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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105年12月6日假農委會發表

「愛玉子植萃物美白研發成果記者會」，

由本場呂場長秀英親自主持，現場吸引了

包括民視、3大報及主要的平面媒體記者爭

相採訪，展現高度的興趣。愛玉凍是臺灣

最受歡迎的夏季平民美食，本場經多年的

研究發現，愛玉子不僅可以吃，還是驅黑

淨白的美容利器！藉由愛玉子種子中萃取

出高效美白的成分，未來可望啟動一波淨

白植萃新革命，增進農民的收益。

愛玉子不僅是臺灣特產也是國人喜愛

的消暑甜點，其種子經搓揉形成可口低熱

量的愛玉凍，廣受消費者喜愛。本場研發

人員在研究的過程中，意外發現搓揉愛玉

子之後，手特別嫩白細緻，之後開發出特

有萃取方法，並進行一系列愛玉子植萃物

美白效益之相關研究。經中國醫藥大學藥

用化妝品學系進一步證實，該植萃精華不

僅可抑制黑色素形成，有效降低由紫外線

誘導的表皮細胞增厚現象，並可回升因紫

外線照射後所降低的皮膚亮度，具有抗氧

化功能，其效果優於3%的熊果素，具有開

發成美膚淨白產品之潛力。本場現已運用

愛玉子萃取物製成面膜、凍膜及精華液等

產品，初步試用效果良好！

記者們針對愛玉子的淨白效果展現高

度興趣，也現場體驗搓愛玉子後手部光滑

柔細的觸感及試用各項美白產品，當日並

現場展示愛玉子果實，解說愛玉小蜂與愛

玉共生授粉的特殊生態，情境佈置使得在

場媒體對本場研發成果具高度評價，會後

相關報導亦引起民眾及廠商熱烈的迴響。

愛玉子用途新突破，淨白產品發表會成功
文、圖/盧美君、林孟均

  呂場長秀英解說愛玉子美白產品開發歷程。   愛玉子淨白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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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05)年10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106年水稻推薦品

種與特色加工型品種，其中本場育成之水稻品種-苗栗1號列入

特色加工型品種之中，並推薦適用期為北部地區1、2期作。苗

栗1號係為本場與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水稻研究團隊合作，歷經

10年辛苦選育，並於98年通過命名。該品種特別適合釀酒加工

用，例如本場技轉迴鄉農場釀製之苗頭酒，以及與公館鄉農會

結合特產芋頭，試作釀製芋香蒸餾酒，皆是其衍生的酒品。

本次公告推薦品種分2類，一般推廣品種及特色米品種，

其中特色米品種分成食用品種及加工型

品種。一般品種有台禾更8、14、16號、

台中192號、台南11號、台東30及33號
等7種。特色米之10種食用品種有台禾更

2、4、9號、桃園3號、台農71號、高雄139、145、147號、台

南16號、台中秈10號，8種加工型品種則有台農糯73號、台禾更

糯1、3號、台東糯31號、台中秈糯2號、台中秈17號、高雄秈

7號及苗栗1號。以上推薦品種

已列入106年農糧署及各地縣

(市)政府良種繁殖體系中，請

稻作生產者栽種時多加參考。

臺灣蜂業多數飼養西洋蜜蜂（Apis 
mellifera），僅少數蜂農飼養東方蜜蜂

（A. cerana，俗稱野蜂或土蜂）。2015
年飼養東方蜜蜂的蜂農通報發現一種新

興病害，經診斷後為東方蜜蜂囊狀幼蟲病

（AcSBV），此病害對西洋蜜蜂影響不

大，但卻導致東方蜜蜂幼蟲大量死亡。

東方蜜蜂囊狀幼蟲病的病原是RNA
病毒，該病毒最早於1976年在泰國發

現，病毒藉由蜜蜂互相餵食傳播，可感

染幼蟲及成蜂，造成幼蟲死亡，但成蜂

無病徵。死亡幼蟲體壁堅韌，但體內逐

漸液化，不會平躺於蜂房底部，而呈現

尖頭狀，逐漸囊化並黏附在蜂房一側，

通常不久後即會被工蜂拖出巢外。發

病時大量蜜蜂幼蟲死去的情況下形成

斷子，每日有上百隻幼蟲屍體被拖出

巢外，持續1~2個月，此後蜂勢迅速衰

減，造成剩餘成蜂死亡或逃離。

目前國內已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成立研究團隊，成員包括國立嘉義

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及本場蠶蜂課，開

發快速檢測技術，利用特定片段引子對

在實驗室進行PCR檢測病毒RNA之程

序，並開始執行全臺各地之採樣與流行

病學調查，該項技術除了可協助蜂農確

認飼養蜂群是否帶原，藉以汰除罹病蜂

群外，更可協助確認新近購入或捕獲之

蜂群是否健康，以進行早期預警。

由於此病初期病徵不明顯，請各

地蜂農積極檢視蜂群，一旦發現可疑

症狀，應立即通知研究團隊進行採樣檢

測。平時管理方式即應增加蜂箱間距避

免盜蜂，保持蜂場環境清潔，切勿任意

引種。蜂場一旦染病，切忌任意移動蜂

群，應以隔離方式清理病群銷毀巢片；

如健康蜂群欲移動至其他地區，宜先以

分子檢測確認是否帶原。

為儘速提供即時的蜂場病蟲害現

況，共同防治東方蜜蜂囊狀幼蟲病，研

究團隊正進行全面普查，籲請蜂農共同

參與並協助通報。通報單位設有三處：

(1)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 
(03-9357400#7633)、(2) 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蠶蜂課 (037-222111#339)、(3) 國
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 (05-2714510)。

