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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減少1,111度電力排碳量。本品種預計3年推廣1,000公頃，
每年將可省水250萬噸，相當於0.5個寶山水庫蓄水量，以及減
少565噸二氧化碳排放量，即111萬度電力排碳量，將可助益於
國內水資源有效運用及農業溫室氣體減量推動。

本品種產量穩定，又具備稻熱病抗性，為了提升農民田間管

理技術及友善環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特別建立本品種之病蟲

害整合管理 (IPM) 技術，配合氣象監測預警田間病害發生、利
用性費洛蒙誘蟲器監測主要害蟲的密度變化，即時進行防治措

施，可以達到降低農藥減量7.9%與藥劑成本9.4%的成效，相當
適合安全、優質的特色米契作生產！

水稻新品種‘臺南20號’白米呈現半透明有如牛奶般矇矓外觀
的超口感特性，米飯帶有淡雅香氣及光澤，熱飯口感輕柔、冷

飯Q彈！更令人驚豔的特色是本品種糙米烹煮時免浸泡，糙米
飯口感濕軟而且有黏性，迥異於一般糙米飯的粗硬口感，是絕

無僅有色、香、味俱全的米飯最佳選擇！

本場聯絡人：嘉義分場 楊智哲助理研究員 05-3751574轉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 (以下稱本場) 歷經
9年育種時間，成功選育出
節水減碳的超口感米食水

稻新品種‘臺南20號’，米
飯香軟輕柔。本品種糙米烹

煮時免浸泡，糙米飯口感濕

軟有黏性，迥異於一般糙米

飯的粗硬口感，迎合消費者

對高食味米飯的需求，將為國內食用米市場挹注新活力！

10月12日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稱農委會) 舉辦之發表會先
由本場楊宏瑛場長簡報本品種特色，與會長官與嘉賓分別為農

委會范美玲主任秘書、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許彰敏處長與農糧署

南區分署副分署長黃怡仁共襄盛舉。現場更示範如何搭配臺南

20號調製米食活力便利罐，讓每天的營養滿分！
本品種適合採取乾濕灌溉栽培生產，不但每公頃可以減少

21%約2,500公噸的灌溉水量，緩解近年來氣候變遷情境下的缺
水危機；每年還能降低水稻田32.5%的溫室氣體排放，相當於每

節水減碳的超口感米食－水稻臺南20號登場

農委會范美玲主任秘書致詞 嘉義縣政府農業處

許彰敏處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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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楊宏瑛場長簡報‘臺南20號’新品種特色

↑米食活力便利罐調配完成！元氣滿滿

的一天開始！由左至右為農糧署南區

分署黃怡仁副分署長、嘉義縣政府農

業處許彰敏處長、農委會范美玲主任

秘書、本場楊宏瑛場長與本場嘉義分

場陳榮坤分場長

↑技轉見證

↑‘臺南20號’黃金飯糰，讓你活力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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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加工青花菜省工施肥及應用機械

