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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問卷，以研發更貼近消費者口味之純米米粉。

此次生物科技大展，本場不僅讓民眾體驗農業科技的研發

成果，也推廣了環境友善的栽培技術與資材，期望臺灣的農業

發展有如葡萄台中5號葡萄酒，飄香久久、餘韻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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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活 動 專 欄

今年7月23日至26日，在世貿南港展覽館舉行的「2015臺
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已圓滿落幕，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在本

次展覽中展出3項研發成果，分別是「釀酒葡萄新品種-臺中5
號」、「飼料添加物-耐酸性複合式菌種製劑之開發與應用」

及「有機薑黃、仙草及紫錐花栽培技術及加工產品」，並辦

理4場次「純米米粉品評活動」。

在3棵葡萄樹與棚架襯托下，葡萄台中5號釀造酒品展

示，讓民眾彷彿置身產地。藉由本場同仁講解，使民眾對耐

酸性複合式菌種製劑作為飼料添加物之應用有更清楚的認

識。而有機薑黃、仙草及紫錐花的技術方面，配合2場次加工

產品試吃活動，讓民眾體驗本場研發的保健作物加工產品。

純米米粉品評活動則以現煮米粉供民眾品嚐，並請現場民眾

文圖／張瑞炘、王柏蓉

近年來陸續有農委會專案輔導或返鄉承接家業之青友投

入葡萄產業，他們除積極參與鄉鎮產業文化活動外，並主動

行銷從農成果，且在近期評鑑比賽中逐漸嶄露頭角。

青農們是不一樣的『低頭族』，隨時利用隨身資通設備

更新栽培與市場資料，第一時間收到天氣預報以進行災害預

防，建立行銷系統拓展直銷市場等；他們亦是另類的『抬頭

族』，從修剪、新梢生長、疏果、套袋到採收，在果園裡仰

望觀察葡萄生長情形，進行診斷與紀錄，吸取經驗，作為下

一季生產之參考。

每到葡萄採收時，看到結實纍纍的果實，看到青農露出

笑容，似乎對葡萄產業注入了希望。

從評鑑與產業文化活動看葡萄發展

▲ 純米米粉品評活動，民眾反應熱烈 ▲ 耐酸性複合菌種製劑，詢問度相當高

節水灌溉抗大旱，黃金廊道示範觀摩會

文圖／田雲生、曾康綺

本場為因應臺灣十年來最嚴重的乾旱期，並配合推動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除鼓勵農友種植低耗

