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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農業改良場，為高屏澎地區的農業發展開創

新局面；胡副主委推崇並肯定新任林場長在育

種研發技術上的成就，表示臺東縣內有農委會

八個駐地機關，因此期許林場長未來能帶領本

場繼續成長並更加茁壯，也敦請各相關農業機

關、各級農會總幹事、產銷班與農友們能繼續

支持愛護本場。

卸任黃場長致詞時語帶哽咽的表示，從

90年離開臺東出去流浪了8年的時光，去（98）

年回到本場後，就認定自己是歸人不是過客，

並將本場當成自己的家一般的呵護、經營與照

顧，場區內的一草一木無不熟悉，沒想到才就

任短短1年5個月，就被派任到更大的戰場──

高雄場服務，實在令人意外，由於戰士沒有選

擇戰場的權利，未來將會全力以赴。

新任林場長致詞表示，出生於桃園，從小

就跟著父親種水稻，是標準的農家子弟，也因

此深刻體認農民的辛勞，由於農民必需靠天吃

飯，因此

自己常懷

感恩與謙

卑的心，

並由衷感

謝一路上

曾經幫忙

過的人。

林場長直

至高中才

離開故鄉

桃園，後

來有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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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卸、新任場長交接典禮  熱烈隆重

兩岸簽訂智慧財產權協議，對臺灣優良品種更有

障

本場研發高效臺灣藜、小米脫殼技術，期擴大相

  關產業規模

本場榮退人員介紹

  保

本場於7月2日在場內區域教學中心2樓禮堂

舉行「卸、新任場長交接典禮」，新任場長林

學詩由卸任場長黃  昌手中接下印信，全程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副主任

委員胡興華監交，農委會農糧署東區分署羅文

龍副分署長、臺東縣農業處徐定國副處長、臺

東縣議會劉世昌秘書、台電公司臺東區營業處

邱慶輝處長等各界政府機關首長、臺東縣各級

農會總幹事、富里鄉農會總幹事等眾多貴賓與

臺東場全體同仁均蒞臨觀禮，典禮熱烈隆重。

胡副主委致詞時表示，很高興來到人和天

氣都很熱情的臺東，也很榮幸代表主委參加交

接典禮，並指出農委會同仁提供有關卸、新任

場長的資料厚厚一疊，顯見兩位在試驗研究領

域與行政的經歷均相當豐富，且兩位場長都曾

到國外留學，學有專精。由於曾與卸任黃場長

共事多年，了解其過去曾歷練多個試驗研究與

行政單位，且績效優良，故藉重其長才到高雄

本 場 榮 退 介 紹人 員

羅課長自民國70年起進入本場園藝股服務，至今已逾

29個年頭，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課

長等職務。初期從事蔬花試驗研究、中期針對果樹(如

番荔枝、桃李、柑桔等)進行試驗研究工作也取得園藝

技師檢覈及格，並以「原生蝴蝶蘭種原鑑定及光合作

用特性探討」為研究主題，取得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理學博士學位。96年，研發出魚腥草面膜並完成產學

合作與技轉；調派農業推廣課擔任課長期間，推動農業

推廣業務不遺餘力，也與轄內農友、產銷班員與各級農

會夥伴建立深厚的感情。羅課長於7月16日自本場退休。

黃副研究員自民國73年起進入本場服務，從最基層之

助理做起，歷任助理、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職務。初

期從事雜糧試驗研究、中期針對特用作物與花卉等領域

進行試驗研究工作。自87年起開始從事水稻試驗研究

後，即致力選育優良稻米品種，於91年協同育成抗病品

種─水稻臺東30號，94年育成糯稻品種─臺東糯31號，

98年育成黏性佳耐儲存的高級壽司米優質品種─水稻臺

東32號，對作物育種與栽培技術改良及推廣貢獻良多。

黃副研究員於7月2日自本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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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示範觀摩會(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活動日期

活動日期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

活    動    地    點

◎農民專業訓練

7月21日

7月下旬 割草機操作、保養及維修講習 本場農機研究館

8月上旬 臺東地區特用作物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暨座談會 臺東地區農會

8月下旬 割草機操作、保養及維修講習 本場農機研究館

築巢營進階班-保健植物栽培應用實務班 本場區域教學中心1樓會議室

卸 新任場長交接印信，左起：卸任黃場長、
交人胡副主任委員、新任林場長。(攝影 黃冠元)

、 監
/

新任場長林學詩宣誓就職(攝影/黃冠元)

本場卸、新任場長交接典禮 熱烈隆重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田間成果說明會 太麻里鄉鄭仙賜農友示範田區



