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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耕作其理念為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

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其中實行輪作也是重要的耕

作手法。本場為推動友善農業輪作生產，去年底舉辦「友善黑豆

栽培技術暨小麥機械播種示範觀摩會」後，今年3月5日小麥成熟

時，於苑裡鎮舉辦「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成果觀摩會」，展現

稻豆麥輪作的可行性。不僅推廣苑裡地區大豆種植面積，同時宣

導將小麥改以機械條播形式種植，現場與會人士超過50人。

　　輪作是指同一塊田區在不同時間依序種植不同種類作物，而

其中水旱田輪作不論在土壤理化性質與部分病蟲草害控制上，對

下一期作物具有多重功效。而透過有機/友善種植建立田區內捕

食性及寄生性天敵數量，藉以控制害蟲數目、減少蟲害控制所需



「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
 -稻豆麥輪作」
「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
 -稻豆麥輪作」

文、圖/王志瑄

農委會陳主委吉仲關切地方農業　陳怡帆專委代訪視苗栗鄉鎮農會
　　農委會主委室專門委員陳怡帆於3月7日

專程訪視苗栗縣鄉鎮農會，除了帶來陳吉仲

主委關切地方之心意，同時積極瞭解地方農

會不同層面的需求。此次先行訪視5個基層農

會，係由農糧署北區分署，分署長蘇宗振全

程陪同，本場由秘書施佳宏及課長張素貞等

人參加。

公館鄉農會：已開發紅棗枸杞配搭產品，市

場反應良好，擬進一步與本場合作研發枸杞葉

茶，並希望本場協助新增福菜良好農業規範。

銅鑼鄉農會：積極推動友善農耕，以水稻仙

草友善輪作於興隆村試作6公頃。本場藉由國

小麥成熟田區麥穗飽滿

成本，進而增進食品安全，提供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利。

　　本次以水（稻）與旱（豆、麥）作為輪作標的，第二期作

為示範田為黑豆臺南5號，實行水旱田輪作加上黑豆初期生育

旺盛，田間雜草與病蟲害無大量發生，而小麥雖有部分遭受螟

蟲及鳥害，但整體生長良好。本次黑豆產量上看250公斤/分地

，小麥雖沒有施用基肥，不過藉由大豆氮肥固定能力，小麥產

量也有200公斤/分地。粗估收益加上對地綠色補助環境給付大

豆7,000元/分地，大豆與小麥每分地收益約有1.1～1.5萬元。

小麥機械播種除了增加播種效率、節省人工及減少種子用量，

使栽培成本下降外，還提高小麥田區管理效率，產量也不因條

播而減少。雖北部區域因後期氣溫較其他區域低，使黑豆生產

受限，但也因而使病蟲害程度更容易控制，反而是建立友善耕

作的利基。

　　本次觀摩會除積極配合政府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政策推動

外，同時落實本場「臺灣農業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的守護者」之

願景，不只消費者有更佳安全的選擇，農友們也獲得更安定的

生活保障，政府有機及友善環境耕

作政策與轄區農民朋友一起努力建

立稻豆麥輪作系統，營造友善的農

耕環境，希冀能農民朋友及消費者

共創三贏。



土綠保計畫已在該區設置觀察點（取樣田），

並輔導仙草乾燥品質控管相關技術。

大湖地區農會：提出草莓懸吊式栽培發展潛

力，針對營養液配比技術本場給予適當的協

助。另建議加強品種抗病改良及品種引進，

同時已與本場洽談草莓苗栗1號未來合作空

間。

卓蘭鎮農會：生產水果多屬溫帶型，未來若

能配合南向政策予以輸出優果，有助於增加

果農收益。另梨生產成本因紙漿上漲，成本

上揚至每公頃100萬元，建議建立套袋作為

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回補農民的成本上

漲壓力。

通霄鎮農會：已與農試所及臺南農改場分別

技轉彩虹玉米及水稻臺南16號，同時推動水

稻臺南16號與綠豆輪作生產，達友善耕作模

式，目前以「16米故鄉在通霄」行銷，期待

消費者多給予支持。

　　陳怡帆特別對於地方技術需求表示農委

會應責無旁貸提供相關專業知能，且要持續

追蹤服務，讓第一線農會經營農業發展無後

顧之憂，可以全力以赴向上提升，進而擴展

臺灣農業競爭市場。

文/張素貞、施佳宏

(一)

