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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蔬國際蔬菜訓練研習心得
文／圖 ■ 趙秀淓

前言

及來自各個地方，區域和國際組織，在該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AVRDC -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簡稱亞蔬中心或
亞蔬，總部位於中華民國臺南市善化區，
是世界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國際性非營利蔬
菜研發機構，旨在培育優良蔬菜品種、提
升蔬菜產銷技術，以期為窮人創造更多收
入的機會及提供更健康的膳食，尤其是在
開發中國家。此次筆者所參與之訓練課程
為31st國際蔬菜訓練課程，該課程已經開辦
30個年頭，對象為各國研究人員、推廣人
員、非政府組織人員與政策擬定者。是在

年度共有來自有來自泰國、印尼、印度、孟
加拉、緬甸、寮國、越南、香港、南非及台
灣等10個國家共21位學員參與。由參與本
次蔬菜訓練課程，達到與東南亞各國蔬菜
知識交流的目的，尤其是種子健康和種苗
管理方面，藉以瞭解其他各國的發展。本
文將介紹筆者參加亞蔬國際蔬菜訓練研習
心得。

健康種子(苗)及整合性病蟲害管理

亞蔬中心泰國分部舉行，於101年9月至11月

由於臺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氣

共有3不同單元的課程，分別為「從種子至

候高溫高濕多雨，多元而複雜的環境條件

採收」、「從採收到餐桌」及「蔬菜的永續

下，全年適合各種病蟲害繁殖與蔓延。蔬

發展」等。

菜是日常生活必須攝食之營養食品，生長

筆者參與第一個單元的課程：從種子

期較其他作物短，組織也較纖細，病蟲害

至採收，課程內容包含種子(苗)健康管理、

等對其產量及外觀之影嚮甚大，因而農藥

蔬菜育種和安全農業、整合性病害管理及

使用量也大，造成蔬菜農藥殘量之問題，

整合性蟲害管理等四部分。此次課程講師

因此綜合性病蟲害防治對蔬菜的生產有其

陣容是由亞蔬中心、Kasetsart University, 泰

必要性。此外蔬菜作物大多利用種子來生

國農業和農業推廣部門，泰國農業部的認

產及繁殖，當種子有病源菌的問題時，往

證工作協調小組，泰國亞洲理工學院，以
14

領域均有及豐富的知識與經驗的人士。今

臺南區農業專訊

2013年12月

86期

「從種子到採收」〜參加亞蔬國際蔬菜訓練研習心得

1
1

農業新知與技術

2

各國與會人員與亞蔬中心東南亞分部全體合影

2

亞蔬中心的嫁接癒合室

往不利於後續種苗的培育，而且隨著新病

瓜，分別採用茄

源不斷的出現及對安全產品需求的增加，

子和南瓜做為

加上密集式栽培需要大量種子，因此種子

砧木，而且是以

健康和種苗管理對蔬菜生產有其必要性。

頂插法，嫁接完

種子消毒的技術主要使病源菌無法

成後移至簡易

在種子表面生長，而且對種子活性不會造

癒合室。癒合室

成威脅，所以由了解種子所帶的病原菌著

採兩層遮光網，

手，予以物理性和化學性的處理，對於提
升蔬菜種子品質有其助益。為了解決因為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農業環境變化，所衍生
的蔬菜栽培生產上的障礙，可從提升育種
與栽培技術兩方面著手，藉由擴大種原歧
異度、利用種原變異性、建立適當且有效
之抗逆性篩選指標、開發與應用提升育種
效率，以期減輕農業栽培環境變遷下，對
於蔬菜生產的衝擊。
在泰國葫蘆科萎凋病和茄科青枯病

3

3

FFS學員上課及聚會場所(上)
推廣講師請FFS學員分享田間規劃(下)

藉此降低溫度，內部為凹形槽，當嫁接苗
放入後即添加水分於其中，另外每日有專
人分早、中及晚，以人為方法再噴灑水分，
藉此增加濕度。嫁接苗癒合期約14天。
種子所帶的病原菌種類很多，分為真
菌、細菌及病毒。真菌可以利用種子檢驗，
吸水紙法，瓊脂法，種子症狀試驗和生長
試驗及胚提取等方法檢測出。此外分離病
原菌時為了要確認病原菌，除了可以利用

也是重要病害之一，且在泰國番茄和胡瓜

接種予以確認外，如果有該病原菌的抗體

栽培大都採用露地栽培，所以嫁接成為防

就可以利用ELISA檢測。蔬菜種子可以利用

治土壤病蟲害的最佳選擇。目前，泰國的

物理 (包括輻射、熱處理及乾熱處理)、化學

嫁接苗產業尚未發展成產業，世界蔬菜中

(殺菌劑)及生物防治 (有益微生物)等方式進

心是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及人民為宗

行消毒，其中以物理方式成本最低，目前已

旨，所以研發方向為農民可用簡單方法和

有許多病害可以透過熱處理、熱水處理及

設備即可操作。所以在泰國嫁接番茄和胡

乾熱處理來降低病害之發生(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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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熱處理各種蔬菜種子帶毒病害的方法
作物種類

