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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超然、徐月蘭、鍾國雄　圖/徐金科

本場於10月2日在場區農業博覽館

三樓舉辦「鑑往迎來-農村懷舊文物特

展」開幕儀式，由呂秀英場長主持，與

會除協辦張秋台校長及鍾徐樑先生外，

還有農糧署北區分署、客委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苗栗縣政府、公館鄉公所、

公館鄉農會、黃金小鎮休閒協會、名家

幼兒園等，產官學近70人與會。

一早未開

幕前即有許多

熱情的鄉親到

場詢問「特展

開始了沒?」 

「以前種田的

東西在哪?」

「張校長的畫

作在哪?」 上

午十點舉行特

展開幕活動，

呂場長及與會

來賓致詞後，

由呂場長、張秋台校長、鍾徐樑先生、

農糧署蘇宗振分署長、客委會邱詒絜專

員、苗栗縣政府農業處徐春良科長、名

家幼兒園吳雪嬌主任共同揭幕，象徵中

央與地方的農業與教育單位共同推動及

緬懷農村懷舊文物的歷史價值。

會場張秋台校長及鍾徐樑先生分別

說明畫作及農事器物的時代背景，希望

年輕人瞭解農事的意義與價值；茶敘時

段並播放由農糧署北區分署提供的「謝

天」影片，更讓與會人士了解傳統農事

的更替與含意，期鑑往迎來，開創更富

麗的農村，會場座無虛席，好不熱鬧

喔！

本特展從107年10月2日起至12月

28日止，共計89天於本場農業博覽館三

樓展出，除了由鍾徐樑先生提供百餘件

農村懷舊文物，並結合張秋台校長提供

臺灣耕耘水彩畫20幅畫作及「謝天」影

片，輔以器物使用及油畫意向說明，以

傳統農村日常居家生活及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等傳統稻作農耕時序安排展

出，讓參訪者瞭解早期整年度農務的辛

勤與繁忙及傳統農事的意涵，並期大家

思索農村的價值及其未來發展。透過展

覽館入口處的稻草棚及三樓會場外的稻

草牛及稻草雞，更添昔日傳統農村的氛

圍，對傳統農事器物使用及文史有興趣

的民眾，要把握展期到場觀展喔！

「鑑往迎來-農村懷舊文物特展」熱鬧開幕

  張秋台校長會場解說臺灣耕耘水彩畫畫作
意涵

  與會者共同坐在意象營造的傳統農村廚
房，鑑往迎來，期能開創更富麗的農村

  鍾徐樑先生（右）說明以往傳統農村磨米
做糕點的辛勤

  農政單位與教育單位共同揭幕，共同推動及緬懷農村懷舊文物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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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輕量化機械手臂」- 水稻秧苗盤機
械手臂取卸系統（新型專利M566973）

