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要目

● 福菜切割（條）機創新農機  小英總統親臨嘉勉

科技領航蜂產業  參訪第46屆Apimondia世界養蜂大會●

● 2019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本場亮點新品種及技術詢

問度高

●

　●

菲律賓大學農學院  蒞臨生物防治分場

　●

　● 琉璃蟻入西湖果園擾民  農委會協助防範

　●

108年11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人事動態與新進人員

百大青農 謝富羽 榮獲法國AVPA特別獎

台灣養蜂協會50週年會慶  主委陳吉仲一起來蜂狂

　●

111

240

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Miaoli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發行人：呂秀英
總編輯：劉建輝
主　編：吳魁偉
地　址：363-46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261號
電　話：（037）222111
傳　真：（037）221277．220651

網　　址：http://www.mdais.gov.tw
本場單一窗口服務專線：（037）236583

電子郵件：mdais@mdais.gov.tw

G  P  N：2008800214    1,200份

工 本 費：5元

設計印刷：奇謹企業社

電　　話：（037）352387

傳　　真：（037）352406

　　台灣養蜂協會於10月26日至27日舉辦「台

灣養蜂協會50週年會慶暨養蜂產業精進措施座

談會及蜂巢永續論壇展示活動」，由台灣養蜂

協會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辦，農糧署、台

灣蜜蜂與蜂產品學會及本場共襄盛舉，農委會

主委陳吉仲更是一同到場慶祝台灣養蜂協會50

歲生日，上午由本場農政單位與蜂農進行「養

蜂產業精進措施座談會」，下午則邀集各蜂學

領域專家舉辦「蜂巢永續」論壇，針對食農教

育及科普教育進行專題演講。

　　50週年會慶慶祝活動先由穿著蜜蜂裝的小

朋友熱舞開場，接著回顧台灣養蜂協會創立精

神及一路走來的成果。隨後召開養蜂產業精進

措施座談會，和蜂農面對面溝通，與會者提出

相當多寶貴的問題及意見，包含蜜源植物及友

善環境相關政策推廣、國有土地開放蜂場租借

及蜂蟹蟎防治藥劑登記、及令蜂農關注的蜜蜂

中毒案件等多項議題，現場由與會農政單位一

文/黃子豪　圖/吳姿嫺、徐金科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一同到場慶祝台灣
養蜂協會50歲生日

蜂農於養蜂產業精進措施座談會提問





福菜切割（條）機
文/劉東憲　圖/黎光烜

本場吉祥
物「蜂老
大」非常
受小朋友
喜愛

一答覆。

　　除了座談會之外，科博館一樓廣場還有

擺設「一窩蜂」展示攤位，豐富的活動及獎

品讓民眾熱情參與，各攤位不但以科普蜜蜂

及蜂蜜的相關知識宣傳，也傳達食農教育及

環境保護的觀念，另設有問卷調查活動，以

了解消費者對蜂產品的食用習慣。為炒熱展

示活動氣氛，本場吉祥物「蜂老大」也到現

場和民眾相見歡，小朋友都興奮得找蜂老大

合照，也為展示活動增添不

少樂趣。



　　本場研發成果「福菜切割（條）機」在

2019桃園農業博覽會「創新農機館」9月28

日至10月27日陳列展出。福菜為芥菜醃製的

加工產品，是苗栗地區特色農產品之一，因

應市場餐廳消費需求及完全入罐封裝，需要

將福菜切割，公館鄉蔬菜產銷班第三班遂與

本場產學合作研發此機械。

　　9月28日開展當日由總統蔡英文、農委會

主委陳吉仲及桃園市市長鄭文燦等視察福菜

切割（條）機械操作成果，由本場場長呂秀

英說明，並由助理研究員劉東憲示範操作，

其中福菜和其加工的姊妹農產品，酸菜與梅

干菜的演進更引起蔡總統的好奇，在示範時

一併做了介紹。該機械的優點是能夠有效的

節省切割福菜的時間，與解決刀具因醃製鹽

創 新 農 機

小英總統親臨嘉勉小英總統親臨嘉勉

分生鏽的問題，比起人工切割提升2.8倍以

上的速度，有效減少人力缺工的問題。

　　展出期間本場於10月6日在舞台上講解

此機械的操作及研發歷程，有興趣開發機械

廠商，可與本場聯繫。因當日機械現場切割

的福菜飄香四溢，吸引了許多民眾參與，還

有介紹福菜的料理方式，推廣客家美食給普

羅大眾。

場長呂秀英（右1）向總統蔡英文（左3）、
主委陳吉仲（左4）、市長鄭文燦（左2）示
範介紹福菜切割（條）機操作（本圖由桃改
場提供） 本場研發人員在展場中與呂場長（左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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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陳本翰、徐培修

