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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新春暨研發成果記者會
展現傲人研發能量

傳承與創新，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

文圖/蔡本原

　　為展現一年來之研發重要成果，本場於 2 月 7 日辦理「新春暨研

發成果記者會」，向各界分享 105 年重要研究成果，林學詩場長帶領

研發團隊說明 4 項重要研發成果，包括開發紅薏仁機能性食品原料生

產技術，並研發出多種不同風味的即食即飲機能性食品；為紓解苗場

缺乏嫁接專業技術工的窘境，成功新研發的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操

作易上手又舒適，嫁接速率亦與人工相當；利用更新修剪方式建立百

香果宿根生產體系，可部份取代年度更新之種苗需求，節省成本縮短

栽培時間；以及本場輔導臺中轄區農會家政班，將記憶中難忘的滋味

撰寫成故事，彙編成冊之「傳承在地美味與情感 ~ 故鄉好味道料理」

新書發表，展現本場傲人研發能量。

　　記者會現場也提供紅薏仁飲品及百香果果汁試飲，操作與說明番

茄苗嫁接輔助機具，讓與會記者朋友們除了體驗在地特色食材的健康

美味，也感受到本場傲人的研發成果。會場展示的各項成果受到與會

媒體矚目，並對臺中場研發成果表達高度讚賞。

資料來源/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 月 8 日舉辦卸任、新任

主任委員交接典禮，新任林聰賢主任委員生於宜蘭

縣羅東鎮，農家子弟出身，歷任宜蘭縣縣長、羅東

鎮鎮長、羅東鎮公所秘書、主任秘書、宜蘭市公所

秘書、課長等，深耕基層，長期為民服務。

　　林主委於交接典禮上表示，將在最短時間內，

熟悉農業政務，並和同仁一起打拚、培養最佳默契，

持續推動新農業政策。當前首要工作便是禽流感的

防疫措施，且宣布農委會會內的防疫層級即刻起提

升為一級開設，並親自前往檢查站，確保防疫整備

情形，將防疫工作做好。

▲ 林學詩場長(中)率研究團隊張富翔助理研究員、張惠真研究員、張金元助
研員及陳裕星副研究員(左至右)介紹本場重要研究成果

▲ 本場農機研究室人員示範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操作輕鬆地上手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2 月 23 日 臺中市農業技術講習會 和平區農會

2 月 24 日 本場 105 年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場大禮堂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活動快訊
歡迎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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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農業新產品
瓜類白粉病的剋星-甲殼素合劑記者會紀實

