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02年1月15日 苗栗區農情月刊 第　　版1

第　　    期158

本期要目
蠶絲蛋白製取新技術研發成功
最新人事動態
本場獲得環保署優良團體部落格競賽團體達人獎及菸蒂組銀牌獎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熱血公益不落人後

昆蟲之美呼應101年聯合年會大會暨「農業與美學」
草莓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低溫多雨高接梨嫁接期至花果期因應措施
農民學院苗栗區訓練中心101年學員回娘家活動紀實

發行所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網址 : http://www.mdais.gov.tw

本場單一窗口服務專線 : (037)236583

電子郵件 :  mdais@mdais.gov.tw

工 本 費 :  5 元

設計印刷 :今榜文具印刷廠(股)公司

電      話 : (04)2313-7890
傳      真 : (04)2313-8739

GPN  2008800214    1,500份
發行人 : 侯鳳舞
總編輯 : 鍾國雄
主   編 : 邱政發
地   址 :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號
電   話 :
傳  真 :

Miaoli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363-47
(037)222111
(037)221277. 220651

261

國內郵資已付
苗 栗 郵 局
公 館 支 局
許 可 證
苗栗字第　 號152

雜      誌

文、圖/吳登楨

　　傳統養蠶主要作為蠶絲衣料及蠶絲被，為一勞力密集之
產業，在台灣不具競爭優勢，近年來本場積極進行家蠶新用
途及功能之研發，續“家蠶生產北冬蟲夏草＂、“家蠶生產
特定蛋白及疫苗＂開發成功後，最近再研發成功“蠶絲蛋白
製取技術＂，未來養蠶之附加價值將大幅提高。
　　蠶絲素有“纖維女王＂之稱，具有觸感柔細、吸濕透氣
、冬暖夏涼、不助燃、強拉力等優點，作為衣飾及蠶絲被普
遍受大眾青睞。其主要成分為蛋白質及胺基酸，蠶絲係由2
條平行單絲併連而成，由家蠶體內絲腺體分泌自口器吐出而
成，外層由絲膠蛋白(sericin)組成，約佔全蠶絲的25%，屬
球形蛋白，分子量為42~319Kd，由18種胺基酸組成，具親水
性。內層由絲素蛋白(fibroin)組成，約佔全蠶絲的75%，屬
線形蛋白，由 H鏈(長鏈) 分子量300~350Kd 及L 鏈(短鏈) 
25~30Kd組合而成，含18種胺基酸，具多疏鬆殘基胺基酸。
　　二種蠶絲蛋白均無毒性，對人體皮膚親和性佳，無致敏
性。絲膠蛋白具光澤性、吸濕及保濕性、抗氧化性、抗紫外
線、具膠粘性、可抑酪氨酸酶活性；絲素蛋白對人體親和性
及皮膚相容性佳、無刺激性及過敏反應、透水及透氣性佳、
抗紫外線、抗菌。二者均可應用於化妝品、保健產品、生醫
材料、人造纖維等產業，極具開發潛能。
    苗改場近年來已開發北蟲草生產技術、家蠶生產高價之
蛋白質及疫苗、供化妝品及生醫材料之蠶絲蛋白製取技術等
，均可大幅提升養蠶附加價值，並具經濟效益及商品化可行
性，歡迎有意願生技業者或農民共同投入養蠶新產業。

家蠶蠶繭

絲素蛋白(左)，絲膠蛋白(右)

最新人事動態最新人事動態
　　吳雅婷小姐原任苗栗縣政府社會局約用人員，畢業於國

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於101年12月7日新任本場祕書室約

僱人員，負責收發文書、檔案管理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計畫等業務。 辦公室電話：037-222111#266
E-mail：light2006@mdais.gov.tw

※受邀飲宴宜三思，深思熟慮不徇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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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於101年12月18日下午1時假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辦理「101

