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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豬迎春～臺中場新春暨研發成果記者會展現充沛研發能量

愛農愛諾閃亮登場 以五感體驗呈現科技成果

看日本有機農場 Share garden 怎麼做！

文心蘭 ' 臺中 4 號－雪中紅 ' 獲 2019 臺灣國際蘭展銅牌獎

金豬迎春～臺中場新春暨研發成果記者會展現充沛研發能量
文圖 /蔡本原

為展現本場過去一年之研發成果，於 2月 21日辦理「新
春暨研發成果記者會」，向記者媒體朋友們介紹 107年重要研
究成果，吸引轄內 26位記者媒體共襄盛舉，對於本場創新研
發績效給予高度肯定。林學詩場長主持記者會時以簡報介紹

107年本場新植物品種及同仁過去一年研究推廣成果，包括 4
項重要研發成果「芥藍新品種 -台中 2號」、「葡萄防病減藥
技術 -簡易遮雨設施預防葡萄露菌病」、「春石斛蘭臺中 1、
2、3號技術授權」以及本場邀集轄內 40家農會家政班，運用
在地食材，精心設計製作具有當地特色、文化或記憶中的味道

「在地食材好料理飯包新書發表」。

記者會現場同仁除了介紹芥藍台中 2號的植株特性，並
說明簡易遮雨設施的效益及春石斛蘭的育成，也讓與會記者朋

友們品嘗飯包的美味，感受到本場豐沛且創新的研發能量。會

場展示的各項成果受到與會媒體記者朋友肯定，對本場研發成

果大為讚賞。

文 /編輯室

本場訂於 3月 16日辦理「新農業心生活 ~洋桔梗春之饗宴」農業
科技研發推廣成果展暨開放日活動，邀請各界人士蒞臨本場參加洋桔梗

春之饗宴活動。洋桔梗為中部地區重要花卉，栽培面積 23.48公頃，產
量為 634.8萬枝，集中於彰化縣占 95.7%，日本為臺灣洋桔梗外銷第 1
的國家。本次活動以「洋桔梗」為主軸，有花卉生產與生活展區，展示

洋桔梗產業、洋桔梗切花大賞與花藝展示、洋桔梗產業講座、農民學院

學員及青農回娘家；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成果展示本場研發之新技術與

技轉商品；農產品展售區有轄區農會、農民及田媽媽之優良農產品銷售；

動態活動有花現花蹤巡禮、愛の交響曲與花茶饗宴、文心蘭及非洲菊花

藝創作 DIY、身心益康體驗導覽活動等。
一年一度的場區開放日將於 3月 16日熱鬧登場，開幕式以歡樂歌

舞迎嘉賓，並頒發 2019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洋桔梗切花競賽得獎者
及協助本場試驗與推廣有功人員，感謝他們帶動在地農業持續發展之貢

獻，臺中場的用心與成果，邀請您前來共襄盛舉。

▲ 林學詩場長 (中 )率本場研究同仁張惠真研究員 (右 2)、洪惠娟副研究員 (左 1)、錢昌聖
助理研究員 (右 1)及許晴情助理研究員 (左 2)向記者媒體介紹本場重要研究推廣成果

▲ 本場研發的芥藍新品種芥藍
台中 2號

▲ 彰化市農會及員林市農會設計的熊愛吃飯包 (圖左 )及食光
飯包 (圖右 )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農業缺工好幫手

Android 載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03月 16日 「新農業心生活 -洋桔梗春之饗宴」開放日活動 本場場區

03月 27日 農民學院園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04月 10日 農民學院農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花卉生產與生活

09：00-17：00

綜合大樓 1樓
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成果展 -新技
術與技轉商品

圖書館後方廣場

洋桔梗切花大賞與花藝展示 綜合大樓 2樓
農產品與田媽媽產品展售 榕樹大道

FB打卡按讚活動 農民服務中心

繽紛花田 農田區

洋桔梗產業講座 09：30-10：30 推廣大樓

階梯教室農民學院學員與青農回娘家 11：00-16：00
歡樂歌舞迎嘉賓 10：20-11：00

農民服務中心

前草坪

活動開幕式、長官及來賓致詞 11：00-11：20
頒獎 (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洋桔
梗競賽、推廣有功人員 )

