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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秋季景觀綠肥作物，為大地增添色彩
本場農業快訊
96年「十大經典好米」得獎人揭曉，台南區4位農友入選
96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出爐
設施栽培好收成…合理土壤肥培管理，讓土地再活起來
水稻瘤野螟已開始發生，請注意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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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地增添色彩

台灣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必須削減農業境內支持及
開放稻米進口，導致農田休耕面積大幅增加，除了推廣農田種
植綠肥作物，以維護地力避免休耕田雜草叢生之外，景觀綠肥
作物可增添田園風采，提昇休閒觀光農業，帶動整個農村之發
展，則為休耕田的另一種選擇。
目前雲嘉南地區適合種植的景觀綠肥作物有向日葵、大波
斯菊、黃波斯菊、百日草等。其中向日葵為最早利用在休耕田
的直播草花，全年均適宜栽培，以9∼10月播種為最佳，每公頃
播種量15公斤，播種後約60天開花，花期維持約2∼3週，主要
栽培品種為台南選1號，植株高大，黃花盛開極為壯觀。大波斯
菊適合秋、冬及早春播種，每公頃播種量10公斤，播種後約40
∼50天開花，花期維持約1∼2個月，花色有白、黃、紅、桃紅、
紫紅等，其色彩繽紛花姿撩人，頗富詩意。黃波斯菊全年均可
栽培，每公頃播種量10公斤，播種後約50天開花，花期維持約2
∼3個月，花色金黃，臨風搖曳，相當耀眼奪目。百日草全年均
可栽培，每公頃播種量10公斤，播種後約40∼50天開花，花期
約2個月，其花色多且鮮明艷麗。96年秋作雲嘉南地區計有水
林、台西、麥寮、莿桐、斗南、中埔、嘉義、新營、西港、新
市、歸仁等鄉鎮市進行景觀綠肥作物栽培，待花開之時將為大
地增添色彩，亦為農村帶來活力泉源。
休耕田種植景觀綠肥不僅能帶動地方休閒農業發展，亦可
減少表土沖刷，避免雜草叢生，植體產量高的景觀綠肥掩埋後
亦可增加土壤有機質，兼具地力維護及田園美化功能。休耕田
除了種植這些較常見的向日葵、大波斯菊、黃波斯菊、百日草
等景觀綠肥之外，本場亦朝向田園景觀多樣化，進行篩選適合
的景觀植物，希望能引導農民將景觀綠肥作物納入耕作制度，
以減緩單一綠肥種植病蟲害日益嚴重的問題，增加休耕田之有
效利用及改善生態環境，共同開創美麗家園。

S向日葵植株高大，黃花盛開極
為壯觀

S大波斯菊色彩繽紛，花姿撩人

S黃波斯菊花色金黃，耀眼奪目
(文/圖 吳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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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出爐
͉ܲξѣ፟Ѽயዚௐ2 ̈́ Ϝ̡ฏڍፘயዚௐ41 ᒔᏴ!
9月27日農委會評選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
班，本場轄區之嘉義縣太保市有機米產銷班第1
班及台南縣玉井鄉果樹產銷班第30班分別榮獲
96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每班將可獲得20
萬元獎勵金，另外尚有阿里山鄉花卉產銷班第4

班、古坑鄉花卉產銷班第9班、仁德鄉有機蔬菜
產銷班第1班、中埔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6班、民
雄鄉果樹產銷班第22班、鹽水鎮蔬菜產銷班第3
班及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85班等7個產銷班入選
為優良農業產銷班，每班可獲得5萬元獎勵金。
(資料整理/黃惠琳)

太保市有機米產銷班第1班
班長：官水楯
班員數：39人
成立時間：87年7月
經營規模：20.44公頃
主要產品：有機米

S本班logo

Á 採契作經營，所有有機米收購與農
會訂定契約，班員參與率達100％。
Á 所有產品皆有共同品牌，銷售包裝
多樣化產品。內銷有機商店、學校
及宅配等佔90％，外銷香港、加拿
大、日本、印尼佔10％。
Á 推動有機米農業12年，從最初1.6
公頃到21.4公頃，成長13倍，年產
S本班有機米產品
值由36萬到1000萬，增加27倍。
Á 已取得慈心有機農產品驗證，預計97年一期作通過產銷履歷OTAP驗
證。
Á 88、89、91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機米考評特優獎、94年榮獲
全國有機米評鑑比賽二等獎。
Á 全台唯一整區段栽種，農田周圍隔離綠帶綠美化成為天然藩籬。

