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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質玉米省工栽培豐收滿囊，活化農地提昇國糧效益亮眼
本場Web2.0網站開張，深化農業互動交流
■ 2014台灣瓜果節各項競賽歡迎報名
■ 驚豔十年～2014臺灣國際蘭展熱鬧登場
■ 新興作物～冰花
■ 103年度農民學院開跑，本場農藝入門班3月6日起開始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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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質玉米省工栽培豐收滿囊，活化農地提昇國糧效益亮眼
農委會為活化休耕農地提升國內糧食自給率，鼓勵及
推廣種植粗放栽培、需水量少且省工成本低之硬質玉米。
本場於2月19日及21日，分別在臺南市安定區海寮里方順
德農友田區及雲林縣口湖鄉呂津輝農友田區，辦理「硬質
玉米栽培示範觀摩會」，兩場次合計約170位農友參與。
王仕賢場長在安定區場次表示，目前政府推動活化休
耕田，獎勵種植硬質玉米等進口替代作物，觀摩試驗田玉
米產量每公頃可達8噸以上，且種植硬質玉米省工又好栽

→臺農1號及臺南24號種植行
株距75×20公分之果穗，
屬早熟品種，產量8,3008,500公斤/公頃(安定區)
↓明豐3號及農興688種植行
株距75×20公分之果穗，
屬晚熟品種，產量9,0009,200公斤/公頃(安定區)

培，加上政府契作獎勵金，種植硬質玉米有錢賺，鼓勵農
民加入生產。農糧署宋晨寧專員說明政府契作獎勵種植
硬質玉米每公頃獎勵金45,000元，且每公頃繳交契作量達
4,500公斤，可補貼乾燥費每公斤2元，每公頃補助玉米數
量上限為5,400公斤。
農糧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傅立忠主任在口湖場次說
明，種植硬質玉米機械化程度高，從播種、中耕施肥至收
獲皆有適合之農機具可運用，是一個非常省工且僅需低投
入即可獲高產之作物，尤其雲林地區適合效仿嘉南大佃農
擴大經營規模。目前雲林當地已有兩台聯合收穫機可協助
採收，農民無需擔心採收及銷售問題。申報種植契作硬質
玉米，每期作每公頃核發契作獎勵金45,000
元，大佃農則可核發55,000元。
觀摩會栽培試作的品種包含臺
←王仕賢場長(中)、安定區
農1號、臺南24號、明豐3號、
農會王寶民總幹事(左)及
農興688、104號及008號等六
游添榮分場長(右)於試驗
個品種，產量皆可達每公頃
田解說
5,500公斤以上，達到農糧署
規定之繳交標準。6個品種抗
倒伏性佳，且穗位高適中，適
合機械採收。水分含量較高者
如明豐3號具有較晚熟特性，
而臺農1號於秋作生長期約130
天，可配合一期作種植水稻的
耕作模式。
根據農糧署統計，102年國內種植硬質玉米的面積已提
升為9,343公頃，相較於101年約5,000公頃大幅提升。因為
硬質玉米為土地利用型作物，適度提高栽培密度可提高產
量，加上採取不噴藥及看天田不灌溉方式種植，非常省工
且成本低。沿海地區之連續休耕農地可規劃配合政府活化
農地政策，種植硬質玉米，共同努力達成栽培面積倍加之
目標。
【文/圖 詹雅勛、詹碧連、游添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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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網站開張，
b
e
場W 化農業互動交流
本
深
本場為主動推播農業訊息，深化與民眾的互動，提供
更優質的農業技術服務，2月間陸續成立3個web2.0網站，
歡迎網友多加利用，並且給本場按個「讚」喔！

1

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tndais)
本場粉絲團於2月6日開張，至2月底短短20天便累積
超過800位粉絲，感謝各界熱情支持，並歡迎協助宣傳引
薦，將正確、實用的農業訊息迅速傳達給親朋好友。

2

YouTube影音分享
(http://www.youtube.com/user/tndais)

目前提供「蔬菜安全有效使用農藥」，教導民眾如何辨
識合法農藥、是否為蔬菜推薦用藥，說明農藥使用方法、
稀釋方法、施藥方法及注意安全採收期；「糙米鬆餅」、
「米香蛋捲」由何美鳳老師示範，從材料到成品，每個步

2014台灣瓜果節
「2014台灣瓜果節」將於103年5月3日在本場舉辦，今
年競賽項目如下，歡迎農友及各界料理高手踴躍報名參
加，詳細比賽辦法及報名表，請上本場官網查詢及下載。

