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2月6日 (星
期六) 共同舉辦「2014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8屆種苗節活
動」，今年為兩機關第4度合作辦理開放日活動，以寓教
於樂的方式來呈現研究成果，加上種苗節成果展，內容

豐富多元。當天湧入大批參觀民眾，估計約10,470人次，
再次創新遷場以來的紀錄，盛況空前！

一掃前兩天陰霾，活動當天早上雖稍有涼意，但天公

作美賞了個溫暖的大晴天，上午9時起參觀人車便絡繹不
絕，平常冷清的場區湧入大批的參觀與採買人潮。

■ 2014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8屆種苗節活動，展現農業亮麗成果
■ 臺荷示範溫室開幕，引領設施果菜栽培邁入新紀元

■ 大豆省工，利潤勝於再生稻～大豆(黑豆)田間示範觀摩
■ 賀！本場黃圓滿副研究員獲農業績優人員殊榮

■ 落花生白絹病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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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8屆種苗節活動         農業亮麗成果展 現

10時在畜產試驗所舉行活動開幕式，陳保基主委、王
政騰副主委、許添財立委和黃偉哲立委都蒞臨現場。11
時長官及貴賓們移師到本場行政大樓前舞台，參加「第

18屆種苗節」開幕典禮。王仕賢場長以地主身分開場
後，分別邀請種苗協會施辰東理事長、許添財立委、黃

偉哲立委、農委會陳保基主委上台致詞，其他蒞場的貴

賓有台中農改場林學詩場長、農試所鳳山分所陳甘澍分

所長等，現場大官雲集。

今年種苗節主題為「茄科」作物，採用辣椒、彩椒、

番茄等各種茄科作物與盆栽佈置的主題意象區，吸

引民眾駐足拍照留念。種苗相關展示包括蔬果花

藝設計插花展示、植物防檢疫展示、世界蔬菜

中心展示、種苗資材展示、種苗常識有獎徵答

等。各種苗公司展出的蔬果，色彩繽紛、新鮮亮

麗，已超脫食材範疇，堪稱農產藝術品。

陳保基主委主持

種苗節開幕活動，

與嘉賓共同

祝福台灣種苗業

欣欣向榮

穿過連接本場與畜試所的綠色隧道，王場長

向陳主委介紹「農畜一家」文旦寶寶

陳主委與立委參觀各種苗公司展示攤位 陳主委與許添財、黃偉哲立委共同行銷

新化鎮農會胡麻油

超級卡哇以的茄科主題意象

佈置，吸引民眾駐足拍照

五顏六色的茄科作物，已超脫

食材邁向食「藝」境界

研究人員解說病蟲害徵狀

及防治技術

研究人員展示及解說

蚓糞堆肥應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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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 省工，利潤勝於 再生稻 ～大豆(黑豆)田間示範觀摩

荷蘭在設施栽培領域為世界之冠，生產之設施番茄產

量高，為世界上第一大番茄出口國；而臺灣之番茄具有

高糖度、高品質之優勢，曾讓荷蘭園藝專家讚賞為是農

業中的藝術。為了建立國內果菜類栽培節能設施及周年

栽培技術，本場自100年起與荷蘭瓦赫寧根大學合作，共
同規劃一座適合亞熱帶地區小果番茄生產之溫室，配合

設施內資料收集與栽培模式建立，期望能帶領國內設施

果菜栽培走入新的紀元。

臺荷示範溫室於12月4日上午舉行開幕啟用典禮，
當天突發的大雨，使得原本規劃於室外舉行的開幕式

緊急移往室內，幸虧同仁應變迅速，使得典禮順利照常

舉行。典禮上台灣方由農委會胡興華副主委代表致詞，

荷蘭方則由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Hans Fortuin致
詞，之後邀請農委會胡興華副主委、本場王仕賢場長、

科技處陳建斌處長、畜試所黃英豪所

長、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Hans Fortuin、農業處長Anthony 
Snellen、荷蘭農業部資深專員
Robert Stunt、以及瓦赫寧根大
學Silke Hemming共同剪綵。

