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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在臺灣每年產值逾18億元，種植面積約500公頃，

總生產量約9,000公噸，其中90%的生產面積位於苗栗縣。草

莓種苗需求量每年約2,500萬株。目前產區主流品種為「桃園

1號─豐香」，果實風味深受消費者喜愛，已種植超過30年；

惟近年受到氣候變遷、高溫、驟雨及病蟲害影響下，豐香種

苗生產難度逐漸增加，定植期的種苗缺口曾一度達到400萬

株/年。部分農民開始種植另一地方品種「香水」，其氣候適

應力較強，育苗較易，但果實風味較平淡。因「豐香」與「香

水」兩品種之果實風味與品種適應力難以兼顧，產區遂對新

品種需求相當殷切。

　　本場自民國103年開始草莓品種育成計畫，以「桃園1號」

及適應產區氣候的種原「MLSBL」為親本，進行雜交及後代品

系優選，在產區氣候考驗下，「苗栗1號─戀香」脫穎而出。

該品種果實大而美，兼具特殊香氣及高品質，盛產期糖度最高

達16°Brix以上，單株產量逾300公克；植株外觀直立通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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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岱融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關切地方農業　專委陳怡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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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再度訪視苗栗

縣鄉鎮農會，由苗栗場場長呂秀英、農糧署北區分署前副分

署長陳吉成等陪同，此次前往後龍鎮、竹南鎮、頭份鎮、獅

潭鄉、三灣鄉及南庄鄉等。

　　訪視過程中各基層農會反映事項相當多元，涵蓋農業機

械補助、倉儲或農產品去化作業、保管專倉及農業推廣教育之

硬體維護、農產品加工行銷、大宗果樹如桶柑外銷再啟動等。

其中有關農產品加工行銷，焦點在於近年推動的雜糧作物黑豆

，可與食農教育結合，建議將「黑豆奶」送進學校營養午餐。

「戀香」果實

大而美形、具

特殊香氣、糖

酸比高



文/張素貞

(二)

　　參與該日會談的農會特別指出，就經營規模條件與政府

補助標準而言，需考量規模小的農會，因其資金少、爭取大

計畫不容易，如何調修補助標準規範，讓小農會規模可以符

合，也是期待農委會協助的部分。

　　竹南鎮農會亦認為，生產問題解決後，行銷通路也急需

開拓，這也是基層農會引頸期盼，像是成立農村社區小舖等

，對農產銷售量有所助益。陳怡帆表示，對於各農會所反應

事項會帶回中央，並與農委會所涉業務單位溝通協調並做後

續追蹤，且力求落實，希望農會及農民安心。

「戀香」之優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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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單支果梗結果採收較省

工，育苗容易，極具推廣潛力。

　　新品種「苗栗1號─戀香」能

提供草莓產區農民多樣化的品種

種植選擇，其果實風味優及風土

適應性高，應可為臺灣草莓產業

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已陸續進行

品種授權，及本場官網公告，歡

迎有興趣的農友或種苗商加入推

廣行列。

4月9日由場長呂秀英(中)率本
場草莓團隊，於農委會發表
「草莓苗栗1號-戀香」新品種
問世記者會





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啟用

開創農產加工新里程

　　農委會逐步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建置「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串接服務

農民由生產到初級加工的相關技術，4月13日於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舉辦臺東、

臺中、臺南、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及農業試驗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聯合啟用儀

式，同時間各區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亦同步以連線直播方式揭牌啟用，開創農

產加工新里程。

技術轉譯協助，促進農產品多元利用
　　農委會指出，為延長農產品賞味與價值保存期限，規劃將初級農產品加

工納入農政單位管理，為農民未來設置簡易加工場作準備。由所屬試驗研究

機構建置農產加值打樣中心，針對乾燥、粉碎、碾製及焙炒四大類初級加工

範疇，為欲進行加工的農產品提供諮詢以及學習相關設備實際操作等服務，

促進農產品多元加工利用。

軟硬體兼具，提供完整服務
　　農委會表示，生鮮農產品經加工做成商品上架販售，所涉及的商品衛生、

安全、保存以及生產過程等，均有一定規範，農產加值打樣中心不僅協助加

工技術，還有提供硬體設備與生產場域設置及加工品操作過程與場域應遵守

規範等資訊，自打樣中心啟用起1年內至該中心申請服務，費用全免。農委會

並委託臺灣大學結合各校與法人之加工產業相關專業師資，進行種子師資培

訓，以利未來進駐在各農產加值打樣中心，提供農民完整初級加工服務能量。

發展農產初級加工，活絡農村經濟
　　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過去著重農作生產方面的服務，透過建置農產

加值打樣中心，服務範圍延伸至農產初級加工品，藉由加工方式延長農產商

品賞味期限及櫥架壽命，進而提高農民收入。另外，未來農民可設置農產品

初級加工場域進行初級加工品生產，也將創造更多農村就業機會，活絡農村

經濟，透過營造公私協力的夥伴關係，為新農業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摘錄自農委會108年4月13日新聞資料）

