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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文旦合理化施肥
及整合性生產管理技術觀摩紀實
本場為加強農友對麻豆文旦田間栽培管理之重視，於
98年5月14日上午十時，在麻豆鎮磚井里陳純仁農友
之果園召開「麻豆文旦合理化施肥及整合性生產管
理技術觀摩會」，由本場侯福分場長親自主持，麻
豆鎮農會協助辦理，吸引近200位農友前往參加。
由於麻豆文旦品質受植株樹齡及栽培管理之影響
差異甚大，除了樹齡因素外，可藉人為等之栽培管理

1

←侯場長主持觀摩會 ↓近200位農友踴躍參加

2

3

笓農友詳讀本場製作之栽培技術資料︱笅農友田間實地觀摩︱
笏研究人員與農友在現場討論相當熱絡︱
笈侯場長與參加觀摩會農友合影︱

技術予以提升。觀摩會主要強調麻豆文旦之整合性栽培管
理之重要性，由本場果樹研究室張汶肇先生講解“麻豆文
旦栽培管理技術”、土壤肥料研究室卓家榮先生講解“麻
豆文旦合理化施肥技術”及植物保護研究室林明瑩先生講
解“麻豆文旦病蟲害管理技術”，內容要農友加強對生育
特性之瞭解，配合生育期進行田間管理作業，例如：整枝
修剪以控制枝梢生長及樹勢維持；水分管理以利開花及果
實生長；合理化施肥，防止過度施肥或養分缺乏；適時及
適期進行病蟲害管理，避免農藥殘留；與鋪設泰維克反光
透氣布增加光照量，提高果實甜度等。講解後隨即至示範
果園實際進行觀摩，現場農友反應相當熱烈。
最後於綜合座談時，與會農友針對講師講解內容及示

4

範果園觀摩後，提出相關問題及看法，本場同仁再對相關
問題給予詳細答覆，更加深農友之印象。藉由召開麻豆文
旦整合性的田間管理技術觀摩會，可加深農友對果園管理
重要性的認知，確保果品品質、產量及收益，並穩定麻豆
文旦產業之永續發展。
【文/圖 張汶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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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嘉義大學進行 農業研究教育推廣交流
本場於98年5月15日，由侯場長率業務課室、分場站主
管至國立嘉義大學，與李校長明仁、農學院劉院長景平、
農業推廣中心曾主任再富、各農業推廣教授進行「農業研
究教育推廣聯繫會議」，會中針對兩單位農業研究學術交
流、軟硬體相關設施之應用、合作交流方式、未來雙方如
何加強農業研究教育推廣合作交流等事宜進行議題討論，
會中達成多項共識：
加強雙方在農業技術與學術方面交
流活動，台南區農改場可依據研究
發展需求，邀請國立嘉義大學教授至
場舉辦相關學術演講；國立嘉義大學
亦可邀請台南區農改場專家到校專題
演講、共同指導研究生、協助與輔導
學生校外實習、共同出版教科書刊。
未來雙方若舉辦相關學術活動，亦可
發函知會對方派員參加。

1

2

加強雙方在農民技術諮詢輔導參與，台南區農改場在
舉辦各項農民諮詢座談會，可邀請國立嘉義大學教授
參加，共同協助解決雲嘉南地區農民實務問題，開創區域
性農業產業發展良好合作典範。
加強雙方農業相關軟硬體設施資源共享，可依雙方研
究需求與意願，相互支援或配合互惠，共同研提研究
計畫與舉辦學術研討會，進行合作交流。
【文/李榮華 圖/黃惠琳】

