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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

馬鈴薯園的土壤改良利器
應用生物性堆肥增進馬鈴薯生長與品質
文、圖／黃麗滿、陳俊位

廠商合作生產製造出新型生物性堆肥，且

範圍，而最終可以形成生物性保護圈，且

順利完成技術轉移與商品之上市。

加強分解土壤有機質，釋出營養成分供作

目前這種新型的生物性牛糞堆肥在台

物吸收利用。由馬鈴薯產量調查顯示，使

中縣潭子鄉辦理馬鈴薯田間試作，因成效

用生物性牛糞堆肥可以顯著馬鈴薯的枝葉

卓著本場特於３月21日假林宗亮班長之馬

挺立，生長勢明顯強健，馬鈴薯產量增加

鈴薯園舉辦觀摩會。觀摩會由本場場長陳

約30～45%之多，且外觀品質優良，煮熟

榮五博士主持，與會貴賓尚有關心農業的

後口感更加鬆軟香甜。因此本項新型生物

林豐喜執行長。陳場長表示：由栽培結果

性牛糞堆肥可以推廣農友栽培馬鈴薯之參

一般馬鈴薯栽培需要通氣良好之土壤

顯示，本產品具有促進馬鈴薯生長、增加

考應用。

，因此構造良好土壤為優先，質地以壤土

產量與品質之效益，且能夠增進及維持農

田間觀摩會的重頭戲在現場直接挖取

及砂質壤土較好。利用有機質肥料中之纖

田有機質土壤肥力等功能。其中馬鈴薯的

試驗區的馬鈴薯，由本場場長陳榮五博士

維素、半纖維素及木質素等成分經土壤微

根系生長相當健壯，鬚根表面附生著相當

與林豐喜執行長親拿鋤頭檢驗試驗成果，

生物分解及轉變成土壤有機質，促進土壤

多的木黴菌。顯然木黴菌可以隨著生物性

隨著鋤頭一下一下的往下掘，一顆顆碩大

團粒之形成，以增加粘重土壤之大孔隙及

堆肥，進入土壤中並著生在作物根系表面

的馬鈴薯跳躍而出，顯示這種新型的生物

使用新型生物堆肥的馬鈴薯果實碩大

降低其粘性。至於粗質地土壤，陽離子交

性牛糞堆肥在馬鈴薯上使用的成效，最後

換容量低，利用有機質肥料以提高其陽離

觀摩會在大家的檢討提問及品嚐由田媽媽

子交換容量，便可以提高其保肥及保水力

精心準備的餐點中結束一次成功的示範觀

，並促成作物增產增質的效能。

摩會。如農友對上述技術有任何疑問，歡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對於堆肥製作技術

迎來電農民服務專線（04－8532993）或

及有益微生物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其中

洽 土 壤 肥 料 研 究 室 蔡 宜 峰 博 士

利用木黴菌（Trichoderma sp.）等新型有
益菌，分別接種於牛糞堆肥、稻殼堆肥及

（04－8523101轉311)。
處理生物堆肥區的馬鈴薯產量驚人

蔗渣木屑堆肥等製作，可以顯著縮短堆肥
化時程，且臭味也明顯降低，外觀顏色較
深黑褐，品質較佳，而且每公克堆肥成品
中的木黴菌有益菌數可以達到10 6 以上。
本項生物性堆肥之製作方法已於94年３月
11日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發明專利審
定核准通過，是目前最新型的生物性堆肥
產品。並經由產學合作計畫，分別與多家

未使用堆肥試區產量顯著降低

生物堆肥試區外觀品質優良的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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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花採果、品酒探人文二林休閒趣
文、圖／陳采晴

