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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玉米新品種台南24號辦田間栽培及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新春賞花何處去？3月初到新營烏樹林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 2010台灣西瓜節各項競賽歡迎報名
■ 柑桔產業的標竿人物～劉勝勇
■ 新春應景水果－茂谷柑新鮮上市，正是品嚐好時機！
■ 歡迎選購兼具時尚、傳統與健康的2010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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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料玉米新品種 台南24號
辦田間栽培 及 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農委會為活化國內休耕農地，推行「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在「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中，獎勵生產
飼料玉米。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長期以來致力於飼料玉米品
種改良及栽培技術改進，為推廣抗病、耐旱、抗倒伏之高
產飼料玉米新品種，使農政人員、雜糧代耕中心及種植飼
料玉米之農民瞭解新品種特性及栽培技術，於1月29日上
午，在嘉義縣六腳鄉召開飼料玉米新品種栽培觀摩會。

1

日下午在台南縣鹽水鎮再辦理一場「飼料玉米合理化施肥
田間成果說明會」。
飼料玉米合理化施肥示範是於施肥作業前採取土壤進
行分析，依土壤肥力分析結果，推薦肥料用量每公頃氮素
180∼200公斤、磷酐40∼70公斤、氧化鉀60∼80公斤，並
以農民慣用肥料量為對照區。本場於飼料玉米成熟期召
開示範成果說明會，說明正確施肥方法及酸性土壤改良
對策，期增進肥料效率，減少化學肥料施用
量，並提昇農產品品質。
【文/吳炎融 圖/黃鵬戎、吳炎融】
1 吳炎融先生說明飼料玉米台南24號栽培技術
笅
2 示範農友李瑞雄先生分享栽培經驗
笅
3 台南24號植株莖稈粗壯，可兼作青割玉米
笏
4 台南24號果穗充實飽滿
笅
5 侯場長檢視台南24號生育情形
笓

2

本場育成之飼料玉米新品種台南24
號，具有抗露菌病、銹病、葉斑病、抗
倒伏倒折之特性。成熟後待子實水分降低
28％以下，可配合機械採收。台南24號之
果穗碩長、頂端充實，極具高產潛力。97年
秋作在嘉義縣及台南縣共9處雜糧代耕業者
大面積試作，平均產量為7,836公斤/公頃，比
3
台南20號之7,132公斤/公頃及台農1號之6,534公
斤/公頃，分別增加10％及20％。植株高大，莖稈粗壯，
葉片濃綠寬大，抗病性強，其鮮草產量秋作達58,000至
60,000公斤/公頃，亦可兼作飼養乳牛之青割玉米。由於
新品種產量高，適合雲嘉南飼料玉米主產區種植，本場正
積極彙整資料，準備提出技術轉移，俾能全面推廣栽培，
增加農民收益。
為加強轄區農友對飼料玉米合理化施肥之瞭解，1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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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賞花何處去？
3月初到 新營烏樹林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欣賞五彩繽紛的蘭花 秀

每年春天3月
份，位在台南縣後
壁鄉烏樹林的蘭花
生物科技園區(台一線
省道，出新營往北，右轉
往白河約5分鐘車程)，在農委會
及各級機關的大力支持之下，總會舉辦一年一度規模盛大
的國際性蘭展。台灣國際蘭花展是世界三大蘭展之一，今
年舉辦的日期在3月6∼15日，展出種類包括台灣最具國際
競爭力的蝴蝶蘭、最有悠久歷史的嘉得麗亞蘭、最有發展
潛力的仙履鞋蘭、佔有日本市場8成銷售額的文心蘭，以
及其他各具特色的蘭花。
各育種者或栽培者提供蘭花，分種類、分組別進行競
賽，最後核發總冠軍、分組冠軍等獎項。除了個體花展示
外，尚有景觀佈置展示，由各蘭園佈置成一塊一塊的景觀
花園，現場花團錦簇，真是所謂“眾裡尋它千百度，一回
頭總在萬紫千紅處”。對喜好花藝設計的人，也有以蘭花