本場水稻苗栗1號列入106年水稻特色米之加工型品種

東方蜜蜂囊狀幼蟲病之調查與防治

文/王志瑄　圖/張素貞

文、圖/徐培修

  水稻苗栗1號育成經過及釀製苗頭酒(左下)。

  罹病幼蟲如一個水泡囊狀體。   死亡幼蟲黏附在蜂房一側(上方紅圈處)，
發病幼蟲呈尖頭狀(下方紅圈處)。

  水稻苗栗1號米粒外觀。

  水稻新品種苗栗1號植株與
父母本比較，及稻穗抽穗開
花充實後穀粒顏色變化情形
（章加寶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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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農糧署第2期作苗栗地區雜糧示

範推廣計畫，以降低兩期水稻稻作面積、提

升雜糧生產面積，由各轄區農會主辦、本場

與農糧署北區分署進行輔導，分別在苑裡、

竹南舉辦甘藷與薏苡示範栽培觀摩會，現場

吸引眾多鄉親朋友一同共襄盛舉。

首先是105年12月14日在苑裡鎮舉辦的

二期甘藷示範栽培觀摩會，現場邀請到農糧

署北區分署蘇分署長宗振、苑裡鎮農會劉總

幹事昌軒、慶全地瓜生產合作社黃理事主席

榮清及本場吳副場長登楨等人。該觀摩會由

黃理事主席現場講解甘藷種植與機械收成示

範，並說明他們的收購原則與標準。現場更

有農友及慶全地瓜生產合作社成員提供現煮

甘藷料理供大家品嘗。

接著於12月16日在竹南鎮舉辦甘藷示

範栽培觀摩會，同樣邀請到農糧署北區分署

蘇分署長、竹南鎮農會陳總幹事冠興、慶全

地瓜生產合作社黃理事主席及本場吳副場長

等人蒞臨現場，由黃理事主席示範講解甘藷

種植與機械收成示範，現場除了有農會提供

現炸的甘藷條供大家品嘗，更開放示範田區

由民眾自行採收購買甘藷，活動熱鬧非凡。

最後一場次於12月20日在苑裡鎮舉辦

薏苡示範栽培觀摩會，邀請農糧署北區分署

蘇分署長、苑裡鎮農會劉總幹事、本場施秘

書佳宏及本場作物改良課何課長超然等人。

由本場報告示範田的栽培狀況，也請到友

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的林禎祥助理研究員

為大家解說薏苡栽培之注意事項。

三場示範觀摩會總計參與農友高達近

350人，期望能夠提升苗栗縣兩期雜糧生

產面積，提供農友們除了種植水稻以外的

選擇。

頭份市農會於去(105)年12月13日
上午舉辦「頭份黑金鑽 健康豆陣來」新

興農產品－黑豆行銷推廣活動，現場邀

請農糧署北區分署蘇分署長宗振、苗栗

縣鄧副縣長桂菊及本場農業推廣課鍾課

長國雄等人，並邀請到蔡季芳-阿芳老師

現場示範教學黑豆雞酒料理。

頭份市於前年甫成立黑豆產銷班，

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與本場協助下，歷

經2年多的栽培歷練，在105年二期轉作

黑豆成果豐碩。今年產銷班種植面積達

到76.1公頃，以種植黑豆台南5號為主，

雖然受到颱風影響使得產量稍減，但採

收下來的黑豆個個圓潤黑亮。

為讓105年度本場農民學院結訓的學員

再次回到本場充電與進修，特於105年12
月14日結合「新農創業」活動，辦理「農

民學院學員回娘家暨感恩農業研習會」，

共有71位學員共襄盛舉。

本次活動首先安排學員前往特色休閒農

場與牧場，體驗農場經營實務與農產品加工

實習；其次，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昆蟲系楊教

授恩誠針對農藥對蜜蜂行為影響進行專題演講；最後則請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的李院長文權、鄭主任耀星、孔博士維新及陳

