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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辜負 你想走的路

傑尼爾種子公司實習
1
2 3 4 5
6

1 除雄不完全的果實，花粉可能飄進去形成自
交，影響純度，所以一定要摘除。2、3 整枝前、
後。4、5 將兩個花苞互相面對面搓揉。6 中間
是標準去雄的花，右邊是適合拿來做花粉的。

邱柏儒
「哈嘍 ! 大家好，我是邱哥，牡羊座 0 型」

內蒙古
抵達與認識環境

度、疾病，這三個所決定的。芽率、疾

田間實作（一）

病影響不大，前者大致上表現都還不
7/8 從台灣出發到內蒙，從到北京 錯，後者則需提高消毒次數，也聽說因

田間實作（二）
適應環境以後，終於有機會實際下
田，第一天做的是把除雄不完全的花給

多了，而最大的差異大概在於濕度：

摘掉。但這其實是不太標準的，聽楊大 第一步不外乎是採集花粉，採時應選取
公司的據點除了中國以外，還另外

哥說是那棚的那位農戶除的時候太快太 較標準花較大的花苞。一方面是花粉比

就乾了，是個滿舒適、適合植物生長 有印度、泰國、緬甸，會如此開拓版圖

隨便，以至於殘留很多未除乾淨的果， 較成熟，另一方面是開了花的花粉已散

的 天 氣。 這 裡 是 北 緯 41 ° 17'10" ～ 不只是為了產量，更是為了全年生產。

但藉此能學習到甜椒花朵的構造，也更 逸。採下花粉後，馬上取出花藥，方法

45 ° 24'15"， 東 經 116 ° 21'07" ～ 另外中國產區也分了好幾個地區，以下

明白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更要要求品質。 是將兩個花苞互相面對面搓揉，使其花

這裡空氣滿乾的，即使流汗也一下子

藥掉出。

120° 58'52"，屬於中溫帶半乾旱大陸 是產區東到西的資訊：
新疆

到了 11 號這天終於下田學整枝與

西瓜

河西

去雄，原本都只是在紙上談兵，沒想到

經過 6 ～ 8 個小時自然風乾以後

真正下田卻遇到這麼多的問題。不僅整 （放在陰涼通風處），開始將它們倒入
枝時需要依品種留著果枝，還要小心不 一個碗中，另外再放入一個硬幣（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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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下午開始開會，見到了整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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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與認識公司

甜椒

3-10 月。

赤峰 河北 寧夏

主要作物 栽培方式

性季風氣候區，作物主要生產時間是

司的概況，整體來說是往上提升的，也 註：露地及保護地區別則主要由於作物
了解到種子的品質標準是由：芽率、純 的種類、適合的環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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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雄以後就是開始雜交了，雜交的

的那一刻起就明顯感受到北京比台灣涼 為農戶很懶，多燻幾次才會安全。

能去太多，整體樹勢要平均等等。但是 有重心可以擺動），用網襪套住，不讓
謹記去內留外，汰弱留強，中間保持中 花藥通過，只讓花粉通過。再來開始搖
空大致上就可以了，練習了幾個之後才 晃，將花粉搖出來，再用毛筆收集起
終於比較上手了。

來，倒入授粉管即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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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3
12
10 左邊是大花，中間標準
花，右邊小花，取標準花
去雄。12 切開來觀察種子
的成熟度。13 打籽機。

再來如果沒有要及時授粉的話，將授粉管用衛生紙包
7 授粉管。9 臍腐病
果實，影響產量。

工作內容

內哪種顏色才算成熟。

好放入冰箱冷藏以保鮮。到了適合授粉的溫度（25~30
度 C）及時間（去雄後隔一天），即可授粉。授粉時將柱
頭插入授粉管中，小心不要弄斷。再來授了差不多兩個以
後，用手敲一敲，令其花粉集中，再繼續下一個。

雜交流程（一）去雄：番茄的去雄
標準一樣是要找到標準花，拿鉗子夾掉

子數，來估總體的產量。

響果實發育。

擠而發生落果的現象。番茄通常在花的
階段就要疏掉，像這樣滿地的落果不僅

雜交流程（二）授粉：取成熟的花 浪費養分，還有可能有感染的問題，下
粉，裝入授粉管後，待適當時機授粉， 次應更精準的評估。
與甜椒大同小異。但甜椒以棉線做記
我們之後有去看打番茄籽的樣子，

