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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研二甲子 韌性迎風雨
120周年場慶暨韌性農業研發成果記者會
農業生產環境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面對氣候變遷的挑
戰，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不僅影響農民的收益，同時攸關
全民食安議題。本場於11月23日辦理成立120周年記者會，現
場展示近年來韌性農業研發及輔導成果。與會貴賓包括農委
會陳吉仲主委、科技處王仕賢處長、農糧署南區分署羅正宗
分署長、鹽水區農會邱子軒總幹事、學甲區農會李曉軍總幹
事、後壁區農會林怡歆總幹事、麻豆區農會孫慈敏總幹事及
龍崎區農會林韋如總幹事。
面對近年乾旱、高溫、豪雨等極端氣候因子對農業生產環
境構成的威脅，本場致力於研發耐逆境品種、節水灌溉、暗

↑本場以韌性農業研發成果為主題，辦理成立120年場慶記者會

管排水、輪作新制度及微生物肥料等
成果，以穩定農民收益與產量，同時
將雲嘉南重要作物防減災策略撰寫成
書，期望能協助農友充分準備以因應
天候不適之挑戰。
陳吉仲主委致詞時表示，為了保障
農友的收益，農委會推行農民退休儲
金、農民職災保險、水稻收入保險等
政策，未來將輪作栽培新制度推廣給
農民，調整水稻生產，農委會將提供1
億元經費讓改良場執行，幫助農民所得提高到30多萬
元，並且政府每年保價收購稻米支出150億元，採此
輪作模式還可少收稻米、減少政府預算支出，得到雙

↑陳吉仲主委致詞時表示，
推行輪作新制度，是改變
臺灣長期農業結構最重要
的工作

↑左起為王仕賢處長、後壁區農會林怡歆總幹事，
楊宏瑛場長、麻豆區孫慈敏總幹事、陳吉仲主委、
龍崎區林韋如總幹事、鹽水區邱子軒總幹事及學
甲區李曉軍總幹事

贏，「這是改變臺灣長期農業結構最重要的工作」。
雲嘉南地區是臺灣農業生產重要基地，為提升灌溉水資源
利用效率，本場推廣節水灌溉於火鶴、洋香瓜、小果番茄、蘆

關試驗結果顯示接種菌根菌可以提升洋香瓜、文旦及香蕉等作
物的耐淹水性。

筍、竹筍、文旦及芒果等作物，配合作物生育周期調整灌溉水

優良品種是農業生產的第一步，因應可能面臨的極端氣候因

量，除了達到省水目的之外，同時提升果實品質與省工之效

子，歷經數年研發，推出釀酒高粱臺南7號與臺南8號，皆極耐

果。設施小果番茄以滴灌進行水分及肥料管理，用水量僅傳統

旱，全生育期可不灌溉，是乾季栽培的最佳選擇；青油菜臺南4

溝灌之50%，同時減少裂果及臍腐之發生，果實品質與糖度亦

號，具有生育期短、耐熱及耐淹水等特性，適合夏季有機栽培；

提高。輔導以淺層暗管配合養液滴灌系統，並執行合理化施

洋香瓜臺南13號，具有抗白粉病、耐熱、高品質之特性，適於

肥，解決設施地下水層過高與犁底層造成排水不良等問題，達

高溫期於設施栽培，也是洋香瓜種植新手極佳之選擇，被譽為

到穩定產量與品質之效益。推廣叢枝菌根菌等微生物肥料，相

CP值超高之洋香瓜品種，已成為夏季溫室種植洋香瓜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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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大糧倉政策，本場建立以雜糧作物為主而水稻為輔之創新水