本場 105 年最新技術移轉成果

模範農民蕭永仁
用創意打響元寶金桔品牌

文圖/陳俊位

　　為促進農產品安全及有機農

業發展，本場於 1 月 18 日於農委

會辦理記者會，介紹本場利用蟹

殼廢棄物開發成新型防治資材－

甲殼素合劑，該劑對於瓜類白粉

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可降低

90% 的受害率，具安全無毒與友

善環境的特性，並能有效防治瓜

類白粉病，將可免除消費者對瓜果殘留化學農藥的疑慮。

　　瓜果類作物為國內重要蔬果，包括西瓜、甜瓜、胡瓜、絲瓜、冬

瓜及扁蒲等，這些作物栽培期間極易發生白粉病，嚴重影響農民收

益。由於瓜果類作物多為連續採收型作物，常衍生藥劑殘留之疑慮；

甲殼素合劑產品可應用於瓜類作物白粉病的防治，證實安全無虞，未

來將透過技術移轉方式，授權

業者生產、登記核准後上市。

此外，利用甲殼素合劑進行擴

大範圍試驗，發現在番茄、火

龍果、柑橘與木瓜等作物上亦

有顯著降低病害的效果，日後

將可成為有機農業防治作物病

害的中流砥柱。

文/陳世芳

　　每逢農曆年節，許多消費者會選購金桔盆栽

佈置庭院，來討個富貴吉祥好預兆，沒說您一

定不知道，市面上每 100 棵金桔盆栽有 25 棵

是來自彰化縣社頭鄉蕭永仁班長的「伸達種苗

園」。二十多年前蕭班長將經營多年之橡膠工

廠停產後，購置 200 株傳統的金桔試種，從中

獲利後發現農業是值得投入的產業，從農後不斷請益專家學者，研

發龍鳳嫁接法、金桔植株矮化作業、金桔產季調節技術，將乏人問

津的品種重新包裝命名，取得金剛四季橘品種權及陸續申請 4 項新

品種。在農業傳統市場上如何找出特色 ? 思考迎合消費者偏好，逢

年過節大家都很想招財進寶、大吉大利，他發揮過去的專長，想到

套上元寶模型讓圓形金桔變成元寶，取得元寶金桔專利，正好做出

市場區隔，佈局全國行銷網絡，建立元寶桔品牌，並成立元寶桔推

廣中心服務顧客，這些創新的行銷手法替他帶來媒體曝光的機會，

無形中帶動了買氣刺激消費。此外，又費盡心思將可看可吃的金桔

結合在地餐飲，利用金桔的

營養價值製作創意料理，並

設計藝術化金桔盆栽等多元

化利用的副產品，提升產品

價值創造年營收千萬元佳

績，因此榮獲 2017 年全國

模範農民獎項。

文/梁燕青

　　本場 105 年研發成果豐碩，年度總授權金額 1,131 萬元與單項授權金額 650 萬

元雙雙創下本場歷年新高，顯示出本場充沛的研發能量，破單項授權金紀錄之「微

生物農藥用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 菌株及其量產技術」以生物性肥料研發為基

礎，經多年研發努力，成功跨足至生物性農藥領域的成果。105 年成果包含澱粉芽

孢桿菌 Tdcba05 菌株共 17 項技術移轉，在作物品種方面，有葡萄台中 5 號、菊花

台中 1 號；生產技術方面，包括四季蘭帶椰纖介質盆花之外銷處理技術、適合製作

米粉絲與碗粿之米原料優質生產技術；生物性肥料方面，包含木黴菌株 TCFO9768
及應用於生物性有機液肥製作方法、芽孢桿菌株 TCB10007 及應用於生物性堆肥製

作方法、高肥效有機液肥之製作及在水稻栽培之應用方法、放線菌株 TCST9706 及

應用於生物性堆肥製作方法、木黴菌 TCT568 及其應用於生物性堆肥製作方法；生

物性農藥則有微生物農藥用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 菌株及其量產技術；保健

產品方面，包含紫錐菊袋茶原料生產技術與袋茶配方；農機具包括手推式施肥機、

果園乘坐式施肥機、電動自走式升降作業

機客製化調整、適時灌溉驅動裝置；其他

如杏鮑菇栽培介質製作方法、洋桔梗外銷

儲運保鮮劑配方與配製方法。

　　最新技術移轉資訊， 公告於本場網

站 / 最新消息 / 本場公告 (www.tdais.gov.
tw/ view.php?catid=2191)，歡迎有興趣者，

可上網查看並洽各公告聯絡人瞭解技術移

轉內容與項目。

▲ 液化澱粉芽孢桿菌Tcba05可有效防治菜豆萎凋病，左為對照組，
右為施用組(圖/郭建志)

▲ 「洋桔梗外銷儲運保鮮劑配方與配製方法」製作之
保鮮劑試驗結果(圖/陳彥樺)

▲ 甲殼素合劑對瓜類白粉病的防治效果 ( 左
為對照組、右為處理組 )

▲ 蕭永仁班長(左 3)接受彰化縣政府頒獎表揚

▲ 蕭永仁班長設計元寶金桔
　( 圖 / 蕭永仁 )