臺灣藜在翻曬過程，其籽實大部分會

自然脫粒，其餘未脫粒者以人工敲打穗梗

方式，就可輕易地完成脫粒，再配合使用

孔徑約3mm的篩網，可篩除籽實中之葉屑

及雜枝梗。脫殼作業部分，由於市售脫殼

機產品種類繁多，各式廠牌穀物調製方式

及流程均有不同，選用市售，具備1馬力

之平價小型碾米機，進行臺灣藜脫殼作

業，調整本機出口壓力彈簧墊圈（約壓縮

彈簧3mm）的緊度進行，風選口全程維持

在1/2開度的位置，第一次脫殼作業時，進

×料口控制在1/2的開度（30 30mm），第

二、三次脫殼作業時，進料口則控制在

1/3的開度，經三次脫殼作業後即可完成。

本脫殼機也可用於小米脫殼，作業時調整出口

壓力彈簧墊圈（約壓縮彈簧10mm）的緊度進

行，風選口維持在1/2開度的位置，進料口全程

控制在1/4的開度，連續三次脫殼作業後即可完

成。為加速小米脫殼作業速率，可結合三台穀

物脫殼機及二台穀物輸送機，串聯成連續式脫

殼作業機械，其效率為單臺脫殼機的3~4倍，其

脫殼速率可達每小時60~70公斤。

未來將把臺灣藜與小米之脫粒、脫殼作業

流程標準化，提供給小型脫殼代工廠應用，期

縮短二種作物脫粒、脫殼時間，加速推

廣其成為加工產品的應用材料，未來配

合研製相關食品，可進一步擴大其產業

規模。

為改善臺灣藜、小米生產加工技術，本場

利用市售小型穀物脫殼機進行脫殼試驗，經三

次脫殼、風選作業，獲得脫殼效果良好的籽

實，初步試驗結果，臺灣藜脫殼作業速率每小

時約25~35公斤、小米約15 25公斤；脫殼後籽

實重量則分別為原重的55~60％及75~80％左

右。提升前述2種作物脫殼效率，並能實際應用

於脫殼代工廠，有效解決農村勞力不足的問

題，並加速原民作物加工產品之開發與推廣。

臺灣藜、小米

採收集束後，臺灣藜

於30℃以上之戶外曝

曬4~5日、小米曝曬

6~7日後，即可進行

脫粒及脫殼作業。脫

粒部分，使用錘刀式

粉碎機進行小米脫粒

作業，本機以2馬力

馬達帶動一組迴轉脫

粒錘刀，使用直徑

5mm的圓形篩孔，

刀具迴轉數為2,400

rpm，小米脫粒後再

以孔徑約3mm篩網清

除雜枝梗，其工作效

率每小時約40～60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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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農業領域，雖然從事農業是條漫長且辛苦的

