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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國科會

以及農委會共同主辦的「2013年台北國
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於9月26日至29
日在台北世貿展覽中心一館盛大展開！

參展廠商近700家，現場展示高達2,000
項以上的創新發明及專利技術。主辦單

位精心規劃13個主題展示館，其中由農
委會負責的「農業館」分為3大主題展
區，共展出45項具有商品化潛力的研發
成果，並舉辦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發表

會、1對1商談及舞臺區造勢活動等。
「農業館」於9月26日由農委會陳保基

主任委員蒞臨開幕，陳主委表示，農委

會一直以來投入大量研發資源來開發具

有商品化潛力的產業創新關鍵技術，並

且致力於整合各試驗研究單位與產學研

發能量，建立技術交易媒合機制及展覽

交易平台，希望加速本土優質農業創新

科技研發成果的商品化及產業化，提升

臺灣農業競爭力與開拓國際市場商機。

陳主任委員於開幕後視察主題館3大
主題區，逐一檢視各項展示重點，瞭解

各單位新近研發成果，更親切勉勵現場同仁，提升研究人

員士氣。陳主委相當關心本場研發成果，由鄭榮瑞副場長

引領陳主任委員視察，並詳細解說本場參展項目「文心蘭

切花生產花期調節技術」及「水稻臺南15號稻種繁殖生產
技術」。

本場創新研發之「文心蘭切花生產花期調節技術」，

可以調節文心蘭產期，使文心蘭全年穩定供貨；本技術操

作方便、風險低，效果比一般花期調節方法更明確有效，

適用於全台各地文心蘭產區的氣候環境及各種栽培方法，

相當具有產業應用價值。而「水稻臺南15號稻種繁殖生產
技術」可確保巨大胚水稻品種臺南15號的品種純度及保存
品種優良特性，有助於提升本品種產品品質及商品信譽，

創造農企業更高利潤。

此次參展，除了向社會大眾展示本場研發成果外，同

時亦期望透過此展出平台，增加產業界與本場研發人員的

交流聯繫管道，加速創新技術成果的產業化。

 【文/圖　陳榮坤】

2013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放送農業創新成果新商機

1

泝陳保基主任委員親臨主持農業館開幕典禮

沴鄭榮瑞副場長向陳主委解說本場研發項目內容

沊「文心蘭切花生產花期調節技術」非常具有產

業應用價值

沝「水稻臺南15號稻種繁殖生產技術」可以創
造農企業更高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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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山內合作農場吳榮久、後湖合作農場李鴻春等5位產
官學界專家擔任評鑑委員，第一階段先進行甜玉米鮮食品

嚐，針對各品種系果穗外觀、子粒色澤、充實度、嫩度、

甜度及風味評分；第二階段於試驗田區依照植株田間生長

情形，就其株高、穗位、病蟲害、傾斜情形進行評分，以

評選出冠軍、亞軍及季軍各一名。

最後評審結果，冠軍由稼穡種子有限公司的

「SC2028」品種獲得，第2名亦由稼穡種子有限公司的
「SC2022」品種獲得，第3名則由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EX-166」品種獲得。農業試驗所謝光照委員說明，此
次獲獎品種系為適應夏季高溫多雨氣候，在逆境環境下，

田間植株表現較理想，且果穗仍維持較佳品質，因此脫穎

而出。 【文/圖　吳昭慧】

「2013年夏季超甜玉米品種比賽」9月11日在本場舉
辦，經過甜玉米專家嚴謹、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後，

由稼穡種子有限公司的「SC2028」品種勝出，以總分77
分奪得本年度夏季超甜玉米品種比賽冠軍頭銜，得獎品種

預定於11月29日種苗節慶祝活動時頒獎。
「2013年夏季超甜玉米品種比賽」計有7家種苗業者、

12個品種系參加，需經過田間性狀及果實食味品評兩階段
的評審。參賽之品種 (系) 於6月28日種植於本場網室，提
供甜玉米專家鮮食官能品評用，各品種 (系) 種植60株。7
月5日另闢ㄧ區採露天栽培，以了解各品種系在田間栽培
表現情形，共種植80株，且本次參賽品種皆歷經譚美、康
芮颱風及夏季高溫多濕氣候的考驗。

9月11日由台灣種苗改進協會邀請農委會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前場長盧煌勝、農業試驗所謝光照、本場詹碧連技

↑王仕賢場長 (中) 與甜玉米評審委員 ↑甜玉米評審委員田間審查情形 ↑稼穡種子公司「SC2028」品種勝出

2013年夏季 超甜玉米 品種比賽  稼穡種子公司勝出

本場於102年9月24日至26日舉辦「設施果菜栽培管理
教育訓練」，此教育訓練是配合臺灣與荷蘭雙方共同研擬

之合作計畫，包含設施硬體規劃、生產體系 (模式) 等相
關技術之整合、人員交流及訓練，以發展適合亞熱帶地區

之生產溫室。

開幕由本場王仕賢場長邀請農委會國際處國際合作科

傅子煜科長、荷蘭經貿辦事處史安東處長及荷蘭瓦赫寧根

大學附屬溫室園藝研究中心 Silke Hemming 博士共同蒞臨
主持。

本次教育訓練為國內第一次邀請荷蘭專家，針對設施

管理進行技術分享及教學，由荷蘭瓦赫寧根大學溫室園藝

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擔任講師。參與學員共計有110名，除
了各試驗改良場研究人員，亦有專業農民、教授、學生及