資料來源/農委會

　　為蒐集以農業為主業之不同經營規模農牧戶

家庭收入狀況，作為農業施政與產業輔導之參

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

至 106 年 4 月 15 日止辦理「105 年主力農家

所得調查」，敬請配合辦理。

105 年主力農家所得調查

▲ 本場林學詩場長(中)率研究團隊於農委會，發
表新型防治資材－甲殼素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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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應景花卉 - 虎頭蘭產業現況及未來展望

越南紅龍果產業參訪分享
105 年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回顧與展望

生產技術再精進

文圖/藍玄錦

　　虎頭蘭又名東亞蘭，係大花蕙蘭，是由蕙蘭屬

(Cymbidium) 中數個原生種經雜交選育而成的觀賞作

物。台灣目前主要產地位於南投縣魚池鄉、仁愛鄉等

海拔 500-1500 公尺之地區。虎頭蘭花色多樣，有紅、

橘、粉、黃、綠、白等，植株型態兼具雍容華貴的花

姿、碩大的花型、葉片充滿流線型之美且觀賞期又長，

因此，不論是盆花或切花，都十分討喜。花朵開放時

間自 12 月到翌年 2-3 月，此期間正逢我國農曆新年，

國內市場交易量多集中於此時段。

　　早期虎頭蘭多以盆花銷售為主，因株型過大、栽培期長導致栽培空間利用率較差，

以及生長習性偏好涼溫，使得產業發展受到限制。近年來，在業者及農業試驗研究單位

努力下，自國外引進並雜交選育適合國內栽培的品種。另一方面，生產模式從盆花生產

轉為切花販售，市場交易量及產值亦逐年增加，外銷市場則由早期的日本、韓國、中國

拓展至澳洲、紐西蘭及部分歐美國家，使虎頭蘭產業再現生機。未來期能藉由品種選育

及花期調節等技術，導入經濟化的量產栽培模式，提升虎頭蘭產業競爭力，開創產業新

契機。

文圖/陳盟松、郭建志

　　越南紅龍果栽培面積達 3.6 萬公頃(2014 年)，主要產區為

平順省、隆安省與前江省，品種以白肉種為主，紅肉種約佔

14%。越南紅龍果生產以外銷為導向，約有 80% 的紅龍果進

行外銷，剩餘的 20% 則在國內市場販售。越南紅龍果外銷世

界 40 多個國家，主要出口國為鄰近之中國大陸、泰國、印尼

等。在歐美地區則為荷蘭、西班牙、德國、英國、加拿大與

美國等，是越南重要的外銷農產品。2005 年起果園栽培管理

已導入EUREP GAP制度，在2014年已超過8,000公頃的果園，

約佔總栽培面積的25%，獲得Global GAP或Viet GAP的認證，

成為越南紅龍果順利行銷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利器。

　　越南紅龍果可週年生產，在 9 月非主產季以夜間進行燈

照提高產量。病蟲害以

莖潰瘍病、炭疽病、螞

蟻與果實蠅危害較為嚴

重，植株亦有嚴重日燒

問題。越南南方園藝研

究院除針對病蟲害深入

研究外，亦進行化學藥

劑測試與微生物製劑開

發，執行病蟲害綜合管

理。越南紅龍果產業發

展明確定位於外銷市

場，相關配套制度、外

銷集貨及運銷系統設置

健全，值得國內紅龍果

產業發展借鏡。

文圖/吳建銘

　　為精進農民栽培技

術與宣導農業政策，本場

105 年辦理農業技術諮詢

座談會，議程共 2 小時，

第 1 小時由本場技術人

員及農政單位分別進行

農業技術講習與政策宣

導，包括作物生產技術、

病蟲害管理、合理化施

肥、微生物肥料施用技

術與宣導最新農業政策；

第 2 小時為技術諮詢座談，由本場場長與各地區農會總幹事主持，本場農

業技術人員即席問診，解決農民栽培、病蟲害防治、土壤肥培等問題，農

糧署中區分署及縣政府農業局等人員針對農業政策進行諮詢座談，期第一

時間解答農民作物栽培與政策問題，達到精進生產技術及溝通農業政策的

目的。105年農業術諮詢座談會共辦理 12場，臺中、彰化與南投各 4場次，

臺中市於霧峰區、大甲區、外埔區及大安區辦理，彰化縣於社頭鄉、田中

鎮、二林鎮與埤頭鄉辦理，

南投縣於埔里鎮、名間鄉、

鹿谷鄉及國姓鄉辦理，講

習主題分別有果樹類 6場，

蔬菜類 3 場，雜糧類 2 場，

水稻 1 場，參與人數達

963 人。未來本場將持續

辦理農業技術講習會，期

透過主題式專業課程，強

化農友生產管理技術。

▲ 盛開的虎頭蘭盆花

▲ 虎頭蘭花朵

▲ 越南紅龍果採單批留果方式生產，多為單柱式
栽培模式且枝條數眾多，不利於病蟲害防治

▲ 越南紅龍果包裝場以人工進行分級、包裝及裝
箱等作業，設有大型冷藏庫進行預冷、貯藏等
作業

▲農友現場提問相關農業問題

▲林學詩場長主持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解答農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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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研習
有益微生物於作物病害防治之應用