道路，但林場長卻充滿愉悅。對於本場未來的

試驗研究與推廣方向，由於臺東地區的農業環

境與發展和花蓮相似，將以花蓮場的成功經

驗，以有機結合休閒農業方式，並同時與轄內

各相關農業單位、農企業團體合作，在前任黃

場長已奠定的良好基礎下，一起朝向健康農業

的目標邁進。

新任場長林學詩現年50歲，擁有荷蘭瓦赫

尼根農業大學植物育種系博士學

位，於民國76年6月進入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服務至今23年，兼任中

華種苗學會理事、臺灣園藝學會

理事等，學歷與農業行政經驗均

豐富。

林場長任職花蓮場期間，從

事農作物試驗研究與農業推廣業

務，並專攻園藝作物育種與栽培

技術改良等研究工作，並推動休

閒作物產業之研發與推廣工作，

使景觀暨綠肥作物、香草植物、

藥用保健植物、鄉土野菜、水生

植物及新興果樹等逐漸成為地方

上重要產業；同時致力於金針菜、萱草相關研

究，輔導金針產業朝多樣化轉型發展；開發

10項植物組織培養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種苗產

業；迄今已育成冬瓜花蓮1號（吉豐）、萱草花

蓮 1號（粉佳人）、萱草花蓮 2號（豔紅佳

人）、萱草花蓮3號（甜蜜佳人）、萱草花蓮

4號（俏佳人）及萱草花蓮5號（黃天鵝）等6個

新品種。各項豐碩的成果均獲得轄區農會及農

民之讚賞與肯定。

農委會表示，國內農作物育種及栽培技術

相當先進，但為防範品種外流，並對育種者權

利提供合法保護，在與大陸簽訂智慧財產權保

護協議後，未來雙方可就植物品種權申請、優

先權之承認，以及申請品種權之植物種類（如

鳳梨等）進行協商，確保育種者之品種權利與

提昇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優勢。

農委會說明，植物品種權採屬地主義，必

須在當地國家申請才能主張權利；農委會經多

年努力已與歐盟（27國）、美、日、澳等國協

議，同意相互受理對方國民及法人之品種權申

請。但在兩岸方面，因過去長期政治上之特殊

關係，經臺灣公告保護之植物種類，無法於對

岸獲得法律保護。由於兩岸經貿合作及農產品

交流日趨頻繁，植物品種權保護議題如不進

行，無法藉由雙方協商，來防範侵權事件發

生。

農委會指出，就國際新品種保護聯盟

(UPOV)有62個會員國，目前有一半國家採用

UPOV1991年新公約制訂其國內植物保護法令，

而有一半國家如中國大陸仍採用1978年公約。

前兩項公約對農民免責適用範圍有所差異，

1991年之新公約為對品種權人提供更多保障，

對農民留種免責部分(即農民自行留種自用，免

除侵權之責任)部分，係以公告之植物種類為

限。為保護育種者權利，在兩岸簽訂協議後，

將透過兩岸品種權工作組會議，建議中國大陸

依據新版公約修正其法規，以保障我方育種者

權益。

農委會表示，國內園藝作物在育種方面具

有競爭優勢，未來在雙方之協商過程，建議大

陸將鳳梨、印度棗、番木瓜、番石榴、芒果及

文心蘭等，優先納入受理申請，以鼓勵企業和

個人投入植物育種研究，及外國優良新品種引

進，強化我方品種保護及品種權人之產業行銷

佈局。(資料來源：農委會http://www.coa.gov.tw

/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coa_dia

mond_20100630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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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研發─本場研發─ 高效臺灣藜、小米脫殼技術高效臺灣藜、小米脫殼技術
期擴大相關產業規模

監交人、卸 新任場長與貴賓及本場同仁合影、 (攝影/徐明正)

兩岸簽訂智慧財產權協議，對臺灣優良品種更有保障

小型穀物脫殼機進行臺灣藜脫殼作業 三台脫殼機及二台輸送機串聯成連續式脫殼
一貫化作業機



臺灣藜在翻曬過程，其籽實大部分會

自然脫粒，其餘未脫粒者以人工敲打穗梗

方式，就可輕易地完成脫粒，再配合使用

孔徑約3mm的篩網，可篩除籽實中之葉屑

及雜枝梗。脫殼作業部分，由於市售脫殼

機產品種類繁多，各式廠牌穀物調製方式

及流程均有不同，選用市售，具備1馬力

之平價小型碾米機，進行臺灣藜脫殼作

業，調整本機出口壓力彈簧墊圈（約壓縮

彈簧3mm）的緊度進行，風選口全程維持

在1/2開度的位置，第一次脫殼作業時，進

×料口控制在1/2的開度（30 30mm），第

二、三次脫殼作業時，進料口則控制在

1/3的開度，經三次脫殼作業後即可完成。

本脫殼機也可用於小米脫殼，作業時調整出口

壓力彈簧墊圈（約壓縮彈簧10mm）的緊度進

行，風選口維持在1/2開度的位置，進料口全程

控制在1/4的開度，連續三次脫殼作業後即可完

成。為加速小米脫殼作業速率，可結合三台穀

物脫殼機及二台穀物輸送機，串聯成連續式脫

殼作業機械，其效率為單臺脫殼機的3~4倍，其

脫殼速率可達每小時60~70公斤。

未來將把臺灣藜與小米之脫粒、脫殼作業

流程標準化，提供給小型脫殼代工廠應用，期

縮短二種作物脫粒、脫殼時間，加速推

廣其成為加工產品的應用材料，未來配

合研製相關食品，可進一步擴大其產業

規模。

為改善臺灣藜、小米生產加工技術，本場

利用市售小型穀物脫殼機進行脫殼試驗，經三

次脫殼、風選作業，獲得脫殼效果良好的籽

實，初步試驗結果，臺灣藜脫殼作業速率每小

時約25~35公斤、小米約15 25公斤；脫殼後籽

實重量則分別為原重的55~60％及75~80％左

右。提升前述2種作物脫殼效率，並能實際應用

於脫殼代工廠，有效解決農村勞力不足的問

題，並加速原民作物加工產品之開發與推廣。

臺灣藜、小米

採收集束後，臺灣藜

於30℃以上之戶外曝

曬4~5日、小米曝曬

6~7日後，即可進行

脫粒及脫殼作業。脫

粒部分，使用錘刀式

粉碎機進行小米脫粒

作業，本機以2馬力

馬達帶動一組迴轉脫

粒錘刀，使用直徑

5mm的圓形篩孔，

刀具迴轉數為2,400

rpm，小米脫粒後再

以孔徑約3mm篩網清

除雜枝梗，其工作效

率每小時約40～60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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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農業領域，雖然從事農業是條漫長且辛苦的