政班及田媽媽，以當地農特產品為主，發揮巧思，各自開

旱輪作模式。利用水稻新品種臺南19號的早生特性，於5-8月生產作

創獨具風味的地方料理，發行「田野裡的美味日常—臺南

為中間作，搭配早春種植大豆或甜玉米的水旱輪作，不僅減少雜草

篇」一書。現場展示龍崎區農會的香筍雞肉炊飯、東山區

與病蟲害防治費用，且一期作種植大豆或玉米較同期之一期作種植

農會的桂圓米糕捲佐東山咖啡醬，還有麻豆區農會的柚香

水稻的用水量減少60∼70%，大幅節省水資源及緩解水資源日益不

蔬食和風沙拉，將臺南在地的竹筍、桂圓、咖啡、文旦、

足的問題，又因水旱輪作亦可減少雜草與病蟲害防治費用，經濟效

胡麻、蘆筍和玉米入菜，搭配該場研發的臺南16號越光

益實不亞於雙期作水稻田。

米，料理出一道又一道的在地真原味。

記者會亮點之一為農會家政班輔導成果，結合臺南地區各農會家

↑配合本場育成品種，推行輪作新制度，打破
傳統、創造收益

↑展示節水灌溉應用及輔導成果

【文圖/編輯室】

↑洋香瓜臺南13號及青油菜臺南4號，為
夏季有機栽培首選

農民 技術精進 選修系列課程
本場建場於民國前10年，今年剛好是成立120年，因疫情尚未穩定，本場規劃一
系列精進課程與農友共同分享。農民技術精進課程共規劃9堂課程，分成三天各三梯
次進行，以跑堂的形式辦理，參加的農友只要選擇一天的課程套餐，即可參與三堂
課程，內容多元且豐富，包含有【設施小果番茄與香瓜輪作模式】、【小型農機維
修-小型汽油引擎、單缸柴油引擎、高壓動力噴霧機】、【設施小果番茄整合性管理
IPM】、【果樹栽培管理-芒果、文旦、果樹套袋】、【省工農機操作-小型曳引機、
乘坐式割草機、中耕機】、【作物健康

肥培管理】、【採後處理-果實採後二三
事、設施小果番茄與葉菜採收後處理、
切花保鮮原理介紹與應用】、【創意農
產加工-聖誕創意果乾餅乾、養生雜糧黑
豆花、私房黃金泡菜】及【食農教育-可
食綠化吊盆製作】，共吸引237位農友參
加。有別於一般農民學院及講習會，本次
↑學員實際進行小型曳引機操作，並學習故
障判斷與排除

精進課程著重於實作，參與課程的農友均
表示內容豐富且實用。 【文圖/編輯室】

本場優良蝴蝶蘭品種‘臺南1號’，
參展2021國產花卉新品種推介會，於
蘭花評鑑會，同時獲日本及韓國業者
評審青睞，頒發「日本評鑑獎」、
「韓國評鑑獎」，本株花朵潔白圓
整、花序排列優美，花開雙梗、數十
朵小花綻放，姿態典雅高貴。
↑學員實際操作如何檢測土壤及水質

↑切花保鮮原理與應用介紹，除了理論講授
之外，實際讓學員進行插花體驗

【文圖/胡唯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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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農 手腕健康 救星！操作輕鬆、安全又省工
為改善及輔助大蒜磨根作業，增加作業效率及安全性，本