給稻田扮新妝 讓生態添幸福

文圖/郭建志

　　本次前往日本東京農工大學及茨城大學，主要針對有益微生物

防治作物病害之研究，進行研習與交流。東京農工大學農學部有江

力教授(Dr. Tsutomu Arie)是研究鐮孢菌的專家，專精於菌種鑑定、

親和反應研究及應用無病原性鐮孢菌防治萎凋病之研究，該研究

團隊利用無病原性鐮孢菌 W3 及 W5 菌株於水稻開花期間噴灑於花

器上，共噴灑 4 次，待處理後的水稻收穫後，收集其種子，浸泡於

水稻徒長病的孢子懸浮液中，再次播種後 21 天，其 W3 及 W5 處

理組之罹病度僅只有 2.1% 與 0%，相較無菌水對照組處理罹病度

已達 38.7%，顯示預先處理無病原性鐮孢菌株，確實可以降低萎

凋病菌的入侵與感染。茨城大學農學部成澤才彥教授(Dr. Kazuhiko 
Narizawa)，其主要研究領域在於植物內生菌的篩選、分離及病害防

治應用，成澤教授篩選出多種根瘤菌，其中 Y34 菌株具有促進植物

生長及誘導植物抗病反應之效果，預先接種於作物根部，可以預防

萎凋病的感染與降低罹病度；同時成澤教授亦開發小包裝的根瘤菌

堆肥，用途可作為育苗土混拌處理，提早讓根瘤菌佔據植物根部，

以避免病原菌的入侵，可降低土壤萎凋病的發生率。此次研習有關

微生物防治作物病害的成果及研究方向可以提供國內研究人員參考，

並強化與提升國內有關微生物農藥及微生物肥料的研究能量，開發

適合國內農業生產可以應用的病害防治模式，同時可以降低化學農

藥的施用與提升農產品安全性。

文圖/沈原民

　　當一個梨產區內有梨赤星病發生，

可以說是病害在每年的固定時間會在

梨葉上以黃色病斑打卡報到！梨赤

星病屬於「銹病」，寄主專一性高，

需要梨樹與龍柏兩類植物共同存在同

一地區相互傳病，當龍柏愈多或梨樹與

龍柏距離愈近，病害發生愈嚴重；反過

來說，當梨園附近不存在龍柏時，則梨

樹上完全不會出現梨赤星病。

　　管理梨赤星病最有效的方式，是剷除臨近梨產區的龍柏，降低

或消滅當地梨赤星病感染源，若無法剷除除龍柏，至少要做到避免

新植。近年來有在龍柏植株上噴施殺菌劑以降低赤星病感染源的作

法，本場最新研究顯示，50% 三氟敏水分散性粒劑稀釋 6,000 倍能

有效抑制龍柏上的梨赤星病感染源萌發。而且，梨葉萌芽時期避開

梨赤星病感染源釋放孢子期，可以躲避病害，例如本場育成的台中

一號梨(福來梨)萌芽時間晚，種植台中一號梨可降低梨赤星病對梨

樹之影響。

　　此外，每年國曆 2 至 3 月降雨時是梨赤星病大量感染的高風險

期，可選擇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農藥保護梨葉。然而，梨赤星病無

文圖/廖君達

　　由改進水稻栽培品種為開端，陸續導入稻田田埂植被、滿江紅

