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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番茄 台南24號 健康管理

及 自動化滴灌管理示範觀摩會活動記實

為加強雲嘉南設施果菜健康管理技術輔導，本場於1月
14日上午在農業推廣大樓一樓視聽教室及農場試驗溫室，
辦理「小果番茄台南24號健康管理及自動化滴灌管理示範
觀摩會」。本次活動內容除介紹黃肉品種「小果番茄台南
24號」、「設施滴灌管理技術」及「番茄健康管理要點」
外，為使有意栽培生產小番茄台南24號之農友，能在生產
管理技術輕鬆上手，選擇在該品種試作溫室進行田間觀
摩。出席人員包括有6家蔬菜種苗業者、5個合作社場及有
機農場、11個農會與20多個產銷班等，計223名農業人員

↑王場長仕賢主持觀摩會

↑番茄滴灌設施

參與，講習會場座無虛席，甚至不少農友就座於折疊椅或
站立，顯示農友們非常重視該等課題。
王場長仕賢在活動致詞時指出，為因應全球化及國際
經貿自由化，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發揮台灣農業的科技優
勢與地理條件，達成農委會推動作物健康管理生產體系之
施政目標，本場整合各種農業技術，因應可能之環境變
化，持續加強研發作物新品種、建立作物栽培管理自動化
及節水省肥技術，推廣作物病蟲害整合性管理技術示範及
辦理相關講習會，以期從源頭管理，落實減少用藥、提升
品質及永續生產的安全農業，建構農產品衛生安全無縫的
管理體系。

小果番茄台南24號利用滴灌設施
管理，植株及果實生育狀況良好

↑謝副研究員明憲在田間現場說明
番茄滴灌管理技術

活動中以試作溫室田區現場田間觀摩引發農民朋友提
問問題最為踴躍，且在上午九時以前，已有近百位農友提
早到達試作溫室參觀；最受關心議題，以設施番茄栽培如
何有效管理及防治病蟲害、滴灌管理系統組裝應注意事項
及管理要點的相關發言問題最多，會後提供的番茄品嚐更
激起多位農民朋友表達栽種該品種意願，也有產銷班員及
農會人員向本場提出，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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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深知農民
對相關技術輔導需求，將秉持服務農民熱忱，更積極辦理
設施蔬菜生產之技術輔導，及持續辦理相關農業推廣工
作。
【文/謝明憲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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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白 蝶 黃 條 葉 蚤 族群密度升高
十字花科蔬菜注意防治

↑紋白蝶幼蟲在芥藍
菜上危害

↑黃條葉蚤成蟲群集於
黃金白菜心葉棲息
紋白蝶成蝶在油菜花上產卵、活動

十字花科蔬菜紋白蝶與黃條葉蚤等害蟲族群密度升高
可能造成危害，請種植蔬菜農友加強防治管理，以確保收
成。
紋白蝶屬於鱗翅目粉蝶科之大型害蟲，成蟲白色翅上
佈滿鱗片，以露水、花粉、蜜露為食，並不直接危害蔬
菜。成蟲交尾後將卵粒粒分散產於葉背或葉上，幼蟲呈鮮
艷之綠色，農民俗稱「大青蟲」，以咀嚼式口器啃食十字
花科蔬菜之幼嫩葉片，由嫩葉外緣向內饞食呈缺刻狀，食
量大，密度高時，幾天內便可將全園嫩葉啃盡，僅剩葉片
之主脈，成熟幼蟲直接在葉上化蛹。
紋白蝶具較強的飛翔能力，蔬菜專業區應避免種植油
菜當綠肥。施藥防治首重苗期，且應於族群密度低時即
進行防治，採收前2週應選擇生物性農藥如蘇力菌或白殭
菌、綠殭菌進行防治，以確保蔬菜之安全。推薦藥劑請上
本場網站或農藥資訊服務網查詢。

黃條葉蚤成蟲在黃金白菜危害狀

黃條葉蚤屬鞘翅目金花蟲科之小型昆蟲，成蟲體色黑
黃相間，善於跳躍遷移，一般農民稱「跳仔」。成蟲危害
地上葉部，被害葉片呈點點缺刻食痕，蟲孔隨著植株長大
而傷口變大。成蟲產卵於植株根際之土中，孵化之幼蟲潛
入土中棲息啃食根部，致根部受傷或腐爛，造成植株發育
不良。成熟幼蟲於土中化蛹，羽化後成蟲爬出土面繁殖，
冬季以短期葉菜類連作田及蘿蔔密度最高，網室設施栽培
的環境會助長繁衍。推薦藥劑請上本場網站或農藥資訊服
務網查詢。進行藥劑防治時農友可參考植保手冊用藥，但
應特別注意且遵守安全採收期，避免農藥殘留。
紋白蝶與黃條葉蚤都是十字花科作物特有的蟲害，因
此在防治上以不連作十字花科作物為原則，若需連作，田
區更新時殘葉要盡快耕鋤搬離，整地後土壤應徹底浸水1
天，使土棲黃條葉蚤之卵、幼蟲、蛹窒息而死。
【文/圖 張煥英】

