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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育成毛豆新品種「台南亞蔬2號」
台南縣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班通過產銷履歷全程驗證
全新產銷模式的建立－規畫得宜，白玉米台南22號產銷無虞
種苗節活動剪影
田園管理照起工、才有好年冬
火龍果果(莖)腐病之發生及防治研究
國產柳丁嚐鮮正是時候 鮮食榨汁健康百倍！！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56號

雜

誌

外銷新尖兵！！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育成毛豆新品種「台南亞蔬2號」
本場與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經過11年的
努力，育成「毛豆台南亞蔬2號」新品種，具有
合格莢產量高、公頃產量達8,600公斤以上、豆
莢充實飽滿及食味品質香甜等特點，深具國際
市場競爭優勢。
毛豆主要栽培品種以綠光系統選出的高雄
5號為多，其莢色綠、風味佳，但對環境敏感，
產量較低，且易感染露菌病，顯示該品種仍有
改進之處。
「毛豆台南亞蔬2號」是民國83年本場與亞
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合作進行毛豆品種改良計
畫選出之優良品系，其親本採用具有綠光系統
之GC91036-P與耐露菌病品系OCB雜交，後代分
離選拔後，經過品系試驗、區域試驗及栽培試
驗，不論豆莢產量及嫩莢品質確屬優良，於94
年11月22日經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召開毛豆命
名登記審查會會中7位專家、學者之審查，獲得
一致支持通過，登記為「毛豆台南亞蔬2號」。

S毛豆台南亞蔬2號植㈱

S「毛豆台南亞蔬2號」之審查委員與本場研
究人員合影
台南亞蔬2號之優點為合格莢產量高，二年
區域試驗的表現春作每公頃產量10,700公斤，
較高雄5號及6號分別增加22％及26％；秋作每
公頃8,652公斤，同樣較高雄5號及6號分別增產
16％及29.4％。經台灣區蔬菜冷凍工業同業工
會主辦2002年中日冷凍毛豆貿易懇談會之品系
品評結果，台南亞蔬2號的食味口感佳，甚至冷
凍加工食味亦優於高雄5號。在田間自然耐病性

S毛豆台南亞蔬2號豆莢

S毛豆台南亞蔬2號鮮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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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台南亞蔬2號對露菌病罹病度低於高雄5
號，顯示發病率較低，栽培管理上較省工。
本品種推廣上應注意之要點：(一)本品種
播種期春作以2月上旬至3月上旬，秋作以8月中
旬至9月下旬為佳。(二)本品種植㈱較高，生育
屬於中晚熟品種，栽培上不宜過密。採整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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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一畦二行式為佳。行㈱距以50公分×7公分
×1㈱，約每公頃機械播種量120∼140公斤。(三)
生育初期水分不宜過多及酌施磷鉀肥補充，提
高莢果飽滿度。開花期及莢果充實期需有充足
水分，進行灌溉2∼3次，灌水量至畦溝8分滿即
可，遇雨應加強排水。
（文/圖 吳昭慧）

台南縣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班 通過產銷履歷全程驗證
農委會農糧署為推動安全農業，93年度起
輔導台南縣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班推動產銷
全程品管，通過歐洲零售商產品工作群(EUREP)
之國際驗證，並於23日上午假農委會台南區農
業改良場辦理授證。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競爭激
烈的國際貿易市場上，消費者對食品品質與安
全益形重視，為配合此一趨勢，農委會推動台
灣水果生產履歷驗證，並自93年積極輔導台南
縣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班進行內部稽核及申
請國際驗證相關工作。為達到本項任務，由國
立台灣大學林宗賢教授帶領的芒果技術團專家
輔導果農自生產至採收進行全程品質管理，終
於在94年10月通過EUREPGAP國際驗證。
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班通過EUREPGAP驗
證產銷作業過程均符合良好農業操作標準，是
台灣水果首件在國際規範的驗證程序下，順利
通過嚴格檢視，開創台灣水果國際驗證之先
例，證明台灣生產的水果可通過獨立、公正的

