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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9屆種苗節活動 番茄 主題吸睛
本場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28日 (星
期六) 共同舉辦「2015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9屆種苗節活
動」，今年為兩機關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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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估計約12,240人次入場參觀，再次創新遷場
以來的紀錄，盛況空前！
一掃前兩天涼冷天氣，活動當日天公作美賞了個溫暖
的大晴天，上午9時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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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工作人員都感
覺到今年比往年還熱絡，田區停車空間爆滿，車都停到
大門口了。
10時在畜產試驗所舉行活動開幕式，農委會戴玉燕主
秘蒞臨現場致詞。11時長官及貴賓們移師到本場行政大
樓前舞台，參加「第19屆種苗節」開幕典禮，各試驗及
行政機關首長、中興大學農學院陳樹群院長、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戴玉燕主秘、輔導處
張致盛處長及多位長官蒞臨種苗節參觀

↑番茄隧道主題意象佈置區，
吸引民眾駐足拍照

亞蔬中心張瀛福副主任及雲嘉南縣市政府農業處長等皆
蒞臨參與盛會，現場大官雲集。當天並頒發雲嘉南地區
十大及優良農業產銷班獎牌，以表彰其優秀成績。
今年種苗節主題為「番茄」，有別於市面上常見的
番茄，展示的番茄品種相當多，有紅、黃、橘、綠、黑
等。形狀大、中、小都有，還有圓型、長條型、砲彈
型，有的水嫩嫩的像吹彈可破的水蜜桃，有的綠色紋路
像是小西瓜，甚至紫黑色一串像是葡萄。以番茄隧道與
盆栽佈置的主題意象區，吸引民眾駐足拍照留念。
行政大廳除了蔬果花藝設計插花展示，還展出「馬鈴
茄」 (pomato)，一棵植物上面長番茄、下面長馬鈴薯？引
起遊客好奇，原來這是用馬鈴薯當砧木，上面嫁接番茄
植株，因此整株植物上下都可收穫，一舉兩得、相得益
彰，利用盆栽就可種植，也是空間的
極致利用。

主題區
點-番茄
亮
大
最
圖
↑今年
的番茄拼
五顏六色

↑種苗公司及農特產品攤位
購買人潮眾多

↑很多消費者驚呼第一次看到這麼
多色系的番茄

↑木瓜展示平台展出試驗研究 ↑「馬鈴茄」臉書貼文傳閱超過
機關多年研發成果
3萬6千人，是今年另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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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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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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輔導成果及新型農機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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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89攤，方便消費者採買。今年邀請劉育承、楊
家銘、侯兆峰、魏宗淇、謝汶樺、黃川炫、葉偉杉、廖志
偉、程裕誠、王致傑等10位 青年農民來擺攤銷售產品，
臺南青農聯誼會也熱情參與，同樣是賣得嚇嚇叫。
農業DIY教學開辦簡易種菜、種子貼圖、絲瓜絡藝術創
作、菱角吊飾等4場課程，西螺農會加碼提供米漢堡、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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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小孩齊手DIY忙著
製作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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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燕主秘關心青年農民，
廖志偉、程裕誠的4℃菜籃
子在接近中午已全部完售

煎餅、豆花DIY課程，吸
引許多親子組隊報名。臺南市農會亦共襄盛舉，辦理農業
推廣三部門聯合靜態成果展、四健鑰匙圈DIY，並提供在
地農產品料理試吃。
本場出版品9點一開張就賣到翻，收據寫到來不及補
單，連農委會長官都不敢相信本場出版品可以賣得這麼
好，共售出47,805元，約佔全年收入的3成，足見本場出
版品內容實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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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積極研發的魚菜共生 ↑兩機關交界處設置無障礙坡道，加 滿載而歸，期待明年再相見！
系統，亦在展示行列中
上草原景觀清幽，成為踏青好去處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種苗產業發展新趨勢，研討會分享新知
植物種苗為農業發展之根基，種苗科技的研發與創新
是農業產業進步的原動力。本場於11月27日辦理「種
苗產業發展新趨勢研討會」，機關學校、種苗業
者、農友約320人參加，座無虛席還另闢第二會
場。農委會陳保基主委亦撥冗蒞臨致意，並參觀
現場展示、慰勉工作人員辛勞。
此次研討會由本場、中華種苗學會及台灣種苗
改進協會共同主辦，特別邀請日本行政法人種苗
管理中心佐藤仁敏博士專題演講國際種子檢查規
↑種苗場楊佐琦場長介紹
範，也邀請國內9位專家就分子技術輔助育種、種
日本講者佐藤仁敏博士(左)
苗加值、產業操作等發展新趨勢進行論述。

