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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臺灣國際生技大展 本場成果閃耀登場
文、圖/林孟均、丁昭伶

2016「臺灣生技月生物科技大展」，

7月21日於南港世貿展覽館盛大展出，本次

農委會以「創新智慧新農業、永續共享新

價值」為活動主軸，共有22個農委會所屬

單位、71項研發成果組成農業科技館，產

出項目之豐富度堪稱歷年之最，也吸引許

多民眾及廠商熱烈參訪諮詢。

此次本場共有3項研發成果參

與展出，包括「仙履蘭微體繁殖技

術」、「禽流感疫苗生產專用家蠶品

種」及「愛玉子淨白產品開發」等相

關技術。其中運用微體繁殖技術，可

讓原本不易進行分生苗繁殖的仙履

蘭，短時間內提高繁殖倍率，經現場

展示仙履蘭瓶苗與開花成株，吸引許

多民眾駐足欣賞；禽流感專用家蠶品

種，展示了以人工飼料全齡飼育的家

蠶，用來作為生物反應器製成禽流感

專用疫苗，肥肥胖胖的人工飼料蠶也

成為農業科技館最可愛的活招牌。此

外，該館亦展示愛玉子淨白產品開發

的研發成果，並在會場舉辦有獎徵答

活動，提供面膜產品與來賓互動，讓

民眾可以更進一步認識苗栗場與臺灣

特有作物-愛玉子。

在展出的4天期間，農委會曹主

委啟鴻及黃副主委金城等長官均蒞展

指導，對於本場的研發成果給予高度

肯定，也期許大家加快腳步，將展出

技術商品化，展現農業生技的軟實

力，讓臺灣成國際間數一數二的智慧

農業國。

若對本次展出後續相關技術有

任何疑問，或想進一步了解，請洽詢

本場作物改良課（仙履蘭展項，037-

222111#327）或蠶蜂課（家蠶與愛玉

子展項，037-22211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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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本（105）年6月28日協助農