配合再生稻田區及沿海耕作調整轉契作進口替代作

物，本場積極輔導農民與業者契作生產非基因改造之優

質大豆、薏苡，於11月14～26日分別在轄內下營區、東勢
鄉、西螺鎮、莿桐鄉、善化區、新港鄉、太保市、學甲

區、東石鄉、布袋鎮，辦理10場次的大豆(黑豆)田間示範
觀摩，透過本場指導人員的解說及農友的現身說法，讓農

民了解目前政策之推行以及當地適合的栽培方法，並比較

耕作模式之收益，增加農民種植大豆意願。

這些地區耕作模式多為一期作水稻為主，二期作則以

水稻、蒜、落花生、硬質玉米及蔬菜等為大宗。由於落花

生、大宗蔬菜及蒜為敏感性作物，且人工需求高，年長農

民可考慮轉作栽培國產大豆(黑豆)。
雲嘉南二期水稻平均收益約每公頃43,000元，改種國產

非基改大豆(黑豆)，加上政府契作獎勵金，平均收益均較
二期水稻高出甚多。此外水稻與大豆(黑豆)之禾豆科水旱
田輪作，可降低田間病蟲草害，且大豆有益於土壤地力

維護，是理想的輪作作物。

例如東勢鄉二期轉作大豆，契作模式採用企業化經營

管理，契作農民主要負責田間施肥與灌溉排水，其餘由

農民代表安排播種、病蟲害防治、採收與調製，減輕農

民工作負擔，降低生產成本，且契作生產無產銷失衡疑

慮，可作為其他鄉鎮耕作之選擇參考。本場103年育成新
品種臺南10號，產量高、品質優，且抗白粉病，
可增加農民單位面積收益，將於104年
大面積推廣。  

↑王場長建議開發多元化糧食，增加進口替

代作物如大豆、胡麻，減少再生稻種植

↑吳昭慧副研究員在善化區說明

大豆高雄選10號栽培管理

本場在行政大樓大廳特別規劃展示今年成果，包括

水稻台南16號、大豆台南10號、硬質玉米台南育29、30
號、夏南瓜台南1-4號，以及最新出爐的「夏南瓜栽培與
食譜利用」專刊，教導民眾新興食材新吃法。

本場展示的研發成果還有：黃金廊道農業生產專區

及活化休耕地、滴灌節水設施栽培、花卉及蘆筍研發成

果、作物健康管理成果、良質米展示品嚐、有機農業及

吉園圃推動成果、土壤速測及合理化施肥、病蟲害診斷

鑑定、青年農民輔導成果、新型農機具及花海景觀等。

另外，本場邀請雲嘉南地區農會或合作社場，展售其優

質安全農特產品，並設有米食熱食區，方便消費者採

買。今年還邀請劉育承、郭明源、溫偉毅、楊家銘、謝

鵬程、蔡吉隆、蘇建鈞等7位青年農民，協助銷售他們的
產品，也是賣得嚇嚇叫。

農業D I Y教學開辦
簡易種菜DIY、種子貼
圖、絲瓜絡藝術創作、

菱角吊飾等4場課程，吸
引許多親子組隊報名。

本場出版品配合開放

日再次設攤開賣，9點一
開張就賣到翻，同仁補

書補到手軟，收據寫到來不及補單。上班日統計賣書成

果，計有289張訂單、45,145元，再次刷新記錄，足見本
場出版品內容實用、製作精美，深受民眾喜愛。

今年開放日活動提供了民眾一個農業知識與休閒體驗

兼具的豐富之旅，讓民眾有吃、有玩、又有拿，大家都

滿載而歸，期待明年再相見!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臺荷示範溫室開幕         設施果菜栽培邁入新紀元引 領

↑臺荷溫室內的小番茄超甜！↑長官及荷方代表共同為臺荷溫室剪綵

隨後一行人赴溫室現場，由許涵鈞助理研

究員進行溫室導覽介紹，農委會企劃處傅子煜科長協助

以英語解說。示範溫室內展示有7個來自臺灣及歐洲育成
的品種，栽培管理模式則模仿荷蘭並依據臺灣氣候條件

進行調整，除實物展示，現場電視並播放溫室建造時的

縮時錄影，讓與會來賓了解建造實況。

為提升台灣溫室結構興建與環境控制技術，並促進臺

荷雙方知識交流與商機開發，4日下午辦理「臺荷溫室產
業座談會」，邀請荷蘭VEK Adviesgroep BV (飛科溫室開
發集團)、Priva International Beijing (普瑞瓦國際貿易有限

大人小孩齊手DIY忙種菜 活動吸客王－焢窯是

每年報名秒殺項目

花海區的Cheese笑容比花嬌

本場積極研發中

的胡麻採收機

亦在展示行列，

盼早日成功推廣給

農民使用

↓
臺方
由胡興華副主委

致
詞

↑荷方由荷蘭貿易暨投資

辦事處Hans Fortuin致詞

公司)、Ridder Group (荷蘭騎士集團)、AkzoNobel (阿克蘇
諾貝爾股份有限公司)、Philips (飛利浦) 與臺灣溫室廠商
做技術交流，並舉辦荷蘭溫室資材展及廠商媒合交流。

