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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盧美君、林孟均

愛玉子護膚產品開發完成，歡迎廠商合作技轉
愛玉子為臺灣特有種，經多年研究

本場成功開發出胚細胞精華萃取技術，

擷取安全純淨之皮膚淨白有效成份並應

用於護膚產品開發，相關技術已公告於

本場網頁(文末可掃描QR Code)，歡迎

廠商蒞場授權合作。

有搓過愛玉子的人都知道，搓完愛

玉子的雙手滑潤無比，此為愛玉子作為

護膚產品的發想起點。愛玉子胚細胞精

華經中國醫藥大學藥用化妝品系研究證

實，量少即具有極佳的美白、抗氧化、

促進膠原蛋白生成等功效，同時可減低

紫外光照射後皮膚發炎及皺紋生成，優

於市售含淨白成分的天然植萃物。動物

試驗顯示低劑量的愛玉子胚細胞精華可

改善皮膚組織增厚及暗沉現象，效果優

於添加3%的熊果素。

擁有白皙透亮的肌膚為愛美人士夢

寐以求的目標，崇尚天然的化妝品成分

成為配方主流，過去臺灣的美妝產品大

部分仰賴進口，本土品牌與國外產品競

爭大不易，亦無法做出市場區隔。

愛玉子因授粉問題境外種植難度

高，國外亦不易取得原料加工，經過科

學驗證，對人體無毒性、穩定性高、少

量即具有機能性成效的愛玉子胚細胞精

華，應具有開發成下一代美白產品之潛

力，此套萃取技術及3種護膚產品（面

膜、凍膜及精華液）配方已完成開發並

提供技轉授權，歡迎對本

土性天然植萃應用有興趣

的業者，可至本場官網獲

得相關訊息。

文/黃子豪  圖/徐金科

新年新氣象！本

場臺灣蠶蜂昆蟲教育

園區為了提供參訪民

眾更優質的服務，自

去(106)年起持續更新

展區設施及內容，不

論是還沒機會來過或

者是曾經造訪過的遊

客，都歡迎來體驗不一樣的景觀及新知。

首先進入園區，第一眼看見的就是園區的招牌－巨型蜜蜂

吉祥物，拿著放大鏡的模樣，彷彿在告訴大家園區裡有很多很

有趣的知識寶藏，要仔細的尋找喔！另外本場行政大樓招牌也

煥然一新，黃字綠底的明顯對比，遠遠的也能一目瞭然。

展館內更有嶄新的內容，農業博覽館包括作物環境展示區

更新，以及新增苗栗地區神農獎得主介紹、十大產銷班介紹和

農業小學堂等等，生物館則是新增了全新規劃的看板，包含本

場研究之天敵平腹小蜂防治令人頭痛的荔枝椿象等，豐富的展

示內容不容錯過，歡迎大朋友

小朋友們一起來參觀新氣象的

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

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新年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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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藜之育苗情形

