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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新品種台南11號抗白粉病又耐熱，發表會中大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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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瓜新品種「台南11號」
抗白粉病又耐熱 發表會中大受好評
5天，香氣漸漸散發，口感怡
人，能滿足消費族群對洋香瓜
的期待。室溫下的櫥架壽命為
對照商業品種的2倍，合乎市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經過十一年
場販售的需求。
的育種過程，甜瓜新品種「台南11
本場極力推薦甜瓜「台南
號」終於問世，經農民試種反應良
11號」，因為該品種除園藝性
好，於10月27日下午3時，在台南
狀均符合現今商品果的水準
市安南區試驗田辦理新品種發表
外，尤其具有目前栽培商業品
會，吸引6個鄉鎮市農會、14家種
種所沒有的優點－抗洋香瓜白
苗業者及眾多洋香瓜栽培農友蒞臨 ↑育種人員黃圓滿說明甜瓜台南11號
特性與栽培管理要點
粉病。栽培該品種可明顯減少農藥的使用頻
觀摩，現場也提供農民試種的果實
率，減輕農民的栽培成本，維護栽培者、消費者與栽培環
給來賓品嚐，大家吃後都讚不絕
境的健康。
口，直呼香甜好吃！
台南市安南區一直是洋香瓜栽培的主要地區，本場提
「台南11號」為雜交一代品種，屬於網紋橙肉洋香瓜
供甜瓜台南11號少量的種子給當地農民試種，產銷班許凰
類型，植株健壯，抗白粉病，著果力佳，耐熱性良好，著
誥班長發現其管理遠較其他洋香瓜更為輕鬆上手，抗病
果後42∼45天成熟，適於早秋期或晚春期栽培。春作平均
力、生長速度表現均佳，預估可節省30％的成本。
果重1.3公斤、最大果1.6公斤；秋作平均果重1.5公斤，最
目前該品種正申請技術轉移中，讓種子得以商業化量
大果可超過2.0公斤。果實耐脫蒂，外觀灰綠色。網紋細
產，更多農民能方便購得種子或種苗。
密型，果肉為較明豔的橙色，糖度可高達19.5°Brix。適
【文/黃圓滿 圖/黃鵬戎】
採期無香氣，較不易引誘瓜實蠅前來叮咬，採收後熟2∼

1

2

1 完全不噴殺菌劑栽培（於中果期拍攝）；台南11號果實仍可正常發育（右方行株），對照商業品種則葉片已枯萎(左方行株)
笓
2 甜瓜台南11號直立式栽培︱笏
3 匍地式栽培
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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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類果樹災後復耕成果觀摩會 叫好又叫座
麻豆地區在這次莫拉克颱風受創嚴重，許多柚類果樹
因水災淹水而枯死或受損。本場研究人員除多次赴災區輔
導復耕，並擇麻豆鎮施新侑班長果園進行各項復耕措施試
驗，由於成效顯著，訂於98年10月15日召開「柚類果樹災
後復耕成果觀摩會」。當天參加的農友高達180人，甚至
有人從本場網站得知訊息，特地從雲林縣斗六市趕過來。
觀摩會由侯場長親自主持，張汶肇、林明瑩及黃瑞彰
等3位研究人員，分別針對柚類果樹災後復耕措施、災後
病蟲害防治重點、災後肥培管理措施進行說明，並由施新

↑農民對海報展示的內容相當有興趣

侑班長分享柚類果樹災後復耕心得，引導大家赴果園實地
觀摩果樹採行復耕措施後生長狀況，農民都大感興趣，在
綜合座談時踴躍發問，獲益良多。
觀摩會場展示由張汶肇先生精心整理的文旦柚受損情
形與復耕方法海報，吸引大批農民駐足閱讀，現場也發送
本場印製之「文旦柚復耕技術」推廣文宣。侯場長並說明
本場將製作更詳細的農作物災害圖鑑，提供參考使用，獲
得熱烈迴響。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黃瑞彰先生向與會農友說明災後肥培
管理措施