玉井鄉果樹產銷班第30班
班長：吳清進
Á 96年1月及5月取得ISO9001、EUREPGAP
班員數：10人
品質認證。
成立時間：82年2月
Á 班 落實EUREPGAP，遵守農藥施用安
經營規模：21公頃
全，確保品質安全，維護消費者之權
主要產品：芒果、蜜棗
益及愛護環境。運用ISO9001，生產作
業流程標準化，提高品質，降低成本。
Á 採密閉空調預冷的集貨分級包裝場，
降低芒果田間熱，徹底預防果實蠅採
後危害，產品品質穩定。
Á 對目標通路訂有完整分級選別標準
（銷日作業流程），並依作業流程落 S近兩年來本班愛文芒果與
國內平均銷售價格比較
實執行，並做品質抽驗，共同分級選
別比率達100％。
Á 產品以班為單一窗口共同內外銷及促銷，外銷以日本市場芒果直銷
為主。96年外銷佔產品84％，內銷佔16％。
S 商業周刊第932期
刊載本班賣出台灣 Á 85年至91年共選共計運銷作業在台北第一果菜市場成績優良；班員
參與共同計價比率100％。
芒果國際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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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場 農 業 快 訊
 2007年十大經典好米選拔，9月13日在板橋
市農會評審揭曉，本區有布袋鎮、義竹鄉之
台南11號，新營市、莿桐鄉之台農71號，計
4鄉鎮市2品種入選，其餘6個入選者分別為
大甲鎮、大寮鄉、新園鄉為高雄145號，霧
峰鄉為台農71號，竹塘為台稉9號，台東地
區農會為台稉2號。（嘉義分場）
 第11屆種苗節農業成果展預定於96年12月
1、2日在台中市豐樂塑雕公園舉辦。本次展
示主題區為「瓜類」，本場負責規劃胡瓜及
瓜類嫁接苗等海報內容，另於有機展示區
內，提供麻豆文旦及綠竹筍有機栽培等海報
展示。(蔬菜研究室)

 農糧署於96年秋作在嘉義縣義竹鄉及六腳
鄉兩地先行試辦稻田多元化利用計畫中的
獎勵飼料玉米生產工作。(朴子分場)
 本年度新增辦理「國產優良品牌蔬果產銷教
育訓練」，擬訂於10月17∼18日辦理，請轄
區內有意願之農民團體踴躍報名參訓。（農
經研究室）
 目前承辦產銷履歷一般作物驗證之機構有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球國際
驗證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
品發展協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
驗與驗證中心及麗米檢驗科技有限公司，詳
細資訊可上本場網站查詢。（農經研究室）

９６年「十大經典好米」得獎人揭曉
稻米產業界年度關注盛事－「十大經典好
米」選拔活動，經過一連串嚴謹程序，以及專家
們以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之下，於9月13日
揭曉。
今年起，為能夠獎勵更多優秀稻農，推薦各
優良的稻米產地，農委會特別將93年即開始辦理
且備受各界高度關注與重視的「全國稻米品質競
賽活動」，轉型為「十大經典好米」選拔。在全
國各地鄉鎮與農民踴躍參與下，計有43個鄉鎮舉
辦初賽，選拔出代表參加全國競賽，角逐十大經
典好米榮耀。43位稻作菁英的稻米，經過第一階
段品質檢驗及儀器分析，以及第二階段的外觀性
狀與食味官能評鑑，評選出十位得獎人。
眾所矚目的96年「十大經典好米」得獎者分
別為臺中縣大甲鎮陳隆安農友(高雄145號)、臺
中 縣 霧 峰 鄉 蘇 明 溪 農 友 ( 台 農 71 號 ) 、 彰