為素材的插花花藝展覽，以及各類蘭花手工藝品展覽。看
完花後，感覺心癢手癢的人，馬上可以找到蘭園展售攤
位，買它幾株回去種種看。由於歷年來的展覽實在太突出
了，每年都會吸引十幾個國家的參展團體蒞臨盛會，所展
出的都是台灣不容易見到的蘭花種類。
如果對專門的知識有興趣做進一步的認識，大會在3月
5日舉辦國際蘭花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外多位專家學者，
就個人最專精的部份發表演說，現場並有同步中英文口
譯。每年國際蘭花栽培者聯盟更利用這個蘭展，在台灣舉
辦世界性的年會，將有非常多的國外蘭花專家蒞臨會場，
帶來五彩繽紛各式各樣的蘭花。
趕快規劃行程吧！3月初就到台南縣後壁鄉烏樹林的蘭
花生物科技園區，來這裡逛上一天，保證你目瞪口呆、驚
嘆連連，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文/圖 陳燿煌】

高品質西瓜 競賽
西瓜王 選拔
西瓜果雕.料理
2010台灣西瓜節

「2010年台灣西瓜節」活動將於99年5月1日在雲林縣縣立體育館登場，由
本場、雲林縣政府及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共同主辦，今年將辦理之
各項西瓜競賽內容如下，比賽地點在雲林縣縣立體育館，歡迎農友及各界料理高手
踴躍報名參加，詳細比賽辦法及報名表，請上本場網站查詢及下載。【文/編輯室】

一、高品質西瓜競賽
◆評鑑時間：99年4月28日上午9時30分
◆評鑑組別：大型西瓜組、中型西瓜組、
小型西瓜組、迷你無子西瓜組
二、珍奇西瓜競賽
◆評鑑時間：99年5月1日上午9時
◆評鑑組別：巨型西瓜組、新奇西瓜組
三、西瓜王選拔
◆評鑑時間：99年5月1日上午9時
報 名 日 期：即日起至99年4月16日止
受理報名單位：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電話：06-5912901轉545
傳真：06-5912993

四、西瓜料理競賽
◆時間：99年5月1日9時∼17時
◆組別：社會組、校園組
五、西瓜果雕競賽
◆時間：99年5月1日9時∼17時
◆組別：社會組、校園組
報 名 日 期：即日起至99年4月16日中午12時止
受理報名單位：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聯絡電話：06-2925890
傳真：06-2923189
雲林縣廚師職業工會
聯絡電話：05-5353076
傳真：05-532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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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奮 鬥 小故事

柑桔產業的標竿人物～劉勝勇

↑劉勝勇夫婦自己做分級包裝工作，從不假手他人
←劉勝勇的柳丁果色黃橙、圓潤飽滿，是市場的搶手貨

劉勝勇，一個平凡的柑桔老農，在嘉義縣梅山山區，
以獨到的經營理念，締造了柳丁標竿價格，也寫下屬於自
己的一頁傳說。

典型老農 價格一枝獨秀
劉勝勇今年71歲，夫婦倆是典型的台灣老農，勤奮、
努力了一輩子，沒指望後輩繼承家業，只有兩老做多少、
算多少，獨立支撐果園管理工作。在柳丁價格多年持續低
迷、要求政府補助的聲浪中，劉先生的柳丁卻是一枝獨
秀，價格高出行情好幾倍，一級品可以賣到25元以上的高
價。

商品貯存得當 等待商機
步入約20坪大的集貨場，劉勝勇夫婦正在整理當天剛
採收的柳丁，經過清洗後，一個個以塑膠袋封袋保存，準
備在1月底、農曆春節左右慢慢出貨。
劉勝勇頗有行銷觀念，在市場貨源充裕、價格低迷
時，他選擇將柳丁貯存囤積，待市場的貨品都消化差不多
後，再慢慢出貨。
筆者頗為好奇，為什麼劉老先生
的柳丁價格可以賣得這麼好?同行
說，因為他很「龜毛」！種柳丁30
多年，從果園管理、修剪、施肥、噴
藥、採收、到分級包裝，大部份工作
都自己來，對待柳丁像在照顧自己的小
孩。

以前價格好有賺錢時，他買了好幾台採後處理機械，
小小一間貯藏集貨室，就擺放了清洗機、套袋機、解袋
機。劉勝勇在貯藏上毫不馬虎，每一顆果實採收後都用塑
膠袋包裝封口，放入通風良好的塑膠籃中貯放，避免果實
腐爛時感染其他果實。因為貯藏得當，爛果率低，出貨時
再一顆顆解開封袋清洗分級、裝箱。他的柳丁品質好，不
是一般垂手可得的成果。

