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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正賢　圖/徐金科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為推動農業剩餘

資材循環利用，11月21日在苗栗縣西

湖鄉五湖村「食農教育青農青創示範基

地」辦理「循環農業示範觀摩會」，展

示農場資源如何循環利用並提升效益。

與會包括花蓮場、臺中場、桃園場、畜

試所新竹分所、農糧署北區分署苗栗辦

事處、苗栗縣農會、全國農業金庫、西

湖鄉農會、三義鄉農會等單位代表，及

各地業者、龍洞社區居民及農友等93人

共襄盛舉。

　　循環農業示範區是以西湖龍洞有機

園區為主體，該園區生產稻米、大豆、

柚子、柑橘等農特產。在地新鮮有機大

豆，可製作滋味豐富的有機豆腐，所產

生豆渣可做為黑水虻或雞隻、羊隻等動

物飼料，產出高附加價值之農畜產品。

柚子或柑橘每年冬季修剪的枝條收集後

粉碎可製成生物炭，改善土壤酸鹼度，

提高作物產量，且由於含有豐富的營養

元素，可與雞糞、羊糞混合堆置發酵，

提供作物肥分，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品

質。

　　稻稈的利用方面，本場除了推出稻

稈分解菌之外，還有一項秘密武器，利

用稻稈原料特性以及加入分解菌，減低

成本與加速製程，並增加主效矽酸成

分、含量以及添加附屬之拮抗能力，

作為植物栽培輔助製劑，可以幫助作

物直挺健壯，期望應用於有機或友善農

業。會場也展示利用稻稈、稻殼、蕎麥

殼、玉米稈等農業資材，製造出各式各

樣生物可分解的產品，例如吸管、水壺

、腳踏車把手等，讓循環農業延伸產品

融入日常生活中。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示範基地青農分

享黑水虻的飼養經驗，利用它將有機剩

餘資材資源化，產出各式高品質飼料添

加物、有機肥等副產品，其效應結合了

「綠色」、「效率」與「經濟」，可說

是實現循環農業的典範。飼養的黑水虻

成蟲，釋放到野外成為其他鳥類或青蛙

食物，也可增加當地生物多樣性。

　　另外，也邀請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助

理研究員張金元說明蕎麥脫殼機操作方

法及蕎麥殼的循環利用。會後由本場場

長呂秀英主持座談，現場農友技術交流

與迴響熱烈，花蓮場副場長楊大吉致詞

時說明循環農業的重要性亦肯定此次園

區示範成果。

循環農業資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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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陳本翰

　　進入冬季後，因低溫與外界蜜粉源減少，蜂王產卵量降低，蜂群

會減少採集活動並在巢內結成蜂團保持溫度，但不代表一年的養蜂工

作結束，仍應有正確的管理方式，幫助蜂群渡過冬季，以銜接春季順

利繁殖蜂群，培育強健蜂群增加採蜜量。以下逐一說明冬季管理重點：

　1.蜂群保溫：蜂場選擇以背風向陽，有日曬場所為佳，巢口不宜面

風向。當寒流發生，可適度降低蜂箱高度，但不可直接放置地面，以

幫助蜂群保溫。一般而言，木質蜂箱排水透氣性佳，而塑木材質保溫

性較好，但下雨易有積水問題。如發蜂箱有積水、滲水現象，現應立

即換箱，避免潮濕病原孳生。臺灣北部冬季低溫多陰雨，可利用保麗

龍板或稻草夾緊巢脾，加強保溫。 

　2.換王與併群管理：如蜂王產卵不佳，秋季可換王維持蜂勢，或汰

除嬴弱蜂王，適時併群維持群勢。蜂勢不足容易有幼蟲哺育不良，或

無足夠工蜂清潔巢房使病害容易發生。 

　3.病蟲害防治：蜂蟹蟎是重要病毒媒介，在入冬前應完成防治，減

少病毒病危害。白堊病為真菌性病害，好發於低溫潮濕季節，加強保

溫可防止白堊病發生。若出現白堊病群應隔離並汰換巢脾，使用過的

蜂具、蜂箱應清潔消毒或汰除，避免病原傳播，後續觀察病群，必要

時汰除病群。

　4.餵飼管理：西方蜜蜂利用零星蜜粉源能力較弱，在冬季蜜粉源不

足時應留意蜂糧儲存是否足夠。當寒流或陰雨季節，蜜蜂會形成蜂團

振翅保溫，因此需要補充餵飼，提供蜂群足夠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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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怡慧

咦?

