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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技 轉動 國家生計—2015年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2015年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於7月23至26日在臺北世
貿南港展覽館4樓盛大展開，農委會陳文德副主任委員蒞
臨為「農業科技館」開幕，向現場來賓及新聞媒體說明本
館所展出具有市場潛力及商品化之亮點研發成果。
本次農業科技館分為農業生技主題區及產業化專區二
大區域。農業生技主題區共有45項新近研發成果，依性質
規劃六個展示主題區，包括「新品種培育與育種技術—撒
播農情萬種」、「安全
農業生產技術—拿用心
換安心」、「水產養殖
與觀賞魚蝦—水爭鋒魚
爭豔」、「農業設施技
術—遇見機動未來」、
「農業生技加值應用技
術—農加樂點綠金」及 1
「主題意象—具快速又精準之1分鐘即完
成農藥殘留萃取及淨化技術」。產業展
示區則由進駐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及農業
創新育成中心之24家廠商共襄盛舉。
沊王仕賢場長向陳保基主委解說
本場研發成果
沝本場參展項目—大豆臺南10號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於7月24日下午親臨現場視察，本場
參展項目為「大豆新品種臺南10號」，由王仕賢場長親自
解說，大豆臺南10號每公頃產量2,100∼3,800公斤，百粒
重25∼27公克，種子外表光滑鮮亮，種臍黃色，籽實粗蛋
白質含量41％，營養成分豐富，株高40∼60公分，屬於中
莖型品種，主莖直立粗大，較不易倒伏，結莢高度離地
面10公分以上，成熟期落葉性良好，適合機械栽培收穫，
且對白粉病具有抗性。新品種大豆臺南10號為食用
級大豆，適合做為豆腐、豆漿、豆麥醬油、味噌等
使用，推廣後將有利於提升國內
2
糧食自給率。
【文/圖 吳昭慧】
泝農業科技館展場入口
沴陳文德副主委主持農業科技館
開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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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臺灣美食展～台灣農業館 美食的原點
2015臺灣美食展於7月17∼20日在台北世貿一館登場，
現場分為「食之藝」、「食之器」、「食之材」、「食之
旅」及「伴手禮」等五大展區，農委會籌辦的「台灣農業
館－美食的原點」即座落在食之材展區中。
一走近台灣農業館，印入眼簾的就是24節氣的外牆，
館內更有一棵「24節氣樹」豎立其中，四周分別以「新鮮

農」、「安心農」、「精緻農」以及「好食農」為主題佈
展，推廣「吃當季、食在地」的飲食概念，在對的時間，
吃對的食物，運用在地食材，展現地方特色，降低食物里
程，能讓消費者品嚐當季在地的美食，享受新鮮亦享受健
康！在「新鮮農」部分，精選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與農
友們齊心合力研發、種植的創新農特產品與好食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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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館展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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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圓滿副研究員向民眾
介紹夏南瓜臺南1～4號

優質好米、當季蔬果、養生
五穀以及青年農民們精心栽
種的新鮮好產品。
本場在會館現場展示的
內容為近年研發成果，包
括好健康的夏南瓜臺南
現場民眾
拿相機紀
1∼4號、好美味的甜玉
錄
夏南瓜的
身影
米臺南26號、好爽口綠
蘆筍臺南4號，以及好優質
的紅茄。
本場7月18日下午在會場推廣夏南瓜 (櫛瓜) 輕食饗
宴－夏南瓜新品種之推廣與簡單料理品嚐，由黃圓滿
副研究員先向民眾說明夏南瓜臺南1∼4號的栽培管理
要點，鼓勵民眾利用盆栽即可種植於陽台，民眾對於
外表酷似小黃瓜，色彩多樣的夏南瓜展現好奇，紛
紛詢問何處可購買。接著由李郁淳助理研究員說明醋
漬夏南瓜的作法，簡單幾個步驟就可做出清爽的涼拌
開胃菜，並以有獎徵答方式與民眾互動，現場搶答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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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節氣樹吊掛著各式象徵24節氣
的當令食材