博士玠廷所組成的團隊，分享有關新農創業的輔導成果。

活動結束前更舉辦禮物及農產品抽獎活動，每位學員都感

受到娘家的熱情，對本次活動的安排與課程內容相當滿意，紛

紛表示還要再報名參加本場的相關訓練活動。

雜糧示範栽培觀摩會圓滿成功
      ~苑裡甘藷、竹南甘藷、苑裡薏苡

「頭份黑金鑽 健康豆陣來」黑豆行銷推廣活動 順利達成

105年農民學院學員回娘家 知性、感性－收穫滿滿

文/王志瑄　圖/賴瑞聲、王志瑄、何超然

文、圖/鍾國雄、徐金科

文/王志瑄　圖/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處 許文昭

  苑裡鎮甘藷示範栽培觀摩會－　
農會劉總幹事與本場吳副場長。

  竹南鎮甘藷示範栽培觀摩會

示範田現場。

  阿芳老師現場教學黑豆雞酒料理。
  農糧署蘇北區分署長、鄧副縣長及本場推

廣課鍾課長等人一同為頭份市黑豆代言。

  苑裡鎮薏苡示範栽培觀摩會現場。

  學員間分享農產
品，交換心得。

  幸福滿滿，共有71位學員參加回娘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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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人事室

替代役活動紀實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

中心甫完成「害蟲天敵生產應用技術套

組」商品化事業化評估報告，藉由技術

導入及營運模式規劃，以天敵昆蟲為主

的「IPM防治服務」發展新事業，減少

化學農藥使用，將可應用於生產高經濟

價值、連續採收及大宗作物等農作物，

目前正尋找有意願的投資方共同發展新

事業。

由於化學殺蟲藥劑具有廣效、速

效、成本低廉、使用簡單等優點，廣受

一般農友青睞。但長期依賴化學農藥防

治蟲害有潛藏問題與風險，例如：易引

起害蟲對農藥產生抗性，農產品易有農

藥殘留而影響人體的健康，而毒效持久

的農藥也因殘毒累積造成環境污染等不

良的負面影響。

隨著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之關注

與環境友善意識逐漸成為趨勢，作物

害蟲整合防治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概念受到重視，

即從生態平衡的觀點，儘

量使用非化學藥劑，將害

蟲族群維持於經濟危害水

準之下，而使用天敵昆蟲

「以蟲治蟲」之生物防治

法即為其中重要的一環。

「害蟲天敵生產應用

技術套組」包含農業試驗

所、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和

茶業改良場之天敵量產、

天敵儲運、天敵施用技術

和蟲害綜合管理成效評估

等相關技術。該案規劃之新

事業是以捕食性天敵（基徵草蛉、南方

小黑花椿象、黃斑粗喙椿象）和寄生性

天敵（東方蚜小蜂、木瓜抑蝨跳小蜂、

格氏突闊小蜂、茶蠶黑卵蜂）等天敵昆

蟲為主，再搭配其他防治資材（如黏

板、性費洛蒙、微生物資材等），應用

於番茄、甜椒、木瓜、草莓、山苦瓜、

茶及杭菊等農作物之整合性防治方法。

期能透過系統化的服務模式，輔導農民

以IPM整合性防治概念防治害蟲，減少

化學農藥使用，生產高品質和高價值之

無毒農作物。

本案之聯絡窗口：農科院產業發展

中心電話(03)518-5039鄭小姐，農科新事

業開發與服務網址http://abds.atri.org.tw/
(本文節錄自聯合財經網)

本場105年12月28日在場內舉辦

歲末聯歡活動，全場人員難得齊聚一

堂，本次活動主辦由蠶蜂課擔任，提

供開胃菜蒜香蠶蜂蛹及陳年蜂蜜露，

為全國各改良場所獨一無二的特色農

產品。兩位活動主持人開場時便使出

渾身解數炒熱氣氛，活動過程各業務

單位接力演出，充分展現各團隊獨門

的創意及熱情，也讓在場所有同仁感

受本場團結的力量。

摸彩過程不斷加碼，直到活動結

束前摸彩箱內的彩券已完全淨空，人

人有獎。呂場長並宣佈106年歲末聯

歡活動將由承辦活動經驗豐富的農業

推廣課接棒主辦，令人非常期待未來一

年的盛況。

送走2016、迎接2017，本場團隊

將保持一貫的活動、熱情及創意，持

續為臺灣農業研究及推廣繼續努力！

本場第167梯次役男於12月6日及8日
至苗栗縣幼安教養院參加105年「讓愛傳

播、即刻就GO」社區融合活動並擔任志

工，協助幼安教養院老師帶領學生們至新竹

市立動物園及玻璃工藝博物館參觀遊覽。

幼安教養院學生皆為身心障礙者，生

活起居經常需要他人照料，為使活動圓滿成

功，本場役男發揮愛心，積極協助每個需要

幫助的學生，亦體會到社會各個角落皆有需

要幫助的弱勢者，藉由此次志工活動讓每個

人都有一段深刻且難忘的回憶。

「害蟲天敵生產應用技術套組」新事業 徵求合作

105年度歲末聯歡活動

文、圖/編輯室

文/陳昶璋　圖/徐金科

  「害蟲天敵生產應用技術套組」產業化合作模式。（農
科院提供）

  本場主管齊聚一堂。

  摸彩活動人人有獎。
  呂秀英場長(中)感謝活動主持人

稱職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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