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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金榜出爐
2006能源作物栽培利用展示暨農業發展成果推廣活動
掌握大宗蔬菜種植面積，請農民踴躍辦理種植登記
斜紋夜盜蟲密度持續上升，請農民及時防治
本場協助辦理「園丁計畫」
香甜又多汁的大白柚新鮮上市！
巨蟹座守護花─國產洋桔梗高雅美麗，請消費者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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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金榜出爐
農委會為推動「新農業運動－人之行銷」，
進而促進農業經營企業化，舉辦全國十大經典
農業產銷班評選活動，經透過鄉鎮、縣市、區
域及全國之逐級評選，95年全國十大經典農業
產銷班名單已出爐，台南區有嘉義縣太保市蔬
菜產銷班第13班及台南縣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
20班入選，每班將可獲得20萬元獎勵金，並由
農委會擇期頒獎表揚。
農委會表示，獲選的十大經典農業產銷
班，因具有企業化經營理念、創新研發生產優
質安全的農產品、開發新產品、建立品牌、靈
活的行銷手法，並積極參與社區關懷活動，對
於產業及地方發展，極具貢獻，其經營績效殊
具示範效果而獲獎。
除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台南區尚有8個產

銷班入選為95年優良農業產銷班：雲林鄉崙背
鄉蔬菜產銷班第13班、嘉義縣中埔鄉果樹產銷
班第3班、嘉義縣民雄鄉果樹產銷班第11班、嘉
義縣阿里山花卉產銷班第6班、台南縣鹽水鎮蔬
菜產銷班第3班、台南縣楠西鄉養蜂產銷班第1
班、台南縣學甲鎮蔬菜產銷班第11班及台南縣
六甲鄉花卉產銷班第4班。
農委會強調，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係利
用組織力量結合小農發揮大農規模經濟效果，
已成為農業施政重點工作，辦理十大經典農業
產銷班評選，主要是希望藉由公開評選及表揚
方式，作為產銷班農民朋友學習的標竿，以強
化全體產銷班之運作功能與經營管理效率，提
高台灣農業競爭力。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2006能源作物栽培利用展示暨農業發展成果推廣活動
11月25日在本場朴子分場熱鬧豋場 歡迎舊雨新知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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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大宗蔬菜種植面積，請農民踴躍辦理種植登記
為穩定國內大宗蔬菜產銷，農委會農糧署
訂定「95/96年期大宗蔬菜產銷輔導措施」，並
自95年9月1日起至96年2月28日期間透過產地
農民團體辦理種植登記，在該期間登記種植大
宗蔬菜之農民後續倘辦理耕鋤，方可申請辦
理。該署籲請種植大宗蔬菜的農民確實辦理種
植面積登記，以維護自身之權益。
臺灣地區冬、春季氣候適合蔬菜生長，農
民習慣於第二期稻作後種植裡作蔬菜，尤其大
宗蔬菜如甘藍、結球白菜及花椰菜等，單位面
積產量高，產期集中，容易發生產銷失衡。農
委會為有效掌握大宗蔬菜種植面積及生產情
形，除規劃種植面積，控制產量外，並依據

「95/96年期大宗蔬菜產銷輔導措施」辦理種植
登記，截至10月下旬，登記面積甘藍為97.09
公頃、結球白菜13.19公頃及花椰菜18.97公
頃。為調節供應，農糧署已宣佈自10月28日起
啟動大宗蔬菜耕鋤措施，已辦理種植登記之農
民，皆可向原登記單位申辦耕鋤。
目前正進入冬季期間，蔬菜供應量相當充
裕，請農民勿再擴增種植甘藍、結球白菜及花
椰菜，至於有種植大宗蔬菜之農民，務必配合
政府政策，按旬向所轄農民團體確實辦理種植
面積登記，未辦理登記之農民，將不納入耕鋤
之補助對象，農委會也將堅守立場，落實推動
各項既定措施，以穩定大宗蔬菜產銷。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斜紋夜盜蟲密度持續上升
時令入秋，天氣乾旱，斜紋夜盜日益猖獗，
密度不斷竄升。為確保作物收成，請農民加強
斜紋夜盜蟲防治。
此時正值秋季園藝作物幼嫩期及雜糧作物
生長茂盛期，食源充足，加上氣象條件相當適
合夜盜蟲類如斜紋夜盜、甜菜夜蛾及番茄夜蛾
之生長。夜盜蟲幼蟲食量極大，會大量啃食植
㈱心梢及嫩葉，阻礙作物之正常生長，影響產
品品質與產量，嚴重時甚至全園廢耕。
斜紋夜盜蟲屬鱗翅目、夜蛾科，俗稱黑肚
蟲、黑蟲或行軍蟲。一年可發生8∼11世代，初
孵化之幼蟲為灰綠色，具群集性，三齡以後幼
蟲漸轉為黑褐色。幼蟲晝伏夜出，雜食性，可
危害多種作物如葉菜類、茼蒿、落花生、田菁、
毛豆、豌豆、大蒜、青蔥、甘藷、玉米、蓮花
及花卉等數十種作物。成蟲之體及翅全身均呈
黑褐色，成蟲翅中央有一條寬長灰白斜帶，有