↑參與研討會專家、學者及與會人員合影

↑陳主委參觀農友種苗公司展示攤位

最後座談與意見交流，來賓提
出：1.是否有針對木瓜嫁接機械設備
技術之研發、2.現階段農業科技政策推動，如科專
計畫、產學合作與品種技轉等值得繼續辦理，並
提供平台交流、3.建議研究單位加強種子物理處理
技術及植物工廠環境控制系統整合應用之研發，如
UV照射、光照技術。以上分別由臺中農改場張金
元助理研究員、農糧署林娜簡任技正及本場王仕賢
場長針對問題詳細回應。
研討會從上午9時開始，在下午5時40分結束，滿
滿一天的課程，相信與會人員都是收穫滿滿。研討
會論文集已公告於本場官網提供閱覽，歡迎參考運
用！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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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國 結球萵苣 品種比賽冠軍出爐
為了讓外銷結球萵苣農民有更優良及耐熱
品種選擇，增進外銷蔬菜產業國際競爭力，
並獎勵種苗公司對結球萵苣新品種研發，本
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13日，在本場
義竹工作站試驗農場舉辦「2015年–結球萵苣
品種比賽」，計有農糧署、試驗研究單位、
種苗業者、生產團體與貿易商等41名代表參
↑評審委員郭進展田間現採評鑑
↑評審委員陳清山田間評審
與。經過專家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後，
由長生種子公司的「長生50號」品種勝出，奪得本年
度全國結球萵苣冠軍頭銜。
今年結球萵苣品種比賽計有6家種苗業者共14個品種
參賽，於11月13日進行葉球外觀及食味評比，邀請臺
灣大學園藝系羅筱鳳教授、本場許涵鈞助理研究員、
威爾斯食品公司陳立洋董事長、新湖農場陳清山理事
生50號
限公司長
有
↑葉球品質及風味評鑑
子
種
主席及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郭進展理事主席等5位學者
長生
冠軍
及專家進行審查。評分項目包括種子發芽率10％、整
的「長生50號」品種獲得，其葉球呈圓形，平均球重627
齊度10％、田間存活率15％、外觀15％、抗病性15％、
公克，中心柱與球縱徑比值為51.2％，葉球無生理障礙，
產量20％及食用品質等15％，最後選出優勝品種3個。
質地柔軟，口感佳，獲得評審一致的青睞。第2名由農友
此次結球萵苣參賽品種都是各種苗業者的菁英品種
種苗公司「EX-8380」品種獲得，第3名則由崧寶種苗公
(系)，種植初期不僅歷經杜鵑颱風侵襲時之耐淹水試煉，
司「包心萵苣3號」品種獲得，得獎單位於「第19屆種苗
結球期也受到秋季高溫考驗，再經過田間性狀、葉球食味
節活動」中公開接受表揚。
【文/圖 謝明憲】
品評等階段的審查。最後評審結果，冠軍由長生種子公司

樹薯種原圃落成 兼具 教育 與 資源保存 意義
本場為臺灣雜糧作物研究的重鎮，自建場以來，在棉
花、黃蔴、甘薯、落花生及玉米均有重大建樹，在樹薯的
研究上也曾有豐碩成果。近來收集樹薯種原，規劃建立教
育及遺傳資源保存園圃，並於11月25日上午舉行園區開幕
揭牌儀式，邀請多位退休前輩回來共襄盛舉，為歷史見
證。
樹薯又稱木薯，原產於熱帶，屬於大戟科一年生或多
年生植物，根部可食用，常被製成樹薯粉 (tapioca)，又稱
為木薯粉或生粉，因其耐性強，可生長於貧瘠、乾旱土
壤，早期在臺灣坡地山區廣被栽種。2012年樹薯被比爾蓋
茲基金會選為熱帶地區重要糧食作物。本場樹薯種原圃，