11：20-12：00

小麥飯品嘗 11：50-12：10

花現花蹤巡禮
10：10-11：40

農民服務中心

前草坪

14：00-15：30
愛の交響曲與花茶饗宴 13：30-14：30
親子 DIY活動 -文心蘭、非洲菊
花藝創作

15：00-16：10

身心益康體驗導覽活動 15：00-15：30 大樹埕益康花園

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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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農愛諾閃亮登場 以五感體驗呈現科技成果
文圖/曾康綺、楊宏瑛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愛農愛諾」特展，3月 2日 -24日於外埔
園區智農館閃亮登場，由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精強局長、本場林學

詩場長、水試所張錦宜副所長、桃改場傅仰人副場長、茶改場楊美

珠課長等共同主持開展。本場匯聚各試驗改良場農業科技成果，翻

轉生硬農業科技成生活科普，以多元創意展示與啟發感官體驗為設

計理念，精心擘劃療癒庭園、幽情雅室及休憩茗閒之展覽，內容豐

富精彩可期。

林場長說明展區以

五感體驗方式將農業新品

種、新技術融入療癒庭園、

幽情雅室及休憩茗閒等三

展區。療癒庭園區細分柳

暗、花明、悸動、頓悟、

安神等 5區，柳暗區以臺
東場多種大型蕨類布置綠

意盎然，刺激聽覺開啟，

耳聞春夏秋冬鳥鳴，由特

生中心提供綠繡眼、南亞

夜鷹、八色鳥、大官鷲、

紅尾伯勞及鷹斑鷸等啼聲；

花明區繁花似錦啟動視覺

響宴，以種苗場孤挺花、

臺南場文心蘭布置；接

著撲鼻花

草香氛由

臺東場石

竹、 迷 迭

香、 芳 香

萬壽菊等，

喚醒嗅覺

帶 來「 悸

動 」； 巨

型流瀑的

水花飛濺、

綠 石 竹、

樹幹轉輪（木麻黃、大葉山欖、楓香、樟樹、構樹、油桐等）以觸

感樹幹質地，心靈豁然「頓悟」；安神區以花蓮場提供之本土當歸、

丹參、黨參、綬草，推廣藥食同源。幽情雅室區由桃園場統籌展現

農業科技於日常居家，運用各場育成之菊花、蝴蝶蘭、火鶴花、洋

桔梗、彩色海芋及具四章一 Q標章安全農產品妝點室內空間，搭配
室內綠色植物，營造豐富雅致花藝與綠意生活饗宴；休憩茗閒區借

景茶園景象，茶藝氛圍的茶席，搭配臺灣多元特色茶種及新興茶葉

品種，茶香隧道中盈滿茶香露，讓民眾五感覺醒，獲得紓壓益康效

果。現場手機掃描二維條碼連結網路知識庫提供詳細科技說明。

愛農愛諾特展區，以五感體驗邀請國人認識農業，感受農業帶

來居家樂趣與療癒效果，參觀遊客皆驚豔與駐足留影，現場打卡就

送小禮物。您來了嗎 ?願一起瞭解愛農愛諾之完美承諾與實踐。

優質秈稻新品種 -台中秈 198 號

文圖/鄭佳綺、楊嘉凌

全 臺

水稻栽培

品種包含

稉 型、 軟

秈、硬秈、

稉糯及秈

糯稻等多

樣化型態

品種，由於國人食用米的喜好多以軟、黏、Q為主，因此
國內的秈稻品種栽培面積約佔總面積 90%。但秈稻在國際
市場上一直都是主流品種，在國內亦有穩定的消費族群，

其中以台中秈 10號最為知名。然而該品種栽培推廣已歷
時 39年，為讓農民及稻米產業多一個品種選擇，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於 107年命名台中秈 198號，其米粒與台中秈
10號相同具有中低的直鏈澱粉含量 (10-20%)且具軟膠體
性質，其蒸煮後的米飯質地類似稉米飯的口感，十分美味

