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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文旦合理化施肥 田間成果觀摩會紀實
本場為加強轄區農友對麻豆文旦合理化施肥之了解及
重視，於7月31日上午，在台南縣麻豆鎮果樹產銷班第一
班王德和班長果園，舉辦「麻豆文旦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
觀摩會」，由本場侯福分場長親自主持，麻豆鎮農會協助
辦理，吸引超過220位以上農友前往參加。
麻豆文旦品質好壞影響價格甚鉅，果園栽培管理及合
理化施肥措施為影響之關鍵。麻豆果樹產銷班第一班
配合本場合理化施肥之輔導，全班班員於果實採收後
進行採樣土壤檢驗，並針對土壤分析結果輔導施肥之
↑超過
改進。在麻豆文旦進入產季之前召開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
220
參與成 位 農 友
↑侯場長福分主持觀摩會
果觀摩
觀摩，讓農民現場觀摩合理化施肥具體成果，由果樹研究
會
感滿意，並一再地感謝改良場的指導。
室張汶肇先生講解“栽培管理技術”、植物保護研究室陳
綜合座談時，與會農友針對講解內容及田間觀摩後，
紹崇先生講解“病蟲害管理技術”及土壤肥料研究室卓家
提出相關問題及看法，本場同仁針對相關問題給予詳細答
榮先生講解“合理化施肥技術及田間成果說明”，最後由
覆，更加深農友之印象。藉由召開合理化成果觀摩會，除
王德和班長現身說法，分享栽培經驗及合理化施肥心得，
讓農友瞭解合理化施肥具體成果外，更加深農友果園合理
激起熱烈的回響。示範區依照本場施肥推薦較慣行栽培
化管理之重要性，確實掌握果園土壤的健康狀況，防止過
區，每分地可減用硫酸銨38公斤、過磷酸鈣55公斤及氯化
度施肥或養分缺乏之情況發生，並配合田間管理作業等整
鉀46公斤，換算約1,000元(減少44％)，示範區根據實際土
合性的田間管理技術，確保果品品質及產量，提高麻豆文
壤肥力及植株生育狀況進行合理化施肥，不但可有效減少
旦產業之競爭力，達產業永續發展之經營目標。
化學肥料之施用，可降低成本，且不影響產量及品質，王
【文/圖 張汶肇】
德和班長對本場輔導合理化施肥及整合性栽培管理結果甚

↑農友田間觀摩合理化施肥成果

↑王德和班長的文旦柚品質相當好

↑研究人員與農友討論相當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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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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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藍合理化施肥田間觀摩會紀實
甘藍栽培過程，土壤及施肥管理對產量及品質穩定影
響極大，有鑑於一般農友常施用過量化學肥料，不但增加
生產成本，也容易造成土壤酸化，導致單位面積產量下
降，因此本場在雲林縣虎尾鎮設置甘藍合理施肥示範田，
並於7月29日舉開成果觀摩會，吸引百餘位農友湧進會場
聆聽，西螺、大埤、崙背、麥寮等鄉鎮農會也都派員參
加。
為使農友於本次說明會能了解甘藍種植之相關知識，

↑侯場長主持甘藍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本場以甘藍栽培技術、甘藍病蟲害防治技術以及甘藍合理
化施肥措施之「三合一」栽培技術，向農友深入解說，並
以當地農友王文良之輔導成果為案例進行說明。雖然示範
區使用肥料成本較農民慣行施肥增加29％，但因單位面積
產量增加103％，且品質佳，每公頃約可增加近27萬元收
益。王文良農友也對本次栽種經驗作心得分享，並引領與
會農友至現場進行田間觀摩，示範區甘藍產量約為對照區
之一倍，且品質高出許多，現場採摘品嚐，口感清脆且甜
度高，王文良農友對收成結果甚感滿
意，並一再地感謝改良場的指導。
返回活動中心進行綜合討論時，農
友發問踴躍，本場同仁亦一一詳細回
答，與會農友表示對施肥概念有了重
新的認識，而不再是施肥愈多收穫愈
多的錯誤觀念，必須根據實際土壤肥
力及植株生長狀況進行合理化施肥。
↑甘藍合理施肥示範田甘藍生長良好
【文/圖 蔡明晃】