　　為提升蜂產品品質並與世界蜂學研究交流，本場助理研究員徐培

修與陳本翰於9月7日至15日赴加拿大蒙特婁參加第46屆Apimondia世

界養蜂大會，並發表2篇論文「台灣以有機酸防治蜂蟹蟎之成效評估」

及「小蜜蜂入侵台灣之移除與寄生害物之研究」，與國際蜂學研究學

者進行交流。 

　　摻偽蜂蜜影響消費者健康與蜂產業發展，長期以來受到國際蜂產

業關注。摻偽蜂蜜大致可分成兩個部分，混摻糖漿及冒充產地。本次

大會「蜂產業經濟」專題，邀請國際專家介紹蜂蜜檢驗發展技術，

在混摻糖漿辨識上，利用液相色譜法-質譜聯用(Liquid chromatog-

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技術可偵測蜂蜜是否混摻甜菜

糖漿、大米糖漿；近一步搭配碳同位素分析，則能進行玉米、甘蔗等

C4植物糖漿檢驗。靈敏度更高的氣相色譜法-質譜聯用(Gas chroma-

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電感耦合等離子(Induc-

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與核磁共振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等技術，可建立資訊完整的蜂

蜜總組成圖譜。在產地鑑別上，分析花粉組成與有機物組成可作為辨

別蜜源種類及產地國之參考。專家指出，所有技術的應用須建立大量

真實蜂蜜標準品資料庫，使用單一方法可信度低，應視檢驗目的及成

本選擇不同的多種方法共同判斷。國際蜂蜜檢驗研究可供國內參考，

發展具效用之辨識技術，以提升消費者信心。

　　大會的展示中心有來自全球廠商展示養蜂器具與各式蜂產品，其

中蜂箱感測器與後端服務軟體，顯示先進國家養蜂產業朝向智能化發

展。國外廠商開發之蜂蟹蟎監測軟體，可利用手機拍照上傳後由後端

系統進行分析，推估害蟎族群密度供使用者參考，操作便利十分吸引

研究人員與業者矚目。國內蜂產業仍仰賴勞力操作，可觀摩國際發展

趨勢，發展智能化設備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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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林孟均、盧美君

蜂箱監測裝置與利
用行動裝置即時監
測（圖片引用自
3Bee hive-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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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各種天然蜂
蜜與蜂蜜調製產
品展示


本場發表「台灣以
有機酸防治蜂蟹蟎
之成效評估」（右
圖）、「小蜜蜂入
侵台灣之移除與寄
生害物之研究」（
左圖）研究成果



研發人員介紹新品種草莓「
戀香」

餘甘子多元化的產品吸引業者
駐足了解未來發展性

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左1）
蒞臨愛玉子展區了解研發進程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9月26日至28日於

台北世貿一館盛大展出，此次本場於「永續

發展館」展出草莓新品種、餘甘子新品種暨

保健加工技術、愛玉子護膚產品及稻草分解

速效菌等新品種及技術，並展示出各種試量

產產品，現場吸引許多消費者駐足詢問，並

達成多場廠商商談諮詢，展示本場創新研發

量能，深受民眾及產業界喜愛。

　　「永續發展館」以永續農業、綠能科技

及循環再生等三個專區，展現台灣農業與科

技結合的創新量能。為強化農委會近年在作

物創新研發上的突破，同時召開為期兩天的

「機能性產品商業化成果發表及研討會」，

邀請來自美國、日本及韓國等作物機能性產

品開發的專家學者，分享成功案例，本場研

究員盧美君及作物改良課長賴瑞聲也獲邀分

享，在愛玉子及餘甘子產品開發的心路歷程

及關鍵技術，會後引起熱烈迴響，本場在機

能性產品開發的豐碩成果。

　　在展區部分，本場展示最新草莓品種「

苗栗1號（戀香）」種苗及周邊產品，戀香

由於甜度高，香氣高，是近年來最有潛力取

代主流品種的大果草莓，吸引許多民眾詢問

上市時間。餘甘子新品種苗栗2號綠晶鑽果

實及餘甘子錠劑、益生菌、果乾、醋飲等多

元化產品，展示餘甘子在產業應用上的多方

可能性。愛玉子則展示添加胚細胞淨白精萃

的前導噴霧、精華液及面膜等試製品，提供

美妝業者發展具特色性及功效性產品的新

選擇。此外，展示新開發的稻草分解速效菌

種及相關商轉產品，運用高效分解菌取代製

造空汙的焚燒稻草，成為本次展覽提倡永續

農業的一大亮點。

　　在展覽期間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及科技

處王仕賢處長蒞臨指導，並肯定研究人員能

扣合農業發展趨勢，研發出創新品種與技

術，也期許未來相關研發都能陸續完成技術

移轉，造福更多鄉親。若有相關業者對上述

研發有興趣或想了解細節，都歡迎直接來電 

(037)222-111轉204（愛玉子）、320（餘

甘子）或 (037)991-025轉11（分解菌）、

25（戀香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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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謝富羽