3

↑農業研究教育推廣聯繫會議由李明仁校長 ↑本場主管參觀嘉義大學新近落成之生
及侯場長共同主持
技研究設施

產 業 奮 鬥 小故事

2009台灣西瓜王∼梁瑞典
台南縣學甲鎮在今年台灣西瓜節的高品質西瓜比賽中
大放異彩，不但囊括大型西瓜組亞季軍及佳作，並由梁瑞
典農友奪下5年來的首次大獎－「台灣西瓜王」。
走進純樸的農村三合院，抬頭可見各面牆上盡是貼滿
紅色賀聯，光是這戶人家，就囊括今年西瓜
節多個獎項。
梁瑞典是個傳統典型的農夫，從初
中畢業就開始幫家裡種西瓜，保守
估計也有5、60年了。問他種出好
吃西瓜的撇步，他謙虛的說，是
因為學甲鎮頂洲地區的天時地利
剛剛好適合西瓜生長，但是，從
閒談中便可依晰了解到他嚴謹的工
作態度與專業。
梁瑞典在每年1月開始將西瓜苗種下田
間，2甲地約4000顆，每株僅留1果，夫妻倆人
就從1月忙到5月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連農曆年也沒有
休息，未曾假手他人。農地在西瓜採收後就休耕，一年僅
一作，因此果實品質佳，病蟲害管控得當。他的西瓜只要
吃過的人便會成為忠實客戶，每年登門購買。
自從2005年本場主辦台灣西瓜節以來，除了

↑2009台灣西瓜王獎牌由農友公司陳文郁
董事長頒發給梁瑞典
←梁瑞典夫婦是西瓜競賽的常勝軍

2007年因改種其他品種未入選外，梁瑞典
家族成員年年得獎，客廳櫥櫃中盡是獎牌，
也參加出興趣來，每年都卯足了勁投入各項競
賽，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娛樂與成就。2009年
除了西瓜王外，大型西瓜季軍、最重西瓜亞軍也是出自
他的手。
一步一腳印，在梁瑞典身上，我們看到了台灣老農的
胼手胝足、樂天知命，也因為他們的努力，造就了寶島的
水果天堂，成就了我們在品嚐美味多汁西瓜時心中浮現
的，滿溢的幸福！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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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雜交新品種台南1號、2號
本場育成洋桔梗耐熱雜交品種「台南1號」及「台南2
號」，具有高溫不易簇生化、花色表現優良、適合台灣栽
培等優點，對整個產業效益的提升將有實質幫助。
本場自民國86年進行洋桔梗切花品種選育工作，期能
育出適合本地高溫環境下育苗又不易發生簇生化 (rosette)
的雜交品種，歷經多年試驗，育成洋桔梗耐熱雜交品種
「台南1號」及「台南2號」2個新品種。「台南1號」為重
瓣桃紅色、花朵數每支3∼5朵、花徑6∼8公分、中早生、
不易簇生化、全年可栽培。「台南2號」為重瓣白紫邊、
花朵數每支3∼5朵、花徑5∼7公分、中早生、不易簇生
化、生長勢強、全年可栽培。
洋桔梗 (Eustoma grandiflorm (Raf.) Sh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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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桔梗為我國極具發展潛力之外銷花
卉，以切花生產為主。以往花農對於洋桔
梗之品種特性及苗株管理不甚瞭解，以致
栽培過程經常發生簇生化現象，導致品質
不良且失敗率極高。為協助花農解決這方面問題，經本場
在育苗、栽培、生產模式建立及外銷保鮮採後處理等技術
開發及輔導下，切花品質已大幅提昇，並積極輔導農民外
銷日本市場，日本洋桔梗市場年消費量約1.2億支，台灣
每年外銷日本市場約250萬支以上，僅佔0.2％ (佔日本年

↑侯場長在農委會記者會中
展示本場新育成
之洋桔梗品種

↑洋桔梗台南1號
←洋桔梗台南2號

進口量80％)。但目前農民所栽種的品種90％以上是日本
品種，為此，本場致力於本土品種研發，經過多年努力，
終於育成適合本地栽培的雜交品種台南1號、2號，從品
種、育苗、栽培及外銷保鮮採後處理之整套洋桔梗產業發
展拼圖，可望完整呈現。
【文/圖 王裕權】

豐產耐病落花生新品種台南15號及
富含花青素落花生南改系183號
本場於97年5月23日通過落花生新品種「台南15號」之
命名審查，並於97年選育出新品系「南改系183號」，豐
產耐病、適合機械採收、富含花青素，將可提供消費者高
抗氧化天然食品之新選擇。
落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 為台灣主要豆類雜糧作
物，其莢果或子實具有多項用途。目前全國栽培總面積約
為23,800公頃，總產量約為62,000公噸，總產值約為30億
元。主要產區在雲林、彰化、嘉義一帶，其中雲林縣總
生產面積達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常見栽培品種有台南選9

