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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胡興華副主委參加亞蔬40週年慶
盼攜手共創亞蔬及臺灣蔬菜傳奇
全球蔬菜研發最重要的國際農業組織「亞蔬－世界蔬菜中
心」，於本 (102) 年10月16日於亞蔬的善化總部，舉辦四十週
年慶祝大會暨新種原庫揭牌儀式，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
外交使節、決策階層等近兩百人與會祝賀。副總統吳敦義親臨
慶祝典禮發表談話，讚揚亞蔬40年在蔬菜研發技術與推廣，造
福全球各地百千萬計小農的健康與生計，成就斐然。外交部次
長史亞平及農委會副主任委員胡興華亦致詞感謝亞蔬對臺灣農
業發展與農業外交的貢獻。
1

近年來農委會為加強該中心與我國農業相關研
究機構的合作，以專案計畫方式請亞蔬中心開設有
機農業等訓練班，除專業知識的學習，亦可加強我
國研究人員的外語溝通能力，強化國際化人才培育
及資訊交流；本場黃瑞彰副研究員目前正在亞蔬進
行有機農業科技研習，建立有機農業操作技術。日
後本場亦將與亞蔬中心共同發展因應氣候變遷之蔬
菜，攜手再創亞蔬及臺灣農業蔬菜傳奇。
【文/編輯室 圖/王仕賢、亞蔬中心】
2

3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擁有
全球最大的蔬菜種原庫，保
存超過60,482個蔬菜品種 (來
自逾155個國家、分屬432個物種)，提供豐富種源資源並與我
國學研機構長期合作研究，選育耐熱、抗病蔬菜，該中心亦配
合我國種苗業者之需求，提供選育蔬菜新品種之種原、病蟲害
檢定及抗病蟲害篩選技術，透過辦理各項蔬菜研討會及訓練課
程，協助訓練我國蔬菜產業相關人員，加速我國農業發展。
本場因地利之便，長期以來便與亞蔬中心互動密切，從種
源交換、育種、田間試驗及示範推廣等，都曾是合作夥伴。本
場由亞蔬引入種源或合作育成的品種，包括大豆臺南選1號及
臺南2號、毛豆臺南亞蔬2號，加工番茄臺南選2號及臺南3號、
耐熱紅肉小果番茄臺南亞蔬6號、11號及19號等，此外，目前
高品質設施小果番茄生產也採用亞蔬研發的茄子砧木及管接技
術，創造番茄農戶的黃金傳奇。

4

泝吳副總統開幕致詞
沴吳副總統看綠金毛豆(左起亞蔬主任Dr. Dyno Keatinge、
副總統吳敦義、外交部次長史亞平、農委會副主委胡興
華及本場場長王仕賢)
沊胡副主委及國際處許處長開幕前與各國貴賓交換意見
沝長官一起為亞蔬中心新種原庫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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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病 省 肥有一套