可口，且具有穩定的產量表現及優良米質表現，如稻穀容

重量及完整米率良好，米粒外觀及食味品質佳等。

由於新品種台中秈 198號具有上述多項優點及特色，
預期推廣後可獲得農

民、水稻集團產區及

業者的歡迎與接受。

本場將加速繁殖優

良原原稻種，俾供各

界農民及業者選擇利

用，並藉以提升我國

稻米之消費量。

▲ 愛農愛諾開展，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精強局長 (左 3)、本場林學
詩場長 (左 4)共同主持

遮雨設施「罩」的住，
葡萄生產不怕雨水來擾亂

文/葉文彬  圖 /葉文彬、許晴情

葡萄生產過程常常受到降雨影響著

果，降低果穗完整性及總產量，對葡萄

農友收益造成嚴重衝擊，為克服降雨所

帶來之影響，採用簡易捲揚式遮雨設施，

可達到防範之效果。

遮雨設施主要目的為防雨。採用斜

頂簡易捲揚式屋頂，當天候良好時屋頂

呈現打開狀態，下雨前再將塑膠布放下，

避免雨水直接淋洗葡萄花穗。因此，設施內需注意溫度管理，尤其台中市新社

區、南投縣信義鄉及水里鄉進行二期與三期作時，花穗生育、開花著果會經歷

7-9月高溫期，此時期如果貪圖便利，屋頂塑膠布一直處於覆蓋狀態，將導致
設施內出現溫度過高的現象，反而不利葡萄花穗生育及開花著果，切記遮雨設

施之目的是防降雨，晴天或陰天時則不需遮蔽。

採用遮雨設施另

一目的為減少無子果

產生，提高完整果穗。

利用遮雨設施開花前

仍需進行疏花，著果

後再進行疏果，每穗

約在 35-45粒左右，將
來果粒發育空間充足，

果穗外觀完整而形狀

優良，具有較高經濟

效益。

▲ 遮雨設施主要目的為防雨，採用捲揚式屋頂可依生產期間天候
狀況進行調整，更利於葡萄生育 (上為天候良好時屋頂打開狀
態，下為雨天關閉情形 )

▲ 利用遮雨設施開花前仍需進行疏花，著
果後再進行疏果，每穗約在 35-45粒左右

▲ 台中秈 198號 (左 )與台中秈 10號 (右 )
成熟期的田間生育情形

▲ 台中秈 198號 (右 )與台中秈 10號 (左 )之白米比較

▲ 療癒庭園之悸動區的瀑布，導入負離子科技
於庭園舒壓

▲ 幽情雅室之廚房區展現我國農業科技糧食作
物的多樣與日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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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有機農場 S h a r e  g a r d e n 怎麼做！

文圖 /羅佩昕、林煜恒

日本農業標準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 JAS) 有機認證，為日本地區普遍使
用的有機認證，在日本有機商店與有機市集常看到具 JAS認證標章之農產品，而日
本在有機農產品的栽培管理上具有什麼樣的技巧呢 ? 透過參訪有機農場 Share Garden
來一探究竟吧 !

有機農場位於千葉縣，農地面積 1.5公頃，農場內 6位員工，栽培的主要作物包
括： 蘆筍、蒜、番茄、羽衣甘藍、胡蘿蔔及豌豆等作物，多以開放式露天栽培。於
栽培管理上，以作物輪作減少田間病蟲害的發生，作物種植前會施用經 JAS認證的
微生物肥料，以提升作物的生長勢與抵抗力，田間施用的肥料則是農場自行以落葉、

雜草及米糠再加入 EM菌或乳酸菌進行堆肥。於田區周遭種植白花三葉草，一方面防
治雜草，另一方面可達固氮的效果，豐富田間土壤養分。於蟲害的管理上，鱗翅目幼

蟲是常見的害蟲，因此以隧道式防蟲網進行屏障，不同作物田區間則以種植高梁作為

防風與防蟲的屏障。在病害的管理方面，以不接觸與忌避方式為主，白粉病是冷涼季

節農場常見的病害，以噴灑水營造不利病原生長的環境，減緩白粉病之發生；茄科作

物線蟲的防治，會在作物周遭種植萬壽菊，以達忌避的效果。若田間出現嚴重罹病植

株，則會清除病株，並以銅劑進行消毒。有機農場的管理方式，雖無法像化學藥劑可

快速達完全防治病蟲害的效果，但生態環境達平衡之下，也能生產出品質良好且安全

的蔬果。

日本連作障礙現況與克服方式介紹

▲ 圖 2 日本市售土壤還原消毒用資材 (60%酒精 )，於 
 外包裝上詳細記載使用方法

▲圖 3株式会社丸文製作所之蒸氣消毒機，可分定置 
 式 (上 )、臺車拖曳式 (中 )與自走式 (下 )