及冬季裡作蕎麥等，讓大甲區幸福里展現不同以往的農村風情，本

場 1 月 25 日假臺中市大甲區幸福里召開 「稻田生態景觀示範觀摩

會」，由林學詩場長及大甲區農會黃瑞祥總幹事共同主持，有近 100
名農民前來參加，就如何營造稻田生態景觀進行熱烈討論。

　　當地水稻栽培品種於第二期作白米心腹白過高的問題，本場推

薦由水稻台中 192 號來替換，可獲得較高的稻穀產量及農民收益。

示範區田埂種植蠅翼草、心葉水薄荷及多年生花生等，覆蓋田埂形

成一條長長的綠龍，除了抑制雜草生長、美化農田景觀，並讓農田

生態系得以休養生息，提供多

種害蟲天敵包括橙瓢蟲、七星

瓢蟲、蜘蛛類、渚蠅、長足虻

及寄生蜂等的生存棲地，發揮

抑制水稻害蟲的功效。稻田種

植滿江紅可抑制稻田雜草，掩

埋後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及提

供肥效。蕎麥種子於二期水稻

收割前撒施田間，雪白的蕎麥

花海營造出年前特有的稻田景

觀。此項推動稻田田埂植被、

滿江紅及蕎麥栽培等，讓原本

單調枯燥的稻田增添繽紛的色

彩，讓更多的生物回歸農業環

境，讓幸福里洋溢著生態的夢

想。

梨赤星病綜合管理策略

▲ 本場林學詩場長及大甲區農會黃瑞祥總幹事共
同主持觀摩會

▲ 農友觀摩蠅翼草於稻田田埂種植情形

法依靠藥劑完全防除，管理目標是避免大量感染影響樹勢、致力維

持果實品質。

梨赤星病之推薦防治藥劑

藥劑名稱 劑型與倍數 作用機制代號
滅普寧 75% 可濕性粉劑 1000 倍 C2
得克利 25.9% 水基乳劑 2500 倍 G1
富爾邦 76% 可濕性粉劑 200-500 倍 mc3
芬瑞莫 12% 可濕性粉劑 5000 倍 G1
三泰芬 5% 可濕性粉劑 1000 倍 G1
比多農 25% 可濕性粉劑 5000 倍 G1
三氟敏 50% 水分散性粒劑 6000 倍 C3
克熱淨 25% 溶液 800 倍 mc7

1.  農藥作用機制可參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彙整之「農藥作用機制分類檢
索」，代號相同代表作用類似，建議輪替施用不同機制的藥劑

2. 施藥方法及注意事項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 梨赤星病的感染源(冬孢子堆) 產
生於龍柏上，遇水膠化膨大、釋
放孢子感染梨樹

▲ 與有江力教授 ( 左 1) 進行利用無病原性
　鐮孢菌 W3 與防治水稻苗徒長病之研究探討

▲ 參訪成澤教授 ( 左 1) 並於實驗室合影

本場動態

恭賀 ~
環境課陳俊位副研究員，調陞本
場研究員兼埔里分場分場長，於
1月 23日舉行宣誓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