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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雅玲、林孟均  圖/徐金科、張雅玲、林孟均

臺泰農業合作 提升蠶桑業新視野

本場為臺灣蠶桑研究重要單位，利

用國際交流機會提升研發技術，本次泰國

Sirikit皇后蠶絲研究中心於4月18日起，由

資深研究人員Wiroje Kaewruang領隊，4位

成員來臺展開5天訪問行程。訪臺期間由本

場研究同仁陪同拜會相關單位，行程包括

參訪本場桑樹試驗田及展覽館，另前往泉

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公館鄉農會食品加

工廠、碧多妮蠶絲門市、嘉義縣義竹鄉桑

椹銀行家、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及農業試

驗所等單位，泰方團員對於我方栽培管理

及相關技術深感興趣，回國後將與該中心

同仁分享參訪成果及心得。

泰方於19日及20日在本場進行兩場專

題演講，第一場「Sirikit皇后蠶絲研究中心

簡介及泰國蠶業發展現況」，報告中提及

泰國政府積極輔導蠶桑產業，於國際聞名

遐邇的泰絲上，張貼官方授權認證標章及

QR Code貼紙，方便消費者查詢辨識，避

免與一般產品混淆。惟與臺灣農業產業相

同，均面臨青年參與率降低問題，使得供

應量逐年下滑，需要進口中國大陸蠶絲以

滿足市場需求。

第二場「泰國果桑栽培及產品開

發」，談及該國民眾對於桑椹產品接受

度及需求量高，目前栽培區域由北部逐漸

拓展至南部。該國為使桑椹可周年供應市

場，利用整枝修剪技術，將產期分散為4個

產期，並將果實利用朝多方發展。

臺泰農業合作計畫主要目的為進行人

員互訪訓練、技術交流及資訊共享等，以

促進兩國友誼及雙邊農業永續發展。藉由

本次參訪團訪問，增加我國與國際蠶桑業

研究人員交流機會，泰方相關技術及利用

方式可供我國產業發展之參考，我方明年

亦規劃派員前往泰國產地進行交流。

泰國參訪團與我方人員合影

參訪本場桑椹試驗田實況

拜訪桑椹銀行家柯宗志班長

參訪泉明生態教育蠶業農場之有機桑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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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正賢、黃勝泉  圖/黃勝泉