共 創 三 贏



　　大地回春，正值桑樹萌發新芽及養蠶季節，本文將逐一說明養

蠶前的準備工作，包括蠶室整備、蠶卵催青與孵化，以及桑葉採摘

調製工作，讓養蠶工作順利完成。

蠶室整備

　　家蠶是高度馴化昆蟲，對外來微生物的侵害具高度敏感性，因

此，蠶農應確實作好養蠶環境的清潔工作。每批次蠶期結束後應立

即清除及清掃蠶室內外的污物及蠶具，再全室噴灑30-50ppm二氧化

氯溶液，進行閉室消毒；若有家蠶遺骸，建議浸泡0.5-1％漂白水

至少1日後丟棄。計畫養蠶前，再次將蠶具及蠶室周遭以7.5％過氧

化氫溶液仔細消毒，有效減低有害菌棲息與滋生。蠶室應整備充足

的石灰粉及漂白水，有助幼蟲眠期蛻皮及死亡殘骸之隔離清潔用。

蠶室入口應規劃緩衝隔離區，備妥清潔雙手及更換用的物品，避免

工作人員與物品進出蠶室時挾帶污物及病原微生物。

蠶卵催青及孵化

　　將蠶卵從冷藏庫取出，保護在恆溫25±1℃與相對濕度75～80﹪

的環境中，使其胚子發育孵化的過程，稱為催青。一般而言，催青

至蠶卵孵化約10-12天，視品種而異。蠶農應於養蠶前至少2週，與製

種場聯繫蠶卵出庫事宜，製種場若直接寄出蠶卵，蠶農應另尋催青

室用來保護蠶卵，使蠶卵催青成功及孵化整齊。催青室內的空氣，

必須保持新鮮，尤其在催青末期，胚胎子發育迅速，必須每日換氣

保持空氣清新，以免累積過多的二氧化碳，阻礙胚胎正常發育。

桑葉採摘及調製

　　桑葉採摘原則依蠶的齡期不同採取適當成熟度桑葉，一齡用桑

自最大光葉以下1-3片葉處採下。蠶農在收蟻前一日，將採收的桑

芽撒於地面上呈疏鬆狀，使桑葉的熱氣散失，約半小時後，蓋上塑

膠布，再於儲桑室的地板灑冷水或加濕器補濕。蠶卵孵化當日，採

用切桑機切成寬0.6公分左右，均勻撒佈誘引蠶種紙上已孵化的蟻蠶

，收集移置到飼育蠶座，完成收蟻及開始養蠶工作。

結語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完備的養蠶準備工作，將有效節省勞

力支出，同時預防蠶病發生，蠶農可以順利完成養蠶工作，提高後

續蠶絲與相關產品的產出及品質。

文、圖/廖久薰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
-開跑囉！

文/楊美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輔導農業產銷班提升經營績效，

促進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成效，每2年辦理「全國十大

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工作，108年的報名遴選作業於

108年4月1日正式啟動，請產銷班把握時機。

　　「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以選拔績優產銷班

作為學習典範，帶動其他產銷班之升級，全面提升農業競

爭力。選拔資格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登記有

案滿1年，且最近1次評成績達95分以上(總分為120分)，

十年內未獲獎者之農業產銷班。

　　選拔程序請輔導單位就其所同意輔導之農業產銷班，

且符合參選資格者，於108年4月1日至25日期間進行實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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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工作。各輔導單位就實際評選結果，得推薦1個農業產

銷班參加直轄市、縣(市)之評選。再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轄內符合參選資格產銷班進行評選。於6月15日前

推薦至轄區農業改良場；本場於7月31日前完成區域評選，

並推薦2班產銷班參加全國性評選；最後由農委會評選委

員會於8月31日前完成全國評選作業。

　　評選結果將由農委會公開頒獎表揚，獲選為全國十大

績優農業產銷班者，每班頒發新臺幣20萬元獎勵金，獲選

為全國優良農業產銷班者，每班頒發10萬元獎勵金；歡迎

轄內產銷班踴躍報名參選。

蠶具及蠶室周遭以7.5％

過氧化氫溶液清潔消毒，

有助養蠶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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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超然　圖/徐金科

「遶山樂-苗栗人文生態休閒聯盟」 特展開幕囉!