▲ 以隧道式防蟲網防治危害羽衣甘藍的鱗翅目害蟲

▲ 田區間種植高粱作為防蟲與防風屏障

文圖/錢昌聖、張金元、郭雅紋、郭建志

設施栽培環境下，氣候較為穩定，惟設施內缺乏自然降雨淋洗，易使根系生長環境劣化，

常在栽培 3年後開始發生連作障礙。為克服果菜類蔬菜設施生產連作障礙，本場於 107年度
執行科發基金補助計畫「拓展友善環境耕作技術之發展與應用」，於 10月赴日本與農研機構
(NARO)、千葉縣農林總合研究中心與株式会社丸文製作所等單位進行研習交流。

日本連作障礙主要以鹽害與土壤性病害為主，如鐮孢菌 (Fusarium)、腐霉菌 (Pythium)、疫
病菌 (Phytophthora)與根瘤線蟲 (Root-knot nematode)等。防治方面，日方慣於整地後施用化學
藥劑，如殺菌劑、殺線蟲劑或燻蒸劑等作為克服連作障礙方法；有機栽培者則以太陽熱土壤消

毒與施用有機資材為主；設施栽培者，因生產成本較高，為能精確掌控作物生長條件，故多數

會選擇蒸氣及熱水消毒。此外，尚有利用益菌、酒精土壤還原法或綠肥種植達降低有害微生物

族群密度，緩解連作障礙，適合國內借鏡應用。以下就簡單介紹日方常用克服連作障礙之方式。

1.土壤還原消毒技術：係於土壤中添加易分解的有機碳源，如糖蜜、米麩等 (圖 1)，並透過覆
蓋塑膠布與灌水使土壤維持厭氧狀態。土壤於還原系統下，累積抑菌物質，達到淨菌效果。

2.低濃度酒精土壤還原法：將市售土壤還原消毒用酒精 (圖 2)依作物類別不同，分別稀釋為
0.5-2%，施用量為 100-200 L/m2。將低濃度酒精均勻散佈於土壤中後覆蓋塑膠布，使土壤形

成無氧環境，增加土壤中鐵、錳離子還原。又因鐵、錳離子還原後會形成有機酸，可抑制土

壤微生物生長。

3.太陽熱土壤消毒技術：係於土壤整地作畦後直
接覆蓋塑膠布，透過太陽照射使其土壤加溫。

土壤溫度 40℃為降低土壤病原菌族群量的最
低溫度限制，其成效取決於溫度與時間累積關

係，以土壤溫度 40℃為例，積算時間必須達
398小時，才具有抑菌效果。

4.蒸氣或熱水消毒法：以株式会社丸文製作所為

例，目前有蒸氣及熱水式 2型土壤消毒機，作
業溫度分別為 80-120℃、80-95℃；每平方公尺
需水量為 15-20L、150-200L；有效作業深度為
20-30cm、30-40cm。依機具移動方式區分為定
置式、臺車拖曳式、自走式 (圖 3)。由於蒸氣
式消毒機具有省水、節能、消除土壤雜草、種

子與效率高之優點，因此使用率高，廣受設施

栽培者應用。

▲ 圖 1 常用於土壤還原消毒技術之有機資材如糖蜜
 (上 )、矽藻土 (左下 )與米麩 (右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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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動態
文/編輯室

文心蘭 ' 臺中 4 號－雪中紅 '
獲 2 0 1 9 臺灣國際蘭展銅牌獎

胡瓜萎凋病及其防治

文 /詹庭筑 圖 /許嘉錦

本場今年 3月參加臺灣蘭花
協會於臺南市後壁區舉辦的「2019
臺灣國際蘭展」競賽，其中文心蘭

'臺中 4號－雪中紅 '獲得「美國
蘭花協會銅牌獎」殊榮，藉由產業

競賽盛會再次肯定本場文心蘭育

種成果與實力。

臺灣國際蘭展為世界前 3大
蘭花賽事，由臺灣及美、英、日、

德、泰、澳、亞太等國的蘭花專家

組成評審團。本次獲獎之 '臺中 4
號－雪中紅 '由 Oncidium sotoanum
與Gomesa Golden Shower屬間交配
之後代選出，為白花系，具有灰橘