道路，但林場長卻充滿愉悅。對於本場未來的

試驗研究與推廣方向，由於臺東地區的農業環

境與發展和花蓮相似，將以花蓮場的成功經

驗，以有機結合休閒農業方式，並同時與轄內

各相關農業單位、農企業團體合作，在前任黃

場長已奠定的良好基礎下，一起朝向健康農業

的目標邁進。

新任場長林學詩現年50歲，擁有荷蘭瓦赫

尼根農業大學植物育種系博士學

位，於民國76年6月進入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服務至今23年，兼任中

華種苗學會理事、臺灣園藝學會

理事等，學歷與農業行政經驗均

豐富。

林場長任職花蓮場期間，從

事農作物試驗研究與農業推廣業

務，並專攻園藝作物育種與栽培

技術改良等研究工作，並推動休

閒作物產業之研發與推廣工作，

使景觀暨綠肥作物、香草植物、

藥用保健植物、鄉土野菜、水生

植物及新興果樹等逐漸成為地方

上重要產業；同時致力於金針菜、萱草相關研

究，輔導金針產業朝多樣化轉型發展；開發

10項植物組織培養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種苗產

業；迄今已育成冬瓜花蓮1號（吉豐）、萱草花

蓮 1號（粉佳人）、萱草花蓮 2號（豔紅佳

人）、萱草花蓮3號（甜蜜佳人）、萱草花蓮

4號（俏佳人）及萱草花蓮5號（黃天鵝）等6個

新品種。各項豐碩的成果均獲得轄區農會及農

民之讚賞與肯定。

農委會表示，國內農作物育種及栽培技術

相當先進，但為防範品種外流，並對育種者權

利提供合法保護，在與大陸簽訂智慧財產權保

護協議後，未來雙方可就植物品種權申請、優

先權之承認，以及申請品種權之植物種類（如

鳳梨等）進行協商，確保育種者之品種權利與

提昇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優勢。

農委會說明，植物品種權採屬地主義，必

須在當地國家申請才能主張權利；農委會經多

年努力已與歐盟（27國）、美、日、澳等國協

議，同意相互受理對方國民及法人之品種權申

請。但在兩岸方面，因過去長期政治上之特殊

關係，經臺灣公告保護之植物種類，無法於對

岸獲得法律保護。由於兩岸經貿合作及農產品

交流日趨頻繁，植物品種權保護議題如不進

行，無法藉由雙方協商，來防範侵權事件發

生。

農委會指出，就國際新品種保護聯盟

(UPOV)有62個會員國，目前有一半國家採用

UPOV1991年新公約制訂其國內植物保護法令，

而有一半國家如中國大陸仍採用1978年公約。

前兩項公約對農民免責適用範圍有所差異，

1991年之新公約為對品種權人提供更多保障，

對農民留種免責部分(即農民自行留種自用，免

除侵權之責任)部分，係以公告之植物種類為

限。為保護育種者權利，在兩岸簽訂協議後，

將透過兩岸品種權工作組會議，建議中國大陸

依據新版公約修正其法規，以保障我方育種者

權益。

農委會表示，國內園藝作物在育種方面具

有競爭優勢，未來在雙方之協商過程，建議大

陸將鳳梨、印度棗、番木瓜、番石榴、芒果及

文心蘭等，優先納入受理申請，以鼓勵企業和

個人投入植物育種研究，及外國優良新品種引

進，強化我方品種保護及品種權人之產業行銷

佈局。(資料來源：農委會http://www.coa.gov.tw

/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coa_dia

mond_201006301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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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研發─本場研發─ 高效臺灣藜、小米脫殼技術高效臺灣藜、小米脫殼技術
期擴大相關產業規模

監交人、卸 新任場長與貴賓及本場同仁合影、 (攝影/徐明正)

兩岸簽訂智慧財產權協議，對臺灣優良品種更有保障

小型穀物脫殼機進行臺灣藜脫殼作業 三台脫殼機及二台輸送機串聯成連續式脫殼
一貫化作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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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農業改良場，為高屏澎地區的農業發展開創