 農試所賴研究員明信進行案例分享

  本場呂場長秀英主持水稻生產專家系統發展
策略工作坊並說明發展重點

 臺灣藜成熟時之轉色

苗 栗 地 區 紅 藜 友 善 栽 培 技 術 概 述

紅藜又稱赤藜，於民國97年正名為

臺灣藜(Chenopodium formosanum)，
為傳統原住民的糧食作物之一。近年受

美國、日本、丹麥及加拿大等國大力研

究藜麥(C. quinoa)之影響，使臺灣特有

原生種的紅藜-臺灣藜也成為新興糧食作

物。臺灣藜為藜科一年生草本雙子葉植

物，葉單葉互生呈灰綠色至淺紅色，而

幼葉和芯均為紅色，最高可長至2.8公
尺。

臺灣藜對乾旱或貧瘠土地的適應力

相當廣且抗逆境性強，對自然條件要求

不高，最適於壤土、砂質壤土、粘壤土

等結構良好，有機質含量高、質地鬆軟

之土壤。臺灣藜雖耐旱，但若有適量水

分可增加產量，其中於營養生長

期及抽穗開花期對水分需求較

高，而至穗轉色期及種子成熟期

則需水較少。臺灣藜蟲害少，其

生長期間的病蟲危害，並不足以

影響其產量。

以種子播種繁殖，於春、秋

兩作播種，播種量每公頃15公斤

至25公斤。可採撒播或條播方式

播種，但撒播植株生長較不整齊；若採

用條播，建議先以育苗盤育苗後，待苗

高10公分，以行株距50 × 30公分定植

於本田，使植株生長較為整齊。惟苗栗

地區每年10月上旬開始出現東北季風，

此時植株高大易有倒伏，秋作尚須考量

颱風侵襲風險。

臺灣藜移植後一個月，可使用小型

中耕除草機進行中耕除草，除有效防除

雜草外，更能疏鬆土壤。植株長至60公
分後進入快速營養生長期，即可有效抑

制雜草的危害。成熟期轉色時間約於播

種後60天至70天開始，而播種後90天至

100天即可成熟。成熟時可採用兩行式水

稻捆紮機割取藜穗，捆紮後的藜穗可方

便運至曬穀場曬乾。一般曝曬後先除去

夾雜物再行乾燥後，使用小米脫殼機進

行脫殼作業，脫殼後採真空包裝方式販

售或保存。

臺灣藜含有豐富蛋白質與人體必須

氨基酸及多種礦物質等優點，有著「穀

類紅寶石」的稱號。臺灣藜病蟲害少，

且易管理是具潛力之雜糧作物，惟尚未

全套機械化，人工比例較其他雜糧高。

因其生長特性適合目前正推動的友善農

業，藉由結合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可望

符合在地生產並提升食品安全與農民效

益。

文、圖/王志瑄

政府推動智慧農業4 .0計畫，是以

數位服務及智慧生產為技術主軸，來達

成建構國內安全、效率及低風險之農業

生產願景。為推進智慧農業4.0水稻領航

產業建置水稻生產專家系統，本場於本

(107)年1月29日由呂場長秀英主持，邀

集國立臺灣大學農藝系劉教授力瑜、蔡

助理教授育彰、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

陳教授宗禮、郭教授寶錚、國立嘉義

大學農藝系黃教授文理、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園生產系林副教授汶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賴研究員

明信、呂副研究員椿棠等水稻研究與

生長模式開發的專家們，舉開「水稻

生產專家系統發展策略工作坊」。

經過與會專家充分的意見分享與

交流，確立以滿足產業需求之水稻生

產專家系統的發展目標，並研擬具體的

執行策略。未來智慧農業4.0的水稻生產

專家系統將涵蓋水分管理、飛蝨監測診

斷、(氮)肥培管理及植體健康診斷管理等

各項子系統，並結合試驗改良場所與大

專院校相關專家形成跨領域執行團隊，

依照規劃期程逐步完成。期望透過此次

建置的水稻生產專家系統，能提供產業

更快速更全面的數位化管理輔助工具，

確保水稻生產能更有效率及降低風險，

進而提升其品質與收益。

文、圖/張素貞

水 稻 生 產 專 家 系 統 發 展 策 略工作 坊 擬 定

具 體 執行 方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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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廻鄉有機農場

  參觀本場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

  優質小果番茄評鑑品種之一「蜜紅3號」

  民眾熱情參與有獎徵答及授獎合影

竹南鎮首次小果番茄評鑑登場囉！

107年農業職涯探索班紀實

本場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獎勵

高級中等學校農場經營科學生從農試辦

輔導方案」，於1月25－26日為期兩天辦

理農業職涯探索班，計有國立苗栗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農場經營科1年級學生33人
參加。本次課程內容豐富詳實，參加學