作，並以秧苗盤專用智慧型夾爪，取代

水稻育苗彎腰操作；且夾爪能感知地面

高低、聰明夾取秧苗盤，緩解育苗業者

缺工窘境，另具有手機APP遙控機械

手臂功能，操作非常簡便。水稻育苗作

業導入智慧輕量型機械手臂，取代人力

操作育苗盤取卸作業，初估可節省人力

28％，同時可減少職業傷害及改善田間

作業辛勞度。

冬季綠肥種植栽培技術

農業新科技--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取卸系統

綠肥的應用功效甚多，對土壤的物

理、化學及生物相都有影響，北部地區

於2期水稻收穫後，至隔年1期作仍有約

3個多月的時間，此時可種植一些冬季越

冬綠肥作物，作為農地土壤物理、化學

及生物相改善的手段。此類綠肥播種期

集中於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包括油

菜、埃及三葉草、苕子、紫雲英、羽扇

豆、蕎麥、大菜、紅燕麥及黑麥草等。

茲簡介北部區域6種常見冬季綠肥如下：

1.紫雲英

紫雲英屬豆科，喜冷涼潮濕，且

需排水良好之田區為宜，適宜於裏作播

種。可採撒播方式播種，每公頃約20-25

公斤，播種前宜先將種子浸水10小時左

右，以促進發芽。播種初期應注意田間

排水，避免田間積水過久，以確保種子

發芽成活。而苗期田間應保持濕潤以利

幼苗生長，應避免土壤過份乾旱。於紫

雲英生長期間，雨水過多的地方，應設

法排水。

2.羽扇豆

羽扇豆亦稱魯冰，耐旱力及抗寒力

強，且適於生長在酸性

土壤，為臺灣北部重要

的冬季豆科綠肥。其中

羽扇豆因含有植物鹼，

不適合飼料之用途，應

避免畜牧食用，以免遭

受損失。羽扇豆喜酸性

土壤及耐寒的特性，使

其成為適合北部地區

農田，9-11月為播種適期。羽扇豆雖性

喜潮濕，但忌浸水，否則會造成根部腐

爛，排水不良的水田應避免栽培，或必

要時於田區四周開深溝加強，每公頃約

需25-30公斤種子。

3.油菜

油菜屬十字花科蕓苔屬，油菜適應

環境能力很強，耐鹽、耐濕、耐旱、耐

寒，生長初期喜溫暖濕潤，對土壤的選

擇不嚴，多以整地撒播法方式種植，每

公頃約需種子6-9公斤。油菜生育好壞決

定於生育初期發育是否良好，生育初期

管理得當則油菜發育良好。油菜為好濕

忌浸的作物，若下大雨或田區浸水應儘

速排水，否則會造成根部缺氧，甚而植

株死亡。

4.埃及三葉草

埃及三葉草為一種生長迅速的溫帶

一年生豆科牧草，性喜冷涼氣候，尤以

雨水充足地區之砂壤土生長最佳，耐鹽

性高，濱海地區可生長，適合秋裡作綠

肥栽培。以整地播種為主，每公頃種子

撒播量10-15公斤，由於種子細小，播種

方式建議以撒播後淺耕覆土或不覆土為

宜。埃及三葉草對水分需求較嚴格，乾

旱地區每隔1-2週灌溉一次，雨量豐沛地

區則應注意排水。

5.苕子

苕子為越冬一年生蔓性豆科植物，

性喜冷涼氣候，可作為秋裡作綠肥栽

培。苕子對土壤適應性很廣，可於鹽分

地或酸性紅土栽培。採整地播種為主，

整地前應注意田土濕潤狀況，適度灌溉

排水，當田土濕潤時即行整地，整地後

撒播隨即淺耕或以播種機條播。每公頃

撒播種子量15-20公斤。苕子較不耐濕，

低窪地區須注意排水。生育初期田土應

保持濕潤以促進生育。

6.蕎麥

蕎麥為蓼科蕎麥屬一年生草本植

物，蕎麥性喜冷涼氣候，可適應貧瘠與

酸性土壤(pH≧5)，在排水良好的壤土中

生長發育良好，對於土壤質地緊密、堅

硬、粗粒則生長不佳，對土壤肥力需求

較低。適合於10月下旬至11月播種，可

用曳引機附掛播種機進行播種，每公頃

播種所需種子量為40-50公斤。對於水

淹、霜害、乾旱耐受性較差，應注意生

育期間內之水分管理。 

綜上，綠肥除了增加土壤有機質

外，更可改善土壤物理性、增加土壤微

生物活性、增加土壤營養的有效性、抑

制雜草生長等功效。近年苗栗場推動友

善農耕，而推動友善農耕首要是建立良

好的土壤，其中種植綠肥培育土壤是其

首選，可做為田區友善管理的手段之

一。期以種植綠肥，共同並創造多重經

濟與環境的效益。

臺灣目前水稻育苗作業機械化已臻

完善，惟在入苗出苗仍需仰賴多名人力

彎腰將秧苗盤搬至綠化田、捲秧後彎腰

將秧苗盤搬上輸送帶，此一常態性往復

式彎腰搬運作業易造成操作者疲累及職

業傷害。鑑此，農糧署為解決傳統育苗

者彎腰過勞之傷害及農業缺工的窘境，

並提升產業智能化，於106年起委託工

業技術研究院新研發之「智慧輕量化機

械手臂」-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取卸系

統（新型專利M566973），業已達應

用階段。該機械手臂採用伺服馬達搭配

對應的回授訊號，精密控制全程作業動

文、圖/王志瑄

文/林家玉、林孝哲　圖/林家玉

  羽扇豆開花

  蕎麥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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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頭王賴亮權（中）與公館鄉農會韓總幹事
鴻恩（左1）及5位評審合影