寧夏

號，而蕃茄因為整枝不像甜椒那般是個

初步認識和了解環境

掉，所以改用撕掉萼片來做記號。至於 構造。打籽機分成兩個桶，大的先把果

番茄需要的溫度比甜椒還高一些，剛到寧夏時還不太
適應這裡的氣候，明顯比赤峰還要熱且濕。屬於典型的大
陸性半濕潤半乾旱氣候，降雨量不多，原本不適合耕作，
但因為黃河流經的緣故，反而因此而富饒起來，素有 " 天
下黃河富寧夏 "、" 塞尚江南 " 等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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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裡走動時常常會看到散落一地

雄蕊，但盡量不要傷到花瓣，否則會影 的番茄，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因為果實太

這一週除了去雄授粉外，還有估種子數。方法是隨機
挑選幾個畦，數有幾個植株幾個果，再隨機採幾個果數種

後者就要剖開來查，看看同一批的番茄

整齊的圓筒形，不好做記號，也容易 第一次看到打籽機仔細了研究一下它的
適當的授粉時機則用花瓣的顏色來辨 肉分離，小的再把果汁和種子分離。
認。
種子處理：種子收下來以後需要經
果實的成熟與採收：番茄的果實成 過消毒、曬乾、精選等步驟。比較特別
熟有兩種，一種是由裡面紅到外面，另 的是精選是利用風來把輕的、不結實的
一種則反之。前者辨識成熟比較輕鬆， 種子吹走，留下飽滿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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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20
19 21

新疆是典型的溫帶沙漠氣候。北疆
為中溫帶，受西風帶影響，降水稍多。

20 雨天時在室內烘乾的設備 。21 將種子均勻的攤平曬乾。

南疆為暖溫帶，降水稀少。高山地區為
高地氣候，地形雨偏多，山頂有冰川。

經過實習後我想說

生活，也對那片土地與人們有了感情。

灌溉時常常利用高山融化的雪水來種
植，由於緯度高，日夜溫差大。白天植

這次的實習讓我體會到理論跟實務

物行光合作用旺盛，夜晚的低溫卻又能

上的差距，常常在課本上寫了很多，到

保住糖分，讓新疆的水果出了名的甜，

了現場差距卻又如此之大。除了專業知 是現擀的，羊肉好吃到沒話說，跟台灣

是非常適合種植瓜類作物的地方。
廠區盛產葫蘆、西瓜，我們去的時候剛
好是收成期，主要協助他們處理種子，
而廠區主要分三大區。
目的
發酵區

消毒區

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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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一個月，過著跟當地人一模一樣的

識以外，還有很多像是管理和人際處理 的比起來根本是兩種不同的東西。風景

14 15 16
17
18

的部分，都比專業知識來的困難許多， 非常美，尤其是新疆，在如此浩瀚的天
才發現原來所學的是遠遠不夠的。希望 空底下，望著沒有盡頭的地平線，徜徉

14 攪桶讓溫度均勻發酵。15 清洗
消毒區和曬場所需的袋子。16 發酵
完後清洗種子。17 放入塑膠桶中消
毒。18 將種子放入脫水機中脫水。

工作內容

讓西瓜種子表面的醣類發酵、 將瓜汁與種子倒入發酵桶中，進行
分解，清洗西瓜、葫蘆的種子 自然發酵，定時攪桶讓溫度均勻。
出借、歸還、清洗桶子與蓋子和袋
子
消毒種子

利用陽光消毒、曬乾種子

特別想說的是那邊的食物，麵食都

將種子一袋袋放入桶子消毒，再將
其放入脫水機甩乾，搬運到曬場
將種子分裝，攤平，以利陽光曝曬

接下來的日子不只充實專業知識還要在 在瓜田中聆聽著大地的呼吸，這種體驗
培養多方的能力，例如：管理、人際溝 真的也只有在新疆這塊土地上才感受的
通、語言等等。才足夠讓自己在未來在 到。
社會上立足。
這次旅行讓我對大陸完全改觀，那
這次的實習是真的值得用心去感受 邊的人們其實非常單純可愛（特別是鄉
的，我覺得傑尼爾的實習跟其他實習最 下），在離開時真的非常捨不得，而且
大的不同是：在這次的實習中能夠讓你 大陸的發展真的快速到讓人驚訝，這是
真正融入當地的生活。即使每天做的事 一生一次難得的機會，只能說選上的人
情大同小異，但是做一天跟做兩個月的 真的很幸運。相信我，絕對不會讓你後
感覺是完全不同的。在蒙古和新疆個生 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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