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楊宏瑛︱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總編輯：陳勵勤︱主編：許涵鈞︱地址：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電話：(06)5912901︱傳真：(06)5912928
網　址：https://www.tndais.gov.tw︱農友暨消費者服務專線：(06)5912905︱GPN：2008500150︱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創刊︱印刷所：農世股份有限公司︱定價：10元

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111年八月十日出版
■ 高粱機耕隊成軍 輔導雜糧契作成立集團產區有效增加農民收入
■ 2022亞洲生技展 臺南農改場研發成果吸睛
■ 111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本場成果豐碩
■ 營養滿分的水果～選木瓜就對了！

■ 紅龍果消暑順暢又養生 雙色引領新風潮
■ 相招來種硬質玉米 簡單省工擱賺錢 雜 　 　 誌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 5 6號
新營雜字第17號

發行人：楊宏瑛︱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總編輯：陳勵勤︱主編：許涵鈞︱地址：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電話：(06)5912901︱傳真：(06)5912928
網　址：https://www.tndais.gov.tw︱農友暨消費者服務專線：(06)5912905︱GPN：2008500150︱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創刊︱印刷所：農世股份有限公司︱定價：10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稱農委會) 陳吉仲主任委員7月16日
與臺南市長黃偉哲、金門縣李增財副縣長、農糧署胡忠一署

長、農糧署南區分署羅正宗分署長、種苗改良繁殖場張定霖場

長、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稱臺南場) 楊宏瑛場長與金酒公司
黃怡凱董事長參與臺南鹽水區農會的「高梁產業機械化」雜糧

機械耕作隊成立儀式暨高粱採收觀摩會。現場除分享高粱臺南

7、8號栽培外，也展現產業機械化的成果示範及成立機耕隊，
期許未來透過機耕隊的代耕服務更提升效率及與金酒的

合作模式，讓高粱產業永續發展。

陳主委表示，過去因受氣候變遷的影響，

臺灣已較無適合種植的高粱品種，經過

臺南場的努力與金酒公司共同合作，在

108年育成了適合在地種植的品種，也
開啟了高粱在地生產的契機。今年的

第一期作，在各方的努力下已完成600

多公頃的高粱種植，二期作也預計超過400公頃的種植面積，將
達成設定的1,000公頃目標，持續朝3年3,000公頃目標前進。
主委進一步說明，為了達成目標，農委會與金門縣政府、金

酒、農會等合作；為強化農民種植意願、鼓勵農民契作，也將

提供每公頃4萬5千元獎勵金，另小地主大專業農，再加給每公
頃1萬元；並確保金酒公司以每公斤21元的價格收購；農民收成
後，由農會收購、採後處理、乾燥，交給金酒公司。此外，配

合雜糧種植，成立雜糧機耕隊，透過「雜糧機耕隊示範推動計

畫」協助之大型農機具，加強機械化及自動化，解決

人力不足，更能鼓勵青農參與，提高生產效率。

「在地高粱、在地生產」，透過臺灣北中南

各地產區與金酒公司合作契作，除了提升農

民收入，也減少水資源使用，將原本水稻耕

作的每公頃用水量12,000公噸，降低到每公
頃用水量約1,300公噸，有效節省水資源。
主委期許更多農民朋友的加入，成立高粱集

團產區，更進一步進行產銷履歷等相關認證，用

臺灣的產銷履歷高粱做產銷履歷高粱酒，確保農產

品品質、增加農產價值，製作出更優質的高粱酒。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高粱機耕隊成軍 輔導 雜糧契作成立集團產區 有效增加農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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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於雜糧機耕隊大型農機具前合影

↑高粱收入保險第二期作開始投保囉！詳情資訊可掃描圖片QR code或至農業
金融局農業保險專區查詢



中華民國111年八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314期

2022亞洲生技展 臺南農改場研發成果吸睛

「2022亞洲生技大展」7月28日至31日在南港展覽
館2館4樓舉行。去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只有線
上展覽館，今年終於可以實體展出！農委會陳駿季副