  黃班長（左2）於養蜂場區親自示範養蜂操作流
程，蜜蜂專家張世揚博士（右1）亦從旁指導

  「養蜂人家」品牌系列產品之一

  張世揚博士（左1）偕同中國生產力中
心專員，針對黃俊彥（右1）班長之自
有品牌「養蜂人家」進行訪談

  外觀優良之參賽芋頭

107年苗栗縣芋頭評鑑競賽芋頭王出爐

第四屆百大青農-黃俊彥

苗栗縣是全臺第二大芋頭產區，

106年栽培面積628公頃，產量約10,245

公噸。為推廣芋頭產業及提升品質，公

館鄉農會於10月16日舉辦「107年苗栗

縣芋頭評鑑競賽」，由農糧署北區分署

苗栗辦事處、臺中市大甲農業生產合作

社、農業肥料專家梁坤晃博士及本場兩

位研究同仁擔任評審委員，就參賽芋頭

之生鮮外觀及熟芋品評兩階段進行評

鑑，第一階段生鮮外觀評比分數排前

50% 者進入第二階段之熟芋品評。生鮮

外觀評鑑項目包括平均重量、形狀、剖

面及病蟲害等4項，占總分之40%；熟芋

品評項目則為香氣、色澤、質地、口感

及總評等5項，占總分之60%。

本次活動計有來自公館鄉、銅鑼鄉

及苗栗市等55件參賽，惟其中1件因

農藥殘留抽驗未合格而不予參賽，

是日競賽結果由賴亮權農友奪得

芋頭王，鄭月櫻及李建華分別

獲得頭等獎及二等獎，三等獎

則由同分的鍾紹英、鄧維宗、

江建溪及黃源春等4人取得，

另設有優良獎5名。得獎之芋

頭平均單顆重量在1,010-1,590公

克之間，品質良好。此次得獎名單中不

乏多次參賽得獎的達人，芋農們可向其

請益交流以增進栽培技術及芋頭品質。

此時正值苗栗縣芋頭產季，進入主

要產地-公館及銅鑼鄉，處處可見芋頭採

收的景象，想要品嚐最新鮮香Q又鬆粉

的苗栗芋頭，千萬不能錯過這個時節。

宜蘭縣養蜂產銷班黃俊彥班長，

交大電子所畢業，年紀輕輕的他，退伍

後捨棄科技業行列，選擇返鄉繼承其父

親黃東明先生所創立的「養蜂人家」品

牌，踏入養蜂業已達9年，期間經過自身

的所學知識加上努力學習養蜂技術，進

而成為養蜂達人。他引進科技化養蜂模

式，提升產量、降低人事成本，還研究

改善蜂蜜品質，經營成效卓著。因此，

他於2017年榮獲農委會獲選農委會第四

屆百大青年農民，並同時獲得今(2018)