委會在苗栗縣苑裡鎮蕉埔里裡山塾舉開

106年度「促進農村與農業生態永續發

展國際合作」子項計畫第2次工作會議，

裡山塾江進富主任特別說明「里山倡

議」在地推動情形，讓與會人員瞭解。

里山倡議：源於 2 0 1 0 年「生

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

（COP10）通過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該倡議在於深刻瞭解一個

能夠提升人類福祉的多元生態系服務和

價值，發揮傳統知識和現代科學的協力

作用，以促進創新的生產與管理體系，

並確保這些服務與知識的智慧權。

有機稻場：是山水米公司秉持著

「友善大地  健康人生」理念，於2006

年興建一間漂浮在稻田上的大自然教

室，以尊重自然、關懷土地、照顧人們

為出發點，藉由有機稻作示範田，作為

環境教育及推廣稻米文化的所在。

裡山塾則是財團法人觀樹環境教育

基金會繼與有機稻場合作後，於2011年

新設之單位，成立之初主要在推廣食農

教育。近三年呼應日本之里山倡議，轉

由教育農民，誘導果農改用草生栽培，

營造環境多樣化，期望以裡山塾為據

點，向外波浪式擴展，落實里山倡議的

理念。

105年度紅棗評鑑競賽及「棗慢活」紅棗文化節活動

「里山倡議」在苗栗裡山塾之推展

文、圖/賴瑞聲

文/陳泓如、江進富　圖/張素貞

��紅棗評鑑樣品 �紅棗文化節舞獅開場「紅遍台灣、棗到
幸福」

��紅棗評鑑特等獎�-�頒發紅棗王牌匾

��評審委員依據各項指標進行紅棗評比

紅棗是苗栗縣公館鄉重要的在地

特產，每年7月中旬起進入新鮮紅棗

產期，今年公館鄉農會於8月2日公開

辦理評鑑競賽，為紅棗文化節拉開序

幕。評鑑競賽由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處及本場相

關人員擔任評審委員，參與評鑑的果

品都先經過農藥殘留檢測，確認符合

食品安全規範，再依果品裝盒管理、

果實大小與均齊度、瑕疵果比率、著

色程度與均齊度、可溶性固形物（糖

度），以及肉質與風味共6項指標進

行評比。雖然今年紅棗著果量減少，

但受到近日高溫少雨影響，整體成熟度

提高，果皮色澤、糖度及風味均優於往

年，評鑑結果由第3屆百大青農邱俊閔先

生榮獲特等獎（紅棗王）。

8月6日及7日二天由公館鄉農會於本

場舉辦紅棗文化節活動，今年度以「棗

慢活～健康棗上門」為主題，本場提供

活動場地並協助辦理，客家委員會、農

糧署北區分署、水土保持局及苗栗縣政

府等各機關貴賓蒞臨指導。當天由棗健

康健行活動暖身，民眾沿途可欣賞紅棗

生產園區，另有棗娘惹及棗地瓜球DIY實

作體驗，活動開場為舞獅表演「紅遍台

灣、棗到幸福」，再由與會貴賓特別頒

發紅棗評鑑及蜂蜜評鑑獎項，鼓勵農民

朋友共同提升農產品品質。現場也有農

民及產銷團體展售新鮮紅棗等農特產

品，參觀民眾選購踴躍，二天活動圓滿

結束，新鮮紅棗產期雖告一段落，但歡

迎國內消費者持續關注苗栗特色農產

品，踴躍選購國產紅棗加工產品，共同

支持「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農業生態永續發展計畫工作團隊訪視
苗栗地區裡山塾樣區

��本場呂場長主持會議，會中裡山塾�-�
江進富主任分享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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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全國國產蜂蜜品質評鑑」得獎名單出爐