驗證，產品品質管理與安全基準符合歐美等國
際市場之規範，確保台灣水果的安全與品質。
未來台灣水果有能力以高品質而安全的優
質形象進軍國際市場，農糧署將以南化鄉果樹
產銷班第20班成功案例作為示範，繼續擴大推
動全程品管及驗證，俾拓展國際市場。
（文/摘錄自農糧署新聞稿 圖/黃鵬戎）

S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班班員在授證儀式
後與長官合影

全新產銷模式的建立－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規畫得宜，白玉米台南22號今年產銷無虞
本場重新規畫雲嘉南地區白玉米的產銷模
式，利用種子控管來達到全年供貨穩定、價格
穩定的效果，使消費者與農民皆蒙受其利。
本場鑑於台灣
農作物常因產銷不
平衡，致農產品價
格暴起暴跌，使農
民及消費者遭受巨
大的損失，因此針
對雲嘉地區的白玉
米生產推動新的產
銷模式，即在本場
所育成白玉米台南
S白玉米台南22號

22號種子的銷售上進行控制，每月銷售固定的
種子數量，並輔導鄉鎮市農會長期與農友契作
栽培，分梯次種植，生產安全高品質之白玉米，
穩定供貨至市場。
自94年1月份起每個月規劃推廣種植面積
約30公頃，鮮穗產量達300∼360公噸，每日穩
定供貨至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因品質佳且數量
控制得宜，1月至10月食用玉米平均銷售價格，
台南22號26.4元、本地種白玉米18.9元、甜玉
米23.3元、白糯玉米20.7元，台南22號較本地
種增加價格效益39％，亦高於甜玉米及白糯玉
米，大幅增加農民的收益。
（文/圖 詹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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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黃場長受邀共同為種苗節開幕剪綵

S今年種苗節於11月19∼20日在台南市政
府舉辦，今年主要展出項目為豆類、甘
藷、薑、芋頭及各種植物種苗。
（文/圖 王仕賢）

S大會以各種豆類種子製作一幅種苗節豆畫

田園管理照起工、才有好年冬
柑橘採收季節，應即時清除落果、減少東方果實蠅滋生
方果實蠅族群的繁殖。
每個受東方果實蠅危害掉落的柑橘果實，
內部均有數十隻以上之幼蟲。這些幼蟲均會鑽
入土表中化蛹，羽化為成蟲後於園內繼續危害
樹上的柑橘。因此，利用袋子或有蓋子的桶子
盛裝落果且予以密封，可有效地阻止東方果實
蠅族群的發生。另外於族群密度快速上升時，
可採用食物誘殺法，以蛋白質水解物、紅糖水
或糖蜜等擇一，添加25％馬拉松可濕性粉劑、
或50％芬殺松乳劑、或80％三氯松可溶性粉
劑。或是以0.02％賜諾殺濃餌劑實施局部點
噴，可同時誘殺雌雄成蟲，快速降低密度，減
少危害。但請勿將藥液直接噴施於果實上，避
免造成農藥殘留。
藥劑防治上，可直接噴灑
於柑橘全㈱進行防治的推薦
藥 劑 有 ： 20 ％ 芬 化 利 乳 劑
2,000倍，採收前9天停止施
藥 ； 50 ％ 芬 殺 松 乳 劑 1,000
倍，採收前21天停止施藥。果
實六分熟時開始施藥，農友們
應特別注意安全採收期，避免
造成農藥殘留。
S落果內幼蟲鑽入土表準備化蛹 S園中的落果為東方果實蠅
（文/圖 林明瑩）
主要的滋生源

