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依循農委會「健康、效率、永續經營」之施政主

軸，積極研發作物新品種及新技術，發展本區主要作物水

稻、雜糧及蔬果，確保糧食穩定供應，拓展區內具有競爭

力之蔬果、花卉及種苗外銷。近兩年科技研發成果非常豐

碩，共計開發14項新品種、5項新技術，並辦理品種技術
移轉，以提昇農產收益，嘉惠農民及消費者。

本場育成之水稻、落花生、玉米、毛豆、綠肥大豆、

胡麻、綠豆、向日葵等品種，均佔有穩定的栽培面積。

台南11號水稻品種於民國94年命名推廣後，95年以來均
為全國栽培面積最廣的品種，目前每年產值

超越150億元，不僅栽培面積超越全國面
積之50％，亦是全國單一作物品種產值
最高。落花生台南14號自87年命名推廣
後，每年栽培面積約佔全省八成，約

5萬公頃。綠肥大豆台南4號及7號推
廣面積6萬公頃，佔大豆綠肥項目之
88％，對政策推動及穩定農民收入貢
獻極大。

本期要目

■ 本場研發新品種、新技術，嘉惠農民及消費者

■ 餐飲業廢棄油脂生技產物製成堆肥技術

■ 適合夏季栽培不結球白菜品種「台南1號」及「台南2號」
■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成本減很大

■ 活動預告－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國際研討會暨農業成果展

■ 荔枝、龍眼結果時，注意防治荔枝細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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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場長5月24日率領本場研究人員，辦理科技研發
成果發表會，展示技術移轉成果

本場研發 新品種、新技術  嘉惠農民及消費者

近兩年本場育成作物新品種有水稻台

南13號與14號、飼料玉米台南24號、大豆台
南8號與9號、落花生台南16號與17號、甘藍台南

2號、不結球白菜台南1號與2號、黃肉小果番
茄台南24號、甜瓜台南11號、洋桔梗台南1號
與2號等14個品種。在技術研發方面，包括
「生產蝴蝶蘭帶梗苗新技術」、「蓮花胎座

植物生物素提取方法及其製程」、「餐飲業

廢油脂生技產物製成堆肥技術」、「洋桔梗

種苗低溫處理技術」及「芹菜育苗技術」等5
項，均將陸續辦理技術移轉。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笓 侯場長與謝明憲副研究員展示

　 不結球白菜新品種

笏 餐飲業廢油脂製成之堆肥

笏 楊藹華研究員向記者說明蓮花胎座植物

　 生物素提取技術

笅 趙秀淓助理研究員展示芹菜育苗新技術的穴盤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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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研發餐飲業廢油脂製成堆肥技術，所製成的堆肥

有機質為60％，氮：磷酐：氧化鉀的比例約為1.5:2.5:1，
為一種優良的生技堆肥產品，可提供農民購買有機肥的另

一項選擇。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80％的民眾中午幾乎都是外
食，晚餐外食比重也達60％，眾多外食人口造成餐飲業廢
棄物污染量日益增加。餐飲業廢棄物主要可分為廚餘、廢

食用油及廢棄油脂三種，台灣每日廚餘量

約5,400公噸，廢食用油量每年約7∼8.5公
噸，此兩項廢棄物目前由政府回收處理。

廢棄油脂屬於一般廢棄物，每年產生量約

20∼25萬公噸。因廢棄油脂為生物難分解物質，氧化後變
成硬塊，容易造成機械設備毀損故障，因此堆肥場代為處

理的意願極低，目前主要採掩埋或焚化處理。本場利用堆

肥化技術，將餐飲業廢棄油脂添加適當的配方及調整資

材，於適合的條件下堆積，可將餐飲業廢棄油脂生技產物

成功的轉化為土壤改良劑及堆肥產品，所製成之肥料產

品，有促進農作物生長的效果。

本場歷經六年的努力，推出耐

熱不結球白菜新品種「台南1號」
及「台南2號」，該二品種均屬青
梗白菜，具耐熱性，適於台灣夏

季平地栽培，屬台灣本土生產的

一代雜交品種。「台南1號」株型
直立及緊密，「台南2號」株型半
直立，產量高，均為夏季短期葉

菜生產最佳適栽品種。

不結球白菜新品種「台南 1
號」及「台南2號」主要特點為具
耐熱性，產量豐富，夏期作從定植至採收僅需35天，每公
頃產量約35∼43公噸。在98年3月12日通過品種權申請並
公告，並於同年10月30日獲農委會智慧財產審議委員會同
意，辦理種子生產及繁殖專屬授權技術移轉後，已提供少