烈，有10位幸運朋友獲得本場出版的「夏南瓜栽培與食
譜利用」，民眾亦可從本場出版品網站進行訂購或免費
下載。
大會更聘請大師級主廚-吳鑑勳老師現場示範夏南瓜佐
迷迭香，在吳老師的巧手快炒之下，現場香氣四溢。利
用夏南瓜入菜，變化出多種創意料理，吃過的民眾讚不
口，還再排一次隊領取試吃，對夏南瓜留下美好印象，
是一次成功的推廣活動。
環顧「台灣農業館」會場，強調的就是「吃當季、
食在地」的飲食概念。近幾年台灣接連出現食安問題，
重創人民的飲食信心，讓大家重新審視飲食觀念，不再
只是重視食物感官的滿足，而是更加注重食材的安全性
及其來源的可追溯性，順應大自然的法則，尊重老祖先
的智慧，運用在地食材，做為美食的原點，降低食物里
程，展現地方特色，耕耘美好的食安願景，打造台灣的
美好食代！
【文/圖 李郁淳】

雜糧栽培管理 及 安全用藥14場講習 提升糧食自給率
全用藥。去年油品問題使得國產胡麻油銷售量大增，種植
為推廣雜糧作物栽培並強化雜糧安全用藥觀念，以提
胡麻收益提高，因此胡麻講習場次幾乎場場爆滿。
升國產雜糧自給率及生產品質，減少雜糧作物農藥檢出，
大豆選定學甲區、東石鄉、新港鄉計辦理3場，由大豆
確保國人食的安心，本場於7、8月間針對落花生、胡麻及
專家吳昭慧副研究員講授栽培管理，病蟲害專家陳昇寬
大豆等3種雲嘉南地區重要雜糧作物，辦理14場栽培管理
講授安全用藥。8月12日在下營區還有最後一場大豆講習
及安全用藥講習，與會農民非常踴躍，有些場次甚至超過
200人，讓本場同仁揪感心，也感謝各地區農會的協助，
會，歡迎有興趣農民踴躍參加。
【文/圖 黃涵靈】
讓產業有向上提升的動力！
落花生選定元長鄉、虎尾鎮、土庫
鎮、北港鎮計辦理4場，由落花生專家陳
國憲助理研究員講授栽培管理，病蟲害專
家鄭安秀課長講授安全用藥。
胡麻選定西港區、安定區、善化區、
七股區、將軍區、佳里區計辦理6場，由
胡麻專家黃涵靈助理研究員講授栽培管
↑吳雅芳助理研究員講解胡麻安全用藥
理，病蟲害專家吳雅芳助理研究員講授安 ↑王仕賢場長主持講習會議 (佳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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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 田間觀摩 展 優勢
水旱輪作是一般解決連作障礙的有效方法，而水稻則
為解決溫室連作障礙適合的綠肥材料，因為綠肥水稻在溫
室環境下生育初期生長迅速且植冠截光率大，土面蒸發量
小，能降低土表鹽分及減少土壤線蟲之危害，並改良溫室
土壤肥力，減少肥料的使用。
本場於7月17日上午假雲林縣虎尾鎮張進棠農友田區舉
辦「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田間成果觀摩會」，吸引雲嘉南
地區溫室栽培農友之共襄盛舉，當天約120人到場觀摩，
農友反應相當熱烈。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及虎尾鎮農會總
幹事林景堂先生共同主持，中興大興陳宗禮教授及農糧署
莊岳峰科長、蘇荷婷技正亦蒞臨現場觀摩。
嘉義分場石榆鳳助理研究員說明，溫室比露天溫度還
高，故綠肥水稻需為耐高溫的品系。本場所育成的兩個綠
肥水稻新品系，於溫室環境下葉片大且莖稈強壯，植冠截
光率大，土面蒸發量小，因此水分向下淋洗土壤中的鹽分
機會增高，可改善溫室土壤鹽度過高問題。溫室綠肥水稻
插完秧後一兩天，待田間土壤水分稍乾，再進行灌溉，灌
溉10天停2天，因保持湛水土壤中鹽分受到淋洗，故土壤
表層鹽分就會減少。於未抽穗前稻株生育最茂盛時，將稻
株翻耕當作綠肥之用，可增加土壤有機質。
依本次試驗虎尾田區為例，種植前鹽度0.38∼0.45 (dS/
m)，種植後40天鹽度下降至0.14∼0.16 (dS/m)；種植前pH
值7.81∼7.92，種植後40天pH值下降至7.64∼7.75；種植
前檢驗土壤線蟲量，100公克土壤線蟲數58隻，種植後40
天線蟲數0隻，由此結果得知溫室種植綠肥水稻，可明顯
改善溫室土壤問題。
【文/圖 石榆鳳】