號、台南11號、黑金剛、花仁及台南14號，其中台南14號
屬大粒種、高產、品質優，為目前主要栽培種，佔全部
種植面積70％∼75％。黑仁花生生產面積每年約1,000∼
1,200公頃，目前約有16,000公斤外銷日本市場。
台南15號屬西班牙型 (Spanish type)，株型直立，植株
倒伏等級低，適合機械收穫，產量較台南14號春作高產約
10％。適合作為帶殼焙炒加工及水煮鮮食莢果的原料，焙
炒莢果的風味及組織口感均佳，且籽粒呈長橢粒，適合以
原味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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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黑金剛，右:南改系1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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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生
產規範－作物」、「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
作業程序」、「申請使用ＣＡＳ有機農產品標章評
審作業程序」、「ＣＡＳ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
物」及「ＣＡＳ有機農產品品質規格標準與標示及
標章使用規定」，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
國98年5月25日以農糧字第0981047266號令廢止。

南改系183號則屬於瓦倫西亞型，植株倒伏等級低，適合機
械收穫，較現行地方栽培種－黑金剛春作高產約10％。種皮富
含花青素，具有不錯的抗氧化活性，可作為提煉花青素，供作
保健食品相關產品原料。適合作為帶殼焙炒加工及水煮鮮食莢
果。
【文/圖 陳國憲】

「農村再生」傳統農業轉型為
休閒農業的最佳契機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社區原與台灣其他傳統農村一樣，
以一級產業為主要經濟來源，在華山土生土長的我作夢也
想不到，921大地震和颱風帶來的雨水，就這樣沖毀了我
們辛苦建立的家園，回憶地震後，華山經濟蕭條，經過一
年的重建，沒想到颱風季節大量雨水帶來的土石流災害，
幾乎將華山居民的信心徹底擊潰，還好有各界的協助，尤
其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對本社區投入大量心
力，重新整建遭土石流沖毀的土地，建立了許多水土保持
及坡地保育等防災建設，保障我們的生命財產，並且長期
來與社區居民溝通，了解我們最迫切的需要再予以協助，
讓我們社區的居民們更加團結在一起，共同為我們的家園
打拼！
水土保持局除了防災等相關硬體建設的投入外，水土
保持局對於社區居民們的生活提昇，也不遺餘力，開辦一
系列人力培訓課程，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認識我們的家園，
使居民們愈來愈重視社區，進而投入社區營造活動，讓整
個社區都動了起來！除此之外水土保持局為了改善農民的
生活環境，積極規劃營造社區綠美化，包括有全台首創的
「雲林文學步道」、老咖啡樹園區、土石流戶外教學園區
等…，更舉辦了三屆的「華山咖啡節」吸引大量人潮湧入
華山。水土保持局對於農村社區完成各項規畫建設帶動地
方繁榮、改善農民經濟，功不可沒。
我們所投入規劃建設的範園，均為農民們的私有土
地，有的地主們無私的免費提供做公共設施，無償開放給

遊客、民眾使用。但部份農民們大量使用鐵
皮屋，不顧及周遭環境或是廢棄土地無人整頓等破壞景觀
之問題，未來也定會面臨土地繼承或移轉的問題衍生，這
都是我們所不樂見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出「農村再
生條例」，雖各界仍有不同聲音，但對我們而言，將能大
大改善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從一級傳統產業提昇為三級
休閒產業，多年來，政府對改善農民生活有這項重大政
策，也是我們農民們所盼望與樂見的，然而在我們農民迫
切需要之際，卻遭到一些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士，提出不實
的反駁，試問這些反對人士，是否有站在農村居民的立場
著想，了解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在台彎農民們長期以
來都處在社會的邊緣，現在政府終於提出對我們有實質效
益的政策，卻被染上政治色彩。
「農村再生條例」給予農村社區再生的機會，有助於
提升農業生產及居住生活環境品質，社區需要突破現行發
展的種種限制，只要農村環境活化了，公共建設提升了，
我們農村社區的子弟，就有機會在家鄉永續發展，因此必
須要有「農村再生條例」的規範作為法源基礎，讓農村社
區由下而上，從我們社區真正需要的地方著手，自主的來
擬訂計畫，這就是「農村再生」的精神！請上級長官傾聽
我們來自最基層真正農民的聲音。「農村再生條例」可以
解決我們社區現有問題，讓夢想早日實現，而且做得更
好，更符合社區的需要。
台灣農村真的需要「農村再生條例」，請大家一起來
支持！
【文/華山休閒產業促進會總幹事 李契螢】

98年1月11日起，三人以上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1萬元。
菸害申訴專線：0800-53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