台南區４位農友入選

化縣竹塘鄉張茂盛農友(台稉9號)、雲林縣莿桐
鄉鍾淑美農友(台農71號)、嘉義縣布袋鎮莊茂雄
農友(台南11號)、嘉義縣義竹鄉翁文學農友(台
南11號)、臺南縣新營市沈建益農友(台農71
號)、高雄縣大寮鄉陳林金蕊農友(高雄145號)、
屏東縣新園鄉林智勇農友(高雄145號)、臺東縣
台東地區王國權農友(台稉2號)等十位農友。獲
選農友已於9月15日上午10時在台北市世貿二館
接受頒發獎座及
獎金10萬元。農
委會呼籲各界，
除為得獎稻農喝
采與鼓勵外，並
以購買行動實質
支持頂級臺灣
S鍾淑美（雲林縣莿桐鄉）
米。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圖/農糧署提供)

S沈建益（臺南縣新營市）

S翁文學（嘉義縣義竹鄉）

S莊茂雄（嘉義縣布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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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栽培好收成…合理土壤肥培管理，讓土地『再活起來』
農業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產業，施用肥料是使
調查資料顯示台灣農民栽培作物常有施肥
農作物增產的手段，而土壤質量攸關著農產品的
量過多之情形，造成肥料利用率降低，且對環境
產量、品質、人類健康、環境保育和生態平衡。
也有不良的影響。尤其是葉菜類蔬菜，生育期甚
我國農業依賴投入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及噴灑合
短，一年之中栽培的期作數多，過量施肥形成負
成農藥來增加生產，大量化學肥料的施用，危及
面的影響更大。為改善此種情形，則應用土壤診
某些土壤微生物的生存、活動及微生物間的平
斷推薦肥料合理施用量是達到此目標之不二法
衡，嚴重阻礙植物營養元素正常轉換與其在自然
門，尤其設施栽培容易造成養分累積及失衡，此
界中之循環，並且汙染了大氣、土壤與水體，最
項工作愈加重要。農友若有需要合理施肥與微生
後危及農業的永續經營和人類的生存。
物肥料之使用的技術，可逕與本場聯絡。
設施栽培可阻絕雨水對作物地上部植株的
（文/圖 黃瑞彰）
直接衝擊，以及對根部的
浸泡所造成之損傷，但也
因此阻絕了雨水淋洗對施
肥不當造成之土壤中累積
之高濃度可溶性鹽分。解
除鹽分過量累積可採用浸
水洗鹽、客土或深耕、置
換表土及種植耐鹽作物或
S不當施肥土壤磷含量過高造成優 S 農友不當施用造成植株生長茂
綠肥作物等方式。
盛，結果率低，量少，且品質不佳
養化現象

水稻瘤野螟已開始發生
水稻瘤野螟又稱水稻縱捲葉蟲，通常在二期
稻受害較一期稻嚴重，於二期作水稻分蘗盛期即
可發現被害葉片，而孕穗末期至抽穗期間為發生
盛期。瘤野螟產卵於水稻葉片上，每隻雌成蟲可
產卵100至300粒。初孵化之幼蟲啃食嫩葉葉肉，
形成細白線之食痕，二齡後會將葉尖捲成筒狀，
並藏匿其中，取食葉肉，殘留長條白色斑紋。

S瘤野螟幼蟲

請注意防治

一般一蟲苞內藏匿幼蟲一隻，在蟲苞內幼蟲通常
於啃食數條食痕後，便遷移他葉繼續危害。成蟲
有趨嫩綠性，植株生長特別嫩綠繁茂之稻田，瘤
野螟產卵量較多，被害亦較嚴重，又葉片較寬厚
之品種被害較葉狹而薄之品種嚴重。當大部分稻
田接近成熟而晚植者仍處於孕穗或抽穗期時，受
害亦較嚴重。
二期作水稻已進入抽穗期，應加強抽穗初期
的防治工作，減少施用氮肥，避免稻株生長過密
及特別嫩綠。成蟲發生盛期
可施用10％得芬諾可濕性
粉劑1,000倍、75％歐殺松
可溶性粉劑1,500倍、或2.8
％賽洛寧乳劑2,000倍液一
次。其他使用之藥劑及施藥
方法請參照植物保護手冊。
（文/圖 陳昇寬）

S瘤野螟危害水稻幼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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