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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101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自98年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積極
推動農業產業科技化與企業化，整

合所屬各試驗研究機關按重點產業，

成立花卉、熱帶果樹、植物種苗、良

質米、有機農業、水產種苗、觀賞魚、

節能減碳、種畜禽、動物疫苗等十大研究團隊，經3年努
力有成。農委會為肯定及鼓勵具研發成效者，評選出10項
「重大研發實績」，並於本（101）年9月20日在農委會3
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十大研究團隊重大研發實績」公開

表揚典禮，得獎團隊包括36個執行單位機關以及95位執行
人員。本場在花卉及良質米團隊共榮獲3個獎項，6位研究
人員獲獎，包括「蝴蝶蘭產業研發鏈之建置與研發」(陳
耀煌副研究員：已退休)、「開發文心蘭新品種與花期調
節技術促進產業昇級」(楊藹華課長、陳耀煌副研究員、
孫文章分場長、王瑞章助理研究員) 及
「優質米與多樣化水稻新品種的創育及

高附加價值產品之開發」(羅正宗分場
長、陳榮坤助理研究員)。

蝴蝶蘭產業研發鏈之建置與研發

本場以選育中小型或迷你、雙梗多

花蝴蝶蘭為育種目標，選拔優秀單株個

體，單株讓與提供給一般的蘭花業者，

協助業界縮短品種開發時程；為穩定快

速的繁殖體系，建立蝴蝶蘭優質分生苗

量產的生產體系；為排除蘭苗不抽梗等客訴糾紛，從節能

與高坪效的前提著手，利用帶梗苗催梗設備，阻絕外界太

陽光進入，以人工光源節省降溫費用；建立生產帶梗苗的

新技術，以多層架設計，提高硬體設備的利用效率。「花

卉催梗栽培系統」已獲得國內新型專利。

↑十大研究團隊實績表揚頒獎在農委會舉行

↑楊藹華課長 (右ㄧ) 代表本場花卉
研究團隊領獎

蝴蝶蘭、文心蘭、水稻三亮點

獲農委會十大研究團隊實績表揚
開發文心蘭新品種與花期調節技術促進產業昇級

本場針對文心蘭研發花期調節養液配方及處理方式，

「文心蘭切花生產花期調節技術」可達到花期調節的效

果，促進產業升級及競爭力。育成具香味之文心蘭新品種

臺南1號，同時也有多項品系具有切花特性，可增加文心
蘭產業多樣化。

優質米與多樣化水稻新品種的創育及高附加價值	

產品之開發

因應稻米市場多樣化需求，本場分別推出「芋頭香米-
臺南13號」、「糙米專用品種-臺南14號」及高營養價值
的「巨胚米-臺南15號」，研究成果十分亮眼。其中「臺
南14號」可大幅改善糙米食用品質，有利鮮食糙米之推
廣，迄今已有4家廠商完成技術移轉授權。而「巨胚米-臺

南15號」之胚大小為一般水稻品種的2.5∼3倍左右，富含
GABA (氨基丁酸)、粗纖維、礦物質、維生素等，含量均
較傳統稻米品種高，不但可以提供豐富營養的鮮食糙米，

更可利用糙米粉做成米麵包，替代麵粉使用，有助減低臺

灣對進口小麥的依賴性，深具市場潛力。

【文/圖　楊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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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青江菜、湯匙仔菜的青梗白菜營養豐富，為華人

地區及東南亞市場重要蔬菜，主要育種國日本雖位於溫帶

地區，但在許多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冬季均可生產。本場歷

經9年的努力，推出耐熱長葉柄型青梗白菜新品種「臺南3
號」，口感鮮甜青脆，將可提供消費者新鮮蔬菜新選擇。

青梗白菜「臺南3號」適合台灣夏季平地栽培，定植至
採收僅需30∼35天，主要特點為具耐熱性、葉色濃綠、高
產夏作單株可達115公克，長葉柄型為其最大特性，有別
於以往推廣種植的短葉柄品種。因近年來夏季氣候日趨高