果園管理合宜 果實碩大美觀
劉勝勇的果園採用草生栽培，通風良好，整理得有條
不紊。果實碩大黃橙、皮薄、外觀美，連本場果樹研究室
同仁都稱讚，要看到整場果色如此漂亮的果園，實在難
得。
近年來梅山地區柑桔黃龍病肆虐，劉老先生位於迎風
面的坡地也有部分感染，只能砍除，改種香蕉。
劉勝勇說，子女各有事業，不回來接手果園，夫妻倆
打算再撐一陣子，就準備退休養老了。台灣農業人力逐漸
老化凋零，政府正努力在培養農業的生力軍，也希望這
些子弟兵們能學習劉老先生的「龜
毛」精神，成為台灣農產品朝向高
品質、高價位發展的新動力！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龜毛個性 塑造口碑
雇工採收後，劉勝勇夫婦自己做選
↑ㄧ顆柳丁長到半個臉大，
別。除了較差的殘貨賣給榨汁業者或做
堪稱巨無霸
堆肥，他的商品大多送拍賣市場，因為做出口碑
→果園乾淨清爽，通風
了，通常有固定買家指定要他的貨，這也是他的
良好、日照充足，病蟲害少
價格能保持不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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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應景水果－

茂谷柑新鮮上市 ，正是品嚐好時機！
2月迎春喜洋洋，鴻運茂谷福滿
堂！又是茂谷柑果實枝頭當紅的季
節，今年茂谷柑果實生長期間雨水
充沛、日照充足，品質更勝往年，
農民已陸續採收上市，嚐鮮正是時
候。國產茂谷柑擁有濃郁爽口風
味、果肉柔軟、甜美多汁及皮薄色
豔等特性，是目前最受消費者歡迎
的高級水果之一，更是饕客不容錯
↑今年雨水充沛、日
失的美果佳饌。
照充足，茂谷柑果
茂谷柑係美國於1913年以寬皮
實品質佳
柑與甜橙雜交選育而來，屬桔橙類
之柑桔。目前台灣茂谷柑栽培面積
一千多公頃，主要產區集中於雲林、台中、新竹及嘉義等
縣。茂谷柑果實成熟期為1∼2月，屬較晚熟的柑桔品種，
果型扁圓，果重約150∼200公克，皮薄光滑，深橙色。糖
度約14∼15度，酸度0.6∼0.8％，風味濃郁、耐貯運等優
點。其果肉富含維生素A、B、C、礦物質、有機酸、纖

維質等營養成分，多多食用除能幫助
消化外，更具抗氧化之保健功效。
消費者在選購茂谷柑時，可從果實
形狀及果皮色澤來判斷，勿需拘泥果
實大小，應選擇果實呈扁圓形，整粒
呈橙黃色，皮細薄光滑，果實飽滿、
富彈性，有重量感者最佳。消費者要
品嚐汁多味美、甜中帶酸的國產優質
茂谷柑，現在正
是盛產期，請大
家不要錯過。
【文圖/張汶肇】

←選擇果實呈扁圓
形，整粒呈橙黃
色，皮薄光滑，
果實飽滿者為佳

歡迎選購兼具時尚、傳統與健康的

2010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時序進入歲末年初，又到了年節送禮的時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
「嚴選製造、在地生產」健康安全的農產品，結合傳統的手藝與時尚的
包裝，評選出兼具時尚、傳統與健康的2010年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做
為年節選購贈禮與犒賞自己的最佳選擇，相信這份有著濃濃在地美味的
好禮，將為您傳遞對員工或親朋好友最溫馨與安心的祝福情誼。
農委會辦理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的評選與展售活動，每年增加農會近
2億元收入，對於引導農漁會轉型及提高農民收入，助益甚大。今年有
400多項農漁會產品參加評選，最後有79家農漁會，近100項的優質好禮
入選。其中更有49項產品為本年度首次入選，產品的汰換率近50％，足
見各農漁會對於百大精品的重視，展現努力轉型發展的用心與企圖心，
當然競爭也更激烈，勝出獲選的產品都有一定的精品水準。
本年度的百大農漁會精品以「健康的內容、時尚的包裝與傳統的手
藝」為訴求，標榜台灣製造以及農民認真堅持的在地好滋味，竭誠歡迎
所有的消費者都能走進超市或者上網選購，詳情請上農委會網站，或至
台北市農會生活空間網(www.living101.com.tw)、台北縣農會真情食品館
(www.ubox.org.tw)選購，團購請洽(02)2555-7070台灣農業整合行銷發展
協會，將由專人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