「米倉」獨特的蕎麥花田，白茫茫一片花

以生態保育與休憩育樂之休閒觀光體

海就像置身於雪地一樣，花期於11月至２

驗的東螺溪休閒農場，利用鴨寮所改造的

月期間；由於籽實營養豐富，開發為健康

一座草根傳習與用餐空間，以休閒農業之

美味的養生蕎麥、紅薏仁風味餐，充滿鄉

經營方式，結合農村生活文化，讓兒時居

村氣息與羅曼蒂克的氣氛，是值得您品嚐

住在農村的遊客回味古早農村生活，體驗

及休憩的好地方。

DIY拓印、植物染活動，及利用傳統大灶
烹調農村蔬果、野菜的風味餐與點心，享
受天然野趣風味，也讓都市的人們了解作

東螺溪休閒農場利用海豚造型的漂流木裝置藝術
點綴田園風光

物的生長過程及農耕的樂趣；鹿世界觀光

彰化縣二林鎮早年以生產釀酒金香葡

牧場，在園區主人廖彬興先生努力於研發

萄及現場採摘新鮮水果的觀光果園聞名，

育種及養鹿技術之突破，可供學校師生學

近來推動凝聚居民共識發展地方特色的「

習及參觀之教材，遊客可抱抱不畏生的小

休閒農業區」，強調多元化之產業發展，

鹿，或拿奶瓶餵小鹿喝「ㄋㄟㄋㄟ」，也

結合區域內農特產品、觀光採果、人文采

可採買新鮮鹿茸等產品。另有鹿博士休閒

風等地方特色，轉型發展為休閒農業。在

早期農民存放稻米、花生等糧食作物的古亭畚，
在「米倉」休閒農場可進行一趟農業巡禮。

農場是以梅花鹿為主題之農村生態教育農

這春暖花開的季節，到二林賞花、品酒、

園，清末民初的古農具在這裡被重新賦予

休閒，會讓您擁有一個充滿多樣、知性且

生命，牛犁、豬槽全成了這裡的餐桌椅，

豐富的農業休閒之旅。

徜徉其中，懷舊而悠閒地享受獨具特色的
三低鹿茸主題餐，另外DIY教室除了展示
利用雕刻、彩繪完成的葫蘆作品，也提供
遊客自己動手做DIY。

「米倉」休閒農場充滿鄉村氣息與羅曼蒂克的氣
氛，是值得您品嚐及休憩的好地方

６ 月 至11月 可 以 到 全 國 第 一 個 通 過
東螺溪休閒農場親水區可以提供遊客享受嬉水的樂趣

ISO9002認證之「生產休憩園區」，品嚐

「二林休閒農業區」之規劃發展，除

生產過程都經過嚴格把關，不論是外觀、

了發揮地方特色，並建立在地的休閒產業

甜度、大小、色澤、及採後處理等都符合

文化，目前已有農村酒莊的設立、東螺溪

認證規定，滋味鮮甜的紅龍果、金鑽葡萄

休閒農園、鹿世界觀光牧場、鹿博士休閒

、金鑽梨及巨峰葡萄等。另以聞名的優質

農場、花卉米倉休閒農園、原生植物生態

葡萄釀成衛生、豐富且多元之紅、白葡萄

另外還有復育台灣原生植物，物種多

園區、生產休憩園區、連發自動化育苗場

酒，都可在全台首座「台灣酒鄉」試飲，

達300 種的原生植物生態園區、利用自動

、十方農場，還有聞名的三級古蹟仁和宮

目前以紅葡萄酒及白葡萄酒居多，酒品豐

化設備育苗穴盤苗的連發自動育苗場及培

可體驗傳統建築之美。

富且多元，酒莊所釀製酒品的品質與衛生

育秀珍菇及人工夏草的十方農場，也都是

二林地區主要的農特產品蕎麥及紅薏

，廣受消費者肯定，想要淺酌二林地區酒

值得大家來認識體驗的好景點，想要接近

仁可說是營養價值極高的穀類作物，利用

莊業者研發生產紅、白酒等極具特色的酒

自然，喜歡農業休閒旅遊，愛好收集地方

蕎麥及紅薏仁得天獨厚的養生元素，推出

品，只要趕一趟「台灣酒鄉」，絕對不虛

特產的朋友，別忘了來一趟充滿多樣、知

蕎麥（紅薏仁）雪花片、紅薏仁冰棒及「

此行。

性且豐富的農業休閒之旅。

台灣酒鄉目前以紅葡萄酒及白葡萄酒居多，酒品
豐富且多元，歡迎前來淺酌具有特色的酒品

想要體驗採菇及吃好又新鮮的秀珍菇，可以到十
方農場來哦

鹿世界觀光牧場提供遊客與可愛的梅花鹿拍照，可抱
抱不畏生的小鹿，或拿奶瓶餵小鹿喝「ㄋㄟㄋㄟ」

EZII紅薏仁淨白嫩膚面膜」等，讓消費者
「吃的健康、用的漂亮」。法式料理餐廳

二林鎮獨特的蕎麥花田，白茫茫一片花海就像置身於
雪地一樣，是一個提供賞花、攝影、踏青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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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台中區神農獎「傑出農民」介紹
文、圖／黃麗滿、陳俊位