保存了臺南育1號至7號及國內
外品種系，除緬懷本場前輩的
努力，也期待後進見賢思齊，為
臺灣農業貢獻心力。
臺灣樹薯在日據時代以前僅有 ↑本場研究樹薯前輩
陳武德研究員也回
少量種植，1902年引進新品種試
場參與盛會
種後，栽培逐漸普遍，光復後由
於國內味精工業、製酒、飼料市場及養鰻事業等需求，
栽培面積大幅增加，但隨著國內環境變遷，栽培樹薯利
潤微薄，加上飼料供應型態的改變，國內樹薯栽培面積
逐年下降，2015年臺灣樹薯種植面積只有35公頃，主要種
植於高雄市六龜茂林、苗栗縣三義及
嘉義縣中埔鄉的山區。樹薯為最廉價
之熱量來源，未來改善其澱粉品質，
將可與其他玉米或甘藷澱粉相競爭，
此外高果糖、高蛋白樹薯或酒精的研
製，都可能進一步開拓樹薯的利用市
場。 【文/吳昭慧 圖/黃鵬戎】

↑樹薯種原圃由王場長及多位退休前輩共同揭幕 ↑樹薯種原圃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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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蘭花新品亮相～

第四版

105年水稻推廣品種及特色米品種

苞舌蘭臺南1、2號
本場育成適合夏秋季開花的蘭科植物∼苞舌蘭，花期長達8
個月，可盆植或作為庭園美化植栽，為夏季草花增添新花色。
11月4日在農委會召開記者說明會，獲得許多媒體採訪報導。
庭園造景美化是為了增添生活空間色彩，種植草花是最好的
選擇之一。但大部分的草花都是種植一季就要更換，而且都是
屬於秋冬冷涼季節栽植的草花。臺灣夏季高溫多濕，只有少數
草花如夏堇和松葉牡丹能夠開花。有鑑於此，本場研發出適合
夏季生長和開花的蘭科植物∼苞舌蘭，可以填補臺灣夏季草花
的空缺。
苞舌蘭又稱紫蘭，本場雲林分場自民國92年開始收集並栽
培，把原生在臺灣蘭嶼的紫苞舌蘭和其他品種雜交後，育出苞
舌蘭臺南1號和2號，已取得品種權且成功技轉給業者農民。苞
舌蘭是臺灣原生的地生蘭花，但沒有一般蘭花的嬌貴難養，只
要有半日照的庭園空地及充足的水分涵養，就可以生長良好，
花期可以從5月一直開花到年底，尤其在夏季高溫季節，正是
苞舌蘭生長和開花旺盛時期。加上病蟲害少，民眾自家栽培管
理容易，種在地上可以維持2年不用更新種植。這種好種易開
花的蘭花∼苞舌蘭，對於現代忙碌的
上班族來說，是居家種植花卉
的最佳選擇。
苞舌蘭除了居家庭園種
植，更可推廣在公園或大型
遊樂區的植栽環境美化。未來
本場會陸續推出更多花色及不
同植株大小的苞舌蘭品種，
利用組織培養技術大量繁殖，
讓苞舌蘭的運用與接受度更
為提高，讓各地環境美化增
添更多色彩。
【文/圖 陳俊仁】
↑苞舌蘭臺南1號小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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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水稻推廣品種一覽表
品種名稱
適栽期作及區域
臺 8號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另雲林以南
臺 14號
第1期作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臺 16號 全臺第1、2期作
臺中192號 全臺第1、2期作
適苗栗(含)以南及花東地區
臺南11號
第1、2期作
全臺第1期作及嘉義、臺南、
臺東30號
花蓮、臺東第2期作
臺東33號 全臺第1、2期作
臺農77號
西部地區第1、2期作
(觀察品種)
105年水稻特色米品種一覽表

食用品種
1 臺 2號
2 臺 4號
3 臺 9號
4 桃園3號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臺中以北第1、2期作
全臺第1期作（特別適合於臺南
5 臺農71號
（含）以南地區種植）及全臺
第2期作
6 高雄139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7 高雄145號 全臺第1、2期作
8 高雄147號 臺中以南第1、2期作
9 臺南16號
全臺第1、2期作
10 臺中秈10號 全臺第1、2期作
加工品種
1 臺農糯73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農糯73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3 臺 糯3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4 臺東糯31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5 臺中秈糯2號 全臺第1、2期作
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地區
6 臺中秈17號
第1、2期作
7 高雄秈7號 南部地區第1、2期作
8 苗栗1號
北部地區第1、2期作
(資料整理/呂奇峰)

↑苞舌蘭臺南2號種植在花缽生長開花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