自動移植等相關技術，本場10月26日於
義竹工作站辦理「加工青花菜省工施

肥及機械移植應用觀摩會」，計有來

自農糧署、試驗單位及生產合作社、

合作農場等單位合計45人參與。
本場謝明憲秘書說明因應農業勞

動缺工及青花菜產業面經營現況，本

場近年來陸續進行相關試驗，篩選出

可延長加工供貨期之品種，並導入省工施肥、自動機械化移植等技術。農糧署蔡正宏技

正指出目前政府極力推動農業機械化生產，且青花菜為減少甘藍產銷失衡推廣替代種植

作物之一，具發展潛力。新臺灣久保田股份有限公司顏嘉論課長表示該公司引進一些自

動化機械，逐步進行測試調整，可應用於大面積栽培改善缺工問題。

本場義竹工作站郭明池助理研究員介紹經不同產期多批次試作，篩選出可延長青花

菜加工供貨期品種，省工一次施肥試驗結果顯示青花菜應用省工施肥可減少40%以上肥
料用量，且產量及品質不亞於傳統施肥，並介紹滾輪式雙畦迴轉犁築畦器，所作畦面平

整，利於移植機種植，單行式蔬菜移植機應用，種植速度約為人工種植之3倍。接續由
新臺灣久保田股份有限公司洪僑徽專員介紹超碎土單畦迴轉犁築畦器，田區可不經翻耕

直接作畦，可適用較小馬力曳引機使用，乘坐雙行式蔬菜移植機種植，種種植速度約為

人工種植之6倍，0.1公頃種植花費時間約30至35分鐘，可大為減少人力時間。
現場實地觀摩為築畦器平整作畦操作，並進行單行式及雙行式自動移植機種植示範，

介紹機器操作要點及種植注意事項。綜合討論計有鮮勁及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業者提供

機械化導入經驗分享，也建議本場規劃建立或訂立作畦及穴盤再利用共通性作業規範及

規格需求，以利推行，本場義竹工作站彭瑞菊站長也補充說明預計明年2月將辦理花椰
菜省工作業示範，提供穴盤規格化及消毒技術資訊。多數與會人員齊聲回應期望再觀摩

除青花菜外之其他大宗蔬菜類省工省力機械生產種植應用效益後，活動圓滿結束。 

111年度產銷履歷達人，本場轄區共5名菁英團隊獲獎
農委會10月27日辦理產銷履歷達人頒獎，本場由陳昱初副場長與會；轄區計 (個人驗證) 鍾宇軒及三欣園藝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與 (集團驗證) 農滎實業有限公司、雲林縣斗南鎮農會及嘉義縣新港鄉農會等2位優秀菁英與3組傑出團隊當選
本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再次恭喜得獎人！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與新港農
會林雅欣總幹事 (中) 及秘書
頒獎合影、在產品展示區與
本場陳昱初副場長 (左) 合影

斗南農會張燕容總幹事 
(中) 上台領獎及同仁在產
品展示區前合影

農滎實業有限公司鄭彥甫

夫妻上台領獎及在產品展

示區前合影

三欣園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明進總經理上台領獎及與

夫人在產品展示區前合影

鍾宇軒上台領獎及在產品

展示區前合影

↑築畦器平整作畦操作示範

↑乘坐雙行式自動移植機種植示範

↑單行式自動移植機種植示範

本場謝明憲秘書

說明觀摩會辦理宗旨

農糧署蔡正宏技正說明目前

政府推動農業機械化生產政策

加工青花菜省工施肥及機械移植應用觀摩會

本場聯絡人：義竹工作站彭瑞菊站長、

郭明池助理研究員 05-3412416轉10或15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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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安全用藥暨農藥減量示範觀摩會
本場分別於10月27日與10月28日假嘉義縣梅山鄉盧忠山先生之檳榔園與嘉義縣中埔鄉黃

文書先生之檳榔園辦理「檳榔安全用藥暨農藥減量示範觀摩會」。27日場次由本場鍾瑞永
課長和梅山鄉農會林明貴推廣部主任共同主持會議，

防檢局楊瑞春技正及農糧署南區分署吳瑰琦技正等蒞

臨指導，28日場次由本場謝明憲秘書主持會議，農糧
署南區分署吳瑰琦技正等蒞臨指導。

觀摩會中由本場陳盈丞助理研究員介紹檳榔常見

病蟲害，如炭疽病、椰子綴蛾、介殼蟲及蚜蟲等，接

續說明本次試驗應用檳榔登記用藥進行病蟲害防治，

不僅有效降低椰子綴蛾危害率，檳榔花苞良率高，

也可增加檳榔結果數量，最終更是達到化學農藥減量

67%。會後綜合座談時間與會農友發言踴躍，針對藥
劑安全採收期及檳榔病、蟲害等問題與提出討論且均

獲滿意答覆，28日場次黃文書農友帶領與會農友前往
檳榔試驗田，說明經由登記用藥防治後，不僅能大幅

降低化學農藥使用，田間椰子綴蛾危害率降低，同時

收成的檳榔品質也較佳，衷心建議同鄉農民可依照本

場推薦施藥種類及方法進行檳榔病蟲害防治，觀摩會

皆於上午12時圓滿結束。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鍾瑞永課長 (中) 及
梅山鄉農會林明貴推廣部主任 (左) 共
同主持會議，防檢局楊瑞春技正 (右) 
蒞臨指導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陳盈丞助理研究員