　　透過國際比賽可以增加杭菊在世界的能見度，2019年法

國AVPA花草茶組所頒發的兩張英文證書皆有打上Chrysan-

themum Flower White/Yellow Tongluo Township, Miaoli 

Taiwan的字樣，包括司儀頒獎介紹時也向在場來賓介紹是來

自Tongluo Township, Miaoli Taiwan的杭菊，銅鑼的杭菊

是最棒的！這是我想與每一位杭菊生產者分享的喜悅。

　　　　　　　　　　　　　　　　　　以前是抱著「杭菊

　　　　　　　　　　　　　　　　要取代咖啡」的信念而

　　　　　　　　　　　　　　　　大量種植，這回是抱著

　　　　　　　　　　　　　　　　「杭菊比洋甘菊好喝」

　　　　　　　　　　　　　　　　這個信念報名法國AVPA

　　　　　　　　　　　　　　　　花草茶組評鑑的，法國

　　　　　　　　　　　　　　　　「農產品加值協會」

　　　　　　　　　　　　　　　　(Agence pour la Valo-

　　　　　　　　　　　　　　　　　risation des Produits 

　　　　　　　　　　　　　　　　Agricoles, AVPA)於

2005年成立，係址設法國之非政府組織，由農產品業者及

味覺專家組成，在全球約有700名會員，目前設有美食水

(gourmet water)、植物油(vegetable oil)、咖啡及茶葉

等四項國際比賽，2019年新增了花草茶(Herbal Tea)組的

評鑑，由於花草茶組為法國AVPA第一次舉辦，花草茶種類

品項繁多又具其文化意涵及經濟個體之考量，所以不同於茶

葉評鑑，只給予最高榮譽品質獎。此次參加評鑑的黃金杭菊

及白雪杭菊在花草茶組皆獲得最高榮譽品質獎，令歐陸的客

人及評審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與其說是評鑑，其實這更像源

自法國的文化—Salon(沙龍)，在法國巴黎AVPA的會場集結

了世界上所有美好茶飲、茶產業人士在這裡交流及學習。

　　台灣杭菊競爭力在哪裡? 根據REUTERS PLUS調查報告

指出：2016年全世界茶產業總產值是463億9,200萬美元，其

中花草茶(Herbal Tea)佔茶產業的交易比重約57.58%，約

文/陳泓如  圖/林子傑

　　本場生物防治分場本(108)年10月15日迎來來自菲律賓國際好

友UPLB(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os Banos)農學院的

Caoli副院長共8位成員，由分場長朱盛祺熱情招待，展示天敵昆

蟲、微生物與草莓等目前研究現況，與菲國農業研究人員進行交流

和技術分享。

　　本次與會貴賓具有昆蟲及費洛蒙專長，亦交流有關目前台灣國

內費洛蒙應用及推廣與生物防治發展現況，另外日前菲律賓也發生

秋行軍蟲入侵的疫情，台灣與菲律賓氣候適宜與作物栽培種類相

近，因此針對目前國內秋行軍蟲的防治措施進行概略的說明，希望

能有效遏阻這隻國際通緝害蟲，減緩對亞洲地區農作物生長造成的

危害，由於疫情通報是病蟲害管理重要措施，Caoli副院長也關心

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情形，本場也強調台灣不會放棄爭取加入國際組

織，為全球農業盡一份心力。每一次的國際交流都是雙方單位成長

及努力的養分。

267億1,200萬美元，其中洋甘菊(Chamomile)佔花草茶(Herbal 

Tea)市場約為20%，若從2016年的53億2,400萬美元逐年成長

5.5個百分比計算，預計2023年時洋甘菊(Chamomile)產值

將達78億美元（約為2,300億台幣）。而苗栗杭菊種植面積約

為40公頃，總產值目前我估計約為新台幣8,000萬元，遠落後

洋甘菊太多，所以台灣的杭菊生產者必須建立起信心，杭菊

的發展潛力是非常大的！而杭菊不像咖啡或茶葉在栽培上具

幼年性的問題，它是可以依照訂單作計畫性量產的非咖啡因

茶飲，若能成功行銷國際市場又能與中國產之杭菊區隔，相

信在過去已逐漸沒落的杭菊，一定可以繼珍珠奶茶之後，成

為最新一代的台灣茶飲之光。

　　那麼，苗栗銅鑼杭菊要如何與中國杭菊區隔並與世界接

軌？我是全台灣第一位取得杭菊產銷履歷(TAP)認證的生產

者，參照過去已兩年執行的經驗，管理上藉由產銷履歷(TAP)