水性如釀酒高粱、飼料玉米等旱作外，也輔導蔬果、花卉栽

培區設置管路灌溉施肥系統。今年7月8日假彰化縣溪州鄉陳

蒼鄢農友的花胡瓜溫室，召開「黃金廊道-節水灌溉與雨水收

集處理系統示範觀摩會」，會中展示設施栽培之節水灌溉技

術、肥料選用與調配方法，輔導農友使用管路滴灌或微噴灌

作業，可直接將水分、養分輸送到作物根系，適時調節灌溉

水量並符合施肥需求。以示範區不同灌溉方式的節水效益，

管路滴灌較噴灌減少48%的用水量；滴灌比傳統淹灌更省水

85%以上，又可避免田區泥濘難行，降低雜草防治次數。會

中同時展示連棟溫室收集雨水再利用功能，以連續10天降雨

量80毫米條件下，示範區可收集雨水約18噸，可提供花胡瓜

幼苗噴灌4-8天或滴灌6-10天用水，足供連續乾旱缺水時應急

之用。

▲  林學詩場長與陳蒼鄢農友共同推薦
管路節水灌溉與高品質的花胡瓜

▲ 示範溫室區展示應用之水質處理、
自動化養液供給與分區控制系統

▲ 田雲生副研究員介紹節水灌溉技術

文圖／葉文彬

▲ 林學詩場長於溪湖葡萄產業文化
活動，勉勵農友生產優質安全葡
萄予消費者，並鼓勵青年農友迎
頭趕上

▲ 埔心鄉葡萄評鑑冠軍為青年農友胡
志豪(左1)，開心與張旗聞總幹事
(左2)合照



▲ 根瘤線蟲及疫病交叉感染以及排水不良等
複合原因造成植株根部腐敗

▲ 本場葉文彬助理研究員向農友說明田區排
水不良與番石榴根部受害之相關性

▲ 說明會現場農友神情專注並與研究人員互
動熱絡

▲ 本次金蜜芒果評鑑共有40組參賽，評鑑結
果出爐後，高德錚副場長向現場農友們說
明金蜜芒果評鑑標準與參加競賽果品應注
意事項

▲ 高德錚副場長向農友講解參賽果品的優缺
點及提供下次參與評鑑的注意要點與改善
方式，期待下屆競賽時可獲得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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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閃耀之星─洋桔梗研究與產業展望交流研討會

▲ 曾秀保師傅及王瑞瑤賢伉儷（右6、右5）教導青農如何將農產品變身為美味佳餚

推 廣 活 動 專 欄

臺中場教育青年農民食材料理技巧
文圖／ 蔡本原

文圖／白桂芳

為提升青年農民園產品加工技能，從一級的田間生產躍

進至二級加工，本場於6月5日特聘前亞都麗緻飯店天香樓行

政主廚曾秀保師傅（保師傅）教導青年農民烹飪五星級的佳

餚。

曾秀保師傅指導青年農民以自產的蔬菜，設計食譜及

烹飪，料理出一道道五星級的美食，原來，只要肯用心學

習，每位青年農民也能成為「型農大主廚」。曾秀保師傅取

材來自埔里的有機茭白筍料理【辣拌茭白筍】及【薑汁茭白

筍】、活用大白菜製作【黃金白菜】及【醋溜白菜捲】、高

麗菜加工【嗆溜高麗菜】及【芝麻拌高麗菜】等6道美食，保

師傅除了大秀廚藝教導青農如何做出國宴級的料理，也不吝

於公開他的「黃金密碼」，一般人在做糖醋料理時，總是抓

不好醋與糖的比例，導致醬汁太酸或太甜，保師傅說明在製

作冷盤料理時，醋與糖的黃金比例為1:0.5-0.69，該比例調配

成的糖醋汁最對味!曾秀保師傅及王瑞瑤賢伉儷，一個教導青

年農民蔬菜加工料理的技巧，一個訪問青農產品生產歷程，

讓產品增加曝光機會，也向消費者行銷從農場到餐桌的美味

技巧。

社頭鄉番石榴植株異常  臺中農改場提出解決之道

彰化縣社頭鄉為中部主要番石榴產區，近來屢屢出現植

株葉片黃化、樹勢衰弱甚至枯萎死亡的情形。臺中場研究團

隊探討環境因子、栽培技術、肥料營養及病蟲害等面向，於7
月14日與社頭鄉農會舉辦番石榴栽培管理說明會，現場120位
農友參加並與研究人員熱烈討論，會後農友對於本場提出之

解決方法多表肯定並允諾在自家果園落實。此次番石榴植株

異常肇因於多重原因，本地區番石榴園多年來存在根瘤線蟲

問題，其造成之傷口成為土壤中疫病的感染途徑；復因短時

間內強降雨致園區排水不及，一旦雨勢停歇，又逢34-35度高

溫，導致植株枯萎死亡。臺中場研究人員提醒農友，大雨停止

後，園區表土雖然乾燥，但根圈附近含水量仍高，籲請農友於

現有果園內開挖深溝(深度30cm以上)；如即將更新或新植的果

園，應採高畦種植，以避免土壤含水量過高。對於根瘤線蟲的

防治，建議於修剪期以加保扶(或丁基加保扶)粒劑翻耕入土；

或採用加保扶(或丁基加保扶)混合殺菌劑達滅芬灌注植株根

系。此外，本場分析土壤樣本後發現，各果園土壤肥力檢測值

與此次番石榴植株異常無直接相關，仍依各果園之數值提供肥

培建議予農友參考。

▲ 番石榴植株因多重原因導致樹勢衰弱

彰化埔心鄉農會舉辦

第一屆三蜜香優質金蜜芒果果品評鑑活動 文圖／陳盟松

彰化縣埔心鄉農會

於 7月 1 4日舉辦第一屆

「三蜜香優質金蜜芒果果

品評鑑活動」，現場由本

場高德錚副場長、彰化縣

政府農業處蘇啓懷科長與

農糧署中區分署朱慧敏科

長等參與評鑑工作。本次

農會舉辦的金蜜芒果評鑑

活動農友們參與踴躍，現

場共有40組農友參賽，藉由本次評鑑過程，讓農友們彼此觀

摩學習，提昇栽培技術與果品品質。

▲ 金蜜芒果果實為金黃色、風味佳，糖度達19-21
度，為彰化縣埔心鄉三蜜特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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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日本薏苡產業發展農 業 新 知 專 欄
文／林雲康、陳鐶斌