冬季濕冷季節 注意防治蔬菜菌核病
今年冬季氣溫偏低，常處於濕冷氣候下，極適宜蔬菜
菌核病的發生，請農友注意菌核病的防治，以減少損失。
菌核病主要危害萵苣、甘藍、花椰菜及蘿蔔，好發於
低溫 (19∼24℃) 多雨季節。葉片感染初期產生水浸狀軟
腐，逐漸擴大並出現白色菌絲，造成患部腐爛，但並無臭
味，後期會於莖髓部產生米粒大小不定型黑色菌核，為其
殘存組織，於低溫多雨時發芽產生子囊盤，釋出子囊孢
子，藉雨水或氣流傳播。高濕、排水不良及偏施氮肥會加
劇病害之發生。在冬春之際，有連續陰雨氣候出現後，應
注意菌核病的發生，於病害發生初期立即施藥，並將已罹
病之植株燒燬，避免菌核產生，以降低田間病原菌密度，
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另外改善田間排水與通風也是預防
菌核病的重要措施，注意肥料三要素用量，避免偏施氮肥
以免植株過於柔弱，致使病原菌容易入侵植株危害。

↑菌核病病徵

防治藥劑可選用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2000倍、50％
貝芬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或參考植物保護手冊，亦可查詢
農藥資訊服務網，選用藥劑時請依照農藥標示使用，並注
意安全採收期。
【文/圖 吳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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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十大神農名單出爐！
2011年「十大神農選拔」活動得獎名單已經出爐！農委會將在4月間舉行頒獎典禮表揚
得獎的10位神農及12位模範農民，以表彰其對產銷技術革新及對農業與農村永續發展的具
體貢獻。本次得獎之十大神農，每位將可獲頒獎金20萬元及獎狀，模範農民每位可獲頒10
萬元獎金及獎狀。
台南區獲選為十大神農的是台南市佳里區的林昆鋒先生，主要優異事蹟為建立台灣水
鹿人工授精及精液冷凍保存技術，開發多元性鹿茸產品及全鹿加工利用，成功外銷西班
牙，帶動台灣養鹿產業發展。獲選為模範農民有吳灑山 (雲林縣-洋桔梗)、陳清山 (雲林
縣-蔬果)、官水楯 (嘉義縣-稻米)、沈重庚 (嘉義縣-絲瓜) 及陳國明 (雲林縣-洋桔梗)，恭喜
以上6位農友。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十大神農得主林昆鋒先生

馬 鈴 薯 合理化施肥
產量品質穩定，提高農民收益

↑馬

病蟲害防治」，最後由土壤肥料研究室江汶錦先
生壓軸講解「馬鈴薯合理化施肥技術」，獲
為了加強輔導農民對作物合理化施
得現場農民熱烈反應。
肥之了解，本場於1月14日上午在嘉
辦理觀摩會的目的，在使農民了解馬鈴
義縣六腳鄉陳杉才農友之田區，舉
薯栽培、肥料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的技術資
辦「馬鈴薯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
訊，俾能落實作物健康管理，期能生產優
摩會」，吸引當地農民約92人參加。
質、安全的馬鈴薯，又能永續經營。藉由觀
有鑑於國內農民對馬鈴薯常有施肥
摩會專業人員的解說，教導農民如何利用本場
理
化
施肥
過量的現象，不但增加生產成本，也容易
土壤肥分檢測分析及諮詢等免費服務，掌握自己耕
示範田區
導致農地土壤惡化，造成馬鈴薯生長障礙及增
地的狀況，合理施用肥料，配合正確田間管理，避免過度
加病蟲危害，因此特別於該鄉示範田區辦理合理化施肥成
使用肥料及農藥。此次觀摩會讓當地農民了解，藉由推薦
果觀摩會，由林副場長進財主持，並分別由示範田區陳杉
合理肥料量，生育期間除可節省約24％的肥料成本，避免
才農友發表經驗談，本場雲林分場王瑞章先生講解「馬鈴
過度施肥造成的地力劣化，同時也能確保產量與品質，達
薯栽培管理」、植物保護研究室陳昇寬先生講解「馬鈴薯
到馬鈴薯產業永續發展之目標。
【文/圖 王瑞章】
鈴薯