請農民及時防治

趨光性，雌蟲交尾後飛至植㈱葉背產下數百粒
之卵，卵上並附有雌蟲之鱗毛。
在防治上應注意下列事項：（1）於幼蟲及
成蟲傍晚開始活動時噴藥，效果較佳，噴灑時
應注意使用充足水量；（2）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推薦用藥，選擇藥劑交互使用，以避免產生抗
藥性；（3）利用性費洛蒙長期誘殺成蛾，以降
低田間密度。每公頃設5∼10個點，放置高度為
作物生長點高30∼60公分，每月更新誘餌一
次。作物種植密集地區應採共同防治，成效更
佳；（4）注意清園之工作，間作之作物應同時
施藥，徹底清除蟲源；（5）旱田作物於種植前
整地翻犁後浸水一天以上，可將土中之蛹或幼
蟲淹死；（6）收穫前注意減少化學藥劑的使用，
或改用蘇力菌防治，注意安全採收期，以免造
成農藥殘留過量之問題。
（文/陳昇寬 圖/林明瑩）

S林國華副主委及本場葉忠川 S斜紋夜盜蟲幼蟲
副場長親赴受害現場關切

S花生田遭啃食而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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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場 農 業 快 訊
 10月3日辦理莿桐鄉農會「吉欣鮮」品牌楊
桃與台南縣洋香瓜聯合運銷合作社「北極
星」品牌洋香瓜之產品品質檢測，兩單位均
合格通過認證標準，並於19、20日辦理使用
合約書之簽約手續。（農經研究室）
 10月2∼4日辦理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農
業體驗營第4梯次活動，學員到訓率100％；
學員於問卷調查中高度肯定該次活動的辦
理，並希望政府能繼續予以進階輔導。（推
廣教育研究室）
 10月30日至11月3日畜試所辦理第一梯次
「園丁計畫」訓練，由本場推廣課及改良課
派員協助農業課程之執行，爾後尚有四個梯
次亦比照辦理。（推廣教育研究室）
 第六梯次漂鳥營「琵鷺營」活動將於11月21
日∼23日辦理。（推廣教育研究室）

 布袋鹽化土壤改善及微生物肥料施用效果
調查結果顯示：(1)經表土與底土互換深耕
法及浸水排鹽改善後，鹽化土壤導電度恢復
正常，EC由3.41降至0.33。(2)未經改善之
鹽化土壤，作物補植後缺㈱嚴重，補植後植
㈱仍死亡。(3)經改良後種植苦瓜無缺㈱情
況，且配合微生物肥料使用成效良好。（土
肥研究室）
 本場技術移轉之南改型築畦塑膠布鋪設機
示範推廣，大型築畦塑膠布鋪設機本年已推
廣4台，小型築畦塑膠布鋪設機則可推廣45
台。（農機研究室）
 農委會「深耕計畫」擬於11月∼12月本場轄
內計辦理八梯次，課程由本場農業推廣課規
劃，雲林嘉義台南縣農會執行，本場同仁配
合主講相關課程。（推廣課）

本場協助辦理「園丁計畫」
由畜產試驗所主辦、本場協辦者的「園丁
計畫」，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畜試所展開，計
有39位民眾參加，並且由於參訓學員的職業背
景差異頗大，引起媒體諸多關注。
農委會為培育農業經營人才，引進農業新
血與新觀念，針對年齡35歲以上，55歲以下有
興趣從事農業經營、但未曾經營農業者為對
象，辦理18梯次之「園丁計畫」，每梯次5天40
人，其中有5梯次由畜試所主辦、本場協辦。
畜試所辦理之第一梯次「園丁計畫」，參
訓者來自各行各業，有從事半導體、電腦資訊、
醫生、教師、製造業…等。其參加的動機有的
是為轉業、退休規劃、協助家人務農、想經營
祖產農地或已購買農地、想學習農業技術…等。

5天課程中，學員學習態度積極，參與熱絡，經
常討論與請教講師，效益良好，亦能增進參與
者對農業產業之瞭解，增加從農信心與動機之
目的。
農委會尚有諸多後續輔導措施，對於參加
園丁計畫訓練後，有意從農者，將輔導其參加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輔導參加產銷班，協助產
業經營及產品行銷；並透過基層農會輔導農地
之購置或租用，輔導辦理農業經營低利貸款，
倘擔保能力不足，輔導申請農業信用保證金擔
保；依農委會所訂農業設施補助基準予以補助
產銷設施。期能促使新進農業者能順利經營農
業，並透過不同產業間之交流，以引進新的農
業經營概念，藉以提昇農業競爭力。
（文/李榮華 圖/畜試所楊振豐）