本場於10月17日假西港區黃義紘農友的示範田舉辦
穫期之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CCYV) 罹病毒率僅12.1％，防
「洋香瓜健康管理示範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與七股區
治效果顯著。
農會黃惠美總幹事共同主持，與會貴賓有立法委員黃偉哲
王場長與黃義紘的一問一答讓農友了解栽培狀況，經
服務處陳溶璋執行長、農糧署南區分署曾俊雄課員，及約
由健康管理團隊指導，洋香瓜植株根系變得更強壯，施肥
80位農友與農會推廣人員熱情參與。
量每公頃約減少半包，果實品質優良，黃農友表示相當滿
觀摩會首先由蔬菜研究室黃圓滿副研究員講解「洋香
意。
瓜栽培管理技術」，介紹洋香瓜整枝留果技術，以達穩定
王場長並綜合歸納生產高品質洋香瓜的要點，首先須
產量、提高商品果之比例，並強調瓜田可與水稻田輪作，
具備健康的土壤，並於植株栽培初期加強小型昆蟲防治，
使地力恢復，線蟲為害機會降低，有助植株健康生長。
再配合使用有利植株生長的製劑，增強植株抗逆境的能
接著由土壤肥料研究室林經偉助理研究員介紹「洋香
力，基礎打好了，則可大為降低病蟲對植株的影響。最後
瓜合理化施肥技術」，說明土壤及肥力管理之重要性，針
王場長表示歡迎農友給予反映問題與建議，農友可善加利
對微生物肥料在瓜類之應用方法、要點提出建議，農民可
用改良場提供的資源如土壤檢測、栽培技術與病蟲害鑑定
善用本場免費的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分析服務，並根據分
服務，期能增進栽培技能，普及健康管理觀念，提升洋香
析結果改善及調整施肥量，有助提升果實品質與穩定產
瓜產業競爭力，達到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三贏的目標。
量。
【文/黃秀雯 圖/林明瑩】
植保研究室黃秀雯助理研究員介紹「洋香瓜
2
蟲害」，主要有粉蝨、薊馬、蚜蟲等可傳播
病毒的小型昆蟲，植株栽培初期加
泝本場王仕賢場長
強蟲害防治，藥劑時常輪替減緩
(左)與七股區農會
黃惠美總幹事(中)
害蟲抗藥性的產生，接近採收期可
共同主持觀摩會
噴灑有機資材避免藥檢殘毒，使用
沴黃義紘農友分享栽培心得
克蠅混合農藥誘殺瓜實蠅。最後由彭瑞菊副
沊黃義紘農友的洋香瓜水噹噹
研究員解說「洋香瓜病害簡介及示範田成果
1
說明」，示範田育苗時接種內
3
生菌根菌，菌根菌與洋香瓜根
部共生有助土壤養分吸收，增
強根部抗逆境能力，並於定植
初期使用寡聚醣，誘導植物產
生抗性促進生長。藉由上述防
治技術應用，該示範園區至收

食安資訊 更 透明 農委會官網首頁設置「農產品檢驗專區」
食安問題日漸受到國人重視，除生產者應嚴守安心生產製程外，政府相關單位亦針對
農漁畜產品等進行檢驗，為國人食品安全進行嚴格把關與監督。農委會為便利國人查
詢與瞭解農產品檢驗相關資訊，於官網首頁設置「農產品檢驗專區」，揭示農產、畜
產、水產品檢驗結果，讓資訊更加透明化，便利民眾查詢。
「農產品檢驗專區」彙整包括：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有機農業品質檢驗與有機
農業標示檢查結果，以及市售食米抽檢、有機水產品不合格公告、秋刀魚貨輻射抽
驗、CAS生產廠追蹤查驗結果、CAS廠商及商品查詢、CAS最新通過與終止情形、
畜禽產銷履歷產品抽驗結果、市售寵物食品抽驗結果、防檢局畜牧場用藥監測資訊
與疫苗檢驗成績表等，提供選購安全農產品的指南，歡迎民眾多加利用查詢。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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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 與 網路行銷研習－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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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銷

隨著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及驚人的傳播速度，加上物
流業之發達，使產品的行銷更為快捷、便利，尤其農產
品有「品嚐」時效性及不耐久存的特性，所以快速網路
行銷對於農產品的銷售就更加重要。本場於9月25日辦理
「FACEBOOK與行銷」研習，期能協助產銷班農民應用
臉書推廣與行銷，熟悉臉書及相關操作的實務演練，以利
打開網路銷售之大門。
王仕賢場長於開課致詞時表示，
網路是一傳播快速之行銷工具，
臉書、LINE..等都是很優的應用軟
體，可讓農產品快速直達消費者，
因此購買的價格、便利性、產品新
鮮度均較良好。若能確保品質、
配送、良好的服務與網路資訊更新
快速，當然更能爭取源源不斷的客
群，按「讚」聲不斷。

本次課程安排師資為百達電腦資訊工程師李明育先
生，講師為農家子弟，具有相當的農業背景，再搭配緊湊
的實機操作，因此更切合上課農民之需求。講師要求學員
於課程結束前需完成自己的粉絲團與社團，學員都格外的
認真研習，並與講師熱烈的互動，講師也於實作中到學員
電腦旁深入實機指導，使學員們能熟悉網誌、粉絲與社
團、活動、分享..等相關應用。另外也講授免費的照片整
合工具Picasa，讓臉書上照片的呈
現更加生動。
講師表示臉書之粉絲團與社團是
需要長時間經營及累積，才會有相
當的成果顯現，希望各位學員能持
續經營完成的粉絲與社團，把滿座
的30位同班學員加入好友，並加入
其他學員之粉絲團，以擴大彼此的
人脈，增加大家的網路人氣。
【文/圖 陳勵勤】
↑講師與學員互相熱烈討論與學習

