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因應轄區內之瓜類生產鄉鎮遭受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危害，本場分別在8月11日於將軍鄉農會、8月25日於七股
鄉農會、9月3日於台南市農會辦理三場講習會，向與會農
友介紹此一新型病毒之危害概況、病徵與傳播方式，並加

強宣導防治對策。

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病徵，可分退綠型及黃斑型。退綠

型先在葉尖及葉柄產生退綠小斑點，以不規則邊緣擴大，

而形成斑紋狀，僅於葉脈呈綠色。黃斑型則在葉片發生

不規則狀小黃斑，逐漸擴大整

葉片，僅於葉脈呈綠色。此病

毒危害各種葫蘆科作物，寄主

廣泛，因造成葉片黃化影響光

合作用，對產量及品質影響甚

鉅。由於此病毒藉銀葉粉蝨以

半永續性方式傳播，故防治上

以銀葉粉蝨的防除為主，尤以

苗期及生育初期時的粉蝨防

治，是清除病原的重要工作。

此外，加強田區間的衛生管理、清除病毒與粉蝨的潛在寄

主等共同防治工作也相當重要。

各場次講習會參與人數，將軍鄉約40人、七股鄉約80
人、台南市約70人。瓜類是台南區之重要作物，尤其此時
正值洋香瓜的栽培時期，故三場講習會的辦理希望能讓農

友於種植前對此一病害有進一步的認識，並能掌握管理與

防治的方法，杜絕此一病毒的傳播危害。

【文/圖　張淳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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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洋香瓜「瓜類退綠黃化病毒」防治宣導講習會

農委會農糧署在99年「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宣
導重點中明列，農民種植綠肥作物應做好田間管理工作。

本(99)年第2期作彰化、嘉義及台南五縣(市)屬斜紋夜盜害
蟲好發區域，列為停止種植田菁之縣市。雲林縣第2期種
植田菁綠肥者，應於10月15日前完成翻埋作業，休耕田區
倘農民未依規定落實綠肥作物田間蟲害管理，致鄰田受蟲

害影響，或鄉鎮公所接獲農民反映、防檢局通知時，應立

即通知種植綠肥之農戶於3天內辦理限期翻埋；並授權縣
市政府得以鄉鎮為單位，通知轄區內申辦種植綠肥之農

戶於1週內辦理限期翻埋作業。倘農戶未善盡田間管理之
責，或未能於上述期限內配合者，除當期作視同不合格，

不核予休耕給付外，並取消次年同一期作申辦各項保價收

購及轉作、休耕之資格。

【轉摘自農糧署99年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

99年2期作  嘉義及台南列為停止種植 田菁 縣市

↑8月25日於七股鄉農會辦理洋香瓜栽培
與病蟲害防治講習會

↑9月4日於台南市農會辦理洋香瓜病蟲害
防治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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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果小蠹與