利用保麗龍
板加強保溫，並加
強餵飼幫助蜂群度
過冬季（箭頭為高
密度保麗龍板）

荔枝椿象新成蟲腹部明顯白色
蠟粉

冬季荔枝椿象成蟲棲
息於葉背

冬季成蟲多棲息於樹
木上方處

　　荔枝椿象為近年造成農業損失及都市的

滋擾性外來入侵害蟲，其一年一世代，生活

史包括卵、若蟲和成蟲3個時期。每年3至6月

為荔枝椿象交尾產卵期，所以常在夏季引起

農民及民眾的關注，而到秋冬季時於當年所

產下的荔枝椿象卵已由若蟲發育為新成蟲，

初發育的成蟲腹部包覆有明顯白色蠟粉，仍

會於枝條上吸食汁液，而於10月後陸續移至

葉背，活動力低，與夏天受擾動時立即飛行

的現象有很大差異，因此不易被發現。

　　經龍眼與荔枝園間調查結果發現，荔枝

椿象於冬季多棲息於靠近＂樹木上層的0至30

公分枝條處 ＂，喜葉生長茂密、葉背和葉的

夾層中間，因此如果樹勢高大無將枝條剪下

，翻開葉片，則不易發現其躲藏。而冬季時

也有部分地點明顯為荔枝椿象聚集熱點處，

因此建議農民於冬天清園整枝時，藥劑處理

重點於樹木上方處，修枝需注意移除的枝條

上是否有荔枝椿象躲藏於葉背處，需一併移

除，避免再從移除的的枝條上飛回樹上，如

為有機園則可以利用高枝剪，將荔枝椿象聚

集的枝條剪下，降低隔年的椿象數量。而冬

天的成蟲雖然活動力低，但於近中午或溫度

升高，仍會因受擾動而分泌腐蝕性液體，進

行防治作業需配戴帽子和眼鏡等防護裝配。

　　於冬季時將荔枝椿象移除，可有效降低

隔年的危害，因荔枝椿象危害的無患子科植

物常見於農田、校園、公園、居家等，需由

各場域的負責單位、農民及民眾共同參與防

治工作，才能將荔枝椿象族群數量逐年降低。
趁冬季將成蟲移除可減少隔年
危害

冬季為白堊病
好發季節，應隔離

病群，更新巢脾避免
病原傳播，必要時汰
除病群（箭頭為發病

幼蟲，白色菌絲
自蟲體萌生）

荔枝椿象冬天躲去哪了？荔枝椿象冬天躲去哪了？荔枝椿象冬天躲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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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志瑄、張素貞　圖／工業技術研究院黃盈賓

　　藺草是苗栗地區特色作物及重要文化產業，最早是

由苑裡鎮洪鴦女士向臺中市大甲日南前輩學習藺草編織

技巧後加以推廣傳承，建立苗栗藺草產業，自此藺草在

苑裡地區逐漸扎根並擴展至今仍有1公頃的栽種面積，

再加上在地居民成立臺灣藺草協會，推廣藺草種植、復

興編織文化、培育工藝人才等，讓藺草從過去衰退的夕

陽產業搖身一變成為時尚的代名詞。

　　不過藺草採收極為仰賴人工，成本相對提高，本場

為解決藺草產業面臨的生產瓶頸，於10月間特邀社團法

人臺灣地區農機生機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謝欽城、臺灣

產經輔導工程顧問學會執行長彭振堂、桃園縣八德市文

化研究工作協會理事長鄭靜美、及工業技術研究院博士

黃盈賓等產學人士商討，並與農民說明，如何引進日本

藺草收穫機及應用於本地生產體系，本場場長呂秀英表

示，藺草雖非重要經濟作物，但是作為文化產值意義重

於經濟產值的作物，為維繫產業永續發展，其機械生產

一貫化為此產業努力的目標之一，而其中收穫機

可優先考量，建議農友可由日本引進藺草收穫機

測試。

文、圖/賴巧娟

　　為加強宣導在有機友善農耕防治新興入侵害蟲「秋行軍蟲」，

本場於本(108)年11月19日與理博公司在苗栗縣頭份市尚順君樂飯

店共同舉辦「苗栗區友善有機之秋行軍蟲IPM防治策略座談會」。

由本場秘書黃勝泉主持，邀請農友代表返璞歸真有機農場場主張智

傑、苦苓腳有機生態農場場主張水福及產業代表臺灣住友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經理沈奎東、百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劉美玲，分