主委率各機關代表，27日共同啟動農業科技館開幕儀
式，陳建仁前副總統亦蒞臨亮點展項「鳳梨釋迦催熟

及全果冷凍技術」參觀。

今年生技展「農業科技館」聚焦「前瞻創新．永

續淨零．安全安心」，分成「創新農業效率生產」、

「淨零農業永續共榮」、「安全農業環境友善」及

「產業化專區」4大主題專區，共展出35項涵蓋農林
漁牧與動植物防疫檢疫各領域之創新技術及產學研跨

域合作成果。本場今年展出兩項技術：「蔬菜雜交種

子純度檢測技術」及「開發蓮藕副產物再製有機質肥

料技術」，獲得不少青睞。楊宏瑛場長也引導陳副主

委及王仕賢處長視察本場展項。

「雜交種子純度檢測技術」透過DNA的檢測方法，本場已完成洋香瓜、
胡瓜、番茄、番椒、花椰菜、青花菜、芥藍菜與結球白菜的純度檢測技術

開發。本技術具有操作技術門檻低、正確率高以及檢測通量大等優點，方

便業者執行蔬菜的種子純度鑑定，提升雜交種子的生產品質。

「開發蓮藕副產物再製有機質肥料技術」，以藕渣結合在地芽菜工廠之

芽菜格外品、竹屑、米糠進行調製。經蔬菜盆栽試驗後，可做為初期有機

質肥料施用。此技術讓加工過程所產生的副產物經過適當調製，可延長副

產物之生命週期。

農委會「農業科技館」展現自上游研發到下游產業化之具體輔導成果，

以本次實體與線上併行之展出方式，讓國人認識農業科技之豐碩研發成

果，並將我國農業科技行銷至國際。

【文圖/黃惠琳、王聖善、潘佳辰】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及各機關代表

參與「農業科技館」開幕啟動儀式

↑楊宏瑛場長向陳駿季副主委說明「蔬菜雜交種子純度檢

測技術」研發成果

↑楊宏瑛場長向科技處王處長說明「開發蓮藕副產物再製

有機質肥料技術」研發成果

↑本場參展項目— (左) 蔬菜雜交種子純度檢測技術、(右) 開發蓮藕副產物再製
有機質肥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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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111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
經嚴謹評核選出農糧類12名 (個別驗證6
名及集團驗證6組)、水產類2名及畜禽類
1名，共計15位優秀菁英與傑出團隊當選
本年度產銷履歷達人。本場轄區內當選

產銷履歷達人成果豐碩，計有個人組2名
與團體組3組，茲介紹如下：
在開創科技農業技術方面，「三欣園

藝事業有限公司」曾明進先生，以溫室

節能環控與NF T養液薄膜系統生產高
品質的萵苣；另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方

面，第六屆百大青農鍾宇軒先生之「小

紅牛」番茄品牌，為大型速食業者及連

鎖超商優良供應商；此外，集團驗證展

現團隊精神、品牌整合行銷力量，品項

多元並集結在地農友，轄區內包括雲林

縣斗南鎮農會之越光米、胡蘿蔔及馬鈴

薯；嘉義縣新港鄉農會之蕹菜與地瓜葉

與農滎實業有限公司的

文旦等。

111年度 產銷履歷達人  本場成果豐碩

木瓜有個響亮的稱號叫「萬壽果」，營養成分超豐富，每年夏秋兩季是木瓜盛產時期，

這時候的木瓜品質好又風味佳，本場呼籲消費者想要品嚐營養又甜美的木瓜，可千萬

別錯過！

木瓜種植區域分布於中南部地區，主要栽培品種是「臺農2號」，以網室栽培為主，
其果肉為橙紅色，糖度可達12度以上，汁多味美，深受國人喜愛。木瓜在臺灣一年四
季都能生產，尤其夏秋之際，陽光充足，氣候溫暖，葉片光合作用效率高，不但提高

了果實糖度，口感及風味也是達到最佳的狀態，此時享用木瓜是最聰明的選擇。

木瓜富含維生素A、B群、C、E、葉酸、β胡蘿蔔素及多種礦物質如鉀、鈣、鎂及磷等成
份，營養滿分又健康，也是最老少咸宜的水果，除了鮮食外，木瓜燉雪耳及木瓜牛奶，更

是營養又美味的首選甜品。木瓜含有豐富的蛋白分解酵素-木瓜酵素，尤其以青木瓜含量最
多，醃肉後會讓肉變得軟嫩，也能幫助腸胃消化；青木瓜燉排骨或豬腳，也是耳熟能詳的

傳統家庭料理，涼拌青木瓜絲更是夏日最佳的開胃小菜。

木瓜通常都在果溝處開始轉色時採收，並在運輸過程中催熟，在選購上建議挑選外皮

綠中帶黃，轉色處黃中透紅，果皮平滑細緻，沒有擦壓傷或病蟲害，外形端正飽滿的木

瓜為佳，買回家後未熟果不能冷藏，要放置於室溫下，等果實轉色後，按壓果梗端附近果

肉，若已軟化即可食用，且木瓜軟熟後要儘快吃完或暫時放冰箱冷藏，才不會容易腐壞或影

響風味。在炎炎夏日，請多多選用當季盛產的國產木瓜，不但營養美味又讓您吃得健康。

營養滿分的水果～選 木瓜 就對了！

農委會產銷履歷驗證制度自民國96年
推動起，目前面積已達6萬公頃、產值
達139億元，其制度核心價值包含嚴謹遵
循生產規範、第三方驗證與資訊公開等

理念，期盼更多農漁民參與產銷履歷驗

證，依據臺灣良好農業規範生產農產品

結合相關政策共同推動，期降低環境負

荷，促進環境永續，維護民眾食安的目

標。今年當選者除在產銷履歷制度上表

現優異外，並同步開創科技農業技術，

足以作為學習典範，共同帶領臺灣農業

進步成長。 【文圖/趙秀淓】

三欣園藝事業有限公司曾明進先生 第六屆百大青農鍾宇軒先生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之胡蘿蔔、馬鈴薯及越光米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之蕹菜與地瓜葉 農滎實業有限公司的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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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黃士晃助理研究員 06-5912901轉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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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是優質的健康水果，每年6∼12月間是盛產時
期，今年夏季陽光充足，甜度風味更勝以往，健康