笓迷你西瓜品質競賽
★競賽時間：103年5月3日10時30分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3年4月25日止
★受理報名單位：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06-5912901轉545

驚

豔

驟都有詳細說明，只要按照影片操作，每個人都可輕鬆愉
快地做出美味可口點心！近期將上傳「柑橘窄胸天牛防
治」「有機液肥製作」及更多米點心系列影片，敬請期待！

3

flickr照片分享
(http://www.flickr.com/photos/tndais)

本場辦理各種活動之照片，歡迎網友瀏覽與下載。
以上網站亦可由官網右側選單鏈結進入。【文/黃惠琳】

各項競賽歡迎報名
笅瓜果雕刻競賽
笏瓜果與米食料理競賽
★競賽時間：103年5月3日9時∼17時
★競賽組別：社會組、校園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3年4月7日下午5時止
★受理報名單位：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06-2925890
嘉義縣廚師業職業工會: 05-3705536

十 年 2014臺灣國際蘭展熱鬧登場

「2014臺灣國際蘭
展」將於3月8日至3月17
日在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
區隆重登場！2014適逢蘭展十週年，
以《驚豔十年．十大亮點》為主題，規劃
十大精彩展區，包括蘭蕙館、蘭花競豔館、十年回顧展、
結金蘭蘭花文創區、生技生活文創展區、風華館、臺南農
業館、異國風情區及商務洽談區等，並特別將展區延伸至
戶外，設置漫遊休憩區，以悠閒的萬代湖景，使來到現場
的貴賓都能輕鬆享受這次的展覽活動，預期將有36國超過
3,000名外賓來臺觀展及採購，內容豐富，盛況空前。
本次展覽各展區各具特色，「蘭蕙館」運用各蘭屬之
蘭花，以藍色夢幻主題佈置，搭配絢麗的燈光與特效，展
現蘭花嘉年華，並設置十年回顧專區，利用360度動態投
影呈現蘭展十年風華；「競豔館」集結全臺1,500株各式

蘭花同場競技，爭奇鬥豔，並邀請海內外200位評審進行
蘭花選美賽，遴選出各蘭屬之冠軍花。此外，展覽中更特
別舉辦珍奇蘭花展示，例如最有知名度的台灣阿嬤、最有
商機的V3、最好吃的香草蘭，讓民眾認識難得一見的奧
妙蘭花；「異國風情區」由來自泰國、印尼、新加坡及加
拿大等11個國家參展，展現異國蘭花風情；「結金蘭」蘭
花文創區為蘭花藝術展覽空間，由知名設計師打造蘭花與
傳藝結合之商品。各展區各具不同風格，值得愛花人士前
往探索賞玩。
今年國際蘭展精彩可期，民眾可上2014臺灣國際蘭展
專屬網站(http://www.tios.com.tw)查詢相關資訊，心動不
如馬上行動，3月8日至3月17日把握展期欣賞蘭花的真、
善、美，除了自行開車外，搭乘高鐵或火車都備有免費接
駁車可搭載民眾直抵蘭展會場，一定讓您不虛此行。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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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興作物～ 冰花
炒菜不必放肉絲，是一句耳熟能響的油品廣告詞，「炒菜不
必加鹽巴」則可以用來形容當紅的新興蔬菜∼冰花。冰花本身
吃起來即帶有鹹味，且葉子和莖的表面，具有像水滴一樣亮晶
晶的顆粒，在陽光照射下，更可見閃閃發亮的光澤，好像結冰
的冰晶包覆著莖葉，因而得名。這種蔬菜會吸收像是海水當中
的鹽分，表面閃閃發亮像水滴的囊狀細胞 (Bladder Cells) 裡面，
就含有鹽分，因此直接吃莖葉，也會有淡淡鹹味，搭配清脆多
汁的口感，吃在嘴裡有說不出的驚奇！
泝幼年期的冰花表皮上的囊狀細
胞尚不明顯
沴成熟期的冰花，莖葉表面佈滿
閃閃發亮像水滴的囊狀細胞
沊冰花的花並不明顯，主要生食
莖葉入菜
沝以土耕方式直接種植在畦面上
沀以培養土栽培於塑膠盆中
泞冰花可栽培於塑膠布溫室
4