年度全國國產蜂蜜品質評鑑特等獎。

黃班長一開始投入時，發現養蜂工

作是需付出大量勞力，對長期坐在冷氣

房讀書的他，覺得非常不習慣，身上也

常被蜜蜂螫傷，看到自家養蜂場，產量

與付出不成正比，又加上農村勞力成本

逐漸增加，請不到工人。於是他開始大

量蒐集國外養蜂資訊，並嘗試採用歐美

的機械量產模式，使養蜂自動化的構想

實現，不過此構想一開始卻遭到曾獲神

農獎的父親反對，保守地覺得制式的機

器還是難以取代人力的，且會影響蜂蜜

的品質。但黃班長豪不氣餒，仍堅持想

法拼給父親看，配合自身對電子科學的

專業背景，讓機械管理養蜂及製蜜流程

的機械化與電器化，例如使用自動分流

蜜機、自動刷蜂機、電熱割蜜刀及電動

吸漿器等，確實獲得了不錯成效，一來

提升蜂蜜產量與品質，二來改善農村人

力不足與人事成本等問題。

不斷努力研究養蜂的黃班長也發

現，熟成度高的蜂蜜品質亦高，吃起來

也較美味健康，因此他建立QRcode、

二維條碼及產銷履歷標章，並與果農合

作授粉採蜜，推廣宜蘭的蜂蜜，持續創

造品牌價值，成果斐然。

文、圖/丁昭伶

文、圖/鍾彩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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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斗南的稻田彩繪「乖乖來吃斗南越光米」

  植物達人-陳運造老師（右）向同仁詳細解說油
甘的植物識別

  陳老師於本場植物園區的實地解說情形

  2018中臺灣農業博覽會的植苗彩繪
「貓裏喵」

一甲子的經驗，曾參與《台灣園藝植物大

名典》與《臺灣樹木圖誌》等巨著編纂，

因此學識相當豐富。經由本次講座，除讓

聽眾們一覽大師風采，更加深了對植物的

認識與了解，獲益匪淺。

有機農業初階班 大家來作伙

彩稻藝術創造新特色-中農博與斗南新地景

植物達人--陳運造老師的園藝世界

本場為推廣有機及友善農業，提升農

友栽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技術，於107年
10月15~26日辦理農民學院「有機農業初

階班」，計30名學員參加。課程內容全面

且實用，參訓學員皆表示此次受訓收穫豐

碩，並會將所學實際應用於田間管理及未

來規劃。

本次課程內容包含水稻、雜糧、果樹

及蔬菜有機栽培管理技術概說、常見病蟲

害種類及有機常用防治資材介紹、作物採

收後保鮮及加工處理，乃至行銷、貸款、

補助、認證、法規等相關事宜，以及苗栗

農友栽種田區觀摩與實作。由於所有課程

皆由實務經驗豐富之專家加以解說，加之

課堂上學員們踴躍的發問，因此不僅受訓

學員學習到正確的知識，授課講師也由學

員所分享的實際案例中，得到以往較少接

收的在地資訊，真正做到教學相長。

課堂上講師們常常提醒學員，從事

有機農業是一門辛苦的事業，需要有長遠

的打算及堅持的耐力，若只是個人單打獨

鬥，會更加的艱辛。惟有好好珍惜本次機

會，與全臺各地抱持著對環境友善責任及

理念的同學共聚一堂，互相認識，才可走

得更長更遠。這些志同道合的夥伴們的支

持及勉勵，會讓這條充滿荊棘的道路，雖

不是一路平順，卻至少在周圍開滿友情之

花。

稻田彩繪乃以彩稻為顏料，在大地

為彩布的大型地景藝術，近年結合區域發

展於各地創造新特色；而植苗彩繪更突破

時空上的限制，轉變成可應用於室內綠化

裝置藝術，或作為稻田裡的廣告看版，創

造地景與增進觀光價值。例如今(107)年
的「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裡融合了植苗彩

繪，展出可愛的石虎「貓裏喵」，與民

眾相見歡。此外，稻田彩繪也於各地各

處顯露蹤跡，有苗栗南庄的「客家版土地

公」、苗栗苑裡的「唐三藏與豬八戒」、

雲林斗南的「乖乖來吃斗南越光米」、花

蓮玉里的「玉田弄獅」等，預估於11月中

旬前後是最佳觀賞時機，民眾可千萬別錯

過喔！

為增進同仁及志工對園藝植物的辨

識，本場於10月15日舉辦外賓講座，邀請

到植物達人-陳運造老師，蒞臨本場進行

「植物識別與認識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

植物」專題演講，共計45人參加。

首先，陳老師以本場近年推出的熱門

果樹「油甘」為例，講述其命名法則與植

物識別；隨後前往本場植物園區，實地解

說各類植物。陳老師本身也是本場退休人

員，長期熱衷於研究園藝植物，已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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