農業技術行動資訊服務 ㄧ指神功嘛ㄟ通
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使用的普及，利用行動裝
置進行資料查詢、閱覽行為也越來越頻繁。本場為加速知
識與訊息的傳播，提供更優質的農業技術服務，乃規劃建
置行動版網站，於102年11月正式上線服務，歡迎農民及
消費者能多多利用。
本行動網站為Android系統，網址http://m.tndais.gov.
tw，可在本場主網站首頁左側掃描QRcode直接安裝
連結圖示，日後只要在手機上點選圖示，即可進入
本行動網。
本行動網站目前提供新聞、活動、公告、新知、
休閒、病蟲害、田媽媽、伴手禮等8個選單。在病蟲
害選單下，可點選「LINE作物即時診斷服務」，加
入本場LINE好友，透過即時通訊與專家進行諮詢，
亦可將作物圖片上傳，由本場專家群進行判斷，給
予正確指導與建議。
本行動網站規劃之初為響應行政院推動之「在地
生產、在地消費」，建置雲嘉南地區在地飲食推廣
平台，提供消費者有關雲嘉南地區農特產品伴手、
地方料理、休閒農場等訊息，以期提昇地區農特產
品銷售績效，降低食物碳足跡及有效達到節能減碳
效果。
之後為擴大服務範圍，納入本場主網站中的農業
新聞、活動預告、ㄧ般公告3個單元，方便民眾取得

本場最新訊息。增闢「新知」單元，羅列本場最新研發成
果或期刊雜誌所刊登的農業新知。增闢「病蟲害」單元，
目前已收錄水稻、芒果、番茄3種作物的病蟲害圖鑑及簡
單防治對策，並將持續建置其他作物，方便農民於田間比
對病蟲害徵狀，即時採取正確防治措施。
【文/圖 黃惠琳】

掃描QRcode
下載行動網APK

掃描QRcode加入
本場LINE好友

本場行動網
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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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農畜聯合開放日
暨 第17屆種苗節活動
時
間：102年11月29-30日 (星期五、六)
地
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畜產試驗所
配合102年種苗節於本場新化場區舉辦，本場將於102年11月
29日 (星期五) 辦理「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研討會」，邀請
國內外產官學專家及業者，就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的發展趨
勢、綠屋頂暨立體綠化技術之發展、都市綠美化種苗生產及管
理、都市綠美化技術應用等議題發表專題演說，精采可期。11
月30日 (星期六) 本場並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
辦理「2013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7屆種苗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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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研討會
時
間：102年11月29日 (星期五)
地
點：本場農業推廣大樓１樓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臺灣種苗改進協會、臺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臺灣園藝學會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主

講

10:00-10:20

開幕式及長官致詞

10:20-10:30

102年十大績優產銷班頒獎與南化果樹產銷班第20班GLOBALGAP授證

第一節 專題報告

人

主持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王仕賢場長

10:30-11:20

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的發展趨勢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張育森教授

11:20-12:10

城市美學-綠屋頂暨立體綠化技術之發展

臺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 李有田理事長

第二節 都市綠美化種苗生產及管理 主持人：農委會農糧署作物生產組 莊老達組長
13:10-13:40

立體栽培水份管理與應用

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陳光堯教授

13:40-14:10

推行綠美化種苗宅配

穗耕種苗公司 林壽如執行長

14:10-14:40

新興綠美化花卉品種之研發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陳俊仁助理研究員

第三節 都市綠美化技術應用

主持人：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張育森教授

15:00-15:30

如何使用蘭花美化您的家園

珍寶蘭園 陳易聖經理

15:30-16:00

綠屋頂的功能及技術概論

臺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 江育賢副祕書長

16:00-16:30

花壇植物於社區綠美化之推廣應用

農友種苗公司 陳信安技師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參加者

報名資訊請上本場網站http://tndais.coa.gov.tw/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