世界蔬菜中心人員參加。

課程採全英文授課，除了課堂上，下課後學員與講師

亦有充分互動、討論。Silke Hemming 博士在開訓前特別
說明本次課程設計內容，主要針對溫室栽培主要環節進

行探討，並以臺灣目前設施果菜生產之最大宗番茄為例

子，針對設施番茄栽培管理、設施內微氣候控制、番茄介

質栽培與養分管理及設施病蟲害管理等議題進行講授。

Egbert Heuvelink 博士由作物光合作用帶領學員探討設施
番茄管理各項因子對產量及品質的影響；Franz Leopold 

「設施果菜栽培教育訓練」臺荷技術交流熱絡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教育訓練」與會人員合影

Dr. Erik 以實際狀況講解養液管理
對番茄品質及生長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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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鄉花卉產銷班第6班以生產洋桔梗為主，營運規劃
及發展目標詳細明確，事前計畫與事後檢討完善，因此可

達成班組織運作最佳效益。生產花卉皆配合政策以外銷為

生產導向，積極創新求變，建立引種觀察示範圃，引進新

品種試種，找出日本流行且台灣適地栽培品種，以穩定外

銷市場，並導入ISO9001:2000品質管理系統驗證，使得合
格率持續提升。積極推動洋桔梗產業，吸引青年農民回

農，班員世代交替傳承，20∼45歲班員將近一半 (11人)。
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第7班以溫室美濃瓜及小番茄等高經

濟作物為主，班向心力強，學習態度佳，生產技術優良，

年收入百萬以上。班建立溫室美濃瓜及小番茄作物生產模

式，改善農閒時期人口閒置問題，增加農閒就業機會，因

而吸引青年回鄉從農。

口湖鄉水產養殖產銷班第10班以
生產鰻魚及烏魚為主，「口湖第一鰻

波」為班別名，建立行銷品牌 (第一
鰻波-胭脂鰻)，創造新商機，打響班
產品品牌。 【文/圖　陳勵勤】

農委會9月13日公佈102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及
優良產銷班名單，本場輔導的雲嘉南地區，計有嘉義縣新

港鄉花卉產銷班第6班、嘉義縣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第7班、
雲林縣口湖鄉水產養殖產銷班第10班等3個班隊榮獲全國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另有6個班隊入選優良產銷班，農
委會將擇期辦理公開頒獎及表揚。

雲嘉南地區6個入選優良農業產銷班的班隊為：雲林縣
古坑鄉蔬菜產銷班第8班、雲林縣二崙鄉果樹產銷班第1
班、雲林縣崙背鄉蔬菜產銷班第13班、嘉義縣阿里山鄉雜
糧產銷班第2班、臺南市龍崎區蔬菜產銷班第2班、臺南市
南化區果樹產銷班第15班。各產銷班隊在本場的經營管
理、栽培技術、合理化施肥、健康管理與食品安全等相關

輔導下，在評選上均有出色表現，值得其他產銷

班借鏡學習。

←太保市蔬菜第7班品牌
「朝日溫室」(向日葵)

←新港鄉花卉產銷班第6班建立引種
觀察示範圃及交流情形

102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雲嘉奪3席

Karl Kempkes 博士藉由溫室內氣候模擬結果，探討在不同
溫室外部氣候狀況之環控措施對溫室內氣候的影響；Erik 
Arthur van Os 博士針對介質種類、養液灌溉設施、EC
值、灌溉頻率探討設施番茄生長及產量的影響。Marieke 
van der Staaij 博士針對設施番茄安全用藥、天敵昆蟲及生
物防治進行經驗傳授。學員紛紛表示，雖然荷蘭的經驗及

試驗結果無法完全複製及直接應用於臺灣的亞熱帶氣候環

境，但是荷蘭在進行各項試驗前的事前研究、資料蒐集及

分析方法等，值得我們學習，同時藉由與講師交換意見討

論，獲益良多。

9月25日及26日課程空檔期間，本場分別安排講師拜訪
彰化、雲林及嘉義等設施栽培業者，Egbert Heuvelink 博
士及 Franz Leopold Karl Kempkes 博士表示，這是他們第
一次拜訪臺灣栽培溫室，也親自體驗到設施內高溫高濕的

