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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繽紛雲嘉南－台灣農業亮起來」活動報導
全國第一張柳橙產銷履歷驗證∼大林「綠色家園」
本場農業快訊
活動預告－健康優質米之產銷推廣與研究利用展望研討會
天氣濕冷馬鈴薯及番茄晚疫病易發生，請加強防治
省工、環保及提高作物品質利器－高效能新型控釋型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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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繽紛雲嘉南－台灣農業亮起來」活動報導
本場於
12 月 1 日 於
場區內辦理
「2007 繽紛
雲嘉南－台
灣農業亮起
來」活動，
安排展出多
項近期研究
發展成果， S黃場長山內主持開幕酒會
入場參觀民
眾約4000多人，整個活動在掌聲中圓滿落幕。
此次活動內容分為3大主題區，各具特色：
創力農業區展出內容包括本場產學合作、技術轉
移及專利成果、產銷履歷示範推行成果、能源作
物成果、中草藥圃、外銷洋桔梗品種、「世界之
最」觀賞用種子特展、新型農機具、溫室開放參
觀等；魅力農村區展出內容有十大經典魅力農村
風情網、農業DIY教室、田媽媽美食、農場開放
參觀、花海景觀區、蓮花草亭休憩區等；活力農
民區展出經產銷履歷驗證之農產品、有機農產
品、吉園圃蔬果產品、良質米、品牌鮮果、優

S贈送蔬菜苗攤位前大排長龍

S活動入口處之花藝景觀佈置，令人驚豔
質農特產伴手產品等。
溫網室內所進行之研究亦隨著這次活動開
放參觀，並有專人引導解說。溫網室區展出的主
題包括：優質文心蘭技術改進、精密溫室群自動
化環控技術、微生物肥料在蔬果栽培應用技術、
設施瓜果類肥培管理技術及蚓糞堆肥生成與應
用等。農場場區開放參觀的項目有溫室洋桔梗、
蘭花栽培，番茄田區，以及最受小朋友歡迎的奇
瓜異果展示；農場亦設置有八角涼亭及香水蓮池
的景觀休憩區、採摘向日葵DIY的花田區及花海
景觀區。農業DIY教室開辦「菱角植物染」及「菱
角吊飾」課程，上下午各一場，現場報名場場

S牛車及動物造型花藝佈置是小 S「世界之最」種子特展，將本
場近年的收藏與民眾分享
朋友的最愛，紛紛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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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滿。週六中午在農場相思林前並舉辦親子焢窯
活動，活動前便已報名額滿，大人小孩玩得好不
開心。
主辦單位為了要讓民眾能走完本場精心設
計的展示區，特別策劃了“闖關”活動，入場民
眾可在服務台拿到闖關卡，在6個關卡完成闖關

S親子焢窯仍是一窯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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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圖戳後，可領取貼有經產銷履歷驗證貼紙的柳
橙乙袋，因此展場上可見人手一袋柳丁，不僅民
眾高興，也達到宣導產銷履歷制度的目的。
此次活動具有農業新科技傳承內涵及饒富
趣味的休閒節目，真正提供民眾一個農業技術與
休閒體驗兼顧的豐富之旅！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S能源作物之實物展示

S創力農業區展示攤位吸引眾多 S雲林分場提供洋桔梗品種展示
人潮

S菱角植物染DIY教學

S奇瓜異果區是民眾必到訪之點

全國第一張柳橙產銷履歷驗證∼大林「綠色家園」
獲得全國柳橙及茂谷柑第一張產銷履歷證
書的大林鎮果樹產銷班第5班，標示「綠色家園」
品牌柳橙，11月15日起在各大賣場上市，物美價
廉，消費者可以買得安心、吃出健康。
在注重養生與健康概念的飲食文化下，農委
會積極推動產銷履歷制度，嘉義縣大林鎮果樹產
銷班第5班在本場及相關單位輔導下，經過麗米
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查
核，已於11月12日通過柳
橙及茂谷柑產銷履歷驗
證，獨步全國。
此次通過產銷履歷
驗證的包括該產銷班8位
種植柳橙班員及4位茂谷
柑班員。農產品產銷履歷
驗證過程十分繁瑣，參加
農友在忙於農務之餘，還

要拿起筆來登記每日田間工作事項及用藥、施肥
等記錄，不能間斷，經由合法驗證公司從耕地地
號、耕作面積、記錄資料文件查核到作業規範審
核、田間現場評鑑報告等，有任何一項不合格，
便無法取得驗證合格證書。
該班今年柳橙產量，因受10月中旬柯羅莎颱
風影響，嚴選可供貨優質柳橙僅約100公噸左
右，11月15日起消費者即可
在家樂福及各大賣場買到3
公斤網束袋裝、標示有「綠
色家園」品牌附有產銷履歷
農產品驗證條碼「身分證」
的柳橙，零售價3台斤裝79
元；茂谷柑預計可在1個月以
後上市，歡迎消費者一起分
享。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S大林果樹產銷班「綠色家園」柳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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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場 農 業 快 訊
 葉菜類移植機之研製：根據移植試驗結果顯
示，雛型移植機移植行距約為13cm、株距約
為14cm，完成一個移植動作循環約需3秒，
估計作業能力每小時可移植2,000株以上，
將可適用於各種短期葉菜類移植需求。（農
機研究室）
 本場辦理96年推動農業人力培育計畫之「漂
鳥琵鷺營」八梯次及「蘭花產業漂鳥築巢營」
二梯次，共計十梯次，學員總數195人次；
截至11月已全數辦理完畢，活動圓滿結束；
學員結訓後問卷調查顯示極高滿意度及正
面肯定。（教育研究室）