日本早期與臺灣同樣受到飲食習慣西化的影響，導致水

稻生產過剩。而薏苡脫殼後的籽實－薏仁，在日本同樣被視

為營養健康的食品。因此，日本的試驗研究機關、農業關係

團體等品種育成或加工技術開發單位開始進行薏苡產業的研

究與推廣。薏苡籽實在日本除了直接脫殼後以紅薏仁型式販

售外，大多製成茶加工品或精白薏仁販售，也用來製作味噌

及酒等醱酵食品。栽培地點遍布東北、關東、北陸、九州、

岡山及廣島等地，栽培面積及生產量以岩手縣、栃木縣、富

山縣最多，成為重要的地方特產。

植 物 防 疫 專 欄

文圖／廖君達、郭建志

高粱重要病害包括葉斑病及紋枯病等。葉斑病又稱葉枯

病是最常見的病害，好發於經常性晨霧地區或降雨時節的高

濕度環境，病斑周邊紅褐色，內部灰褐色，後期擴大成橢圓

形、長條形或不規則狀。紋枯病由基部葉鞘開始感染，出現

雲紋狀或虎斑狀病徵。

重要蟲害有蚜蟲類及玉米螟等。蚜蟲類好發於春作乾旱

時節，成、若蟲群集於葉片刺吸汁液，分泌的蜜露會引起煤

高粱重要病蟲害介紹

疫病為中部地區水芋栽培之重要真菌性病害。本病病原

菌主要靠風雨、露水及灌溉水傳播，在中部地區4-9月份雨

季時，高濕度與溫度20-25℃下，3-5天即可發病，極易大量

發生與蔓延，尤其水田栽培及多施氮肥田區發生更為嚴重。

罹病葉片初期出現水浸狀褐色斑點，病斑逐漸擴大呈同心輪

紋，最後病斑破裂腐敗穿孔有如破傘，整個罹病葉片於3-5天
內枯乾。田間防治技術在芋頭生長期發病可定期施用防治藥

劑如1×107 cfu/g 蓋棘木黴菌可濕性粉劑、81.3%嘉賜銅可濕性

粉劑、27.12%三元硫酸銅水懸劑、50%達滅芬可濕性粉劑、

18.7%達滅克敏水分散性粒劑或23%亞托敏水懸劑。相關施藥

方法、安全採收期及注意事項請參閱植物保護手冊或洽本場

植物保護研究室。

芋頭疫病發生及防治

▲ 罹病葉片產生水浸狀褐色斑點，後病斑擴
大呈同心輪紋，病斑破裂腐敗穿孔

▲ 高濕度環境下，病斑迅速擴大，互相癒合
致使整個罹病葉片於3-5天內枯乾

▲ 葉斑病危害葉片病徵 ▲ 蚜蟲聚集葉片背面危害狀▲紋枯病危害葉鞘病徵 ▲玉米螟幼蟲危害致穗軸折斷

7月14日本場林學詩場長受邀参加臺中市農會、臺中

市政府及農糧署辦理之「在地非基改國產大豆契約收購

記者會」，藉由本次活動籲請再生稻地區農友及臺中市

青年農民踴躍加入非基改大豆契作行列。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除持續於臺中市海線地區設置6處大豆示範點外，並

將針對本次大豆契作田提供必要之技術服務。

臺中市在地非基改

大豆契約收購記者會

文圖／陳鐶斌推 廣 活 動 專 欄

▲ 林學詩場長細說臺中海線鄉鎮去年二期作示
範種植大豆之成效及種植大豆之好處

▲ 林學詩場長(左2)、農糧署中區分署林傳
琦副分署長(左3)、臺中市農會林榮樺理
事長(右4) 、臺中市農業局王俊雄局長(右
3)、農糧署蘇登照科長(右2)共同見證臺中
大豆品牌『Happy Bean~喜豆』