草莓水旱田輪作好處多多

水旱田輪作可有效消除病蟲害與雜草之滋生，長期持

續淹水，可對土傳性病原或雜草造成不良作用；此外，由於

輪作制度改變寄主植物，使寄生性強之單一寄主病原菌及 

遷移能力小的病蟲死亡。

為了解草莓水旱田輪

作對土壤的影響，本場於

大湖進行2年草莓田水旱

輪作試驗。103年試驗顯

示，在輪作後水稻區與旱

作區最大的不同有三點，

第一、水稻區土壤酸鹼度

明顯下降（7.4降為6.4），

與本場其他水稻、水芋等作物田間試驗結果一致，可能因淹水導

致酸鹼度下降，種植草莓後，即可恢復；第二、水稻區土壤電導

度0.084 ds m-1低於旱作區的0.101 ds m-1，代表旱作區土壤鹽分

較易累積；第三、水稻區土壤有機質含量4.86%，高於旱作區的

4.18%，代表輪作水田較有利於有機質的保存。輪作前後除了交

換性鈣略有下降、鐵含量略有提高外，其餘土壤性質並沒有明顯

變化。104年試驗資料亦有類似表現，而雜草抑制效果表現以水

稻區較佳。

綜合2年試驗資料顯示，水稻區在輪作後土壤電導度比旱作

區低，草莓農戶常面臨的土壤鹽基累積（電導度過高）問題，可

經由水旱田輪作克服，而且輪作水稻對維持土壤有機質含量較有

幫助，可避免旱作連作所引起之土壤劣化及生產力降低之現象。
本場草莓水旱輪作試驗田

家蠶種原 培育技術 產業困境 產業優勢

泰國

  僅3-4種家蠶種原並自

行保種

  萞麻蠶培育及絲綢出口

  慣行桑葉飼育

  病蟲害鏡檢檢測

勞力老齡化，年輕農民轉型其它

行業。

  皇室主導產業，養蠶收取蠶繭發展絲綢紡織及工藝品

賺取收益。

  葉桑轉作果桑栽培及加工，朝向多元應用發展。

印度

  培育適合熱帶乾旱地區

種原並自行保種

  萞麻蠶等野蠶培育及絲

綢產業

  慣行桑葉飼育

  病蟲害鏡檢檢測

缺乏病蟲害檢測新穎技術更新及

絲綢產量與品質不如預期，影響

產業收益。

  中國大陸絲綢產出下降，刺激印度生產產能。

  國家級研究成果豐碩，全球絲綢需求逐年增加，促進

養蠶業蓬勃發展。

  促進農村婦女就業機會，增加收入，遠離貧窮。

其它

亞非

國家

多數仰賴進口
  慣行桑葉飼育

  病蟲害鏡檢檢測

人才培育及病蟲害檢測新穎技術

不足，機械設備缺乏，影響絲綢

生產及貿易困頓。

氣候及土壤條件適合、勞力充裕，有潛力發展養蠶及絲

綢產業，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提升家庭收入及國家整體

經濟。

臺灣 136個家蠶種原自行保種

生技專用品種培育

及病蟲害快速篩檢

技術

  栽桑養蠶人才嚴重斷層。

  生技產業桑、蠶、絲原物料取

得不易。

  蠶種保育及培育技術，保留多樣性選擇種原庫。

  病蟲害分子檢測技術，確保健康種原。

  家蠶生產高價外源蛋白平台，產業加值。

從泰國及印度蠶(桑)業現況 看我國蠶業發展
文/廖久薰、吳姿嫺  圖/廖久薰

AARDO舉辦養蠶及絲綢產業國際研討會，各國與會代表合影

蠶業發展在中華文化已有數千年歷史，過去臺灣於70年代推動農村建設計畫，蠶業曾風光一時，然因國際市場因素，又於

80年代逐漸沒落。為求蠶業轉型及永續發展，本場藉由國際交流合作計畫，積極參與各項蠶業交流活動，今（105）年更透過參

與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舉辦之養蠶業與絲綢國際研討會，瞭解各國蠶業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以供我國產業轉型之參

考。本文先就泰國及印度蠶業現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整理歸納如下表：

中國大陸為最大蠶絲生產國，隨著工業發展，養蠶業紛紛轉型高

經濟收益之產業，造就其它具養蠶及絲綢產業發展潛力的國家有機會

出頭。

臺灣蠶業雖因早期蠶繭出口受阻而沒落，然我國擁有百年養蠶技

術及多樣化蠶種生產保育能力；加上近年來積極朝家蠶生物科技研發

並有良好成果，增加養蠶附加價值，並建立家蠶病蟲害檢測技術，提

升健康家蠶飼養流程與環境，逐漸轉型成高科技產業。臺灣蠶業轉型

經驗已獲國際蠶絲委員會（ISC）重視，更期望我國能加入該國際組

織，在AARDO會員國中能扮演協助他國之角色，促進其他會員國養蠶

及絲綢生產能力，提升國家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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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添益為加強草莓園土壤管理，以促進合理施