氣候環境，深刻體會臺灣設施栽培的難度。亦針對土壤蒸

氣消毒、自動化噴藥裝置、天窗的設計、降溫效能、內循

環風扇配置等議題提出討論。講師與栽培農民均表示能有

此機會實在難得，並希望未來有機會參與類似的設施栽培

技術交流行程。三天的教育訓練最後在熱絡討論的氣氛下

圓滿落幕。 【文/圖　許涵鈞】

Dr. Erik 以實際狀況講解養液管理
對番茄品質及生長勢的影響

Dr. Franz 說明如何以外部氣候抉擇環控措施

Dr. Egbert 說明
荷蘭設

施番茄

生產近
年來的

改變

Dr. Marieke 講解生物防治與
化學防治如何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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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嘉義縣沿海數鄉鎮於八月底潭美颱風過後

出現大規模蜘蛛吐絲，本場人員遂於九月初至發生

現場探勘，已沒有如新聞所述的大發生現象，詢

問當地居民則表示此現象往年皆會發生，而今年

規模較大，但也僅是短暫發生。

本次發生的蜘蛛種類經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卓逸

民老師實驗室鑑定為克氏水狼蛛 (Pirata clercki)，為
台灣有紀錄的蜘蛛，非外來入侵種。這類蜘蛛主要

生活於水域邊的雜草附近，由於喜歡潮濕環境，也

常發生於菜園、水田等農地。加上其多棲息於土縫

中，所以在土壤鬆軟的田地上十分常見。研究人員表示，

蜘蛛會在適合的氣候條件下 (光照、溫度及風速)，爬至高
處 生曳絲利用上升的氣流飄散到其他的地方。幾乎所有

的蜘蛛都有這樣的遷移行為，而此次可能適逢蜘蛛的繁殖

季節，又遇上連日雨後天氣放晴，大量小蜘蛛藉此漂移向

外擴散，才造成這樣的景觀，只要等到繁殖季後，這樣的

情形就會自然消失。

嘉義蜘蛛(克氏水狼蛛)大發生為自然現象

本場王仕賢場長於9月3日協同種苗改良繁殖場蔡瑜卿
小姐、蘇士閔先生及陪伴輔導師陳國雄先生，引導青年農

民呂嘉彬先生到嘉義縣六腳鄉育家育苗場進行標竿學習，

並針對呂嘉彬先生目前的從農狀況，提供國外種苗生產管

理資訊、種苗產業經營模式等專家意見，供呂農友參考。

呂嘉彬先生是台北市北投區人，今年30歲，從園藝研
究所畢業，已具紮實的農業知識，3年前搬到卓蘭經營草
莓園，主作物為草莓、藍莓及水果玉米，約一分地的草莓

育苗及約八分地的水果玉米，但在101年年底，地主急需
用錢將土地賣掉，那時剛好呂太太也懷孕，所以便一同搬

回台北，原本淡水有三分地，但預期102年年底會被政府
徵收，無法在上面蓋設施，而他大學在嘉義求學，對於嘉

義、雲林地區熟悉，所以想往雲、嘉地區發展定居。

呂嘉彬先生未來的經營理念－將來希望能投入有機農

業經營，友善對待環境，並創立自有品牌及架設網路販賣

平台，減少大盤中間商之剝削，增加獲利。主要經營事業

是草莓種苗生產，目前朝植物工廠目標建構營運模式，精

密調控植物生長環境條件，及對病蟲進行有效隔離，給予

植株適合條件促進走莖誘發與生長，再配合簡易設施栽

培，開發草莓苗的生產體系，可穩定有效供應健康種苗，

未來尋求適合嘉義地區栽培藍莓之品種，並建立藍莓生產

體系。

結束標竿學習之旅前，育家育苗場呂育家先生再度提

醒呂嘉彬先生有關種苗產業層面的建議：「苗出貨量少沒

有關係，但不論如何每年都要保持出貨，讓農民知道市場

上仍有品牌存在，不然農民遺忘後，將來必須花費更多時

間及精神重新經營品牌。

且考慮到永續經營，新進

業者切忌壓低價格進入市

場，因價格一但降低後就

很難再回升。」在發現有

生產技術問題時，可隨時

向臺南場及種苗場洽詢解

決方法，並祝福呂先生穩

健從事種苗生產事業。
【文/圖　盧子淵】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呂嘉彬標竿學習之旅

↑王仕賢場長與呂嘉彬先生討論交換意見 ↑呂育家先生經驗分享植物生長箱運作

↑發生現場採集的克氏

水狼蛛樣本(廖顯峻攝) ↑水田或潮濕的農地為此蜘蛛的棲息環境

所有的蜘蛛都是肉食性的，並不會取食作物，應不致

於對植物造成危害。蜘蛛身為環境當中的捕食者，能發揮

一定的功能以抑制田間的昆蟲。除此之外，由於其對環境

干擾及化學藥劑的敏感，可作為農業環境是否健全的指

標，因此有蜘蛛發生的農田，整體環境應是較佳的，只要

不是常態性的大量發生或對人群產生騷擾，都不必為此過

於擔憂，更不該施用農藥防除。 【文/張淳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