人工用剪刀剪除蒜頭殘根。由於乾燥後大蒜根部基座堅硬緊

場研發推出國產第一台「大蒜磨根機」，並於11月17日於農委

實，對手腕負擔非常大，長期下來恐造成手部肌肉傷害，部分

會辦理記者會；「大蒜磨根機」操作輕鬆、安全又省工，可以

農民甚至嘗試以手持電鑽加上磨砂球去除殘根，在作業上危險

說是蒜農手腕健康的救星，預計未來推廣至大蒜多元產品的生

性相當高。

產應用，將可大幅提升效率與大蒜的農產價值。大蒜是重要香

大蒜磨根機目前已申請專利完成。該機專利特點為可將大蒜

辛料，美食料理中不可或缺的靈魂作物，市場上多以蒜球或蒜

殘根完整去除，保留手動靈活操作特性，同時保護操作人員安

瓣形式販售，以國產大蒜磨根機處理後的蒜球不帶殘根，可直

全。國產大蒜磨根機以單機台小型化為特色，但同時具有擴充

接應用於加工。而相較於國外機種，國產大蒜磨根機具有機台

多組機台串聯組裝的靈活性。相較於日本大蒜磨根機，日本機

小、組裝靈活、成本低等特色，每小時可處理20公斤以上的大

台體積較大，且須視蒜頭大小進行刀片及固定模具更換，省工

蒜且無需更換刀片與模具，被視為「大蒜的磨根神器」，市場

效率與國產大蒜磨根機相近，價格成本較高。
國產大蒜磨根機以電動馬達為動力源，藉由傳動連接桿帶動

潛力可期。
臺灣大蒜近5年平均種植面積約4,454公頃，產量41,568公噸，

金屬磨頭，有效去除乾燥後大蒜基座多餘殘根，提升大蒜商品

其中雲林縣佔92%。以大片黑為主要種植品種。大蒜不僅是烹

價值。傳動連接桿設計可擴充多組作業區，藉由同一動力源，

調不可或缺的辛香料，亦可加工製作蒜片、糖漬等多種食用方

串聯多個作業機台，提升效率。安全措施方面，設計彈性安全

式。發酵後的黑大蒜，抗氧化多酚類成分高，更是目前炙手可

護板以保護作業時操作人員的手部安全。臺南農改場預計未來

熱的產品。一般蒜頭將蒜球分級後，即以蒜球或蒜瓣零售，如

該機將推廣至發展大蒜產品精緻化的小農、大蒜食品加工業者

黑大蒜等加工品則需先進行蒜頭底根部清除作業，目前主要以

與農產品包裝場等。讓國產大蒜磨根機以神「機」妙「蒜」去
殘根，大幅提升大蒜除根作業效率及安全性，同時帶動大蒜加
工、增進食品安全與產品價值，成為輔助大蒜多元發展的神機
利器。【文圖/王志瑋】
處理後的蒜球不帶
殘根，可直接應用
於加工，提升大
蒜農產品價值

↑本場研發國產第一臺大蒜磨根機，為蒜農手腕健康救星
→彈性安全護板以保護作業時操作人員手部安全

苞舌蘭 臺南4號 技轉簽約儀式
苞舌蘭是原產於臺灣的地生蘭花，非常適合臺灣的氣候，新化林場去年技轉
的臺南3號在學生實習館前繽紛盛開，讓苞舌蘭一炮而紅。本場於今年推出最新
品種-臺南4號，並於11月27日於中興大學新化林場，由楊宏瑛場長與中興大學
薛富盛校長完成新品種授權簽約儀式。
本場自92年開始進行苞舌蘭育種，先後育出小花的‘臺南1號’及‘臺南2號’，
109年再推出‘臺南3號’、‘臺南4號’，植株大型，適合臺灣熱帶景觀綠美化種
植。‘臺南4號’改良自深紫紅色的

‘ 臺 南 2 號 ’， 花 色 紫 紅 ， 花 朵

大、花期長，適合盆缽種植及庭

園地植美化。‘臺南4號’在新化
林場自然環境下，可以持續開花
超過半年，不僅吸引遊客駐足欣
賞，而且管理輕鬆簡單，非常適
合於臺灣南部地區庭園景觀。
【文圖/胡文若】

↑本場與中興大學簽約技術移轉，邀請中興大學森
林系吳志鴻教授 (左1)、畜產試驗所黃振芳所長
(左2)、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左3)、林試所曾彥學所
長 (右3)、中興大學農學院詹富智院長 (右2) 及中
興大學新化林場吳佾鴻場長共同見證
←苞舌蘭新品種臺南4號花色紫紅，花朵大、花期
長，適合盆缽種植及庭園地植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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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 洋香瓜栽培示範觀摩會
鑑於今年初北門洋香瓜生育不良情形，為強化農民栽培管理
技能，導入健康土壤觀念、適時防治病蟲害以及如何運用節水
灌溉管路，本場於11月19日在北門區辦理隧道式洋香瓜栽培示
範觀摩會，由謝明憲秘書主持，陳亭妃立法委員服務處李麗娟
秘書、林宜瑾立法委員服務處蕭暉憲特助，郭國文立法委員服
務處陳柏廷特助與王靖豪助理、農糧署南區分署陳玉蓮技士、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楊佳融技士、北門區公所張政郎區長，北門
農會推廣部黃美鳳主任，北門青農郭寶結會長與各地農民共85
人與會。
洋香瓜引入臺灣已超過60年，以隧道式栽培為主，109年全
臺種植面積為1,969.4公頃，臺南市種植面積1,038.9公頃，佔全
國52.8%。北門區種植洋香瓜超過30年，屬於廣義之連作區。連