肥，本場於本（105）年4月8日在大湖鄉東興

村社區活動中心辦理草莓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

藥宣導活動。當天與會單位包含農糧署北區分

署苗栗辦事處、大湖鄉公所、大湖鄉民代表

會、大湖地區農會等單位及東興地區農民，共

計61人參加。

活動內容分別為本場吳添益副研究員針

對草莓園合理化施肥進行宣導、蔡正賢助理研

究員將大湖地區土壤性狀檢測結果（包含酸鹼

值、電導度、保肥力等17項檢測數據）進行

分析與討論，及鐘珮哲助理研究員講解草莓育

苗期炭疽病及萎凋病檢測技術及防治方法。

綜合討論由本場吳副場長登楨主持，現

場農民對於草莓園土壤管理與改善、肥料施

用、草莓炭疽病與萎凋病傳播途徑、重要病害

防治技術等有相當熱絡之討論。

藉由本次講習會宣導草莓土壤施肥及改

良方式，並防範草莓苗期重要病害之發生，以

利農民生產健康草莓苗。此外，本場將陸續辦

理主要作物之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講習，幫

助轄區農民改善田間問題。

為因應草莓育苗期

產業問題，農糧署於4月

13日在南投埔里「台一種

苗場」辦理草莓種苗觀摩

會，會議由農糧署李蒼郎

署長主持，與會單位有農

糧署北、中區兩分署與苗

栗辦事處、農業金融局、

農試所、防檢局、種苗改

良繁殖場、桃園農改場、南投縣政府、大湖鄉公所、大湖鄉代表

會、大湖地區農會、獅潭鄉農會及本場等共80人參加。

活動內容包括吳岱融助理研究員主講草莓種苗繁殖的未來規

劃方向、吳添益副研究員講述草莓育苗期的介質管理、鐘珮哲助

理研究員講述草莓病害檢定項目等。講習方式除口述外，另觀摩

台一種苗場草莓育苗場所，簡介由該場購入的草莓組培苗，經三

代走蔓繁殖的馴化過程，然後參觀高架草莓栽培區。

台一種苗場是本場草莓病蟲害診斷輔導的監測點之一，去

年度販售至苗栗縣大湖鄉的草莓種苗達40萬株，而草莓種苗總出

貨量約80萬株。今年預定

繁殖草莓種苗為200萬株。

活動結束後，本場草莓產

業推動小組另接受客家電

視、南投縣政府、南投民

議頻道記者採訪，講述草

莓育苗產業問題之因應策

略與本場輔導方向。

為配合5月份桐花季暖身活動，深化與客

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之區域策略夥伴

關係，本場於本（105）年4月3日協助該中心

辦理客家文化風情植物介紹及限量蠶繭桐花

手作課程，藉此將客家文化代表作物-桐花，

介紹給更多人認識，總計吸引親子60人參加。

由於課程為親子共學，內容呈現以活潑

生動詼諧為主。首先介紹臺灣油桐花季的由

來，再以輕鬆活潑的方式逐步剖析油桐，如先

民油桐的使用歷史，桐花可作為桐油及木屐等

用途等。最後再將桐花教案修飾更為生動活

潑，例如內容為-本是「桐」根生，此「桐」

非彼「桐」等，分別就千年桐（皺桐）及三年

桐（光桐），將果實、花及葉片等，由淺至深

地介紹，並以口訣教導油桐植物分類。透過本

課程，大小朋友除學習有關桐花的歷史及應

用（桐油）外，都能夠清晰辨別千年桐及三年

桐的差異，不再視植物分類為畏途。課程最高

潮，也就是深具本場特色的蠶繭花手作課程，

親子共同完成製作，這些永不凋謝的蠶繭桐

花，成為小朋友童年的溫馨回憶；整個活動，

也為客家桐花季暖身活動揭開序幕。

草 莓 合理化施 肥 暨 安 全 用 藥 宣導反應 熱烈

農民專心聆聽本場研究人員講授相

關課程

草莓種苗新選擇 台一種苗場觀摩會紀實

協助客委會桐花季 強化環教夥伴關係

文/吳岱融  圖/鐘珮哲、吳岱融

文、圖/張訓堯

觀摩會活動現場熱鬧滾滾，出席踴躍

台一種苗場張佳宏經理講述草莓

組培馴化苗繁殖過程

張訓堯助理研究員教學油桐花識別

張訓堯助理研究員(右)及謝益惠小姐

(左)教學手作蠶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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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2017年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選拔 開跑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開創農業新契機，提升農業競爭力，帶動農業整