如何處理設施土壤鹽化問題？
設施栽培常見土壤鹽化、拮抗現象、氨中毒及假性酸
性等問題，其中以土壤鹽化問題最為常見，可採下述方
法進行改良：
浸水洗鹽：以大量灌溉水移走可溶性鹽類，惟若土壤
中鈉離子高，建議浸水前每分地施用30公斤硫磺粉與
土壤混合後再浸水，避免土壤酸鹼度 (pH) 提升，且浸水
以淹過土表，並保持有水7天以上。
客土或深耕：表層約5公分土壤移除，移入導電度
土；深耕增加鹽離子淋洗。
換土：表底土交換，每分地增加粗纖維有機質肥料
1000∼2000公斤。
種植耐鹽分作物或綠肥作物：如玉米、田菁等吸收土
壤中累積之鹽類離子，並可將植株耕犁掩埋，增加有
機質且可釋出養分供後作物使用，惟注意殘株需打碎並
加水促進分解。
施用碳氮比高之植物體：如稻草、稻殼、木屑或碎樹
皮等，一般施用稻草時，每分地約需1公噸，使土壤
中之無機態氮轉為有機態氮，約需1個月以上。
暗管排水 (鹽)：地表下60∼80公分，埋設排水管。
輪作之實施：如輪作水稻時，需注意品種選擇與
適度之浸水深度。
【文/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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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訓練講習會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辦理5場次「微生物肥料田間應用技術
訓練講習會」，歡迎產銷班及農民踴躍報名參加。
日 期

↑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右)

地

點

講

師

8/24(一)
8:30~13:00

中興大學土環系
10樓演講廳

8/26(三)
13:00~17:30

桃園區農改場
1樓大禮堂

中興大學趙震慶
桃園農改場莊浚釗

9/1(二)
8:30~13:00

嘉義大學農園
大視聽教室3樓

中興大學楊秋忠
農試所簡宣裕

9/4(五)
8:30~13:00

屏科大農園系
HO104教室

屏科大王均琍
高雄農改場張耀聰

9/9(三)
8:30~13:00

高雄市
美濃區農會3樓

屏科大王均琍
高雄農改場張耀聰

中興大學楊秋忠
農試所簡宣裕

詳細內容及報名表請上本場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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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暑假～高農學生起步學習 蝴蝶蘭 栽培管理
農委會為提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之在校學生及服役前
畢業生對農業的認知，瞭解農業職場與職涯探索，於暑期
或服役前進行農業經營體驗或農場見習，以驗證其所學並
獲得農業實務經驗，同時透過青年之創造力，促進農產業
活化與農村永續發展。
本場借重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及園藝技藝中心之堅
強師資及場地，由民雄農工及曾文農工園藝科推薦有意願
的學生計31位，於7月7∼9日至嘉義大學參加為期三天之
「蝴蝶蘭栽培管理實務訓練班」，並由本場洽請轄區之蘭
花生物科技公司先行申請成為農委會簽約見習農場，提供
暑期農業經營體驗名額與協助指導。
課程除了在嘉義大學園藝學系講授蝴蝶蘭生育特性及
產業概況，產業界的實務經驗分享，最後一天還安排到一
心生物科技公司、花王農業器具有限公司、台霖生物科技
公司、美商三好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玉沙農場有限公司等