　受害的咖啡果實

本場開發完成「外銷蝴蝶蘭帶梗

苗生產新技術」及「咖啡果小蠹誘

殺器」，並於8月11日在農委會辦理
記者說明會，正式發表兩項研究成

果。

近年來蝴蝶蘭外銷市場對花梗長

度5公分左右的帶梗苗，反應甚佳，
國外蘭園末端調花溫室可減少約30∼
45天的佔床時間，亦可完全排除蘭苗
不抽梗等客訴糾紛，預計未來此類

外銷帶梗苗的比例將逐漸增加。本場所開

發的這個新技術，從節能、高坪效與自動

化的前提下著手，其優點如下：一、蝴蝶蘭苗抽梗整齊，

出貨時可省卻分級挑選的人工。二、蝴蝶蘭苗抽梗時間穩

定，容易掌控出貨時間。三、利用帶梗苗催梗設備，節省

降溫費用。四、多層架設計，可以提高硬體設備的利用效

率。五、採用自動化作業方式，可節省操作人力。

咖啡果小蠹為全世界咖啡產

區的重要害蟲，對咖啡果實造

成嚴重的危害，台灣地區主要

咖啡產區已有受害。本場針對

咖啡果小蠹的防治，完成誘殺

器的開發應用，解決其危害，

且取得新型專利，目前技術移

轉廠商進行大量生產，將可提

供咖啡農進行此害蟲的密度監

測或誘殺防治。

咖啡果小蠹誘殺器結合具揮發能力

的特製誘引劑，可有效誘殺咖啡果小

蠹，在低密度的咖啡園，可進行密度監測，而在發生嚴重

的咖啡園利用誘殺器全面懸掛，進行大量誘殺的工作，可

以有效降低咖啡果實的受害，確保咖啡果實品質。

                       【文/圖　陳燿煌．林明瑩】

↑王場長主持農委會例行記者會，

發表兩項研究成果

↑由新技術所生產的帶梗苗，開花後，與傳統調

花溫室所生產的開花株，其開花品質類似

↑咖啡果小蠹的誘殺器與受誘殺的

蟲體

本場開發完成外銷蝴蝶蘭帶梗苗生產新技術
咖啡果小蠹誘殺器

↑節能、高坪效及自動化的設備，可以

更加節省能源、降低硬體折舊費用、

節約勞力

台灣地處亞熱帶，夏季高溫多濕病蟲危害嚴重，且常

受颱風，豪雨之侵襲，為求每年5至10月夏季蔬菜生產得
以穩定，農政單位於民國76年辦理第一屆設施園藝研討
會，隨即推動農業自動化國家型計畫，也陸續研訂法令及

投入經費協助設施園藝產業發展。雲嘉南地區為台灣設施

蔬菜重要生產基地，為克服夏季設施高溫不易生產蔬果問

題，本場採用具有耐熱特性甜瓜「台南11號」為示範生產

之高經濟作物種類，且考量雲嘉南地區之設施蔬菜生產基

地多位於高鐵路線鄰近區域，長期抽取地下水供應農業用

水，已引發地層下陷危機，因此推廣應用滴水灌溉之節水

設備，配合使用土壤水分含量偵測感應器及自動化灌溉管

理系統，掌控最佳灌溉時間及灌水量，達成設施甜瓜生產

之精準化灌溉管理目的及成節省農業用水之目標，更可符

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之政策。

甜瓜台南11號夏作栽培及自動化滴灌管理
示．範．觀．摩．會．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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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明產地認證標章 文旦品質有保障
又將是文旦柚飄香的季節！文

旦柚以其甜酸適中的滋味及口感

而廣受消費者的歡迎，是國人歡

度中秋佳節時不可或缺的應景水

果，送禮食用兩相宜。消費者要

品嚐國產優質營養、好吃的文旦

柚，嚐鮮正是時候。

台南縣麻豆鎮農會及雲林縣斗六市農會為維護在地生

產文旦的聲譽，向經濟部提出「麻

豆文旦」及「斗六文旦」的產地團

體商標註冊，並已獲得核准在案，

日後非該地生產而擅用名稱者，將

涉及侵權。

麻豆鎮農會表示，麻豆地區的

產銷班及農民可向農會提出認證申

請，農會派人實地勘查，除確定生

產地點是在麻豆，產品還須符合甜

度標準，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通過後再依農民

種植規模，發給一定數量的標章貼紙。目前約有200多位
農民向麻豆鎮農會提出申請，被授權者每年則需接受8小

時文旦栽培管理技術的教育訓練，如此可以保障貼上產地

認證標章的麻豆文旦有一定的品質水準。

麻豆鎮農會總幹事李育賢說明，民眾可以從觸感、

角度兩方面辨識「麻豆文旦」標章。用手指觸摸標章會

有明顯凹凸的感覺；正視標章可以看到一隻文旦寶寶騎

著腳踏車，斜看一邊可以看到團花，另ㄧ角度可以看到

「MADOU」圖形。他希望民眾能辨別標章，才能買到
正牌麻豆文旦。 【文/編輯室　圖/張汶肇】

笓 推廣課李月寶課長在麻豆文旦節記者會上說明文旦選果要訣

笓 麻豆鎮農會總幹事李育賢 (中)希望「麻豆文旦」產地認證標
章能使農民與消費者雙贏

1

2

1 2

本次活動介紹甜瓜台南11號品種與夏作栽培管理要
點、設施甜瓜滴灌管理，且為使有意栽培生產甜瓜台南11
號農友，對於生產管理技術能輕鬆上手，提供了試作溫室

田區作為田間觀摩會場，因此吸引數家蔬菜種苗業者、合

作社場、有機農場、十多家農會與20多班產銷班等近150
名農業人員參與，活動會場座無虛席。

王仕賢場長在致詞時指出，氣候變遷導致作物生產風

險增加，為求蔬菜生產穩定，提升產品良品率及產能，設

施蔬菜產業蓬勃發展是必然趨勢，而設施栽培管理自動

化、簡單化及省工化更是未來發展及推動目標。因此本場

除已派技術人員前往以色列學習設施蔬菜生產及節水灌溉

技術，明年也將規劃派員前往荷蘭學習設施環控管理技

術，以提升在設施蔬

菜生產及管理技術的

研發能力。

活動中開放試作

溫室田區作為田間觀

摩，農民最受關心議

題，以夏作設施甜瓜

栽培如何有效管理、

病蟲害防治、滴灌管理系統組裝應注意事項及管理要點的

相關發問最多，會後品嚐「甜瓜台南11號」，更激起多位
農民朋友表達栽種該品種的意願，也有產銷班員及合作農

場人員期望本場能派員協助規劃與建置設施滴灌管理系

統，以達節水及省工栽培之目標。本場將秉持服務農民熱

陳忱，更積極辦理設施蔬菜生產之技術輔導及相關農業推

廣工作。 【文/謝明憲　圖/黃鵬戎】

↑謝明憲副研究員說明設施甜瓜滴灌

　管理技術之應用

←黃圓滿助理研究

員說明甜瓜台南

11號品種與夏作
栽培管理要點

↑自動化滴水灌溉之節水設備

↓利用滴灌配合施

肥的甜瓜田間生

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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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 認識台灣農業-