體發展，每2年辦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選拔」工作，2017年的報

名遴選作業於201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請把握時機。

「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主要選拔致力於農業產銷技術創新及對

農業與農村永續發展有具體貢獻者加以表揚，以提升農業人力素質及農民

社經地位，打造扎根現在、關懷未來及布局全球的現代化農業，並彰顯獲

獎人員之卓越成就與傑出事蹟，以作為農民學習的標竿與典範。

凡具有創新與傑出事蹟之參選資格者，於105年5月16日至6月3日期

間，檢附參選資料向生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農漁會報名，

逾期不受理。選拔程序由鄉（鎮、市、區） 公所或農漁會初評推薦1名，

於6月17日前送至所轄縣（市）政府；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轄內

符合參選資格者進行評選，於7月15日前推薦至轄區農業改良場；本場於

8月31日前完成區域評選，並推薦1名參加全國性評選；最後由農委會評選

委員會於10月31日前完成全國評選作業。

經農委會評選為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者，將由該會公開頒獎表揚。獲

選為十大神農者，每人頒給獎狀乙紙及獎金20萬元；獲選為模範農民者，

每人頒發模範農民獎狀乙紙及獎金10萬元。歡迎具有傑出事蹟之農民踴躍

報名參選，相關表格及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

gov.tw）。

苗栗縣富產多樣水果，其中又以溫帶果樹居多，針對柑

橘、高接梨及柿子，本場於4月11日特邀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系主任林慧玲教授，進行「提升果實品質及採後保鮮貯藏技

術－以梨、柑橘及柿子為例」專題演講，分享果樹栽培至果實

採收後處理過程之研究成果及輔導經驗，與會人員包括農委會

各區改良場（所）、鄉鎮市公所、各地農會及產銷班班員等共

計60人。

林主任表示，柑橘種類多，栽培及採收後處理時需視品種

予以調整，小果期前適量供水，果實採收前1個月停止供水，

適度乾旱將有助品質之提升。農友需特別注意施肥量，過度

施用氮肥將延後成熟期，容易發生乾米現象，且增加生產成

本。柑橘以15℃之貯藏溫度經過1個月後，果實糖度增加0.5至

1oBrix，可提升整體口感風味。

目前高接梨占梨總產量之7成，嫁接後因結果量高，林主

任建議農民可依據20至30片葉片供養1顆果實之葉果比，儘早

進行疏果，減少樹體養分消耗，並維持樹勢及提高果實品質。

施用高氮肥會提高呼吸率，使果實產生老化及黑心。果實採收

前若多雨，將提高生理障礙發生率，故需做好田間排水。高接

梨採收整理後應立即貯藏，延後入庫時間會增加生理障礙及質

地軟化等情況，降低果實品質。

關於柿樹萌芽展葉後根系才開始生長，導致新梢與根系

需仰賴樹體貯藏之養分生長，林主任表示利用疏蕾及環狀剝皮

等方式，可減少養分競爭、減輕生理落果及隔年結果。甜柿裂

果發生於果實採收前，「富有」及「次郎」兩品種分別於果蒂

處及果頂處，土壤水分變化過大時，使裂果發生加劇，透過疏

蕾、疏果、授粉、水分管理及維持樹勢平衡等方式，皆可減少

裂果發生。

溫帶果樹生理受環境因子之影響，果實生長及品質亦隨

之變化，利用採收前

栽培管理與採收後處

理，可維持果實品質

及延長供給銷售時

間；農友應兩者同時

兼顧，才能獲得良好

果實品質，進而達到

增加收益之目的。
林慧玲教授至本場進行專題演講

「提升果實品質及採後保鮮貯藏技術」專題演講紀實
文/張雅玲、何超然 圖/徐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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