量種子供蔬菜種苗業者試種，頗受業者青睞，將辦理專屬

技術授權移轉給私人種苗公司。

餐飲業廢棄油脂生技產物製成堆肥技術

↑不同堆肥及用量對甜瓜品質的效果。A-對照組，B-F為不同堆肥配方，其中
B配方表現最佳
←以廚餘油脂堆肥進行東方甜瓜栽培試驗

重視環保議題是目前國際的趨勢，該技術可避免廢棄油脂惡意棄置，

造成污染河川及土壤，確保國民生活品質及環境衛生，並延長垃圾掩埋

場使用年限，且大量減少焚化爐的燃料成本。 【文/圖　林晉卿】

↑對照品種夏冠 (左) 與新品種台南1號 (右)
植株比較

不結球白菜中之青梗白菜為亞洲

區之重要蔬菜，主要育種國為日本，

台灣栽培所需種子主要由日本進口供

應。國內年平均植面積約為4 ,700公
頃，約35∼40天一作，每年青梗白菜

種子消費量估計約為6萬磅。新品種「台南1號」最大特點
為適合夏季栽培，株型束腰基部肥大，葉柄脆嫩及風味不

亞於現行栽培的品種華冠，而「台南2號」正反交組合產
量均高，抗低溫抽苔性高於台南一號，因此農民亦可以周

年栽種。而此項研發成果除開創不結球白菜耐熱育種的新

時代，也有利開拓不結球白菜種苗新興市場，更為台灣蔬

菜產業開創一片天。 【文/圖　謝明憲】

↑對照品種五峰 (左) 與新品種台南2號 (右)
　植株比較

「台南1號」及

「台南2號」

不結球白菜品種適合
夏季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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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了加強農友對作物合理化施肥之了解，分別於

6月2、4日上午，在雲林縣虎尾鎮周水波農友及元長鄉陳
湟全農友之田區，舉辦「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

會」，吸引眾多農民參加。

有鑑於國內農民對一般作物施用肥料有過量傾向，不

但增加生產成本，也容易導致農地土壤惡化，造成作物生

長障礙，因此本場於虎尾鎮及元長鄉擇定示範田區，辦理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示範成果觀摩會，即希望能使農民充分

了解如何利用農改場免費土壤肥分的檢測分析

及諮詢服務資訊，掌握耕作土地的健康狀況，合理施用適

當肥料，並配合正確田間管理作業，適時播種、水分管理

及適時適量病蟲害防治，避免過度使用肥料、農藥等整合

性的田間管理，讓當地農民現場了解，施用合理施肥推薦

肥料量，不但可節省將近40％肥料成本，產量也不會因減
少用肥料量而減少，同時也能達到永續農業經營的願景。

【文/陳國憲　圖/黃鵬戎】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 成本減 很大

材料：無花果6個、起司絲1杯、彩椒2個、雞胸肉1
付、飯3碗、酒1湯匙、鹽2茶匙、胡椒粉1茶
匙。

作法：1. 雞胸肉加酒、鹽、胡椒粉調味醃20分鐘後蒸
熟剝成絲，湯汁留著備用。

2. 彩椒切絲，無花果洗淨直切塊，備用。
3. 將飯盛入盤中淋上1.之湯汁拌勻後，鋪上雞
肉絲、彩椒絲、無花果塊、再均勻撒上起司

絲，移入預熱好的烤箱以250℃烤至略呈焦黃
色 (約10分鐘) 取出，趁熱食用，香甜可口。

【食譜製作/李月寶　圖/黃鵬戎】

材料：無花果6個、肉絲150公克、醬油1茶匙、高麗菜1/4
個、蝦米100公克、米粉1包、紅黃彩椒各1/4個、洋蔥
半個、青蔥2支、醬油2湯匙、胡椒粉 1茶匙、水2杯、
油2湯匙。