2

5

日本佐賀大學數年前將這種蔬菜從非洲引進，使用植
物工廠，採用人工光源，控制環境的溫濕度，並以養液方
式栽培，確保固定的鹽分和養分，讓產量與品質穩定，上
市之後最主要以生食方式被作成沙拉，一年營業額超過
7000萬日圓，約2000多萬台幣。冰花不但可以生吃，因為
本身帶有淡淡的鹹味，乾燥之後做成綠色粉末，就成了美
味的蔬菜鹽，這種天然的蔬菜鹽成為最受矚目的新型態調
味料。
本場於輔導台南市佳里區蔬菜產銷班第七班時，驚見
林中智班員將嬌嫩高貴的冰花以土耕及盆栽之方式，直接
栽培於塑膠布溫室中，林中智農友表示，以無農藥方式栽
培，將種子播種後，幼年期的冰花表皮上之囊狀細胞尚不
明顯，喜好陽光的冰花植株會吸收土壤裡的無機鹽類，約
經2個月的生長至成熟期後，表皮上的囊狀細胞會漲大，
每天皆可剪取側芽枝葉採收，銷售至台北微風廣場等供高
檔餐廳拿來入菜，嬌嫩的冰花生食口感佳，除了日式料理
之外，也有用於法式料理，配上鮭魚、牛肉都很搭。佐賀
大學教授分析成份，發現冰花中含有肌醇三磷酸以及松

3

6

醇，對人體有益，是一種好吃又有益健康的高檔新興食
材。
冰花 (Mesembryanthemum crystallinum L.) 在分類學上屬
於番杏科、松葉菊屬的雙子葉一年生植物，原產於東非與
南非，分布在澳洲西岸、美洲西岸等地中海型氣候區，幼
苗時並不耐鹽，在特定的生長期間若遭受到高鹽或是乾旱
等逆境，會誘導特定的反應以適應逆境，或發育至成熟階
段時，冰花植株對鹽分環境的耐受性提高，能夠耐受到相
當於海水的鹽濃度，且冰花表皮上的囊狀細胞也會隨著植
株的成熟而漲大，為主要儲存過多鹽分的部位。
由於人類耕作大量施予無機肥，土壤中累積的鹽分漸
漸提高造成鹽害，因此，如何使作物的耐鹽程度提高，是
農業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顏宏
真教授，更以冰花為研究高等植物耐鹽機制的模式植物，
研究冰花的耐鹽機制，再應用至其他作物上，期能提高其
他作物對鹽份的耐受性。顯示冰花除了可做為餐桌上高等
食材以外，更可用於耐鹽植物之研究，有助於未來農業的
發展。
【文/圖 李郁淳、盧子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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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農民學院開跑，本場首班～農藝入門班3月6日起開始報名
103年度農民學院規劃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共153梯次，包括入門
班27梯次、初階班15梯次、進階班106梯次、高階班5梯次，可提供
4,590個參訓名額。自2月12日起陸續開放網路線上報名，名額有限，
請有意從農青年及在職農民把握機會，儘速報名，以免向隅，報名
相關問題可電洽客服專線：(02)2301-2308。
本場今年開辦10個訓練班，各班報名及上課時間如下表，歡迎踴
躍報名參訓，詳細課程內容請上「農民學院」網站 (http://academy.
coa.gov.tw/) 或本場官網 (http://tndais.coa.gov.tw/) 查詢。
上課
天數

報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上課日期

農藝班

3天

3 月06日∼ 4 月06日

4 月16日

5 月06日∼ 5 月08日

園藝班

3天

3 月20日∼ 4 月20日

4 月30日

5 月20日∼ 5 月22日

有機農業班

10天

4 月23日∼ 5 月23日

6 月02日

6 月23日∼ 7 月04日

有機農業班

10天

5 月21日∼ 6 月21日

7 月01日

7 月21日∼ 8 月01日

設施蔬菜班 (一)

10天

6 月11日∼ 7 月11日

7 月21日

8 月11日∼ 8 月22日

設施蔬菜班 (二)

10天

7 月15日∼ 8 月15日

8 月25日

9 月15日∼ 9 月26日

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

5天

8 月13日∼ 9 月13日

9 月23日

10月13日∼10月17日

文旦柚健康管理技術班

3天

9 月04日∼10月04日

10月14日

11月04日∼11月06日

活化農地作物經營管理班

3天

9 月18日∼10月18日

10月28日

11月18日∼11月20日

有機農業班

3天

8 月28日∼ 9 月28日

10月08日

10月28日∼10月30日

階層別
入門班
初階班
進階班

進 階
選修班
高階班

訓練班名

報名資格：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並符合各訓練課程之參訓條件 (請上農民學院網站查詢)
本場連絡人及電話：李郁淳(06)5912901轉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