與農民共同討論檳榔病蟲害防治用藥

秋葵白粉病病徵 胡蘿蔔白粉病病徵 胡麻白粉病病徵 大豆白粉病病徵

臺灣南部近日開始感受到一絲絲的秋意，涼冷的

天氣同時也是白粉病好發的季節，本場籲請農友多加

注意田間作物健康情形，加強白粉病的防治。

白粉病菌的寄主範圍極廣，常見作物如茄科 (番
茄、甜椒、茄子、辣椒等)、葫蘆科 (瓜類)、豆科、
胡麻、胡蘿蔔、秋葵、木瓜、芒果、印度棗等⋯⋯甚

至許多路樹及路邊的雜草，都是常見的白粉病感染

對象。白粉病菌可感染葉、莖、花、及少數作物的果

實 (如印度棗)，最明顯的病徵即如其病名，會有一層
似白粉狀糖霜覆蓋整個葉面或感染部位，常由下位葉

通風不良處開始發病，感染初期葉片上下表面出現白

色至淺灰色小斑，病斑擴大後即影響光合作用，嚴重

時葉片黃化，乾枯落葉，於春、秋兩季通風及光線不

足、偏乾燥但偶爾降雨的環境下最容易發病，病原菌

分生孢子主要藉風傳播，或動物昆蟲攜帶傳播。

白粉病防治方法如下：(1) 保持良好通風環境，避免莖葉過於茂密。(2) 

尚未發病時可以1：1亞磷酸＋氫氧化鉀中和液進行葉面噴施，誘導健康植
株對病原菌產生系統性抗病能力。由於亞磷酸為強酸、氫氧化鉀為強鹼，

配製時須秤好相等重量，先將亞磷酸溶於水後、再溶解氫氧化鉀，不可將

兩者同時加入水中，或順序顛倒。使用方法為葉面噴施800∼1,000倍稀釋
液 (每1公升水中加入1g亞磷酸與1g氫氧化鉀，即為1,000倍稀釋液)，每週
施用1次，連續3次後隔1個月可再施用3次，或在風雨前後加強，調配後需
當日使用。(3) 發病初期可施用油劑類資材如葵無露、窄域油、柑橘精油

等，稀釋200∼500倍葉面噴施，氣溫28℃以上勿用以免藥傷。(4) 參考作

物登記藥劑。白粉病葉面葉背都會發生，因此防治時應注意均勻噴施藥劑

於葉片兩面。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https://otserv2.tactri.
gov.tw/ppm/)。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
期，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問題可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本場聯絡人：蔡孟旅、林國詞、吳雅芳 06-5912959

天涼好個秋，本場提醒農友注意白粉病防治

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黃文書農友 (中) 於檳榔試驗田中講解
檳榔結果情形之差異

↑本場謝明憲秘書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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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TIE) 10月13日至15日在台北世貿
1館盛大開展，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13日率各機關代表，共同
啟動「永續發展館」開幕儀式，本場由陳昱初副場長率研發同

仁參與。今年本場在「減碳增匯」區配合展出「鳳梨切口蒸汽

殺菌機」及「萵苣葉斑病好發環境預警系統運算模式」兩項技

術，為農業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鳳梨切口蒸汽殺菌機」針對鳳梨切口進行高溫短時間蒸汽