文、圖/吳怡慧、李世仰

　　外來害蟲荔枝椿象是近年來造成無患子科的龍眼、荔枝

、無患子及臺灣欒樹的害蟲，本場今年與林務局屏東林區管

理處及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進行「跨林合作」任務，在高、屏

多處山區釋放平腹小蜂，進行林地的荔枝椿象防治工作，並

透過觀摩會宣導，成效頗佳。

　　荔枝椿象的危害已蔓延全臺，不僅農業經濟作物受到危

害，其中受害的無患子科，更是過去林業推薦的造林樹種，

保安林地上也常見大面積栽種的龍眼林等，為加強荔枝椿象

的防治能量，本場於今年1月至屏東林區管理處與該處同仁、

巡山人員等現場人員介紹荔枝椿象及防治等方法，讓林地現

場人員學會辨識荔枝椿象各個形態時期及介紹可使用的物理

防治方法，如敲除成蟲及採卵片，與生物防治釋放平腹小蜂

等方式，以做好林地的荔枝椿象防治工作。

　　另外在荔枝椿象產卵時期，今年3月間本場研究人員與

上述兩機關共同合作於高雄市田寮區辦理「平腹小蜂釋放觀

摩會」，提供10萬隻平腹小蜂由屏東林區管理處釋放於旗山

區、田寮區、杉林區等有荔枝椿象危害的保安林地，期藉由

跨機關的共同合作以物理及生物防治，盼逐年降低受害面積

及程度，也使荔枝椿象防治資訊讓更多單位及民眾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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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加值打樣中心已完成
多項初級加工品



跨機關合作，本場與屏東林區管

理處及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共同辦

理「平腹小蜂釋放觀摩會」 示範平腹小蜂釋放

示範物理防治以捕蟲網敲除

成蟲

平腹小蜂成蟲



協助屏東林區管理處

保安林地釋放小蜂

協助屏東林區管理處

保安林地釋放小蜂

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聯合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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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羅玉青

「農村不老 樂齡生活」

花博智農館「共享自然」壓軸特展重現農村樂花博智農館「共享自然」

　　農委會於今年4月14日舉辦「搖滾爺奶有夠young」農村高齡者輔導成果

展，「苗栗縣農會」與臺中市農會、彰化縣農會、臺南市農會、臺東縣農會等5

個農會榮獲107年農業推廣志工考核優秀志工團隊獎「特優」，由副主委陳添壽

頒獎授證，超過300名爺奶們也在舞臺上揮灑銀髮活力，展現青春長在的精神。

　　「搖滾爺奶有夠young」農村高齡者輔導成果展，邀請來自農村活力阿

公阿嬤，結合農村在地元素展現農村高齡者活力與精神，帶來「正港臺灣精

神」、「歡喜慶豐收」等表演；表演者平均年齡為68歲，其中更不乏超過

80歲以上，他們平日也積極參與各種學習活動，體現樂活。

　　農委會自104年開始積極輔導農會辦理「農業推廣志願服務」，投入農

業推廣教育、農村再生等服務工作，至今已有5,579人取得志願服務手冊，

同時輔導偏鄉農會辦理農村社區生活服務，提供電話問安及健康諮詢等服務。

　　農村內高齡者熟悉在地文化，結合銀髮族與農村社區、農產元素，透過

簡單食材加工處理及烹飪、親子共食等，鼓勵長者多元學習，積極走入社

區，提高社會認同感，也可以降低變成「銀髮阿宅」風險，一舉多得。

　　農委會指出，面對高齡化社會，農村更具挑戰，近年推動青農返鄉、休

閒農業、食農體驗等相關政策，希望引導出農業多功能性。日前全國農業會

議決議包括未來要建立「綠色照護網絡」、協助農村在地高齡者健康老化，

希望有更多農村及社會熟齡人力參與綠色照護培訓與推廣，結合衛福部所推

動的長照成果，形成全國照護網，另外108年也將規劃辦理十大綠色照護競

賽，選出綠色照護典範，展現農業結合長照，創造樂齡生活。

苗栗縣農會榮獲特優，由副主
委陳添壽(左二)於活動中頒獎

文/朱盛祺、盧美君　圖/朱盛祺、葉守益

　　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利用農業科技師法自然界，改造成可供農

業利用的產品資材，達到永續農業友善生態，於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外埔園區智農館「共享自然」特展區呈現，獲得不少遊客青睞駐