賽夏哇哇樂

樂活養蜂趣

賽夏哇哇樂

樂活養蜂趣

賽夏哇哇樂

樂活養蜂趣

　　「遶山樂-苗栗人文生態休閒聯

盟」、「山路彎彎」及「如膠似漆-留

聲客音」三大特展於3月22日假客家

委員會客發中心聯合舉辦開幕，由客

委會主委李永得主持，本場由秘書施

佳宏率蠶蜂課、生物防治分場及農業

推廣課參展團隊赴會共襄盛舉。

　　「遶山樂-苗栗人文生態休閒聯

盟特展」因聯盟機關轄區多位居山林，

配合「山路彎彎—臺三線客家山林產

業文化特展」主軸，以文創商品、小

農市集等方式，行銷臺三線的山中美

景。本場除受邀展出簡介、刊物、摺

頁、環境教育績效及亮點活動海報

外，更以蜜蜂為主題展出養蜂及採蜜

器物與蜜蜂吉祥物，使參觀者瞭解蜜

本場施秘書佳宏（左3）向客委會李主
委（右3）說明本場環境教育辦理概況

本場以蜜
蜂為主題
展出養蜂
及採蜜器
物與蜜蜂
吉祥物

文、圖/陳本翰

　　賽夏族分布於苗栗縣南庄鄉、獅潭鄉百

壽村與新竹縣五峰鄉一帶，聚落較小又人口

外移嚴重，為了傳承傳統部落文化，賽夏族

人想到養蜂，利用原鄉豐富的林地資源，生

產森林蜂蜜、花粉等蜂產品，並結合生態旅

遊，活絡在地社區發展，以吸引年輕人留在

原鄉，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本場與林務局自107年9月共同輔導賽夏

族人飼養西方蜜蜂，從認識蜂群生態到基礎

飼育管理，幫助族人學習養蜂技術，更派員

指導賽夏族人防治蜂蟹蟎，經過3週防治後，

有效降低蜂蟹蟎密度，避免蜂群損耗以使順

利越冬。今年受林務局邀請，在1月31日南

庄蓬萊工作室，舉辦「蜜蜂育王與分群管理

學員實習移蟲工作

請勿非法種植基因改造植物 文、圖/王志瑄

　　基因改造植物是指為改善植物對特定環境

耐性或成分，利用生物技術將其他作物的目標

基因插入植物基因組中，如抗殺草劑大豆、

Bt玉米等。現行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以

下簡稱種苗法）」第52條及第54條規定，基因

轉殖植物若是沒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且通過

田間試驗審查，並檢附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之同意文件（主管機關依其申請用途而

異，如食用需向衛生福利部，如為觀賞或種植

需向農委會申請），不得在國內推廣或銷售。

違反前述規定而逕行推廣或銷售者，將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其非法推

廣或銷售之植物，得沒入銷毀。

蜂對人、動植物及昆蟲繁衍的重要貢

獻，並將生物防治以影片展示，使民

眾更加理解物物相剋及生態平衡的道

理；另本場於「山路彎彎」展區展出

養蠶草簇、蠶繭、彩色絲線及線衫等

8個品項，獲得與會嘉賓好評。

　　「遶山樂-苗栗人文生態休閒聯

盟特展」期透過不同領域結盟之資源

合作，延伸展示能量，鼓勵民眾於觀

展後前往臺三線周邊，來趟客庄踏訪

輕旅行。該特展展期自即日起至4月

22日止，而「山路彎彎」則至明

(109)年3月22日止，有興趣的民眾

不妨走一趟苗栗銅鑼客發中心臺灣

客家文化館，必定會收穫滿滿喔!