12月5日於畜產試驗所辦理「臺荷農業科技研討會」，
邀請荷蘭瓦赫寧根大學附屬溫室園藝研究中心Dr. Silke 
Hemming及Dr. Erik van Os，國內明星蘭園林明星董事
長、及彰化縣田尾鄉園藝作物生產合作社林孝澤理事主

席，分享在溫室栽培領域之經驗與心得；另邀請中興大學

鄭經偉教授、荷商Lely、英特威動物藥品公司及荷蘭騎士
集團，分享畜產自動化及疾病防治之新知。

【文/許涵鈞、黃惠琳　圖/黃鵬戎】

↑大豆新品種臺南10
號製作的豆腐，美

味令人垂涎

↑吳昭慧副研究員

在下營區針對黑

豆田間不同時期

灌溉作說明

【文/圖　吳昭慧】

↑臺荷溫室產業座談會與會人員

↑臺荷農業科技研討會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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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育成夏作糖度累積佳、具耐熱特性的「臺南11號」
與冬作抗白粉病且高產特性的「臺南12號」等洋香瓜品
種，種苗界以高價技轉，肯定新品種的競爭力。

◆ 育成抗白粉病、分別具耐熱或適冷特性之夏南瓜新品種
共4個，皆已順利技轉，可增加設施蔬菜之多樣化選擇。

◆ 輔導農民瓜類合理化施肥與健康安全果品之生產栽培，
並制定各式作業標準及撰寫推廣手冊，提供農民參考。

                      【圖/楊藹華】

本場黃圓滿副研究員獲農業績優人員殊榮
得獎事蹟 增進瓜農收益並提升產業競爭力－育成抗病、高耐候性之洋香瓜與夏南瓜

↓11月25日在農委會3樓國
際會議廳辦理「103年度
優秀農業人員頒獎表揚活

動」，由陳保基主委親自

頒發每位得獎者獎狀與獎

座各乙面，以資鼓勵

↓
洋香
瓜臺南11號直

立
式
栽
培

↓夏南瓜新品種

落花生 白絹病 及防治
落花生白絹病是由一種會產生菌核的病原真菌 Athelia 

rolfsii 所引起，顧名思義，這種病害最主要的病徵，會在
受感染的植株上長出白色絹帛一般的絲狀物，那是病原菌

的菌絲，當菌絲的量很多時，還真帶點像絹帛一樣閃閃發

亮的質地！

那麼，這種「白絹」是從哪來的呢？答案就是外觀像

蔬菜種子一樣的「菌核」，菌核是白絹病菌產生的休眠

構造，一旦產生之後，可隨著灌溉水漂流，或隨著人畜農

具攜帶傳播；不論在乾燥沒有耕作的田區、或淹水覆蓋的

土壤中，都可殘存數個月之久，待遇到適合的寄主植物—

也就是農作物出現時，貌似蔬菜種子的菌核就會再度「發

芽」長出白絹狀的菌絲，開始從土壤中入侵農作物。當作

物的地下部及莖基部受到感染時，被害的部位很快就會褐

化、腐爛，甚至因維管束失去功

能而全株枯死，落花生在土壤中

的果莢即失去商品價值，同時也

更容易併發其它病蟲害，如果莢

黑斑病、根瘤線蟲病、根蟎等，

然後周而復始地產生菌核過冬，

繼續下一季的感染。

白絹病菌的寄主範圍非常廣，

加上休眠構造的菌核難以從土壤

中根絕，無法用輪作不同科作物

的耕作防治方式來改善，但在構成病害的黃金三角中，除

了寄主、病原菌之外，還有一個主角「環境」是我們仍可

努力改善的方向。白絹病菌喜歡高溫多濕的氣候及偏酸性

的土壤，尤其易發生在灌溉或下雨後土壤漸乾時，因此減

少灌水次數、調整土壤pH值使土壤呈偏鹼性環境，較不
利病原菌生長。也有研究顯示種植前以塑膠布覆蓋土壤或

翻犁兩次，利用太陽能產生之高溫殺菌，或添加氰氮化鈣 
(烏肥) 至土壤中，均可有效減低白絹病的發生。另外，大
家耳熟能詳的合理化施肥觀念也是病害管理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勿施過多氮肥，並增加鈣肥的使用，可使落花生果

莢對病原菌更有抵抗力。

土壤傳播性的病原菌，一直都是病害防治的大敵，絕

無一劑特效藥可解決所有麻煩，必須從環境的各個角度切

入，才可逐漸改善、慢慢看到成效。

【文/圖　蔡孟旅】

↑落花生果莢上產生棕色菌核 ↑白色絲狀物即為白絹病菌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