↑郭明佩班長不吝分享多年栽培技術，於田間解說並接受媒體訪問

作地易使土壤發生障礙、病蟲害不易防治，影響植株生育，於
近期氣候變遷之環境下，更增加了栽培困難度。

制農藥之觀念加以宣導。黃圓滿副研究員就栽培之綜合面向-由

示範田區，9月中旬依據土壤檢測結果施用適量基肥，隨後

種植到採收之管理概要、以及防災復育之重點進行解說。本示

整地、作畦、搭建隧道棚並定植洋香瓜穴盤苗，穴盤苗則於育

範區在健康土壤與合理化施肥基礎下，適時地進行病蟲害監測

苗期間先進行有益微生物菌之接種。植株定植後，採用匍匐式

與防治，田區植株生長良好，示範田區農民-郭明佩班長不吝於

雙蔓整枝模式管理。植株生長期間，進行病蟲害例行監測，

分享其多年管理經驗，以及使用節水灌溉之心得，提供其他農

並依據監測結果，給予防治之建議。10月中植株進入快速生長

民種植之參考。

期，10月底，已著生小果，並隨發育日數逐漸肥大，11月上∼
中旬，果面網紋形成，將於11月底進入採收期。

參訪農民把握此一機會，於田間觀摩以及會後綜合討論中，
互動熱烈，包括常用之有益微生物菌有哪些、如何接種、如何

觀摩會邀請「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灌溉技術推廣中心」顏

有效防治蔓枯病、如何減少病毒植株之數量，植株遭線蟲危害

傳祐股長，現地介紹適於隧道洋香瓜之節水灌溉管路設備以及

之資材選用與處理，應用滴帶或噴水帶之利弊比較，水分張力

其補助項目。本場黃瑞彰副研究員就示範區肥力檢測、肥料施

計之使用方式與注意事項，申請灌溉管路最低之土地面積、同

用量與微生物菌接種等處理進行說明。蔡孟旅助理研究員報告

一項目不同年申請有無限制…等進行詢問，以精進日後田間栽

示範區病蟲害監測結果，並將適時防治、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

培技術。

【文圖/黃圓滿】

守護作物健康與食材安全「儲備植物醫師輔導成果發表會」
「植物醫師制度」始於食安五環願景與農藥十年減半政策，農委會本年度
「補助地方政府及基層農會聘用儲備植物醫師輔導農民示範計畫」擴大於全臺共
46處農會、公所與試驗單位設置儲備植物醫師，在作物栽培現場提供第一線之診

斷，從全方位角度協助農民解決疫病蟲害、土壤肥料與栽培管理等疑難雜症，以
達到作物安全管理與精準用藥目標，植物醫生也肩負了「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農藥實名制」等重點政策的宣導與推動，進而提升農民生產及消費
者食的安全。

本場於12月2日辦理「儲備植醫輔導成果發
表會」，由駐點於雲嘉南計有13個鄉鎮市農
會、公所及本場，共有14位儲備植物醫師，分
享自本年度4月份開始，在工作崗位上努力與
收穫，也藉由經驗交流與分享，提升專業技
能。本場將持續作為儲備植醫的後盾，彼此合
作相互輔助，提供全面且即時的植物健康診療
服務，進而實現安全用藥、永續生產，食品安
全等願景。

【文/張淳淳 圖/黃鵬戎】

↑雲嘉南地區共有14位植物醫生投入第
一線診斷服務 (第二排右起為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植物防疫組顏辰鳳副組長、嘉
義大學植物醫學系郭章信教授、蔡文錫
副教授、本場楊宏瑛場長、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柯榮輝主秘、後壁區農會林怡歆
總幹事)
←陳榮坤分場長 (右二) 輔導斗南農會植醫
學習水稻栽培管理與病害發生之關聯性
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