溫及高濕，高腳型 (葉柄較長) 需求日趨重要，有助於減
少因雨水濺土而損傷植株，極符合目前市場流行趨勢與需

求。

青梗白菜「臺南3號」連續兩年7月間在臺南市善化、
新化區及雲林縣西螺鎮溫室中進行試作，栽培期間歷經高

溫、高濕影響，仍能維持葉色濃綠、葉面平整等性狀，更

因長葉柄型之高腳特性頗受農民及消費者青睞。該品種預

定於本 (101) 年11月提出品種權申請，目前已有種苗業者
有意願辦理技轉。 【文/圖　謝明憲】

長柄 耐熱青梗白菜新品種「臺南3號」

本場研發生物可分解控釋型肥料，可減少施肥的次

數、節省勞力，並且提高肥料效率、節省能源，有效降低

因肥料流失而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

因農友年紀增長或農村勞力不足等因素，使少量多

次配合植株生育的施肥方式不易執行，為減少農友勞力

負擔，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本場乃進行「生物可分解控

釋型肥料」技術的研發。控釋型肥料 (controlled release 
fertilizer) 俗稱傻瓜肥料，可足量當基肥一次施用完畢，依
肥料釋放機制，使肥料依照作物需求時機逐漸釋入土壤，

用 控釋型肥料

↑青梗白菜「臺南3號」植株 ↑本場在農委會辦理青梗白菜「臺南3號」
及控釋型肥料發表會，媒體爭相採訪

↑發表會現場清燙青梗白菜「臺南3
號」提供品嚐

它傻瓜你聰明

↑各式各樣的控釋型肥料

↓本
場研發之控釋型肥

料

提供作物養分需

求，因此可減少

施肥的次數、節省

勞力，並提高肥料效

率，降低環境污染問題。

本場控釋型肥料之水中溶出率與市售商品相似，肥料

釋放率呈現S型，表示初期、後期肥份釋放慢，中期肥份
釋出高，恰符合一般作物生長曲線，因使用生物可分解材

料與國內生產製造，環保且價格降低30∼50％。經田間試
驗顯示，水稻施用控釋肥可以增產20％，控釋肥施肥量低
於一般化肥20％狀況下仍增產3％，溫室栽培小黃瓜增產
18％，甜瓜糖度增加0.8度、收益增加29％。

21世紀是新農業時代，為追求省時省力、高效豐產、
質優價俏，使用控釋型肥料可說是農民聰明的選擇。

【文/圖　江汶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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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暨第
五屆生物機電盃全國田間機械人競賽」

於10月18∼20日在本場及畜產試驗所舉
辦。本次活動由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臺

灣生物機電學會、畜產試驗所及本場共

同主辦，本場及畜產試驗所並分別辦理

「精密設施工程與植物工場實用化技術

研討會」及「節能減碳研討會」。

10月18日由本場主辦的「精密設施工程與植物工場實
用化技術研討會」，分專題報告、設施園藝產業之推動策

略、精密設施工程技術發展及植物工場實用化技術發展等

四大主題，邀請4位主持人及8位專家學者，就設施工程與
植物工場前景發表專題演講，與會人員270餘人，會場座
無虛席。

當日同時舉辦的「第五屆生物機電盃全國田間機械人

競賽」，在戶外多變的環境下更具挑戰性。機電整合在工

程領域是項極為重要的技術，而機器人則為機電整合技術

最典型且富有發展潛力的應用。此次田間機器人競賽參加

的隊伍大專組有19隊，高中職組有6隊參賽，且技術難度
更為提高，大專組除了原有的感測與行走自動控制的技術

要求外，增加了農作物

噴水灌溉關卡。經過兩

回合競技，勤益科大技

2012農業機械與生物機電年度盛會在新化

冠群雄奪下冠軍寶座，獨

得3萬元獎金，高職組優
勝是台中高農。

10月18日下午的壁報論文比賽共有35篇報名參加，集
中於本場農業推廣課展示，經評審選出優勝7名、佳作4
名。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於10月19∼20日分生物產
業機械、生物機電控制、生物生產工程、生物資訊與系

統、生醫工程與微奈米機電、設施工程與環控加工與儲

運、及畜牧自動化與污染防治等8個研究主題、共6個會
場發表宣讀論文，共計127篇。研討會部分在20日上午結
束後，部份與會者繼續前往雲林縣的「2012全國農業機械
暨資材展」參觀，為活動

劃下完美句點，大家相約

明年見。

【文/鍾瑞永　圖/黃鵬戎】

第五屆生機盃全國田間機器人競賽 學子較勁

氣候即將入冬，天氣漸涼，雨水漸少，本場近期發布

多項病蟲害警訊，包括印度棗白粉病及小黃薊馬、瓜類作

物白粉病及蔓枯病、蔬菜作物露菌病、紅龍果炭疽病及莖

潰瘍病等，請農友注意防治，以減少損失。詳細病蟲害發

生性狀及防治推薦用藥，請上本場網站查詢(http://tndais.
coa.gov.tw)。

氣候多變日夜溫差大，慎防病蟲害發生

↑紅龍果真菌性病害↑蔥露菌病↑結球萵苣露菌病↑瓜類作物白粉病↑棗白粉病

←精密設施工程與植物工場實

用化技術研討會與會人員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現場

↑田間機器人競賽共有25個學
校組隊參賽

→大專組機器人需載水噴灌到

指定洞孔，技術難度相當高

↑35篇壁報論文同聚一室較功
力高下

←機器人依指定路線前進轉彎

爬坡，閃神就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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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101年種苗節於本場新化場區舉辦，本場將於101
年11月30日 (星期五) 辦理「種苗科技暨產業發展研討
會」，邀請國內外產官學專家及業者，就國際種苗市場概