時序已進入柑橘收成季節，本場呼籲果農
加強田間衛生管理，即時清除園中受害的落
果，以減少東方果實蠅滋生，降低其危害，確
保收成。
東方果實蠅為果樹的重要害蟲，此時柑橘
類水果已進入成熟期，果皮由綠轉黃，亦是最
易受害之時期。東方果實蠅之雌蟲會以產卵方
式危害成熟果實，待卵孵化後幼蟲於果肉中蛀
食，造成柑橘腐爛及落果，嚴重影響柑橘產量。
雖柑橘類水果如椪柑、柳橙、茂谷及葡萄柚等
陸續採收上市，但對東方果實蠅防治的工作仍
不可鬆懈，除園外應持續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
進行誘殺，園內初期受害之落果亦應即時清
除，加強田間衛生管理工作，方可有效抑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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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龍果果(莖)腐病之發生及防治研究
火龍果果實富含高纖維與各種豐富維他命
且熱量低，是近幾年來風行我國的熱帶水果，
原產於中美洲巴西、墨西哥等國森林、丘陵地
帶，國人自中南美洲、東南亞非律賓、泰國、
越南等國引進種苗，再經我國農業科技的研究
改良與篩選，終於培育出果實碩大、味香肉甜
適合我國氣候的新品種，極具經濟效益。
93年台南縣火龍果栽培園發生莖腐及果腐
病徵，經分離接種並經農試所安寶貞博士鑑
定，病原菌為Pythium aphanidematum，嚴重時
會造成全㈱死亡。94年由於颱風連續來襲，病
害發生更形普遍，由於以往文獻並無本病害之
紀錄其發生生態及防治方法均闕如，本場研究
本病害之發病條件及進行室內篩選有效的防治
藥劑，初步發現火龍果莖腐病病原菌(Pythium

S腐黴菌在火龍果果實上之病徵

aphanidematum)在PDA上，1天後以35℃菌落直
徑6.5公分生長最快。若以病原菌菌絲塊接種於
以針刺傷口之火龍果莖部，接種後4天以35℃生
長箱、病斑長度15公分病勢進展最快，15℃、
20℃、25℃病斑無進展。無針刺傷口之火龍果
莖部接種病原菌菌絲塊，病原菌無法侵入。室
內藥劑篩選，以PDA培養基添加58％鋅錳滅達樂
可濕性粉劑400倍，或81.3％嘉賜銅混合可濕性
粉劑1000倍，或53％腐絕快得寧混合可濕性粉
劑1000倍，或72％波爾多可濕性粉劑400倍，及
76.5％銅滅達樂混合可濕性粉劑1200倍，4天後
病原菌菌絲仍未生長。不同植物接種試驗，病
原菌對黃金葛及蝴蝶蘭無病原性，對甘藍(初秋)
及大花犀角病原性弱，三角柱仙人掌及紅肉火
龍果病原性強。
（文/圖 陳紹崇）

S腐黴菌在火龍果莖部上之病徵

國產柳丁嚐鮮正是時候 鮮食榨汁健康百倍！！
目前國產柳丁已陸續進入盛產期，本場呼
籲民眾趁現在物美價廉時機，多吃新鮮柳丁或
自己動手製作柳丁汁，今年秋冬季不用高級保
養品，一樣可以美麗水噹噹！
今年柳丁又逢盛產，農委會預估今年柳丁
產量約21萬公噸，量販和超市已紛紛展開促
銷，每台斤10元有找，希望可以帶動柳丁買氣，
幫助農民解決危機。今年夏天受多次颱風影
響，消費者可以明顯感受到水果價格一直居高
不下，因此水果消費量也較為
不足；柳丁屬於較粗放管理的
農作物，農藥使用量少，目前
正值物美價廉時機，聰明的消
費者應該趁現在多多購買食
用。

國產柳丁富含維生素C、維生素B1 、礦物
質、有機酸、纖維質等營養成分，被公認具抗
氧化及延緩老化之保健功能；平常偏愛肉類等
酸性食物的朋友，更應多吃柳丁等鹼性食物，
可調節體內血液維持弱鹼性之健康狀態。此
外，婦女朋友秋冬季多吃柳丁，更有防止肌膚
風乾粗糙、常保濕潤細緻之美容奇效。尤其鮮
榨柳丁原汁更是老少咸宜，大約5顆柳丁就可製
作一杯240CC的柳丁原汁，以市價1顆2元計算，
只需花費新台幣10元，而且現
榨果汁維他命C較不易流失，比
坊間罐裝果汁來得價廉、物美
又健康，民眾不妨自己動手
做，每日一杯，健康百倍！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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