生及老師均感獲益良多。

課程安排首先邀請苗栗縣政府農業

處陳樹義副處長、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

辦事處姜素梅主任、公館鄉農會韓總幹

事鴻恩及本場呂場長秀英分別介紹各單

位組織及其相關業務，讓初次學習農業

的參訓學生們能認識在地輔導單位並瞭

解其性質；再分別由城南有機

農場江明樹博士分享有機農場

經營管理經驗，靜宜大學觀光

管理學系葉美智助理教授介紹

綠色休閒與永續發展，使學生

們可比較現今常見的農場經營

方式及營運目標之差異，供作

以後從農之參考；最後則帶領

參訓同學實地參訪迴鄉有機農

場、合興育苗場及本場臺灣蠶

蜂昆蟲教育園區，以現場體驗

觀摩的方式擴展其對在地農業的印象。

參訓同學在課堂上與各講師均互動

良好，例如陳副處長也同為苗栗農工學

長，即以自身求學經驗，勉勵同

學要努力上進；韓總幹事則鼓勵

同學畢業後學以致用，加入公館

鄉農會的大家庭，與會內學長姊

一同成長。參訪活動更使大家欲

罷不能，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以往

在校園內較少接觸的實務經驗，

學習氣氛十分熱絡。

「獎勵高級中等學校農場

經營科學生從農試辦輔導方案」

為農委會依據行政院「新農民培育計

畫」，為加速農業新生代人才培育，

建構友善青年從農環境，與教育部協商

提供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農場經營科優秀

學生獎助學生與農業職涯探索機會，加

速農業人才培育，以利未來投入農業經

營。本次課程為農業職涯探索訓前研

習，參訓同學結訓後才可至各農場進行

職涯探索活動。本場對於本次參訓同學

認真學習的態度深感辛慰，也期許往後

皆能成為農業的生力軍，共同創造更好

的農業榮景。

為推廣小果番茄產業，竹南鎮農會

於1月21日首次開辦「小番茄評鑑暨農夫

市集活動」，由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事

處、苗栗縣農會及本場評審委員就「重量

及整齊度」、「糖度」、「外觀色澤」及

「風味口感」等面向

進行評比，計有20
位農友參加，參賽之

果實品質普遍優良，

糖度大都達9 Brix°
以上，其中冠軍之曾

根榮先生栽植的小

番茄甜度更高達11.3 
Brix°。亞軍(2名)為
曾錦溪及胡建民先

生，季軍(3名)分別為

鍾美容小姐、林崑明

及王朝斗先生。

竹南鎮農會近年來積極推廣高經濟

價值農作物，其中利用溫網室設施栽培生

產之蜜紅3號及玉女小果番茄品質優良，

成效斐然。為能將優質果品呈現予消費者

並打響竹南小番茄產業，促進農民收益，

當日除了小番茄評鑑活動，現場並設有農

夫市集，提供最新鮮在地的農特產品供民

眾選購，另外還有精彩的表演節目熱鬧非

常。

番茄營養價值高，除含有豐富的茄紅

素外，還具有多種維生素、礦物質及膳食

纖維等，有句諺語：「番茄紅了，醫生的

臉就綠了。」可見其對人體的保健效果。

此時正值番茄收穫期，食當季，安心、味

美又健康。

文、圖/丁昭伶

文/古金台、圖/徐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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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樹

 杭菊田間栽培情形  紅棗   杭菊

文/古金台

本場為農民學院苗栗區訓練中心，

本年度賡續辦理訓練課程預計11班別，

分述如后。

一、養蜂相關課程：含入門班、初

階班及進階班共5班，依照標準化課程規

劃，教授養蜂新手基礎知能，並有系統

增進其相關技能，且安排專業蜂農瞭解

各種新知。

二、草莓相關課程：開設有草莓育

苗班及草莓栽培管理班，全面傳授草莓

育苗新技術及栽培管理方法，希望能藉

由課程的進行，帶領新手草莓農順利學

會種植技巧，導入新觀念予草莓育苗農

民，引領本土草莓產業前進。

三、友善環境課程：包含有機農業

初階班及生物防治班各1班，以能增加更

多注重環境永續農民為目標，期望能以

友善耕作方式，產出更符合現今社會大

眾所要求的安全糧食。

四、特色作物栽培管理班1班，教授

本場輔導的特色作物愛玉子、紅棗及桑

椹之栽培管理，推廣給有興趣加入相關

產業的農民認識。

五、農產品加工班1班，教授小農所

需農產品加工知識及苗栗區特色加工產

品製作，以提升農產品價值，增進農民

收益。

相關課程資訊請參考附表，惟因實

際開課日期及報名期間需因應課程實際

上網時程調整，屆時請以農民學院網站

公布之日期為準。

農民學院課程皆需於該網站線上

報名（網址https://academy.coa.gov.
tw），有受訓需求的民眾及農友請先自

行上網瞭解報名手續及資格限制。若對

本場課程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0 3 7 -
222111 # 393古小姐洽詢。

107年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農民學院教育訓練一覽表

序號 訓練班名 訓練階層 天數 人數 /班
(預定 )
訓練期間

費用 (元 )
( 預定 )

開放報名期間

1 養蜂入門班 (一 ) 入門 3 36 6/5-6/7 4,000 4/6-5/5

2 養蜂入門班 (二 ) 入門 3 36 6/20-6/22 4,000 4/21-5/20

3 養蜂入門班 (三 ) 入門 3 36 9/4-9/6 4,000 7/6-8/4

4 養蜂初階班 初階 10 36 7/30-8/10 4,840 5/31-6/29

5 養蜂進階班 進階選修 3 30 11/7-11/9 1,840 9/8-10/7

6 有機農業初階班 初階 10 30 4/23-5/4 4,840 3/1-3/23

7 特色作物栽培管理班 進階選修 3 30 7/17-7/19 1,840 5/18-6/16

8 草莓育苗班 進階選修 3 30 5/22-5/24 1,840 3/23-4/21

9 草莓栽培管理班 進階選修 5 30 9/17-9/21 2,300 7/19-8/17

10 生物防治班 進階選修 5 30 7/2-7/6 2,300 5/3-6/1

11 農產品加工班 進階選修 3 30 10/16-10/18 1,840 8/17-9/15

107年農民學院課程開課資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執行數年

的「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本

(107)年度調整為「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其中除了在各項補助(補貼)╱獎勵金額調

整外，原先地區特產作物改為重點發展作

物，而品項則修正為全國40項與地方自選

5項，共計45項作物。

苗栗縣提報「紅藜」、「紅棗」、

「洛神葵」、「桑（包含果桑或葉桑）」

及「杭菊」五項作物，作為地方自選重點

發展作物。其中，紅棗、杭菊與桑為本場

研究發展暨推廣之特色作物。另苗栗縣政

府農業處更基於傳承地方文化及發揚藺草

工藝，將「藺草」列為地方自選重點發展

作物由縣政府專案補助額，但僅限苑裡鎮

申報。

文、圖/王志瑄

本場推廣作物列入苗栗縣對地綠色重點發展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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