天敵生物防治關鍵技術與商品化議題規劃共識營

文/陳昶璋　圖/吳輝虎

文/陳泓如　圖/徐金科、張素貞

��本次共識營活動與會人員。前排由左分別為農試所方尚仁組長、農科院翁瑋蓮組
長、運籌管理學會李宜映理事長、本場呂秀英場長、運籌管理學會鄒篪生顧問

1 0 5年度「全國國產蜂蜜品質評

鑑」得獎名單出爐了，台灣養蜂協會7

月15日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專家於農糧

署中區分署臺中辦事處，針對通過初評

之蜂蜜進行感官品評，選出19名特等

獎及135名頭等獎，所有獲獎龍眼蜂蜜

均為高品質、無農藥及抗生素殘留的優

質蜂蜜。

全國國產蜂蜜品質評鑑向為年度養

蜂界一大盛事，今年首度由台灣養蜂協

會主辦，參評人數達193位。參評蜂蜜

第一階段需通過CNS1305蜂蜜國家標

準、抗生素殘留及農藥殘留檢測，第二

階段還要通過蜂蜜專家感

官品評，依色澤、香氣及

風味進行複評。所有獲獎

蜂蜜皆經過層層把關，才

能脫穎而出。

長年以來，全國國產

蜂蜜品質評鑑活動已建立

高度公信力，今年起更要

求所有參賽者必須加入農

產品生產追溯QR code，

消費者可藉此追溯國產龍

眼蜂蜜之生產者。（資料來源為台灣養蜂協會，獲獎者資訊請洽台灣養蜂協會查

詢，網址：http://www.bee.org.tw/，電話：04-23713681）

隨著友善環境栽培的議題日趨成

熟，加速發展生物防治相關研究成為建

立完整栽培體系之關鍵，本場為爭取

107年汰舊換新計畫，使天敵生物防治

計畫提案聚焦，於105年7月19日與農

業試驗所及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

學會共同主辦「天敵生物防治關鍵技術

與商品化」之共識營，由呂場長秀英主

持，共有35位來自農委會科技處、防檢

局、農試所、藥毒所、林試所及其他各

區改良場之農業先進共同參與。

本次共識營中，透過該學會設計

生動、活潑的互動活動，從現行科技政

策、現況評析、SWOT及問題分析等一

連串引導式課程，與會專家彼此腦力激

盪共同完成天敵生物防治相關議題之策

略研擬，釐定兩大核心目標：（一）既

有天敵產業化應用；（二）新興天敵商

品化研發平台，採建立創新開發模式，

促使國內生物防治發展更臻完善，加速

環境友善農業的發展。

��運籌管理學會鄒篪生顧問(中間)為組員引
導問題分析

��由李宜映理事長 (站立者)帶著各農業
先進討論，藉由彼此腦力激盪，釐清問題

並研擬策略

��2016年全國國產蜂蜜品質評鑑

3中華民國105年8月15日



為提昇苗栗農產價值及農村餐飲服

務之文化特色，本場特於7月27日假仁

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綠色餐飲與

在地農特產品料理」研習，以推廣地產

地消觀念連結美食料理，參加對象有田

媽媽成員、家政班員、休閒農場及家政

督（指）導員等，共50人參加。

研習課程邀請龍園餐廳李經理東甲

教導食材烹調技巧及創意教學，以三灣

的苦茶油、後龍的黑豆、

公館的芋頭、卓蘭的高接

梨及獅潭的綠竹筍等在地

食材加入創意料理，透過

課程研習，讓家政班員及

田媽媽餐廳提供消費者新

鮮安全在地食材，更鼓勵

參加的班員利用課程機會

互相交流，推廣綠色餐飲

精神。

本場6月14日辦理「關懷獨居老人

及社區環境清潔活動」，帶領替代役役

男前往本場及分場退休獨居同仁住家，

進行居家關懷及社區環境清潔活動，陪

伴長輩閒話家常，關心其生活起居，並

清理社區環境、割雜草及撿垃圾，總計

17人參加。

綠色餐飲－在地食材創意料理研習

替代役役男

活動紀實

文、圖/楊美鈴

文、圖/人事室

��專題演講現場聽眾踴躍提出問題請教
楊專門委員�楊專門委員舜臣(右)一一答復聽

眾問題

本場「農業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研發成果運用」
專題演講活動紀實

為增加農業研究同仁對智慧財產權

正確觀念，本場於7月11日舉辦「農業

智慧財產權保護與研發成果運用」專題

演講，特別邀請農業試驗所楊專門委員

舜臣擔任講師。

楊專門委員具有智財權豐富實務經

驗，本次演講內容就智慧財產權涵蓋範

圍予以剖析，並提出應用之工具及注意

事項。

例如：著作權隨著網路世代的發

展，不再主張保留全部權力，改以保留

部分權利（Some Rights Reserved）並

滿足公益需求。又如創用CC授權條款

（Creative Commons），只要符合創

用CC授權條款之「姓名標示」、「非

商業性」、「禁止改作」以及「相同方

式分享」4個授權要素，創作者可自6種
模組化的公眾授權條款，選擇出最合宜

的組合，標示於作品，不違反智財權，

且可快速分享公眾使用，這是應用智慧

財產權最淋漓盡致的案例。

有關研究報告投稿的一稿二投及

著作權歸屬等問題，常讓研究人員摸

不著頭緒，此部分講師則一一解惑釐

清。楊專門委員也提醒植物品種權技

術轉移契約屆期後之盲點，應在契約

中明訂以免滋生爭議。而在技轉案提

出前、公告後到簽約完成期間，也可

分別增加現場訪視之嚴謹流程，以加

強研發成果之控管。

短短2小時演講，在現場熱烈討論

中，延後1小時圓滿結束。

�本場社區服務

�分場社區服務

�李經理東甲指導料理研習

�農特產品料理研習班員合影

文、圖/張訓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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