殺菌處理，改善貯藏期間果實切口發黴汙斑問題，處理效果不

亞於殺菌藥劑，且僅使用水為材料，安全而無藥劑殘留問題，

符合食安與永續趨勢。

「萵苣葉斑病好發環境預警系統運算模式」依據病害好發

環境條件及栽培場域病害紀錄進行分析，建立預警系統計算模

式，導入氣象預報數據及觀測紀錄，可提供萵苣葉斑病之好發

風險程度預警，即時掌握防治時機，達到精準用藥目的，除降

低病害危害風險外，更可減少用藥次數與用藥量，栽培過程減

少碳排放量3.8791 (kgCO2e/ha)。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發展館以實踐「淨零永續、韌性共

榮」的價值理念出發，讓台灣「減碳增匯」、「綠能科技」及

「循環再生」等創新科技躍上國際舞台，引領未來科技，帶動

創新發明，實現永續發展！【文圖/黃惠琳、黃士晃、張為斌】

↑陳昱初副場長與研發同仁在「鳳梨切口

蒸汽殺菌機術」展項攤位合影

2022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本場兩項研發成果 為農業永續發展盡心力

進入深秋，轉為鮮豔色彩的柿子陸續收成，掛樹的果實受到大自然的祝福日照及雨水充足，今

年的果實雖略少但個個金黃飽滿，邀請您一同感受黃金「柿」力！產季率先登場的是嘉義番路及

竹崎的完全澀柿「牛心柿」(又名脆柿或水柿) 及「四周柿」(又名紅柿)，接著由臺中、南投、苗
栗、新竹及桃園的「富有」、「花御所」及「次郎」等甜柿，或「石柿」等澀柿品種接力上巿。

柿果可簡單分為澀柿及甜柿，柿果在發育過程中，會產生可溶性單寧，此類單寧與口腔內的蛋

白質結合後，在味覺上造成乾澀的感覺，有些品種因本身的特性及授粉狀況，柿果會持續到成熟

時仍生成可溶性單寧，此即為澀柿，或果實成熟期這類單寧聚合為大分子的不可溶性單寧，無法

與蛋白質反應而產生澀味，此則為甜柿，臺灣的甜柿品種多為完全甜柿，採後已自然脫澀，可直

接食用。而最早上巿主要為澀柿品種如吃硬脆口感的「牛心柿」及吃軟糯口感的「四周柿」，屬

完全澀柿，需進行特殊人工脫澀處理。傳統巿場常見以石灰浸漬法脫澀的牛心柿，果表披著白色

碳酸鈣結晶，削去皮後可直接食用脆口的果肉，近年新研發的真空脫澀柿，利用真空處理啟動脫

澀反應，可見到牛心柿的「真面目」，歡迎消費者多多嚐「柿」！

柿子具有豐富的醣類、膳食纖維、β-胡蘿蔔素及其衍生的維生素A、維生素C、多種礦物質及
其他抗氧化物質等營養成份，每100公克的柿子含有等重富士蘋果15倍的維生素A及8倍的維生素！
挑選新鮮柿果時需注意果實表皮完整性、轉色程度及果實軟硬度，柿子屬於更年性果實，在貯藏

過程中會持續軟化和轉色，喜歡吃硬脆口感，可以塑膠袋包裏果實，放入冰箱延長品質；喜愛軟

熟口感，則推薦直接購買軟熟的「紅柿」，享受其果凍般口感。加工製作的產品則是以柿餅或在

其外表結出糖晶的柿霜聞名，其功效在清喉潤肺，在新冠疫情下是呼吸道保健的良品。柿餅除了

配茶吃，做成和菓子或冰淇淋也很搭，與柿霜燉煮的雞湯在漸涼的天氣享用更是一絕，柿果切薄

乾燥製成的柿子脆片也很「紲喙」(音「涮嘴」)，趁秋季柿子收成，一起感受柿子的百變風情吧！
本場聯絡人：果樹研究室 張嵐雁  06-5912901轉509

深秋豐收季，黃金柿力登場！

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開幕致詞
↑陳昱初副場長與研發同仁在「萵苣葉斑病好發

環境預警系統運算模式」展項攤位合影

↑牛心柿轉黃上市了

↑真空脫澀柿登場

↑黃澄澄的「柿果」正醞釀變身

口感Q彈的「柿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