↑民雄農工楊主任到美商三好農業公司
給同學們打氣及叮嚀

5間見習農場實地參觀，之後經由本場媒合，目前有8位同
學赴農場體驗實習。
7月29日本場會同民雄農工楊晴惠主任及曾文農工蔡政
廷主任，到美商三好農業公司和一心生技公司探視正在蘭
園體驗的8位同學，農場主對於同學的表現均給予正向的
肯定，同學們看到來自學校的熟悉身影，紛紛感到驚喜與
感動，楊主任更像媽媽一樣給予學生問候與叮嚀，關心學
生在這段體驗日子的生活起居，甚至還帶了點心和飲料慰
勞辛苦工作的同學。蔡主任則像爸爸一樣，關心同學的安
全及生活作息，同學們亦當場在溫室操作著這段日子學來
的換盆、澆水、導根等技術，老師們看著這群學生犧牲暑
假玩樂期間，甚至離開溫暖的家住在蘭園進行農業體驗，
對於他們這段時日的成長表示欣慰，同學們感受到學校老
師的關懷與溫暖，後續在蘭園體驗的日子更有動力、更起
勁，給他們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暑假！ 【文/圖 李郁淳】

↑守珀在操作自動澆水機，幫蘭花澆水

↑智翔在幫蝴蝶蘭導根，避免氣根外露

文旦柚 防 東方果實蠅 農改場獻策

3
4

文旦柚已進入成熟期，此時最易受東方果實蠅危害。
使用市售濃縮芭樂果汁，混合農藥置入容器中誘殺成
東方果實蠅雌蟲會以產卵方式危害成熟果實，使果實表皮
蟲，混合比例為芭樂汁：24％納乃得溶液＝500：1，
流膠，卵孵化後幼蟲於果肉中蛀食，造成柑橘腐爛及落
一分地約平均放置20個誘蟲容器。
果。落果內均有數十隻以上的幼蟲，這些幼蟲會鑽入土表
若果蠅密度高，點噴含農藥的糖蜜誘殺雌蟲，含毒糖
中化蛹，羽化為成蟲後，繼續在園內危害樹上果實。利用
蜜配製比例為水：硼砂：糖蜜：25％馬拉松可濕性粉
袋子或有蓋子的桶子盛裝落果且予以密封，則可有效地減
劑=1公升：50克：75毫升：10克。加入硼砂可提高誘引能
少東方果實蠅族群的滋生。
力與時效。配好的藥液置入噴霧器，每公頃約2∼4公升藥
東方果實蠅可採下列方法防治：
量，噴於果樹上，勿噴及果實，由下
往上噴葉片，5∼10公尺噴一處。
果園附近樹蔭或外圍全年懸掛含毒
甲基丁香油誘蟲器，長期誘殺雄
果蠅密度高點噴0.02％賜諾殺濃餌
蟲。誘蟲器內置入不織布或棉花吸收
劑，餌劑置於噴霧桶以水稀釋8∼
藥液，一公頃約懸掛4∼6個誘引器。
10倍，每公頃稀釋藥液約2公升，噴
頭調到最大，以水柱狀由下往上噴葉
使用酵母球誘殺成蟲，於誘蟲器內
背，5∼10公尺噴一處。
置入兩顆酵母球，加水400毫升，
【文/圖 黃秀雯】
每分地約掛10個誘蟲器，約10天加水
↑東方果實蠅危害造成表皮流膠
一次，並清除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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