確實記錄杭菊生產流程可以作為杭菊栽培管理上的依據，貼

上TAP貼紙更是生產者對於產品的品質保證，而我今年也訂

下一個杭菊團體產銷履歷10公頃目標，計畫集合更多生產者

一起取得團體產銷履歷認證，期望未來政府再進一步支持杭

菊進行Global GAP認證，不僅可以增加更多的貿易機會及價

值，也能藉由執行Global GAP的過程保存更多屬於杭菊產

地的農業文化。

　　最後與讀者分享我自創的杭菊十六字品嘗心法：「黃菊

少量野艷熱情奔放、白菊中庸清香內斂純樸！」苗栗銅鑼杭

菊邀請您來細心品嘗。

菲律賓大學農學院　蒞臨生物防治分場

分場長朱盛祺（
前右2）與Caoli副
院長（前右3）
及其他貴賓合照

助理研究員吳怡
慧為貴賓解說

百大青農 謝富羽 榮獲法國AVPA特別獎





苗栗青農謝富羽（中）榮獲法國農產品
加植協會(AVPA)國際茶葉大賽頒發花草
茶組之最高品質獎

杭菊採收後處理-上萎凋架 杭菊園區一偶杭菊採收後處理-上萎凋架 杭菊園區一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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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人事室

　　本場單位主管異動分別為：

原任農業推廣課課長鍾國雄於11

月1日調任秘書室主任、原任秘

書室主任劉建輝於11月1日調任

農業推廣課課長。

新任
秘書室主任

鍾國雄

技佐

任心怡

新任
農業推廣課課長

劉建輝

助理研究員

張雅昀

本場新進同仁共3名，為108年高考三級考試錄取人員分別為：

人事動態
與

新進人員

文、圖/賴巧娟

　　目前對人類生活造成干擾的琉璃蟻有兩種，分別

為疣胸琉璃蟻及褐色扁琉璃蟻。近年來可能因氣候變

遷或生態失衡造成族群數量大增，促使蟻群棲所擴及

人類生活的區域，進而干擾農事操作及騷擾居家。該

蟻喜愛於落葉堆及中空空隙等陰暗冷涼環境築巢，主

要分布於中部地區。

　　立委陳超明於10月4日邀集農委會、環保署、教

育部、苗栗縣政府、西湖鄉公所及本場等相關人員，

於西湖鄉公所研商蟻害肆虐的問題，會後並前往國中

小學、民眾住家及有機果園等地勘查，均發現有該蟻

的發生。

　　琉璃蟻不會直接危害農作物，可透過清園及環境

管理，以干擾其族群建立，另應多加防治農作物上之

蚜蟲及介殼蟲危害，以減少其食物來源，降低琉璃蟻

之危害。

琉璃蟻危害
情形



立委陳超明（中）會同相
關單位前往果園會勘。



助理研究員

李怡蓓

　　該員係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

微生物學系畢業，目前分配於本場

蠶蜂課，主要負責蠶、桑之繁殖、飼

育及病蟲害防治試驗研究、蠶桑種原

庫保存、選育工作、產業推廣及輔導

等業務。

　　該員係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所畢

業，目前分配於本場作物改良課，

主要負責農作物品種改良與栽培技

術試驗研究等業務。

　　該員係國立嘉義大學農藝系畢

業，目前分配於本場生物防治分場，

主要負責天敵昆蟲之飼育、田間效益

評估相關試驗研究與推廣等業務。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葉鞘腐敗病

稻細蟎

飛蝨類

倒伏

(台南16號)

東方果實蠅

綠黴病、

果蒂褐腐病

(儲藏病害)

葉蟎類

炭疽病

葉蟎類

白粉病

黃條葉蚤

秋行軍蟲

薊馬

咖啡木蠹蛾

介殼蟲類

草莓

水稻

柑桔

芥菜

玉米

杭菊

餘甘子

番石榴

108年11月主要作物

水稻葉鞘腐敗病

葉蟎類危害柑橘

草莓炭疽病

病蟲害預測
作物環境課/鐘珮哲、劉東憲、賴巧娟

琉璃蟻入侵西湖果園擾民
農委會協助防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