況、種子儲藏技術、種苗生產技術、種苗銷售策略、種苗

檢疫技術、品種權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說，精采可期。12月

1日 (星期六) 本場並與畜產試驗所、台灣種苗改進協會共
同辦理「2012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種苗節活動」，場區及試
驗研究成果開放參觀，歡迎各界蒞臨參觀與指教。詳細活

動內容請參閱網站公告。

為了讓更多農民了解草生栽培之優點，本場在10月
16日及29日分別於雲林縣古坑鄉莊春安農友田區及
嘉義縣中埔鄉羅財福農友之火龍果示範田，辦理

「果園綠肥大豆臺南7號多年草生栽培田間示範
觀摩會」，兩場合計約130位農友熱情參與。
王仕賢場長表示，果園種植綠肥大豆不僅可以

減輕農民除草工作，而且大豆可與土壤根瘤菌共

生，固定空氣中氮素，減少氮肥施用，對土壤地

力維持及減少肥料施用有很大幫助。

本場吳昭慧副研究員說明果園種植綠肥大豆具有

許多優點：(1)綠肥大豆的葉片能夠被覆地表，當降
雨時，可避免雨滴直接打擊表土，減少土粒飛濺及

分散作用，除了減少土壤沖蝕流失之外，亦可防止雨水將

土壤中病原菌濺播至植株或果實上，減少病害之發生。

(2)綠肥大豆植株的殘體經微生物分解後，能增加土壤有
機質，增加土壤團粒穩定性，對於土壤通氣及透水性均

較佳。(3)可以抑制其他雜草、降低果園除草管理費用，
而土壤由於綠肥大豆之被覆，可有效緩和微氣候及地溫

變化，改善主作物的生長環境，增加主作物根系的擴展

性。(4)綠肥大豆可截留流失之養分及根部可與根瘤菌共
生，固定空氣中氮素，增進土壤地力，待植體分解釋出養

分，供果樹再利用，增加肥料利用率。(5)綠肥大豆被覆
地表，減少水分直接蒸發，增加土壤保水性。

適合進行綠肥大豆臺南7號果園草生栽培之果園，以約
2∼3年生果樹較為理想，此時果樹樹冠不大，雜草容易生

果園綠肥 大豆草生栽培，省除草費，提高根群養分利用率

↑示範田農民莊春安先生分享

栽培管理心得

種苗科技暨產業發展研討會
及 2012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種苗節活動　　　　　精采登場11

30
12

1

↑果園綠肥大豆臺南7號草生
栽培之示範田區

↑火龍果田區原以敷蓋資材控制

田間雜草

↑王仕賢場長於示範田說明綠肥

大豆臺南7號植株生長情形

長，綠肥大豆臺南7號能有效控
制雜草，例如新植2∼3年柑橘
園、造林地等。或果樹需大幅

度進行枝條修剪者，於果樹修剪後進行種植，例如棗子、

芭樂園。而果樹樹冠不大，但高度達120公分以上者，例
如火龍果園也適合種植。

栽培模式可週年覆蓋或每年重新播種，莊春安農友即

利用綠肥大豆臺南7號自播特性，2∼3月播種後生長至9月
植株乾枯，植體自然風化分解，而種子自播再生，10月發
芽生長至1月植株乾枯再自播生長，達週年栽培模式。此
方法可以達到週年不用除草之效果，每年每公頃可省下約

75,000元除草費。此外亦可每年重新播種，例如棗子園於
2∼3月枝條修剪後，樹冠攔光率減少，雜草容易生長，此
時種植綠肥大豆臺南7號能有效控制雜草，至5∼6月期間
因棗子園催花作業需要肥分，即進行綠肥大豆翻耕以增加

土壤肥分，每年經濟效益每公頃可達47,000元。
綠肥大豆播種方法很簡單，播種前果園先

除淨雜草，以離果樹樹幹1公尺距離，利用小
型中耕播種機或人工條播覆土，行距60公分，
依果樹距離不同約植2∼4行，株距約7∼8公
分，每公頃所需種子量很省，僅需15公斤，
種子可至麻豆雜糧產銷班洽購 (班長陳峯昇 
0937-36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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