病害

蘿蔔

Alternaria brassicae

甘藍

Black spot (Alternaria )

番茄

葫蘆科

Rhizoctonia root rot
Xanthomonas campestris
Bacterial leaf spot
Stem canker
Bacterial canker
Tobacco Mosaic Virus
Anthracnose
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
Fusarium root rot
Scab (Cladosporium sp. )

泰國之安全農業
（Farmer Field School；FFS）的名稱，由政府
主導配合社區組織及社區的農民成立。這
個組織運作已有十年之久，主要是為了宣
導正確的病蟲害管理及農藥安全的操作，
以方便推廣綜合性的病蟲害管理(IPM)。此
外泰國為了要使得農民田間學校之綜合
性病蟲害管理(IPM)能夠順利地運行，除了
由政府輔導外並且給予經費支持，並且朝
向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方向。根
據了解農民田間學校的主持人除了經驗豐
富，有足夠的背景知識可以進行作物的綜
合性病蟲害管理外，具備生產所需的技能
和正確的態度，才可以帶領農民實際田間
參與和學習。而且已接受過訓練的農民，
在一個比較正式的場所，他們可以參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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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冷水6小時後，再以50℃熱水處理10-40分鐘；
72℃乾熱處理72小時
浸泡冷水6小時後，再以50℃熱水處理30分鐘；
72℃乾熱處理72小時
浸泡冷水6小時後，再以50℃熱水處理30分鐘
浸泡冷水6小時後，再以50℃熱水處理15-25分鐘
浸泡冷水6小時後，再以50℃熱水處理30分鐘
40～50℃熱水處理30分鐘
50℃熱水處理1-2分鐘後以55℃水洗25分鐘
70℃乾熱處理48小時
50℃熱水處理15分鐘
70℃乾熱處理48小時
55℃熱水處理15分鐘
70℃乾熱處理48小時

業的演講受訓，並且分享彼此的經驗，從

在泰國農民組織採用農民田間學校

16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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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變成種子教師，並參與後續“培訓者的
培訓＂課程，其過程將會持續3個月甚至較
長，可以包容整個作物週期。為了有機會
獲得更深入的了解作物各個階段的IPM，農
民田間學校（FFS）允許有足夠的時間去制
定了相應的方法和練習所需的技能。
此外泰國的稻米及熱帶水果出口多
為農業大國，為保護環境和促進農產品出
口，政府非常重視對農藥的管理，由農業
部農業司農業法規局負責農藥登記管理。
此外，還成立了毒性物質委員會，負責制
定毒性物質管理政策，協調各部門共同合
作來執行法規。
泰國之良好農業操作(GAP)認證開始於
20世紀90年代末，當時由於良好農業操作
剛剛開始起步，進行良好農業操作的主要
目的在於生產出較好品質的產品。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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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農業技術廳優良農業規範GAP
認證證書

5

不同等級之GAP蘆筍

隨著對其深入的理解，則通過系列農業技

為52-106 baht

術的應用來推動食品安全和產品品質的健

/ k g，收 穫 量

康發展。泰國良好農業操作(GAP)認證的主

60 -90 kg/day/

管部門為泰國農業與合作社部，由泰國農

acre。

業與合作社部授權給泰國國家農業商品與
食品標準委員會(NCACFS)下屬的農業商品與
食品標準局(ACFS)制定良好農業操作認證國
家標準。農產品官方認證機構設立在農業
司。良好農業操作認證使用的標誌有如一
個大寫的英文字母Q，因此，在泰國也被稱
為Q標誌，主體顏色為綠色。泰國普遍推行
GAP計劃，建立農產品品質保證體系。

6

6

優良芒果標誌GAP認證的外銷芒果(上)
及追溯條碼(下)

結論
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相較
於參與國內的訓練課程的經驗，國際性訓
練課程提供相關領域更多元且多面向的研
究進展，會中除有學者精闢的演講外，亦可
就研究進行直接的學術交流，藉此可擴展

通過推行GAP計畫，對各項先進的農

個人在專業領域研究的深度與視野。另一

業生產技術進行綜合配套，一方面保證

方面，參與國際性訓練課程提供以英文進

提高了農產品產量、改善品質、提高經濟

行交流的環境，藉此可熟習與提升個人外

效益；另一方面有效利用自然資源，促進

文表達與英文聽力的能力。此外在國外期

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環境

間的生活體驗亦增加了不少個人視野，無

風險。在計畫中，政府拿出大量資金來扶

論在都市建築、風俗民情與學術研究上。

持當地農民，對當地農民進行免費培訓，

從事研究工作就是需要多方涉獵、相互交

提供免費的農業技術和生產資料，引導農

流討論，最忌諱閉門造車。鼓勵與實質補

民按照GAP的生產方式進行耕作。 有GAP

助研究人員參與國際性場合增加曝光機

芒果認證的農民，在2007年3公頃芒果園

會，將可促進學術交流並提升我國與國際

賺了一百萬泰銖。另外GAP 之蘆筍其價格

間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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