洋香瓜即將進入栽培期
加強防治媒介昆蟲，
台南地區洋香瓜陸續進入生產季節，由於降雨
量少，小型昆蟲包括蚜蟲、薊馬、銀葉粉蝨之密
度持續增加，目前在田間的銀葉粉蝨已經檢測到
帶病毒情形，請農民不要提早種植並加強防治，尤
其是在定植後至瓜藤1尺長之植株，觀察到每葉葉背超
過2隻銀葉粉蝨就需加強防治，以杜絕南瓜捲葉病毒傳播
的機會。洋香瓜採收後也請務必進行清園處理，以免成為
害蟲繁殖溫床，造成鄰近農民防治上之困擾。
近年來，台南地區洋香瓜病毒病害發生異常嚴重，針
對病毒病害的防治策略，應加強從育苗期到定植後1個月
內媒介昆蟲的防治工作，以減輕受害程度。洋香瓜田之防
治工作首先需注意田區及周邊環境的清潔，病毒可藉銀葉
粉蝨、薊馬、蚜蟲等媒介昆蟲傳播，所以採取共同防治相
當重要。該等媒介昆蟲在苗期就會危害洋香瓜，所以開始
育苗後隨時要注意害蟲的防治，最好在防蟲的設施內進行
育苗，可於育苗場所及田區周圍懸掛黃色及藍色粘紙做小
型昆蟲的密度監測，及時防治以減輕媒介昆蟲傳播病毒的
風險。定植時，先行對育苗盤內之瓜苗施用殺蟲劑，定植
後至一尺長之植株要加強防治小型昆蟲。藥劑防治時為避
免害蟲產生抗藥性，應輪替使用不同類型或不同作用機制

↙銀葉粉蝨傳播的捲葉病毒
↓三種病毒複合感染造成葉片皺縮

杜絕洋香瓜病毒病的蔓延
的藥劑，切記藥液需噴及葉背，且水量要夠，以提升防治
效果。設施內溫度較高，藥劑濃度務必遵守稀釋倍數，以
免產生藥害。
因病毒可藉由機械傳播，為避免在洋香瓜生育期間進
行摘心、整蔓等作業造成病毒的快速蔓延，本場提醒農友
在田間管理時，需仔細觀察是否有罹病毒株，所有操作工
具包括剪刀、小刀及手，均需做好消毒工作，可使用酒精
消毒或配戴手套，不同田區間之操作順序應由較乾淨園區
或幼株園區先執行，其次再到病蟲害可能已發生之園區或
老株園區，可減低病蟲害之人為傳播。配合合理化施肥可
以強健洋香瓜植株，植株強健更能抵抗病毒的侵染。
【文/圖 彭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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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出一片天～王鉑鈞為「杞果園」開拓新局
e世代的來臨，也代表商機的增加，在各
行各業中異軍突起、聲名大噪者大有人
在。在農業界，台南縣麻豆鎮的王鉑
鈞以電腦高手背景，替自家果園另
闢一片天空，足以成為佳話。

善用優勢能力 開發網路訂單

由於父親多年經營的深厚基礎，王家
文旦、白柚的銷售並無太大問題，在
台南市有自己的行口，配售台北、
台中等地批發市場，價格不錯。然
王鉑鈞秉持分擔風險的理念，並且
放棄鐵飯碗 寧為農業人
銷售通路不嫌多，因此開始利用網
王鉑鈞是個道地的農家子弟，
路拍賣、部落格等管道，將自家產
父親王明杞可說是麻豆文旦界的聞
品掛上網頁，逐漸打響名號。
人，從事文旦、白柚、酪梨種植已
王鉑鈞說，網路買家通常會先買個
逾45年，對於文旦、白柚等果樹品質
↑王鉑鈞和果園中的文旦
1、2箱「試單」，如果滿意才會大量訂貨，
的提升有獨到的心得，歷年來王家的文旦獲
現在農忙時期連老婆也要幫忙處理網路訂單，編寫部落
獎無數，麻豆鎮農會辦理的「麻豆文旦評鑑比賽」每年獎
格。接下來他考慮自己撰寫一套訂單管理系統，以便日後
牌都是囊中物。對父親如此輝煌的成就，王鉑鈞當初的角
進一步規劃行銷策略。
色，就如一般家中務農的上班族一樣，只在農忙時偶而請
個假回家幫忙而已。
王鉑鈞大學念的是交通管理，當兵前便考上公職，然
而他居然放棄人人稱羨的鐵飯碗，選擇去姑丈的電腦公司
擔任程式設計師，從事軟體開發工作，一寫就是6年。之
後轉赴中國大陸1年，幫忙在當地設廠的大哥從事LED業
務。4年前因為父親身體欠安，又考慮在中國的生活環境
複雜，便回家鄉接手果園的工作。

追求知識 更上層樓
一開始，王鉑鈞由於實務經驗不夠，即使想要採用新
的方式來管理果園，總是無法說服父親，因此，第一步就
需從充實自身的學識做起，除了參加台南農改場的「柑桔
經營管理班」，2年前又報考嘉義大學的農學研究所，跟
隨呂明雄、李堂察等教授做研究，目前已完成所有課程，
待呈交論文便可取得碩士學位。
在充實學識之外，他了解說服父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實做，實際展現成果，例如少施化學肥料多用有機肥、果
園草生栽培等，今年開始嘗試使用微生物菌來改善土壤，
以循序漸進方式取得父親認同。