煙病。玉米螟幼蟲常蛀入莖內危害，影響穗粒稔實或穗部乾

枯倒折。

植物保護手冊登錄高粱病蟲害的防治藥劑包括紋枯病

的「滅紋」及「鐵鉀砷酸銨」，穗腐病的「依普同」及「依

滅列」、蚜蟲類的「歐殺松」、「納乃得」、「加保扶」、

「賽速安」及「第滅寧」及玉米螟的「氟芬隆」。

本 場 動 態 專 欄

文圖／編輯室

吳庭嘉小姐畢業於中興

大學園藝學系，專長為果實採

收後處理技術之研究，現加入

本場果樹研究室，竭誠為您服

務。

新人來報到
吳庭嘉小姐加入本場團隊

在日本近幾年所舉辦的薏苡產業生產技術協議會中，針

對與會的農民生產團體進行產業需求調查，其中期望甚殷的

幾點包括：擴大可使用農藥種類、培育高產穩產品種、種源

繁殖更新及開發新加工品以擴大需求等，各單位團體所提問

題，與我國目前所面臨情況極類似。臺灣過去引進日本薏苡

品種進行育種、栽培技術及產品加工的研究，成功建立國內

薏苡產業，未來仍可借鏡其作物育種及產業發展方向，開發

國內薏苡產業。

文圖／趙佳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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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面膜」。結合日本外銷貿易商建立「瓏園」品牌及新社

地區性品牌，除外銷日本市場與國內市場外，並開拓澳洲、

香港、大陸、美國、荷蘭新興市場，年獲利率73%。在榮獲

2015全國模範民後，廖秉鋐先

生依舊靦腆謙虛，積極將一級

生產推向二級加工三級內外銷

之六級產業，還付出心力擔任

新社區花卉產銷班第7班書記、

集貨場場長及中華文心蘭產銷

發展協會顧問，帶領班員與全

國各地花卉產銷班觀摩技術交

流，提升班員生產技術與行銷

能力。

為您的優質農產品找通路-

農民學院網「找產品找通路」介紹
農民學院不僅提供農業終身學習的管道，也與數位通

路、農會展售中心、農民市集、量販超市及加工餐飲業者合

作，協助學員透過農民學院網將農產品刊登在「找產品」專

欄，洽談產品媒合與上架，讓更多消費者認識農民學院優質

的農民，除增加產品曝光度與拓展銷售管道外，也讓通路商

及消費者找到優質安心的農產品。您只要是農民學院初階

(含)訓練以上結訓學員，產品具備吉園圃、產銷履歷、CAS有
機、有機轉型期等任一安全標章之生鮮品，或是符合食品衛

文／陳蓓真

文／陳世芳

生法規包裝及標示規定之加工品，均可

刊登。登入農民學院網(http://academy.
coa.gov.tw)，點選「找產品」→建立生

產歷程、產品資訊→通過審核→完成刊

登，通路業者及民眾即可透過「找產

品」瀏覽合適的優質農產品。若您想主

動推薦自己的農產品，可利用「找通

路」，先於「找產品」完成刊登→點選

「我要申請」→系統提供通路資訊→通

路審核→聯繫學員或產地拜訪→簽約與

上架等。歡迎學員上網推薦您的優質農

產品，開啟新的行銷管道。

▲ 完成「找產品」刊登後可印
製專屬標籤(圖/農民學院網)

現年32歲，

從小就跟著父母

親在新社花海拈

花惹草，服兵役

之後從事板金工

作開展人生歷

練，98年有感於

父母蘭園人手

不足，決定全心傳承文心蘭農場並擴展產業經營規模至6.4公
頃，選育「Baby Face」文心蘭新品種，滿足消費市場需求，

使用摘除側芽方式調節產期，產期自7-8月及11月至隔年4月
採收，與一般文心蘭產期(5-6月及10-11月)做區隔，並以產期

調節後之文心蘭植株側芽，經萃取處理製成「文心蘭美白保

農入蘭海的模範農民-廖秉鋐

▲ 首創以產期調節副產品文心蘭萃取植株
側芽研發蘭晶鑽面膜(圖／廖秉鈜)