概論」與實習課程，由本場蠶蜂課助理研究

員陳本翰授課，幫助賽夏族人精進養蜂技

術，利用春天蜜蜂繁殖季節，進行育王與分

群工作，以擴增蜂群數量。儘管族內耆老年

逾半百，但學習熱忱不輸年輕學子，踴躍提

問並認真實習移蟲工作，期待今年擴增蜂群

數量，順利豐收蜂蜜。

　　賽夏族人計畫利用鄉內閒置空間，規劃

作為養蜂班聯絡處與蜂產品展示點，期待成

為營造社區發展的樂活基地。樂觀好客的賽

夏族人已經計畫好，將來要推出「哇哇樂」

品牌的森林蜂蜜；賽夏族語中的「哇哇樂」

即「純潔」之意，象徵來自大自然最純淨贈

禮，招待遠道而來的好朋友。



　　基因改造植物具備原來未經改造之生物所

沒有的特性，或擁有較原有生物特性更佳之性

狀，如提升對惡劣環境與病蟲害的抵抗能力、

增加或改變作物的營養成分、抵抗農藥如殺草

劑的傷害等性質。雖然基因改造植物在栽培上

具備諸多優點，但是相較傳統作物而言基因改

造植物可能對現有生態環境食物鏈乃至人類的

健康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我國雖經許可若干

基因改造食品及飼料（如大豆、玉米）之上市

，但迄未許可任何基因轉殖植物之種植及推廣

銷售，請宣導貴轄農民及所屬會員，勿將基因

改造食品或飼料（如大豆、玉米）種子供作種

植用途，以免觸法。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荔枝及龍眼 荔枝椿象

螟蟲

葉稻熱病

白葉枯病

水稻水象鼻蟲

寄生性線蟲

炭疽病

葉蟎/薊馬

細菌性潰瘍病

白粉病

露菌病

紅蜘蛛/蚜蟲類

瓜菜類

瓜菜類

番茄

高接梨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瓜實蠅

蔓割病

早疫病

灰黴病

銀葉粉蝨/紅蜘蛛

夜蛾類

蚜蟲、梨瘤蚜

赤星病

炭疽病

夜蛾類

紅蜘蛛/薊馬

水稻

柑桔類

水稻葉稻熱病 水稻螟蟲危害

南瓜白粉病小黃瓜蔓割病

病
蟲
害
預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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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將108年定為

「地方創生元年」，透過社區民眾代表、

當地政府、中央單位及企業廠商找出社區

特色及需求進行優先規劃，以促進農村再

生，希望能平衡城鄉發展，減輕都市人口

壓力，其中里山倡議精神是農村規劃上的

選擇之一，本場也盡力協助農友在技術及

資訊上的輔導，以促進產業發展。

　　為增進農友及地方農業團體對里山倡

議的了解及共識，本場於3月18日邀請國

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

授彭立沛針對「推動生態農業與社會-生

文/林家玉　圖/徐金科

「推動生態農業與社會-生態的生產景觀保存」「推動生態農業與社會-生態的生產景觀保存」

副教授彭立沛
（左）演講現
場

副場長吳登楨（右）致贈伴手禮表達感謝

２０１９
臺灣十大
魅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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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評審團大獎

金牌獎

銀牌獎

銅牌獎

 

優勝
(依廠商名稱
 筆畫排序)

           廠 商

金椿茶油工坊有限公司(苗栗縣)

屏東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旭海安溯水產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京典食品有限公司

谷芳茶業有限公司

府城館生物科技事業有限公司

芬芳園企業社

(南投縣)仁愛鄉農會

益康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產 品 名 稱

有機山茶花籽油(小菓珍珠籽)

超級水磨產銷履歷蓬萊米粉

熟成龍膽石斑

全漁淬虱目魚精

吳獨麵-蘆薈關廟麵(南瓜麵+羅勒醬)

谷芳有機碧螺春綠茶

快活去刺虱目魚肚粥

黃金咖啡葉茶

五岳霧芽精緻茶葉禮盒

辛豆乳泡菜

農委會評選結果出爐

專題演講紀實

態的生產景觀保存」進行專題演講，說明

里山倡議始由、國內外案例分享及針對苑

裡鎮研究之結果分析，轄區內政府機關、

農會及農友共計45位踴躍參與，獲益匪

淺。

　　里山倡議是由日本中央政府環境省及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UNU-IAS）共同於生物多樣

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中提出，希望能透過維護及重建社

會生態的生產景觀，造福生態系之生物多

樣性，使人們可以穩定的獲得利益，達到

增進生活福祉的功能。上述演講中提到，

里山倡議亦含有「價值觀選擇」的內涵，

在作物生產時選擇以「刻意而不經意的」

之方式保育生物多樣性，「刻意」係指維

持田間農作物生產，「不經意」則是配合

當地生態系進行栽培方法調整，使農業耕

作亦有生態服務之功效，維護生產景觀及

生物多樣性，達到里山倡議之願景。

　　此外，更以日本兵庫縣豐岡市東方白

鸛復育及國內屏東縣老鷹保育為例說明，

其中東方白鸛復育是透過田間灌水時期改

變，以維護生態系穩定，並減少農藥施用

，降低對生態之影響，除調整栽培技術外

，為期永續經營，也經由教育及文化傳承

，使當地居民認同此價值觀，並增加銷售

通路穩定農友收益，方能獲得如此成功之

案例。

　　最後彭立沛分享107年度於苑裡地區

進行「健全農村生態系及服務功能之策

略發展與操作模式試驗研究」成果，分析

顯示，農友初步共識有機及友善栽培模式

為未來應發展方向，然而在產品價差與行

銷通路上仍有疑慮，這也是未來需面對的

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