年度整潔度績優單位及綠網巡檢績優頒獎典禮」，沈世宏署長親自頒

獎表揚及肯定相關人員在推動環境整潔的付出與努力；本場參加消除

髒亂我在行大賽，經過激烈的競爭，獲得環保署優良團體部落格競賽

團體組達人獎及菸蒂組銀牌獎，殊為不易。

　　環境的髒亂，容易令人厭煩、鬆散，影響同仁工作的士氣與表現

，更可能危害勞工的安全。近年來，本場在侯場長的帶領下，積極進

行辦公室、實驗室的整頓，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的綠美化，並協助

場區外的道路清掃、空地植栽與草坪鋪植，各項作為，都得到來場民

眾及左鄰右舍的高度肯定。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於今年９月晉用１０位素質頗高的農業服務替代役男，平日分散於各課室，協

助各部門行政及研究事務。體力充沛幹勁十足的他們，頃獲知捐血訊息，即熱情參與公益捐血活動。

本場役男與同仁一行11人於12月19日前往苗栗捐血站捐血，好幾位役男都是第一次捐血，救人救己公

益不落人後。

　　本場賴小娟主任是本場第一位挽起衣袖捐血者，為後面捐血役男起示範作用。於賴主任捐血期間

，一對前往捐血夫婦對替代役男們表示，他們兒子比役男們年少，在很小的時候便開始捐血，並說明

捐血的好處，談笑中潛移默化傳遞捐血好處的知識，尤其對第一次捐血的役男們，達到平緩緊張情緒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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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熱血公益不落人後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熱血公益不落人後

苗栗場捐血同仁於苗栗捐血站合影 本場捐血同仁認真地填寫資料

文、圖/何超然、賴小娟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1年聯合年會暨「農業與美學」論
壇於101年12月14日國立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舉開，
恭逢 吳副總統敦義蒞臨頒獎優良農業基層人員並給予農業
創立美學環境之新意鼓勵。吳副總統在大會致詞中，肯定
農委會輔導休閒農業與農村再生政策，創造了三美～美意
、美食、美景，促進台灣國外觀光旅遊人次逐年以百萬位數
增加的佳績。
　　本場為呼應本次大會主題「農業與美學」，特請已故
秘書章加寶博士家屬提供章秘書生前的農業中昆蟲之美攝
影經典遺作在現場展示，陳主委保基在作品前佇立驚嘆作
品之美外並感痛失英才之憾。

農委會陳主委保基凝視故秘書章加寶博士

之Big Worm作品

文、圖/張素貞昆蟲之美呼應101年聯合年會大會暨「農業與美學」昆蟲之美呼應101年聯合年會大會暨「農業與美學」

文、圖/林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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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於101年12月21日於苗栗縣大湖鄉武榮村

果樹產銷班第13班舉開，由吳登楨秘書主持，並

由相關專家提出健康草莓苗培育、草莓苗期病蟲

害監測及安全用藥及草莓主要害蟲天敵昆蟲之應

用等報告。現場范銹龍班長分享草莓栽培技術，

並呼籲農友於採收期切勿使用未推薦藥劑，避免

因用藥違規而影響產業，蒞臨觀摩人次為99人。

茲將觀摩會重點摘錄如下：

草莓健康種苗生產技術
    以軟缽或穴植管育苗法為主，將無病蟲害之母

株(即親株)走蔓生長點，以竹籤固定在塑膠軟缽

或穴植管而培育成種苗，配合良好的環境管理，

及定期監測病蟲害之發生及隨時進行防治，以減

少苗株帶菌及帶蟲機會。

果實灰黴病發生

初期萼片紅紫化

薊馬為害造成

果實銹色化

張訓堯、鐘珮哲、黃勝泉

　　以減氮處理配合涼溫處理，促進苗整齊度與

花芽分化，定植前減少水份及氮肥的施用，並配

合2週左右的涼溫處理，可抑制營養生長，促進花

芽分化整齊度。

草莓苗期病蟲害監測
　　草莓育苗期於5-9月間仍以炭疽病為主要造成

植株萎凋之病害，主要蟲害為薊馬及二點葉蟎，

7-8月高溫多雨(午後雷陣雨)為草莓苗期炭疽病好

發期，施用藥劑之前須配合徹底清園。部分苗圃

有疫病、萎凋病(農民俗稱大小葉)發生，建議農

民使用疫病推薦藥劑，萎凋病為系統性病害則以

去除發病母株為主。本次觀摩會亦提供判斷草莓

病蟲害之方法，尤其對於不易辨別的病蟲害提出

實例，如照片所示：

草莓主要害蟲天敵昆蟲之應用可參考下模式圖

（張廣淼製作）

范銹龍班長於田間分享草莓管理心得，並呼籲

農友於採收期切勿使用未推薦藥劑

草莓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草莓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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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學院苗栗區農業訓練中心101年學員回娘家活動紀實 文/謝佩芬、鍾國雄