 台南縣政府預定於2008年2月20日至3月2日
（共12天）於南科特定區L＆M區舉辦「2008
台灣燈會農業成果展」，本場將配合提供產
銷履歷推廣、能源作物、本場新研究技術及
新品種展示。(農業推廣課)
 洋香瓜病毒病防治示範觀摩會於11月7日假
台南縣七股鄉辦理，當天參加農友及來賓約
100人，會中針對洋香瓜病毒病防治示範田
監測及成果，除以簡報說明外，並至農友栽
培現場實地觀摩，大家對於防治區成果多給
予肯定。洋香瓜病毒病發生情形，至11月底
受病毒病感染的感染率在10％以下，本場將
持續監測及宣導防治。(植保研究室)

本場將於12月25日(星期二)在農業推廣大
樓視聽教室，舉辦「健康優質米之產銷推廣與研
究利用展望研討會」，延請國內稻米領域的專家

學者進行專題報告，精采可期。研討會後並將為
本場嘉義分場林國清主任辦理退休歡送餐會，歡
迎踴躍參加。研討會議程如下：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主持人及主講人
9:30∼10:00
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10:00∼10:10
開幕式、頒獎
10:10∼10:30
來賓致詞
第一節 健康優質米之推廣與產銷管理
主持人: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黃山內場長
10:30∼11:00
健康米食新觀念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洪梅珠秘書
11:00∼11:30
有機米產銷班之經營管理
太保市有機米產銷班官水楯班長
11:30∼12:00
稻米產銷專業區經營管理
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黃麗琴執行長
12:00∼13:30
午餐:米食品嚐
第二節 台灣稻米品種及栽培技術研發
主持人:台中區農業改良場陳榮五場長
13:30∼14:00
台灣香米育種及展望
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陳隆澤副研究員
14:00∼14:30
台灣稻作育種新方向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許志聖博士
14:30∼15:00
稻作栽培技術之改進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邱運全秘書
15:00∼15:30
茶敘
第三節 台灣稻米產業演變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侯福分場長
15:30∼16:00
台灣稻米產業永續發展方向
農糧署糧食產業組王長瑩組長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近年稻作
16:00∼16:40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嘉義分場林國清主任
育種概述
16:40∼17:10
綜合座談
主講人、主持人及與會貴賓
17:10∼
歡送聚餐
連絡人：本場作物改良課農藝研究室 吳昭慧(06)5912901轉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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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濕冷馬鈴薯及番茄晚疫病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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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加強防治

今年冬季低溫來的較早，伴隨著綿綿細雨的
之前，立即施藥，即可有效控制病害的發生與蔓
濕冷氣候，雲林縣馬鈴薯及番茄栽培區，晚疫病
延。如田間已有病害發生，除需立即施藥外，清
已零星可見，請農友注意該病害的防治工作，以
園工作更不可少，降低田間病原菌密度永遠是防
減少損害。
治病害成功的一大要素。此外，改善田間排水與
台灣地區馬鈴薯與番茄晚疫病新菌系具有
通風，也是預防晚疫病的重要措施。其他詳細防
強致病力且較耐高溫，可以耐到28∼29℃，由於
治藥劑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南部地區早晚溫差大，清晨時候可看到植株葉片
（文/鄭安秀）
有露水附著，此環境已適
合晚疫病的發生，如果再
碰上伴隨雨霧的低溫來
襲，病害在田間的發生及
蔓延將極為快速，為掌握
病害防治適期，應密切注
意氣象預報，在冬春之際
有連續陰雨的氣候出現
S馬鈴薯晚疫病葉部病徵
S番茄晚疫病果實病徵

省工、環保及提高作物品質利器－高效能新型控釋型肥料
本場目前正積極研發「高效能新型控釋型肥
料」，具有省工、環保、及依作物需求製作客制
化配方等優點，預期將可達到降低人工成本、保
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提高作物品質的目的。
肥料的施用有調節作物營養生長與生殖生
長的功效，因此必須配合農作物的生長曲線分多
次施用，以使其在不同的生育階段可吸收到足夠
的養分。控釋型肥料可以控制肥料的釋放速率，
讓肥料依照作物養分需求的時機釋出，減少施肥
的次數，節省勞力。另外，控釋型肥料可以減少
肥料流失，提高肥料效率，進而節省能源，避免
增加環境負荷。
本場係針對外裹生物可分解膠膜的控釋型

S本場研發之高效能新型控釋型
肥料

肥料進行研發，此與市面上販售的控釋型肥料大
都利用化學合成樹脂作為包覆膜，容易造成環保
問題，有極大不同。「高效能新型控釋型肥料」
的製作，係以一定比例的氮肥、磷肥和鉀肥混
合，經過造粒技術形成肥料核，再以包覆膜或其
他控制釋放物質裹覆於肥料核外部，藉由包覆膜
在肥料核與水分之間形成一物理或化學屏障，以
延遲肥料與水分接觸，使肥料核內的營養元素以
緩慢、經控制的速率通過包覆膜釋放至土壤。
一般進口控釋型肥料，通常應用在設施庭園
作物，本場發展的高效能控釋型肥料，除了可以
取代進口肥料用於家庭園藝外，並配合本土作物
的生理特性，生產特定作物用之控釋型肥料，目
前已實際應用於設施
番茄、洋香瓜、美濃瓜
與木瓜等作物之田間
栽培，且有不錯的效
果。
（文/圖 林晉卿）

S高效能新型控釋型肥料應用於木瓜
栽培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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