S參觀竹耕生態教育農園，園 S參觀95年神農獎陳景智先生 S參觀六甲鄉火鶴花產銷班
之十全蘭園
長解說菠蘿蜜栽培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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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上市！

又到了品嚐鮮美香甜又多汁的大白柚季節
採收前無下雨土壤較乾燥，有利果實糖度累
了！大白柚以其果肉厚、水份多及甜酸適中的
積，因此果實品質非常好，目前果農已陸續採
滋味與口感，而廣受消費者的歡迎，更是識貨
收上市，尤其是採收後貯放數日後，果皮稍微
饕客不容錯失的美食佳選。
皺縮，果肉柔軟，風味更佳，
所以要品嚐國產優質營養、
達到最佳食用時機。消費者
好吃的大白柚，嚐鮮正是時
在選購白柚時，可選果形較
候，送禮食用兩相宜，歡迎
扁平，果皮黃淺綠色，油胞
消費者選購。
細緻光滑，且果實用手托有
在台灣白柚栽培已有一
沉重感，剝開後果皮薄，果
百七十多年歷史，由於早期
肉糖度達十度以上者品質最
為台南縣麻豆鎮的名產，故
佳。
冠以麻豆地名，而今已成為
白柚富含高膳食纖維、
S香甜又多汁的大白柚已上市，嚐
學術上之品種名稱「麻豆白
豐富的維他命C及多種礦物
鮮趁早！
柚」。目前大白柚全國栽培
質等營養素，被公認為優質
面積共有七百多公頃，主要集中在台南縣、台
的天然健康食品，以新鮮果肉一百公克中，含
東縣、嘉義縣、雲林縣及彰化等縣，為秋季主
水分90％，熱量低僅32∼37仟卡，粗纖維0.3
要水果之一。
∼0.4公克、膳食纖維1.2公克，富含維生素C 52
大白柚產期主要集中在10∼11月間，以「霜
∼57毫克及B1、B2、菸鹼素等維生素，並含有
降」（10月23日）前後為最佳採收適期。今年
鉀140毫克及其他鈉、鈣、鎂、磷、鐵、鋅等礦
大白柚果實生長期間雨水及日照充足，且果實
物質，多食可增加體內食用纖維，幫助消化，
有益健康。
（文/圖 張汶肇）

巨蟹座守護花─國產洋桔梗高雅美麗
今年入秋以來因氣候穩定、日照充足，加
上栽培技術顯著改進，巨蟹座守護花洋桔梗高
雅艷麗，目前農民計畫性栽培，陸續穩定供應
拍賣市場，消費者可以多多購買利用。
洋桔梗別名麗缽花、土耳其桔梗、德州藍
鈴，台灣在1968年由日本引進栽培，1976年在
埔里試種。目前總栽培面積約64公頃，主要產
地在彰化縣及雲嘉南地區，在台灣四個切花市
場的總拍賣量數量約120萬把。本場轄區栽培面
積約33公頃，以嘉義市、新港、東石、阿里山、
佳里、麻豆、虎尾、北港等地為主，且有逐年
增加趨勢。洋桔梗因植㈱嬌貴且花朵不耐雨
淋，故需要以設施保護栽培，傳統以作畦栽培
為主。在本場育苗、生產、栽培模式及採後處
理等技術輔導下，幾乎可週年栽培，切花品質
已大幅提昇。其主要的栽培時期可分為春植、
秋植及高冷地夏植三類，平地仍以秋植為大
宗，品質也較好。

請消費者多多利用

洋桔梗花型和花色豐富多樣，從花瓣排列
及數目可以簡單分為單瓣及重瓣，花色則以蘋
果綠、彩粉、黃、白紫邊、白粉邊、紫色、紅
色、乳白為主要，重瓣品種以花瓣排列緊密之
玫瑰型較受青睞，一直是市場主流，如重瓣
-EX-ROSA羅莎系，另一方面單瓣雙色系如白紫
邊、白粉邊也極受歡迎，今年農民更引進小花
重瓣及康乃馨型系列，使得洋桔梗型態、花色
更加多樣性，消費者可以多多採購利用。消費
者選購及保養參考標準如下：
一、選購標準：花色鮮豔，花苞肥大，莖挺直、
葉澤鮮綠、健壯、無缺損及病斑者佳，一
般而言側芽多則花小，反之則花大，可依
需要選擇。
二、保養及瓶插觀賞：一般須去除多餘葉片，
以防花朵因失水而下垂，水質須保持乾
淨，消費者可以加入微量漂白劑（一公升
自來水加入1C.C.漂白劑），抑制水滋生細
菌，延長觀賞期。
（文/王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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