「媽媽你看，這是我拔的菜！」小朋友曬的紅通通的

臉上露出驕傲認真的表情，和滿載而歸的喜悅。由本場辦

理的農業一日體驗活動－文心蘭產業及有機農業親子體驗

活動，配合轄區內特色產業，規劃出一系列行程，本次活

動包含四個地點，分別為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巨農有機農

場、一粒一絲瓜有機農場、大林鎮花卉產銷班第3班。帶
領大家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下，認識有機農業與體驗在地特

色產業。

首站前往位於台南縣仁德鄉的巨農有機農場，巨農致

力於生產安全健康的有機農產品，並藉由嚴謹的產銷履歷

紀錄，以保障民眾對有機農產品知的權利。在巨農有機農

場中可看到不同於慣行農業的栽培模式，運用多種生物防

治作物病蟲害與田間雜草問題，小朋友們首次了解到原來

搖著尾巴在田間行走的鵝和昂首闊步的咕咕雞，原來都是

幫農田清除害蟲和雜草的好幫手。隨後的有機葉菜類田間

體驗，讓大朋友和小朋友親身參與採收有機蔬菜的樂趣，

新鮮可口的現採赤道櫻草、國王菜及地瓜葉，想必是大家

晚餐不可或缺的美味佳餚。

第二站帶大家到台南區農業改良場。本場致力於研究

並推廣農業技術，以提升雲嘉南地區的農產品品質與生產

經營模式。本次特別邀請土壤肥料專家黃瑞彰副研究員，

以輕鬆淺白的方式講解有機農業的內涵，並教導大家以家

中常見的廚餘等簡易資材製作有機質肥料。實用豐富的內

容引人入勝，並不時穿插專家與大小朋友們幽默詼諧的問

答，現場反應熱烈。課程結束後並提供已調製完成的有機

質肥料成品，讓大家不只能獲得相關知識，更能在回家後

立刻嘗試栽種植物的樂趣。

文心蘭產業及有機農業 親子體驗活動

下午到嘉義縣中埔鄉的一

粒一絲瓜有機農場，在這裡不

只能參觀有機絲瓜園區，還能體

驗DIY絲瓜絡手工藝品。以往大家對絲瓜的印象僅止於食
用，其實絲瓜用途廣泛，可加工作藝品、美容產品及一般

日常用品。現場並教導大家利用絲瓜絡製作可愛的存錢筒

及擺飾品，大小朋友們各憑本事發揮創意，敲敲打打中一

個個饒富童趣、造型各異的存錢筒就這麼誕生了。體驗完

絲瓜手作的樂趣後，還有現炒熱騰騰的決明子茶跟清涼退

火的仙草冰，明目清肝又消火解熱，幫助大家恢復活力，

繼續前往下一個地點。

最後來到嘉義縣大林鎮花卉產銷班第3班，主要生產品
質優良的文心蘭，並且成功的打進高標準的日本市場。文

心蘭又名跳舞蘭，取其外型恰似翩翩起舞的少女。在張班

長的帶領下，參觀了專門栽培文心蘭的溫網室，配合自動

化的遮光系統，提供高品質文心蘭更舒適的生長環境。進

入集貨場，張班長逐步解說每一株文心蘭從生產栽培上的

管理，到成熟採收後的處理，並經過一系列分級、包裝及

儲運過程，最後才能將一枝枝嬌豔欲滴的文心蘭送往各地

市場，外銷國際。

在本次精心規劃的農業體驗活動中，藉由親子同樂的

方式，讓大家親近農業、體驗農業文化，更期盼大家對台

灣農業現況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讓台灣農業向下紮根，往

上茁壯。在身心都滿載而歸的回程上，看著小朋友意猶未

盡的互相交流，相信在他們小小的心靈裡，已埋入一顆深

耕農業的種子，並會在不久的將

來萌芽成長。 【文/圖　李瑩姿】

工作人員講解農場有機栽培生產方式親子一起動手採收蔬菜 體驗有機蔬菜採收樂趣

小朋友動手做絲瓜絡手工藝品 親手做的創意無限絲瓜絡藝品 張朝晏班長講解文心蘭的栽培管理

↓以有機方式飼養的雞隻

　兼具清除田間雜草的

　效果

↑張朝晏班長講解文心

蘭分級包裝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