↑張汶肇先生在田間向農友說明復耕
方法與成效

柳橙、葡萄柚栽培管理技術及田間觀摩會紀實
本場為加強農友對柳橙、葡萄柚等柑橘類果樹
←適時病蟲害防治及正確施肥，可以改善
果品外觀，並增加果實轉色及風味
栽培管理之重視，於98年10月20日上午，在雲
林縣古坑鄉阮春雄農友之果園召開「柳橙、
葡萄柚栽培管理技術及田間觀摩會」，由本
場葉副場長忠川主持，古坑鄉農會協助辦
理，吸引超過180位農友前往參加。
柳橙目前栽培面積9,710公頃，產區集中在
雲嘉南一帶，佔全台栽培面積的83％。由於
柳橙風土適應性佳、管理容易、產量高等優 →星紅寶石葡萄柚為近年來具市場
競爭力之柑橘品種
點，近年來栽培面積逐年增加，造成產量過
剩，因販售單價低，農民投入管理成本及時
榮先生講解“合理化施肥技術”及植物保護研究室林明瑩
間相對較少，以致於果實品質及賣相不佳，加上果品分級
先生講解“病蟲害管理技術”，講習內容要讓農友瞭解栽
未能徹底，造成年年價格不振。為有效解決柳橙生產過剩
培品種之生育特性，配合生育期進行田間管理作業，如：
之問題，應繼續推動廢園以縮減柳橙面積，或更新具競爭
整枝修剪以控制枝梢生長及樹勢維持；水分管理以利開花
力之柑橘品種，如：星紅寶石葡萄柚、佛利蒙等，才能真
及果實生長；合理化施肥，防止過肥或養分缺乏；適時及
正有效解決柳橙產銷失衡問題。在柳橙栽培面積縮減後，
適期進行病蟲害管理，避免農藥殘留及安全用藥。講習後
必須加強果園栽培管理措施，提供高品質及安全的果品，
隨即前往田間實際觀摩，針對果園中發生之病蟲害種類、
以提升產業競爭力。舉辦本次觀摩會主要強調果園整合性
養份缺乏症狀及整枝修剪之重點進行講解及討論，現場反
栽培管理之重要性，由本場果樹研究室張汶肇先生講解
應相當熱烈。
“柑橘品種介紹及栽培管理技術”、土壤肥料研究室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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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踴躍參與觀摩會
↓研究人員與農友討論相當熱絡

最後綜合座談時，
與會農友針對講師講解
內容及果園觀摩後，提
出相關問題及看法，本
場同仁針對相關問題給
予詳細答覆，更加深農
友之印象。提高柳橙產
業之競爭力，要有穩定
及優良的果品作後盾，農友更應強化栽培管理，並遵守農藥
用藥使用及合理化施肥以提高果實品質及風味，適時進行採
收、徹底進行果品分級及採後處理，以改進果品品質，降低
次級品比率，增加農民收益。
【文/圖 張汶肇】

傾聽農民心聲
暨 洋桔梗產業發展座談會
新品種台南1號夏美桃、
台南2號夏西施亮相
本場於98年11月3日在農業推廣大樓，辦理「洋桔梗農
民座談、技術諮詢暨產業發展座談會」，會中邀請洋桔梗
研究人員及外銷業者發表演說，與會人員包括各試驗研究
機關、農會、種苗業者及農民約70餘人參加。
洋桔梗為我國極具發展潛力之外銷花卉，以切花生產
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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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遂規劃辦理洋桔梗
產業發展座談會，將近年來研究成果

↑座談會場外以本場新品種洋桔梗
進行佈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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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場長主持座談會