廖秉鋐積極擴大經營規模 (圖／廖秉鈜 )

生 活 資 訊 專 欄

因應氣候變遷～耐逆境原生蔬菜報到 文圖／陳葦玲

蔬菜是礦物質、維生素及纖維質等維持人體健康基本營

養要素的主要來源，隨著國民生活水準提昇及消費習慣之改

變，在日常飲食需求面上有其重要地位，但在自然氣候條件

如高溫、乾旱及豪雨等劇烈變化且頻繁情況下，蔬菜栽培將

遭遇很大的挑戰。

原生蔬菜(indigenous vegetables)指在特定地區原有、引

進馴化或未經人為育種改良之蔬菜，因此不限定只原生於臺

灣的種類。其多具有耐環境逆境適、病蟲害少、可粗放低投

入栽培及具高營養成分等特性，對於因應氣候變遷及糧食(營
養)安全為一具潛力選擇。國內外研究單位多年來已針對原生

蔬菜進行環境適應性評估、應用及推廣，如空心菜、葉用甘

藷、黃秋葵及茭白筍等已有商業品種育成；而山蘇、過溝菜

蕨(過貓)、落葵(皇宮菜)、紫蘇、龍鬚菜(梨瓜)及山芹菜等亦

馴化並改善其栽培條件生產，更有許多作物如馬齒莧、非洲

芥藍、角菜及赤道櫻草值得開發推廣。

今針對不同環境逆境推薦耐受性高之原生蔬菜，並表列

其主要營養元素含量，以供生產與消費者參考。

落葵 馬齒莧 非洲芥藍

葉用黃麻 藤三七 紫蘇

山芹菜 角菜 赤道櫻草

不同原生蔬菜其生育特性與主要營養成分    

特性 種類
蛋白質

(g)
膳食纖
維(g)

維他命A 
(RE)

維他命
B1

(mg)

維他命
B2 (mg)

菸鹼酸
(mg)

維他命
B6

(mg)

維生素C
(mg)

鉀
(mg)

鈣
(mg)

鎂
(mg)

磷
(mg)

耐淹

空心菜 1.4 2.1 378 0.01 0.1 0.7 0.03 14 440 78 21 37
落葵 3.1 2.3 703 0.02 0.2 0.3 0.16 67 290 168 53 41
茭白筍 1.5 2.1 0.7 0.09 0.03 0.5 0.09 7 180 4 9 43

耐鹽
馬齒莧 1.2 0.4 427 0.02 0 0.1 0.08 7 180 4 9 43
非洲芥藍 3.3 2.0 - 0.11 - - - 120 305 135 34 49

耐熱

葉用黃麻 9.0 1.9 6015 0.32 4.95 2.32 1287 396 366 93 116

黃秋葵 2.4 4.1 375 0.02 0.12 0.9 0.02 15 220 104 54 58
莧菜 0.6 2.2 214 0.03 0.07 0.4 0.01 15 530 156 37 54

耐旱
藤山七 1.6 1.7 3341 0.01 0.13 0.3 0.06 29 540 115 83 22
紫蘇 6.6 2.7 549 0.15 0.47 2.32 0.25 68 643 313 115 119

耐陰
過溝菜蕨 3.6 2.9 195 0.003 0.01 2.1 0.01 0.1 350 19 28 74

山芹菜 2.8 1.7 6664 0.01 0.02 0.4 0.01 18 401 222 70 61

耐寒
角菜 2.7 6.1 810 0.07 0.1 0.5 0.03 20 530 99 43 64
明日葉 2.2 1.5 2100 0.1 0.21 1.3 0.55 55 540 65 893 65

高營養
赤道櫻草 4.0 1.1 - - - - - 68 - 189 - -
辣木 9.4 2.0 214 0.03 550.07 0.4 0.014 15 530 156 37 54
甘藍 1.2 0.5 12 0.02 0.02 0.3 0.07 33 150 52 11 28

註：數據整理自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AVRDC蔬菜營養資料庫與本實驗室分析數據

 (每百克鮮重)

人 物 報 導 專 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