色斑點。花剛開時為黃色，花開 5
日唇瓣展平後轉白，斑點顏色也隨

之越加明顯。因植株株型迷你，花

序伸出葉面，花序較具立體感。葉

色濃綠且厚，植株型態優美，不論

單盆或組盆欣賞都非常引人注目。

臺灣自 105年 3月 7日起獲美國核
准開放輸美溫室栽培之文心蘭盆

花帶介質銷美，突破檢疫障礙下，

文心蘭盆花外銷產業發展看好。本

次獲獎的 '臺中 4號－雪中紅 '屬
迷你型盆花，又具 2.5吋盆出瓶 2
年內可開花之特性，有利於節省生產及外銷貯運之成本。

本場為輔導轄區文心蘭產業發展，投注研發技術與品種多年，

育成多項中至大花徑之耐熱盆花品種，可供業者品種授權運用，以利

外銷需求。本次參與國際蘭展盛事，即在彰顯育成品種及特色，藉由

民間產業賽事的獲獎榮譽，共創臺灣文心蘭產業發展的新頁。

文圖/王照仁

胡瓜萎凋病為病原菌 F. oxysporum f. sp. cucumerinum所引起之土壤傳播性病害，該
病原可藉由菌絲纏據在植株殘體，或以厚膜孢子

的形式殘存於土壤中長達數年之久。本病亦為一

嚴重的維管束病害，可危害胡瓜的各生長期，於

苗期可引起幼苗猝倒；於成株初期會顯現半側萎

凋，進而引起葉片黃化，在根部與莖部的維管束

組織可見褐化現象，後期導致全株死亡；此外，

可造成罹病株之根系發育不良，支根稀疏但少有

腐爛病徵。本病菌透過根系上的傷口或自然開口

入侵至根部組織，進一步透過維管束組織向上移

行擴展，最終因輸導組織崩解或阻塞，使得植株出現失水萎凋的現象。當胡瓜栽培區土壤的病原菌濃

度在 103 propagules/ g soil時，栽培初期不易發病，而是在栽培 5-6週後 (植株進入開花結果期 )，才逐
漸開始出現上述黃化萎凋病徵。經初步試驗結果顯示，目前臺灣的胡瓜栽培品種對於萎凋病仍屬極感

性至中感性品系。由於目前國內尚未有推薦的化學藥劑，因此主要仍以輪作或休耕的手段來減少土壤

中病原菌的濃度；此外，近年來國內外已有許多生物防治資材被證實具有延緩病勢發展的能力，未來

有應用的潛力。

▲ 文心蘭 '臺中 4號－雪中紅 '白花系
唇瓣具灰橘色點斑及紫色塊斑，頗
為奇特而美麗

▲ 文心蘭 '臺中 4號－雪中紅 ' 獲「美
國蘭花協會銅牌獎」

蔬菜研究室

錢昌聖 助理研究員 (左 ) 
獲頒台灣園藝學會

優良基層工作人員獎

蔬菜研究室

林煜恒 助理研究員 (中 ) 
獲頒台灣園藝學會

107年最佳論文獎

改良課新進人員

蘇致柔 助理研究員
學歷：臺灣大學農藝學系

專長：農藝

工作職掌：食品加工

到職日：107年 10月 30日
電話：04-8523101#202

詹庭筑 助理研究員
學歷：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

經歷：農試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助理研究員

專長：作物抗病育種

工作職掌：文心蘭育種及栽培技術研究

到職日：108年 2月 25日
電話：04-8523101#260

環境課新進人員

王照仁 助理研究員
學歷：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博士

經歷：中興大學植病系研究助理

專長：病害診斷、作物萎凋病、生物防治

工作職掌：作物病害診斷及防治

到職日：107年 10月 30日
電話：04-8523101#321

▲ 胡瓜植株於田間出現失水萎凋病徵

▲  罹病植株之根系和莖部維管束組織皆可見褐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