及產業趨勢與產官學者分享，期提升產業競爭力。
座談會首先由本場義竹工作站王裕權主任發表「洋桔
梗品種發展趨勢」，說明消費市場品種走向，並介紹新育
成、適合本地栽培的雜交品種台南1號夏美桃、台南2號夏
西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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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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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日本年進口量
80％)。本場特商請商榮貿易公司黃淑琴協理來說明「洋
桔梗國際行銷概況」，讓農民對外銷
市場的開發有進ㄧ步的了解。
在本場研究人員陳紹崇對洋桔梗
「設施病蟲草害整合性管理技術」進
行說明後，侯場長、與會講師及現場
與會者就品種發展、栽培技術(育苗、
設施管理、病蟲害防治)、行銷(採後
處理、檢疫、市場)等議題進行意見交
流，之後由王裕權主任及花卉研究室
↑王裕權主任在田間向與會者介紹
人員引導至田間參觀新品種，為座談
新品種特性
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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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食用黑糯玉米新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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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育PWX95-7

糯玉米最早於1908年在中國大陸發現，隨後傳至越南、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在市場深受民眾喜愛。
以往國內種植之糯玉米多為天然混交品種，農藝性狀參差不齊，口感不佳，市場雖有販售雜交品種，但農民仍期望種植
質優抗病的新品種，因此本場積極展開黑糯玉米品種改良工作，歷經多
年研究，終於育成黑糯玉米新品系PWX95-7。
糯性玉米因染色體上具有隱性的臘質突變基因 (waxy)，故籽粒具有
100％的支鏈澱粉 (Amylopectin)，因此呈現糯性。
南育PWX95-7為單雜交品系，植株性狀整齊，豐產及適應性廣，糯性
風味口感俱佳，含苞葉鮮穗產量11,565公斤/公頃，去苞葉鮮穗產量7,797
公斤/公頃，與黑美珍的表現相當。在夏作高溫多雨季節及秋冬裡作氣
候寒冷季節種植，配合適當田間管理，仍可獲得良好產量。PWX 95-7
具抗倒伏及穗位低，有利人工採收。對玉米重要病害包括露菌病、莖腐
病、銹病及葉斑病等均具抗性。
【文/圖 陳振耕】 ↑黑糯玉米南育PWX95-7果穗

注意防治 斜紋夜盜蟲，確保作物收成
斜紋夜盜蟲在每年10至12月間大量發生，嚴
重危害二期作作物，目前部份地區已發生
嚴重，為確保作物正常生長及良好收成，
請農民注意防治。
斜紋夜盜蟲一年可發生8∼11世代，
雌蛾交尾後飛至植株葉背產下數百粒之
卵，卵上附有雌蛾之鱗毛。初孵化之幼蟲
為灰綠色，具群集性，三齡以後幼蟲漸轉
為黑色。幼蟲晝伏夜出，雜食性，可危害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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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蟲
食量極大，會大量啃食植株心梢及葉片，阻礙作物之正常
生長，影響產量及品質，嚴重時常導致全園廢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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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害蟲產生抗藥性；(3) 利用性費洛蒙長期誘殺雄蛾，
以降低其田間密度。每公頃設5∼10個點，放置高度約為
離地150公分或作物生長點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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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陳昇寬】
1 群聚危害之斜紋夜蛾幼蟲
笓
2 落花生受斜紋夜盜蟲危害，葉片遭啃食殆盡
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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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2期作獎勵契作飼料玉米
以每公斤8 元收購

2

為照顧國內雜糧農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於98年
2期作參加契作種植飼料玉米之農民，除每公頃可領取
契作獎勵金4.5萬元外，契作價格將比照97年2期作，
以每公斤8元之契約價格由農會辦理收購玉米籽實。
97年起飼料玉米納入「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
契作獎勵項目，每期作每公頃發給契作獎勵金4萬5千
元，由鄉鎮農會輔導農民契作，並由台灣省農會以契
約價格收購農民生產之玉米籽實，再按市價銷售市場
供製飼料。近期由於國際穀物價格大幅波動，進口飼
料玉米大盤價格由去(97)年7月最高價每公斤12元下跌
至目前約7~8元，為確保農民收益，該會輔導台灣省農
會仍比照去(97)年2期作，以每公斤8元之價格與農民
契作98年2期作飼料玉米。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