享防治秋行軍蟲之友善方法及心得。

　　會中除了分享如何辨識秋行軍蟲及目前苗栗縣通報危害情形，

農友熱情分享利用植保機大規模噴灑蘇力菌於受害玉米所遇到的技

巧與困難、搭配放養雞隻於田區來啄食土中的蟲蛹等；另，沈奎東

透過實驗數據說明，即使生物性農藥蘇力菌亦具有不同防治對象偏

好性，而劉美玲表示利用蘇力菌及苦楝油相互搭配，可提升防治秋

行軍蟲效益，且達到友善環境。

　　本場亦加強呼籲，秋行軍蟲之綜合防治不外乎透過預防、監測

及干預三個方式，將害蟲所造成的經濟危害降低至可接受的標準之

下，以提供消費者更安全及高品質的農產品。

採收藺草
人工費用高昂
產官學界
商議尋求解方

日本藺草機械收穫機作業程序，夾草捲入後切
割後送堆疊，即使倒伏的也可以收割

住友公司經理沈奎東（二排右）最後呼籲精準

用藥持續不斷為防治友善有機農耕秋行軍蟲的

不二法門





友善有機應用於
    秋行軍蟲
  防疫防治技術

友善有機應用於
    秋行軍蟲
  防疫防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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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超然 圖/徐金科

今年第一梯
印尼青農53
名抵臺記者
會合影



本場舉辦「108
年度推動臺印尼
青農實習計畫說
明會」，農委會
農業人力辦公室
科員陳曉瑩說明
計畫概況



　　為促進我國與印尼友好關係，提升印尼青農農業技術與管理知能，農委

會與印尼農部試辦「印尼青農來臺實習計畫」，預計每年將有300名該國青

農來臺實習，印尼青農寄宿於我國農村家庭，從「做中學」提昇農業技術與

管理知能，並瞭解臺灣的農村文化，促進臺、印間的農業實質交流，進而實

習青農返國後促進農業發展，此亦可適度緩解我農村人力，創造雙贏。

　　「印尼青農來臺實習計畫」中，來臺實習的印尼青農由該國農業部遴

選，我國農委會則遴選符合資格及實習環境良好的農場，並媒合印尼實習

生，實習滿1年後，可參加農委會辦理的年度考試，通過考試且有意願繼續

實習者，得申請延長1年。

　　為了讓更多擬申請的農場主瞭解印尼青農實習計畫，本場於10月23日及

24日舉辦「108年度推動臺、印青農實習計畫說明會-苗栗場次」，分別由農

委會農業人力辦公室科員陳曉瑩及技正王勝平說明計畫緣起，透過現場座談

讓有意申請者及農會推廣人員更了解本計畫的內容，並解答來賓的問題。

　　有意提供印尼青農實習者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就能申請為實習的農

場：

（一）依法登記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農場、農場、種苗場或畜牧場。

（二）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完成登記農業產銷班。

（三）本會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輔導之大專業農。

（四）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經營或作業場所。 

（五）經本會輔導有案之青年農民。 

　　備妥農場申請書、農場及住宿環境照片2張、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於

今年11月1日起向各區農業改良場提出申請，農業科技研究院則規劃辦理實

習農場實地審查，針對農場主提出的實習課程規劃、提供予印尼青農實習生

的權益與福利、農場經營現況、軟硬體設備、住宿環境，及工作環境安全性

等面向逐一審查，預先替印尼青農把關，希望能提供他們一個良好的場域，

審查結果由農委會核定，並依印尼農業部遴送青農人數與農業專長做媒合。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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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申請業主於說
明會提問「印尼
青農來臺實習計
畫」申辦資格及
來臺住宿等相關
細節



農委會技正王勝
平（左二）於座
談會正面回覆與
會者問題



印尼青農來臺實習
緩解農村人力兼做外交

印尼青農來臺實習
緩解農村人力兼做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