營養的紅龍果容易入口，不但老少皆宜，也是

祭祀拜拜及饋贈親友的最佳水果，歡迎消費者多

多品嚐國產優良紅龍果！

紅龍果俗稱火龍果，是仙人掌科的熱帶果

樹，臺灣種植之紅龍果依果肉顏色主要分為白肉種與紅肉

種兩大類，白肉種產自然期為6∼11月，紅肉種以「大紅」品種栽種最廣，自然產期於
5∼12月，近年來雙色品種引領新一波風潮，因果肉呈現外紅內白雙色，兼具不同口
感風味，成為消費者嚐鮮的新選擇。此外，紅龍果除了自然產期以外，也能藉由夜

間燈照來調節產期，所以一年到頭都有機會吃到美味的紅龍果。

紅龍果外觀鮮紅飽滿又喜氣，白肉種口感清甜爽脆，紅肉種口感細軟多汁，甜度高且帶香

氣，並含有豐富的甜菜紅素，具有抗氧化的效果，而且紅龍果有豐富的礦物質及維生素，尤

其鐵質為蘋果的8倍、奇異果的2倍及櫻桃的4倍；鎂為蘋果的8倍、奇異果與櫻桃的2倍；維
生素C及維生素B2與B3均為蘋果的2倍，除此之外，也有豐富的膳食纖維及果膠類物
質，對潤腸通便的效果相當顯著，脾胃虛寒者則應避免食用過量，以免腹瀉。

紅龍果在選購上，要挑選外形渾圓飽滿，果皮轉色均勻鮮豔，果萼端 (縮口
處) 果皮完全轉色，鱗片轉紅達1半以上，鱗片及果梗切口均新鮮者為佳，
購買後先置於冰箱冷藏，約可儲藏1∼2星期。在炎炎夏日，建議大家可多
多選購當季盛產的國產紅龍果，讓您吃得健康美味，又能作好體內環保。

【聯絡人：黃士晃 06-5912901轉508】

紅龍果消暑順暢又養生 雙色 引領新風潮

近期因烏俄戰爭爆發，導致國際糧食生產供應鏈不穩，為

確保國內糧食生產無虞且提升國產飼料供應量能，農委會推動

「111年擴大硬質玉米種植面積」政策 (以下稱該政策)，冀能增
加硬質玉米栽培面積以提高糧食自給率。

為鼓勵農友種植，凡經勘查符合規定且達最低繳售數量2,500
公斤/公頃者，得領取契作獎勵金60,000元/公頃。若土地屬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可再申領環境基本給付5,000
元/公頃。若是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每年得領取15,000元/公頃。
目前，種植硬質玉米可全面機械化管理，從田區整地、播

種、噴藥、中耕培土、採收到籽粒烘乾作業，均可透過省工機

械完成，相對減輕人力負擔問題。

一般來說，雲嘉南地區的硬質玉米種植以8月下旬至9月下旬
為佳。品種選擇上，硬質玉米臺南29號及臺農7號屬中熟性品

種，產量平均6,500∼7,500公斤/公頃，生育期為120∼135天，
若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播種，可在翌年1月中旬前完成採收，以
搭配一期作的水稻輪作。又因該2品種抗銹病且莖稈強健、具耐
倒伏特性，適合提供東北季風較強的沿海鄉鎮選擇。

硬質玉米本身屬粗放且生長勢強的作物，惟目前應特別注

意秋行軍蟲的危害問題。由於該害蟲易藏匿於植株心葉內，以

致防治成效有限。因此，建議在播種後10∼14天，進行田區巡
視時，若發現玉米葉片開始有葉肉遭啃食且僅剩一層白膜的情

況，應進行初期防治作業，以抑制該蟲的密度增生。

在臺灣，雲嘉南地區為種植硬質玉米最重要的產區，本場配

合該政策推動，提供硬質玉米栽培管理要點說明，期能對有興

趣加入栽培行列之農友提供幫助。

【聯絡人：謝禮臣 05-3792060轉20】

相招來種 硬質玉米 簡單省工擱賺錢

↑以四行式真空播種機進行硬質玉米播種 ↑硬質玉米臺南29號果穗

播種後10∼14天，
玉米葉片開始遭秋
行軍蟲啃食痕跡

←白肉種外型美觀亮眼，口感

爽脆多汁，清甜無負擔

↓紅肉種肉質細軟多汁甜

度高，且富含抗氧化的

　　　　甜菜紅素

↓雙色紅龍果兼具兩種

風味口感，顏色漸層

　　討喜，成為新的消

　　　費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