彰化縣大村鄉，方世文先生，經營大

台中縣潭子鄉，林宗亮先生經營面積

村農場，以無塵接種室、大型自動化滅菌

4.2公頃，種植馬鈴薯、水稻及結球甘藍

釜、介質自動裝填、環控等先進設備，自

等作物，開發馬鈴薯栽培專用之「雙保護

動化、集約化生產高品質杏鮑菇，並與企

行北南向三通」省工灌溉法，率先使用馬

業化生產高品質菇蕈鮮實及加工產品，以

鈴薯栽培專用溝畦機以節省勞力，利用馬

「蕈優」品牌行銷菇菌聞名，並設立太空

鈴薯與水稻田輪作，降低病蟲害發生，研

包廢棄處理場，重視環保。

發馬鈴薯早生栽培技術及制定馬鈴薯產期
調節模式，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馬鈴
薯自有商標，提高產值。

南投縣鹿谷鄉，茆聰富先生，經營茶
園1.8公頃，使用茶樹留養技術提昇茶葉品
質，引進真空科技處理及陶瓷烘焙技術，
推動標準作業流程，已通過經濟部GSP國
家 認 證 及 ISO9001與 HACCP國 際 標 準 認
證，所生產優質茶94年代表產銷班參加全
國第一好茶選拔獲得熟香組冠軍。以自創
彰化縣員林鎮，江再郎先生，經營

『茶狀元』品牌系列產品行銷海內外市場。

1.19公頃番石榴，育成「香拔」新品種，
以甘蔗渣覆蓋畦面為有機質肥料，並採用

彰化縣埔鹽鄉，陳慶輝先生經營網室

草生栽培法，增加果實甜度，組織產銷班

有機蔬果1.17公頃，通過「慈心有機農業

策 略 聯 盟 ， 增 加 契 作 面 積20公 頃 ， 建 立

發展基金會」有機農業驗證，以生產有機

「員一牌」商標拓展多元化行銷通路。

白花椰菜為主，善於研發改良農機具，降
低生產成本。自創「向日葵有機蔬果農場
」品牌，期望能為傳統農業尋回往日生態
環境，以營造富麗農村，提高農村新氣象
及生產高品質農產品為願景。

台中市羅阿森先生經營面積1.5公頃，
以文心蘭為主。栽培技術先進、富研發精
神及行銷觀念，自行選育優良文心蘭品種
彰化縣田尾鄉，周俊麟先生自有農地

，如冬季開花品種及雙梗花優良品系，建

2.2公頃，栽培馬拉巴栗、應景盆栽，並

立產品品牌，極力推動策略聯盟來改善經

承租4.8公頃，栽培巴西鐵樹、金錢樹、

營結構，採取共同選別標準、出貨、計價

虎尾蘭、開運竹等，創新多樣式組合盆栽

、品牌行銷、採購等策略，辦理國際行銷

及運用催芽技術生產優質產品，另針對顧

，配合休閒農業政策，參與套裝旅遊，增

客群，建立產品型錄，以「綠俊園藝」註

加收益。

冊商標建立品牌，直銷全國。

南投縣竹山鎮，曾高彬先生，經營茶
園3.12公頃，注重茶葉製造及研發、改良
團揉設備及精準掌握溫溼度製茶，曾獲南
投縣政府茶葉烘焙技術競賽特等獎，以「
明彬茶業」品牌行銷，並開發冬片茶、蜜
香茶、茶梅、茶葉瓜子等副產品，提高產
品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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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專欄

花椰菜與甘藍菜之機能性成份及功效
文、圖／郭肇凱、張隆仁

植科學家發現蔬菜水果中，有一類植

前列腺癌在美國是導致男性死亡的第

的蛋白質，而該蛋白質與癌細胞的發展有

物營養素(photochemicals)物質，不像維

二大疾病，而前列腺癌末期對高濃度化療

他命或礦物質能夠供予人類成長所需的養

或放射線治療幾乎不產生反應。然而相對

由於台灣氣候轉涼之際，非常適合花

分，但是曾經被認為是沒有營養價值的植

於美國，此癌症於印度的發生率卻非常低

椰菜與甘藍菜的生長，根據行政院農業委

物營養素，現在卻被視為賦予蔬菜水果神

，可能與此地區飲食習慣中含有大量植物

員會的統計表，九十五年一月的全台產量

奇療效的成分，可能含有許多抵抗疾病的

化合物的植物食物有關。江亞伍教授的研

約各有一萬五千及四萬五千公噸，當月產

合成物，並能有效防止人體上的一些病理

究團隊係將帶有人類前列腺腫瘤(PC-3)的

量均較上個月成長五成之多。要如何懇請

性傷害。

小白鼠，對其注射PEITC或薑黃素四週後

國人多加食用以免造成量多則價衰的現象

美國紐澤西州立羅傑斯大學華裔教授

進行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癌症腫瘤生長顯

呢？其實只要簡單地推廣一個健康飲食的

江亞伍(Ah Ng Tony Kong)表示：使用

著地受到阻礙，若是單獨使用PEITC或薑

小概念，將咖哩粉拌佐在花椰菜或甘藍菜

花椰菜、甘藍菜等內富含的異硫氫酸苯乙

黃的效果有限，而PEITC和薑黃結合使用

中一同調理食用，便有預防與治療前列腺

酯 (phenethyl isothiocyanate, PEITC)