作法：1. 米粉、蝦米先行泡水，無花果洗淨直切長條狀 (留1
個橫切片排盤用)，高麗菜、彩椒、洋蔥、青蔥切絲
備用。

2. 肉絲以醬油1茶匙及胡椒粉1茶匙醃過。
3. 起油鍋入油2湯匙爆香蝦米後入2.料炒香盛起備用。
4. 鍋中入水2杯，加入高麗菜絲、洋蔥絲、彩椒絲及
醬油煮滾後放入米粉、以筷子翻炒至米粉熟透，加

入無花果、青蔥及3.料拌炒均勻後盛盤。

無花果炒米粉 無花果焗飯

笓 陳國憲助理研究員向農友說明落花生合理施肥成果

笏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示範田區生育狀況良好

笏 合理化施肥的落花生產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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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中華農業氣象學會將於99年7月9日 (星期
五)，在農業推廣大樓辦理「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
國際研討會暨農業成果展，邀請2位國外及12位國內
學者專家發表專題，涵蓋「氣候變遷與作物生產」、

「氣候變遷與病蟲草害之關係」及「氣候變遷與台灣

地區農業氣象環境」等議題，歡迎報名參加。

當天現場同時舉辦研發及推廣成果海報展，展出本

場近年來新育成品種、新研發技術及各項農業推廣成

果等，研討會後並將舉辦場長、副場長退休餐會。詳

細活動內容及報名表，請上本場網站查詢及下載。

活動預告荔枝、龍眼結果時，
注意防治荔枝細蛾

雲嘉南地區的荔枝、龍眼進入結果期，已發現有部份

荔枝幼果零星被害，為確保收成，請農友加強防治荔枝細

蛾。

荔枝、龍眼產地集中於台灣中南部，盛產期為6∼7
月。荔枝細蛾是荔枝與龍眼最重要之果實害蟲，ㄧ年可發

生3∼5代，1世代18∼28日。成蟲在果皮上產卵，孵化成
乳白色幼蟲後，即從果蒂周圍的嫩果皮鑽入果實啃食果

肉，被害之果皮可肉眼觀察有蟲體侵入之明顯凹點，且會

腐爛而提早落果。

種植多年之老樹收穫後應適度修剪，避免樹枝繁茂不

通風或蔭暗而成為害蟲棲息處；匿藏幼蟲之落果，應清離

荔枝園以防繁衍。藥劑防治在謝花後20天開始，每隔10天
施藥ㄧ次，連續3∼4次，均勻噴施於葉表、葉被及果粒；
有機栽培則以生物性農藥蘇力菌稀釋1000倍混合少許陰離
子之展著劑，於傍晚噴灑全株，避開中午時分噴藥，以避

免高溫或強光降低藥效。化學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手

冊推薦之藥劑如下表，每次任選一種防治。為確保藥效，

應選擇不同作用機制的農藥輪替使用。

藥　劑　名　稱
稀釋
倍數

採收前停止
用藥天數

除蟲菊類

42％益洛寧可濕性粉劑 1500倍 5天
50％陶斯寧乳劑 1300倍 25天
2.4％第滅寧水懸劑 1500倍 9天
有機磷劑之50％芬殺松乳劑 1000倍 10天
50％撲滅松乳劑 1000倍 10天
40.8％陶斯松乳劑/水基乳劑 1000倍 10天
胺基甲酸鹽類

85％加保利可濕性粉劑 850倍 15天
40.64％加保扶水懸劑 1200倍 10天

【文/圖　張煥英】

笓 荔枝細蛾危害初期被害

果皮，有蟲體侵入之明

顯凹點

笏 荔枝細蛾危害果實，

後期被害果果肉腐爛乾

枯，終致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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