新局面；胡副主委推崇並肯定新任林場長在育

種研發技術上的成就，表示臺東縣內有農委會

八個駐地機關，因此期許林場長未來能帶領本

場繼續成長並更加茁壯，也敦請各相關農業機

關、各級農會總幹事、產銷班與農友們能繼續

支持愛護本場。

卸任黃場長致詞時語帶哽咽的表示，從

90年離開臺東出去流浪了8年的時光，去（98）

年回到本場後，就認定自己是歸人不是過客，

並將本場當成自己的家一般的呵護、經營與照

顧，場區內的一草一木無不熟悉，沒想到才就

任短短1年5個月，就被派任到更大的戰場──

高雄場服務，實在令人意外，由於戰士沒有選

擇戰場的權利，未來將會全力以赴。

新任林場長致詞表示，出生於桃園，從小

就跟著父親種水稻，是標準的農家子弟，也因

此深刻體認農民的辛勞，由於農民必需靠天吃

飯，因此

自己常懷

感恩與謙

卑的心，

並由衷感

謝一路上

曾經幫忙

過的人。

林場長直

至高中才

離開故鄉

桃園，後

來有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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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卸、新任場長交接典禮  熱烈隆重

兩岸簽訂智慧財產權協議，對臺灣優良品種更有

障

本場研發高效臺灣藜、小米脫殼技術，期擴大相

  關產業規模

本場榮退人員介紹

  保

本場於7月2日在場內區域教學中心2樓禮堂

舉行「卸、新任場長交接典禮」，新任場長林

學詩由卸任場長黃  昌手中接下印信，全程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副主任

委員胡興華監交，農委會農糧署東區分署羅文

龍副分署長、臺東縣農業處徐定國副處長、臺

東縣議會劉世昌秘書、台電公司臺東區營業處

邱慶輝處長等各界政府機關首長、臺東縣各級

農會總幹事、富里鄉農會總幹事等眾多貴賓與

臺東場全體同仁均蒞臨觀禮，典禮熱烈隆重。

胡副主委致詞時表示，很高興來到人和天

氣都很熱情的臺東，也很榮幸代表主委參加交

接典禮，並指出農委會同仁提供有關卸、新任

場長的資料厚厚一疊，顯見兩位在試驗研究領

域與行政的經歷均相當豐富，且兩位場長都曾

到國外留學，學有專精。由於曾與卸任黃場長

共事多年，了解其過去曾歷練多個試驗研究與

行政單位，且績效優良，故藉重其長才到高雄

本 場 榮 退 介 紹人 員

羅課長自民國70年起進入本場園藝股服務，至今已逾

29個年頭，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課

長等職務。初期從事蔬花試驗研究、中期針對果樹(如

番荔枝、桃李、柑桔等)進行試驗研究工作也取得園藝

技師檢覈及格，並以「原生蝴蝶蘭種原鑑定及光合作

用特性探討」為研究主題，取得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理學博士學位。96年，研發出魚腥草面膜並完成產學

合作與技轉；調派農業推廣課擔任課長期間，推動農業

推廣業務不遺餘力，也與轄內農友、產銷班員與各級農

會夥伴建立深厚的感情。羅課長於7月16日自本場退休。

黃副研究員自民國73年起進入本場服務，從最基層之

助理做起，歷任助理、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職務。初

期從事雜糧試驗研究、中期針對特用作物與花卉等領域

進行試驗研究工作。自87年起開始從事水稻試驗研究

後，即致力選育優良稻米品種，於91年協同育成抗病品

種─水稻臺東30號，94年育成糯稻品種─臺東糯31號，

98年育成黏性佳耐儲存的高級壽司米優質品種─水稻臺

東32號，對作物育種與栽培技術改良及推廣貢獻良多。

黃副研究員於7月2日自本場退休。

羅
聖

賢
黃

秋
蘭

活動看板
◎示範觀摩會(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活動日期

活動日期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

活    動    地    點

◎農民專業訓練

7月21日

7月下旬 割草機操作、保養及維修講習 本場農機研究館

8月上旬 臺東地區特用作物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暨座談會 臺東地區農會

8月下旬 割草機操作、保養及維修講習 本場農機研究館

築巢營進階班-保健植物栽培應用實務班 本場區域教學中心1樓會議室

卸 新任場長交接印信，左起：卸任黃場長、
交人胡副主任委員、新任林場長。(攝影 黃冠元)

、 監
/

新任場長林學詩宣誓就職(攝影/黃冠元)

本場卸、新任場長交接典禮 熱烈隆重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田間成果說明會 太麻里鄉鄭仙賜農友示範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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