則能明顯降低腫瘤生長。PEITC抑制癌症

癌之潛能，相信消費者必定趨之若鶩搶購。

和咖哩中富含的薑黃素(curcumin)各自或

的可能機制在於抑制了癌細胞核內訊息傳

是混合使用，在實驗室小白鼠身上都證實

遞的路徑，因而減少癌細胞的細胞分裂並

可有效防癌，而且PEITC和薑黃素混合使

導致細胞凋亡；而另一可能機制為PEITC

用可以有效治療已經確診的前列腺癌。

能干擾名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

密切關係。

N=C=S
PEITC的化學結構式

政令專欄

輔導縣市農地資源空間之整體規劃，強化農地利用管理
文／編輯室

行政院農委會為合理建置以農業願景

資源大量的轉用至其他使用，耕地被轉用

為目標之農業資源空間發展構想及指導性

的壓力也持續升高。由於農產品之安全與

計畫，自95年度起將分階段協助各縣市政

農業生產環境息息相關，農業環境或農地

府完成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工作。今年將先

資源遭受污染或破壞，除嚴重影響區域性

補助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台南縣、

之農業發展效益，更易引起民眾對農產品

台東縣等５縣政府辦理。依據農委會之規

安全之恐慌。為因應上述農地資源面臨的

劃，未來縣市依據農業發展特性與需求願

課題，行政院農委會配合農業發展政策方

景，在國土發展目標下，透過整體性規劃

向及國土計畫對環境保育及有秩序產業發

模式，將有效整合農業部門產業發展與農

展之政策目標，已於92年至94年陸續完成

地利用，訂定具合理發展之農地空間發展

全國、縣市及鄉鎮層級之農地資源空間規

模式。

劃配置之先期模擬作業，積極推動農地資

農委會指出，近年來隨著經濟迅速發
展與人口快速成長，台灣地區的農業土地

源空間規劃之操作模式。

動，除考量農地資源特性外，並藉由策略
規劃方式，以成立在地、跨部門之農業空
間發展委員會溝通協調方式，形成當地農
業發展與農地利用的共識，以合理分派未
來農地之利用方式，建構縣市層級農業部
門之空間發展計畫。而在執行措施方面，
包括專業教育訓練、提供技術支援外，另
將成立總規劃顧問團隊，協助輔導縣市政
府辦理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在整體規劃模
式下，有效整合農地空間資源、建立農業
發展願景，進而形塑各種策略性空間規劃
與配套的行動方案。

農委會強調，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之推

政令專欄

針對WTO香港部長宣言對我國農業之影響
農民可能關切之議題與答覆（III）
文／編輯室

問題５：何謂敏感產品？可列為敏感產品
之相關要素為何？有哪些優惠待遇？
答：1.依據2004年通過之農業談判架構，

進口情形、產值高低及就業人口數目等；

幅度越大，惟降稅幅度尚待進一步談判確

由於敏感產品項數有限，農委會已請相關

定。此外，列為敏感產品之農產品，雖可

單位檢討敏感產品清單，俟有進一步談判

採取較低之降稅幅度，惟應進一步擴增關

會員可指定適當項數的敏感產品，採取較

結果後，本會將召開誇部會協調會議，以

稅配額數量；目前敏感產品之降稅及配額

小的市場開放幅度；惟敏感產品項數及其

決定我國敏感產品清單。

擴增幅度，亦尚未確定。

市場開放方式（包括降稅幅度及關稅配額

2.針對敏感產品項數及待遇，我國將繼續

量因素包括是否為關稅配額產品、是否為

問題６：WTO香港部長會議之後，未來農
產品關稅是否將大幅降低？關稅配額是
否大幅擴增？政府有何因應對策？
答：1.依據香港部長宣言，農產品將依關

結果，避免重要敏感農產品之降稅或配額

國內外價差較大之產品、現行關稅高低、

稅高低區分為４個級距，關稅越高，降稅

擴增幅度過大，影響我農業永續發展。

數量），尚待進一步談判確定。
2.有關我國敏感農產品之清單，可能之考

透過參與G10集團（包括瑞士、日本、韓
國、挪威等國家），爭取對我有利之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