足觀賞農業新發現。

　　「共享自然」的原意是希望「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以小

橋流水、平原、梯田等營造農村樂活環境，並以安全資材、生物防治

技術及農作副產物再利用等，呈現農業發展與自然併重的農業生態，

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合理的經營森林、土地、水源等自然資源，營

造天敵及其他生物友善之棲所，維持生物與生態之多樣性。

　　智農館呈現各種農園藝栽培技術與臺灣農業科技等內容，展示主

軸為安全、循環及生態農業，利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在回歸生態環

境的前提下，成果與自然共享。特展有三大區，包含森林區、平原蔬

果棚架區、梯田區，合計十大展示主題，46個展項，展現臺灣農業科

技的多元面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獲得民眾讚賞的「循環農業區」，導入跨域

合作與資源共享概念，將農業廢棄物轉為可利用資材，創造低成本、

低污染、高品質與高產能之臺灣新農業。而吸引不少親子家庭頻頻稱

奇的「天敵昆蟲區」，則是介紹田野中天敵昆蟲與害蟲彼此抗衡的過

程，以及開發天敵飼育技術並釋放大量天敵維持農業生態多樣性與減

少農藥使用，增加消費者食用安全，也讓民眾對於臺灣的農業科技增

添信心。

甲酸膠體防治
蜂蟹蟎



「苗栗縣農會」榮獲農業推廣

志工考核優秀志工團隊-特優獎

搖滾爺奶有夠young活動大合照

本場天敵昆蟲展示
區，展示活體天敵
螳螂、小黑花椿象
及平腹小蜂

天敵亮點螳
螂最吸睛，
詢問度NO.1





壓軸特展重現農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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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系畢業的陳彥彰是八年級生，他

不想當個爆肝工程師，選擇返鄉務農，他

是家中第三代農夫，也是有機農業第二

代。陳彥彰的父親早在十多年前發現噴灑

農藥會對身體造成許多不良影響，就率先

投入那時盛行的有機農法，轉型過程的艱

辛，他全看在眼裡，也不捨父親一個人辛

苦，大四那年即下定決心要回家，繼承父

親的志願。

　　陳彥彰回憶說，當時提出從農的想法

遭到全家人齊聲反對，尤其阿公完全無法

接受，一輩子務農經歷許多苦日子的老人

家，不希望一家三代都是農夫，阿公還強

調，任何職業都會有一個稱頭的職稱，如

工程師、業務經理等，但種田當農夫就是

「矮人一截」，說話也很容易被質疑，很

難被人信任。

　　陳彥彰則認為，農夫只要找到方向，

絕不會輸給外面的工作，即便是失敗也是

輸給老天爺，而不是輸給人或是社會體制

，最後爺孫倆人還到媽祖婆面前擲筊，獲

得「三聖杯」，如同得到媽祖認可，阿公

才放下心中的疑慮，直接用行動支持他。

　　他的從農志向明確，知道自己不只是

生產者，還要做到銷售端，得知日本有「

道之驛」設施，即是公路旁的休息站可提

文/鍾彩膺　圖/陳彥彰

---陳彥彰 擦亮「蒲公英」招牌

蒲公英有機農場產品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荔枝及龍眼 荔枝椿象

螟蟲

稻熱病

白葉枯病

紋枯病

薊馬

葉蟎/銹蟎

星天牛

細菌性潰瘍病

細菌性瘡痂病

銀葉粉蝨番茄

葡萄

高接梨

紅棗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夜蛾類

早疫病

露菌病

白粉病

銹病

星天牛

中國梨木蝨

黑星病

炭疽病

東方果實蠅

薊馬

水稻

柑桔類

番茄

108年5月主要作物

葡萄露菌病 柑橘葉蟎 梨黑星病水稻白葉枯病

病蟲害預測
作物環境課/鐘珮哲、劉東憲、蔡季芸

供空間銷售農產品，農民可自己訂價、擺

設及販售，就開始存錢打算到日本一探究

竟，選定群馬縣觀摩後，也開啟他思考如

何用故事包裝、行銷自家農場、呈現農場

的理念，也開始在臺北市花園有機農夫市

集上設計攤位、吸引消費者參與互動以傳

達想法與理念。

　　不過，退伍後甫返家接手的他，105年

剛好碰上3個颱風在同一時期不同方向橫掃

臺灣重創農業，損失相當慘重，但他沒有

放棄，仍是一步步照著計畫進行，他自己

設計水果禮盒、於網路平臺上販售，希望

透過不同的行銷方式讓更多人認識到「蒲

公英農場」。

　　該農場有2個有機驗證單位，一個是父

親申請的MOA有機認證，另一個是他申請

的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販售還是用MOA的

驗證，主要是為了時時提醒自己勿忘本，

繼續跟著父親的腳步，堅持做對的事。

　　目前農場內種植了玉女小番茄、黑柿

番茄、西瓜、哈密瓜、美濃瓜、木瓜、短

期葉菜類等，107年加了新農產品－草莓，

以專案輔導方式讓栽種草莓達人一對一指

導，以期更快速上手，減少失敗率，增加

收益。

百大青農-陳彥彰先生

百大青農百大青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