合

台灣 CAS 農產品標章在中國大陸取得註冊
優質農產品進一步受保護並創造新商機
為積極拓展台灣優質安
全農產品中國大陸市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中國大陸申
請之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及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註冊，已獲得中國商標局證明標章註冊證。
為提昇CAS標章價值及強化台灣生產意象，農委會於
98年5月間向中國大陸提出該等農產品標章註冊案，於99
年8月20日與11月13日陸續獲中國大陸審核公告，首批註
冊證已於本(100)年1月初取得。未來國內業者依法驗證通
過使用該等標章之農產品或加工製品銷售至中國大陸時，

由於該等標章受中國法律保護，可避免遭仿冒，同時藉由
CAS制度之管理及標章使用，更能達到產品市場區隔的效
果。目前CAS優良農產品年產值達450億元，估計CAS農
產品標章在中國大陸註冊後，本年使用CAS台灣優良農產
品標章之產品年產值將可突破500億元；此外，至99年12
月底國內通過有機驗證之栽培面積為4,034公頃，年產值
約24億元，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獲得註冊證後，可增
加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包括加工品產值預估可再增加1億
元。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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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徵求 創 意 金 句 最高獎金10萬、好米100kg
鼓勵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愛用國產農漁畜產品
消費國產農漁畜產品還能賺獎金！行政院農委會為鼓
勵國人「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提升糧食自給率，辦理
「愛用國產農漁畜產品」金句徵稿與票選活動，即日起至
2月28日止，分學生組與社會組接受郵寄與網路投稿，並
於3月至4月間開放網路票選，大獎包括最高獎金10萬元、
國產優質好米100公斤、農漁畜產精品好禮與休閒旅遊住
宿券，還有農委會轄下全國共18處森林遊樂區免門票入園
證 (可邀親友3人同行)，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近年全球化浪潮，改變世人消費食物的習慣，許多國
家的農業也因此面臨極大挑戰。日本提出了「地產地消」
的口號，而韓國也倡導「身土不二」的消費運動，農委

會想邀請大家想一句簡單響亮、打動
人心的金句 (slogan)，幫助政府推廣
「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觀念，後
續將會應用在各項行銷宣導活動，喚
起國人以行動支持台灣農業，養成
消費國產農漁畜產品的習慣，農委會的企圖
是希望引起一波類似當年「愛用國貨」社會運動的盛況。
投稿作品應以中文為主，字數20字為上限，並請附100
字以內的意涵說明。詳情請上查詢 (網址：http://slogan.
coa.gov.tw/) 或打電話：02-23712998洽詢。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2011台灣國際蘭展 在 台北花博 及 台南後壁同時舉辦
2011台灣國際蘭展，配合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將分
別於台北花博及台南市後壁區的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同
時展開，機會難得，歡迎各界愛蘭人士踴躍前往參觀。
每年一屆的台灣國際蘭展是一個以蘭花為主的專業
展，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全球蘭界已占有一定的地位，2010
年更吸引了超過30萬人次，以及來自32國、3,000多位外
賓的參與，顯示了它國際化的成功，並逐漸發展為國際間
大型的蘭花專業產銷平台。
台灣國際蘭展多元化的展出內容及活動，旨在提振蘭
花產業、創造國際貿易機會、以及技術交流，並且由傳統
之消費性零售商展，轉型為半消費半貿易之商展，為參展
廠商提供一個商業洽談及媒合的平台。每年的國際蘭展尚
有許多大型的花藝裝置爭奇鬥艷，更有珍稀奇特的蘭花品
種引人注目，還有琳瑯滿目的蘭花產品及各類材料，應有
盡有。

2011台灣國際蘭展 (台南)
時間：100年3月4日～3月14日
地點：台南市後壁區「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內容：景觀佈置、蘭花競賽、2011台灣國際蘭花研討會 (3/4)

2011台北國際蘭展
時間：100年3月5日～3月14日 (景觀佈置)
地點：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爭艷館Ａ區
時間：100年2月26日～3月20日 (蘭花競賽)
地點：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爭艷館Ｂ區

台南展區在3月4日辦理「2011台灣蘭花
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發表演說，包括國際
蘭花產業現況分析，栽培經驗分享與生物科技的應用，現
場並有同步中英文口譯，想要增長蘭花專業知識的民眾千
萬不要錯過。3月5日起，景觀佈置、蘭花競賽等展場開放
ㄧ般民眾入場參觀。
【文/編輯室】

創意農產品

鹽水蕃茄菓

台南市鹽水區的土壤含鹽份高、質地黏稠，當地種植
的番茄雖然生長緩慢，卻累積更多養份，造就果肉口感紮
實、滋味濃郁的特色。鹽水區的番茄產業約20∼30年前即
頗興盛，早年主要提供加工番茄醬、番茄汁用途，近十多
年則走向鮮食小番茄，目前栽種面積約40公頃。最近鹽水
農會將新鮮小果番茄整顆乾燥加工，製成「鹽水蕃茄果」
產品，宛如蜜餞，容易保存又食用方便，相當具有創意。
【文/圖 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