圖/徐金科

　　本場於101年12月19日舉辦農民學院學員回
娘家活動，由本場余副場長主持，邀請100年及
101年參加本場農民學院訓練的學員回來經驗分
享與聯誼交流，近50多名學員熱情參與，現場熱
鬧非凡。
　　活動上午有溫馨的農業經驗分享活動，由98
年結業學員蘇建信及張智傑先生的務農經驗進行
分享，內容包括：從農的初衷、面臨的問題、技
術的克服、市場的開發、成本效益分析等。接著
由前中興大學董國昌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引導農
民新的行銷思維與通路開發的想法。
　　專題演講後為本次回娘家的重頭戲「座談會
」，提供學員與本場互動交流的平台，由本場余
副場長錫金主持，各業務單位主管則列席，農委
會倪簡任技正葆真也蒞臨指導，並對學員加油打
氣。現場發言踴躍，其中提到水庫集水區或公有
林地放蜂申請問題？產銷班加入不易？未來課程
希望增加環保議題？家庭廢水排入農田灌溉水等

　　近日為高接梨嫁接適期，但遇氣候不良如砧穗癒合期之冷熱
不定的天氣，與花期多雨低溫的天候，建議梨農可採取如下因應
措施：

一、嫁接期
（一）採用分批分期嫁接策略，提高癒傷期抗寒性及降低嫁接接穗
　　　成本，可先在樹冠外緣嫁接早熟品種，如秋水、幸水、豐水
　　　等梨穗；再隔15至20日另嫁接稍晚熟之新興梨、新水等梨穗
　　　等。最適梨樹嫁接穗數可依樹勢、營養貯存量及樹齡等調整
　　　最適嫁接穗數，如15年生橫山梨樹樹幹基部直徑18~20公分，
　　　歷年最佳採收穗樹為180穗，但嫁接數量常高於220~240花苞。
（二）可預留次批接枝砧，每株梨樹先嫁接150花苞，如成功率85%
　　　，第二次嫁接再視依成功率加碼，將嫁接數提升到200~210花
　　　苞數，如此可減少15~20%嫁接成本。
（三）嫁接後至芽體萌動期，如能採用石蠟膜保護接穗，或採沾蠟
　　　法保護接穗，嫁接後可另加小透明塑膠袋防寒，可降低癒合
　　　期的低溫傷害。

二、開花期
（一）平坦地梨園覆蓋銀色塑膠布，可提高根溫，有利於提早花期
　　　，可避免冰冷雨水進入根域，降低土溫，不利於花期調控與
　　　幼果發育。
（二）善用液肥及葉面肥施肥技術，以縮短養分補充期。及時供給
　　　必要之營養成分，可增強抗寒力，或延長花期，以避開盛花
　　　期遇到下雨天。
（三）善用蜜蜂授粉，或人工授粉技術，以提升著果與果形。花期
　　　前先購好與飼養蜂群每公頃約2箱八片，每箱蜂群約2萬隻。
　　　花期放蜂前，先清除棚下花，山坡地梨園放置於果園下方，
　　　待天候轉佳於9時至下午3時前放蜂授粉。

文、圖/劉雲聰

，均得到與會長官的答覆，相關內容並已作成紀
錄陳報相關單位研處。
　　下午活動帶領學員戶外參訪鄭聰祥先生「恩
主有機農場」的有機蔬菜栽培、洪欽祥先生「合
興農場」的番茄溫室、張智傑先生「返璞歸真有
機農場」的有機水稻田及碾米廠。現場技術分享
與提問，並吸取成功經驗，著實達到此活動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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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分批分期嫁接策略，預留20～25％

徒長枝供第二批嫁接用

以顏色管理區分不同批次嫁接芽

低溫多雨高接梨嫁接期至花果期因應措施低溫多雨高接梨嫁接期至花果期因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