品牌定位清楚 客源穩定
王鉑鈞在前年申請品牌「杞果園」，97年8月通過產銷
履歷驗證，加上歷年來得獎紀錄的加持，品牌效應越來越
大。王鉑鈞認為雖然現今全國各地都有文旦出產，但是最
大宗的花蓮文旦是以「日常水果」來銷售，麻豆文旦則是
定位在「中秋禮品」，只要品質好，不怕沒有訂單。許多
消費者已了解與其到百貨公司買高價水果，不如直接向農
民買高檔貨來得划算。
說到務農生活甘苦談，王鉑鈞莞爾道：農事工作勞力
而不勞心，反而沒有過去寫程式時的壓力，在農閒期，可
以適當安排生活與休閒，與家人相處的機會更多，反而是
一種恬適的自在。
善用自己的優勢能力，把握時機，並努力提升自我，
王鉑鈞可以說是農業ｅ時代的最佳例子。衷心期盼有更多
像他一樣的優秀青年投入農業，讓台灣農業有生生不息、
持續向上的生命力！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杞果園」部落格，宛如王鉑鈞夫婦的 ↑「杞果園」部落格上詳載王家的獲獎
第3個孩子，都是在愛的灌溉下長大茁壯
事蹟，為產品加持

↑每一個大白柚都仔細套袋保護，以便
將完美果實呈現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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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銘峰讓
蔡銘峰是一位傳統的農家子弟，
祖父原本務農，以稻米、落花生的輪
作營生，後來轉型經營脫殼花生事業，父親繼承衣缽繼續
經營。蔡銘峰大學就讀企管系，為了更上層樓，獨自負笈
美國攻讀企管碩士學位，在家族事業陷入低潮又無人協助
的窘境下，挑動了他對家鄉土地熱愛的情緒，激發了傳承
的使命感，使他毅然的放下學業回鄉務農。
民國91年至92年期間，國內落花生產業因產銷失衡價
格跌至谷底，使落花生農無法獲得應有之利潤，連帶的衝
擊了脫殼花生產業。返鄉協助家族事業的蔡銘峰，即利用
所學的企管專長，試圖改善經營狀況，並從落花生加工產
品著手。

取得全國第一張落花生產銷履歷
蔡銘峰深切體會到優質的產品不會孤單，為了確保產
品品質，唯有從作物生產、採收、加工等每個環節確實掌
握。然而對原非務農的他，從一開始的落花生栽種就是個
難題，在父親的鼓勵下，94年加入北港鎮農會輔導成立的
雜糧產銷第二班並擔任班長，透過農業知識吸收及班組織
協助，又在本場楊靄華研究員的輔導下，試種台南14號品
種落花生，朝生產具有產銷履歷的落花生目標邁進。
初期的推動溝通就讓蔡銘鋒碰到許多挫折，在楊研究
員不斷的鼓勵，加上產銷班顧問謝明拴的技術支援下，
先以8分地進行產銷履歷實驗試作，明確的紀錄播種、施
肥、用藥等相關項目，有了成績也獲得班員肯定，95年結
合其他9名班員，一舉將面積擴增至5公頃，並於96年取得

落花生產業亮起來

↑蔡銘峰班長 (左) 與謝明拴顧問

全國第一張落花生產銷履歷驗證，目前
班員也增加至23人，種植面積達15餘公頃。
有了落花生產銷履歷認證的加持，所生產的落花生屢
創外銷佳績，提供安全、安心、健康的落花生加工品，亦
獲得消費者的肯定與認同，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五十是由消
費者口耳相傳而自行前來購買，就是最好證明。
蔡銘峰對落花生的真情自然表露無遺。他說吃落花生
的好處，就如俚語說的「呷土豆，活到老老老」、「花生
又名長壽果」。
蔡銘峰認為農業不能再走傳統路線，從事農業也不能
抱有上下班的心態，必須以企業化經營模式發展，全心投
入，不怕辛苦，不斷的上課學習新知才可跟上時代的腳
步，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是世界必然趨勢，也是農產品對
消費者提供安全、安心的保障。
【文/圖 蔡明晃】

全面查處有機農產品及其
月
日起
8 1
加工品之標示與品質
有機農產品管理新制自本（98）年元月31日起實施，
其中標示檢查部分，基於國際經貿及實際業務運作，至8
月1日執行。農委會呼籲農產品經營業者應確認所販賣之
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品是否合於標示規定，屆期如尚有違
反標示規定之產品，將依法查處。
農委會執行之標示檢查發現之不合格情形，最主要為
國產品未經驗證、進口產品未經審查，即於產品上標示有
機文字，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規定，處6至30萬元
罰鍰。其次為國產品未標示驗證證書字號及使用CAS台灣
有機農產品標章、進口品未標示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字號，
未標示原產地及驗證機構名稱等，此類違反者，處3至15
萬元罰鍰。該會呼籲有機農產品經營業者應儘速依法申請

產品驗證或進口審查，並依規定標示產品，以免違反規定
自8月1日起受罰。
農委會已認證9家驗證機構辦理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
品驗證，並已公告18個國家為與我國有機農產品管理同等
性之國家，業者進口公告國家認證之驗證機構驗證之產
品，可向農糧署各區分署申請審查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
件，已建立完善之國產品驗證及進口產品審查作業機制，
請農產品經營業者遵循辦理。
國產有機農產品新鮮、安全，請消費者多予支持選
購，購買時並請認明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以鼓勵及
保障合法農民與業者。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