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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 府到 收購

之後一行人轉往正興合作農場，了解收購大蒜倉儲情

形。農場理事主席程裕鈞向主委說明倉儲管理作業，農糧

署並向主委報告今年大蒜超產處理措施，包括：

1. 輔導外銷：自3月24日起辦理4次公告輔導外銷品質改
進作業費，預定至8月22日外銷量4,764公噸。

2. 國內促銷：自6月1日起啟動小包裝大蒜平價供應直銷
及國軍副食與監所團膳，目標160公
噸，並已於7、8月在都會區辦理5場次
推廣及宣導活動。

3. 輔導加工：於7月12日公告徵求大蒜
加工廠商，目標量5,000公噸，目前
共有4家業者登記數量745公噸。

【文/圖　編輯室】

今年蒜頭產量大增，蒜價慘跌，為紓

解蒜頭滯銷，農委會農糧署在8月10日
提高收購價到每公斤29元，收購數量增
加到6600公噸，並委託各地農會直接向
蒜農收購。農委會陳武雄主委並專程到

雲林農民家中，了解實際收購情形。

陳武雄主委8月20日下午由農糧署李蒼郎署
長、雲林縣農業處呂政璋處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陪

同，專程到虎尾鎮及西螺鎮了解收購情形，張嘉郡立委也

到場關心進度。周潔昌農友感謝政府適時收購，如果沒有

收購或協助外銷，滿倉的蒜頭不知何去何從，且這次「到

府收購」，免去運輸成本與麻煩，讓農民「足感心」。

陳武雄主委說，這次由政府直接收購蒜頭，可讓農民

獲得最直接的幫助，尤其「到府運蒜」服務，讓農民不必

為了交蒜舟車勞頓，如果農民能感受到政府的用心，農委

會會持續去做。

農民「足感 心」

↑陳主委到周潔昌農友家中了解收購情形 ↑陳主委與張嘉郡立委檢視今年的蒜球

↑陳主委視察大蒜倉儲情形

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訪視 雲林縣斗六市果樹產銷班
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有才8月13日由農糧署黃副署長美

華及本場王仕賢場長、農糧署中區分署簡主任進華、台北

農產運銷公司張總經理清良等陪同，至雲林縣斗六市農會

與斗六市果樹產銷班第16、22、36班，與班長及班員代表

進行座談。中秋佳節即將到來，進入文旦柚產季，黃副主

任委員關切斗六地區文旦生長現況及行銷通路，下午2時
先由斗六市農會張總幹事杰欽陪同，至陳萬生班長果園了

解文旦產銷現況後，再到座談會場。

↑「到府運
蒜」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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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轄區農友對麻豆紅柚合理化施肥之瞭解及重

視，本場於8月18日上午，假臺南市麻豆區施新侑班長的
果園，召開「麻豆紅柚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摩會」，由

本場林棟樑秘書及麻豆區農會李育賢總幹事共同主持，吸

引超過110位農友踴躍參加。
麻豆紅柚品質好壞影響價格甚鉅，果園栽培管理及合

理化施肥措施為主要影響之關鍵。麻豆果樹產銷班第12班
配合本場合理化施肥之輔導，全班班員於果實採收後進行

土壤採樣檢驗，並針對土壤分析結果輔導施肥之改進。適

值麻豆紅柚進入採收期前召開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摩，

以施新侑班長之輔導成果為案例進行說明，主要為讓農民

現場觀摩合理化施肥具體成果，會中分別由本場果樹研

究室張汶肇先生講解「麻豆紅柚生育特性及栽培管理技

術」、植物保護研究室林明瑩先生講解「麻豆紅柚重要病

蟲害之防治技術」及土壤肥料研究室卓家榮先生講解「麻

豆紅柚合理化施肥措施及田間成果說明」，最後由施新侑

班長現身說法，分享栽培經驗及合理化施肥心得，隨後至

示範果園實際進行觀摩，現場農友反應相當熱烈。麻豆紅

柚示範田區是依據實際土壤檢驗結果，並配合推薦之施肥

法及施肥量，不僅可以維持土壤及植株生育最佳況狀，

更可節省37％的化學肥料施用量，亦即每分地至少可節省
1,049元肥料成本，施新侑班長對本場輔導合理化施肥及
整合性栽培管理結果甚感滿意。

田間觀摩時與會農友針對果園操作管理、病蟲害及肥

料施用，提出相關問題及看法，本場專家同仁均給予詳細

答覆，更加深農友之印象。過去果農進行肥培管理多依經

驗或口耳相傳，導致施肥過多或不足，造成營養吸收障

礙，影響果樹生長及果實品質。藉由召開麻豆紅柚合理化

施肥田間成果觀摩會，讓農友更加容易了解肥料合理化

施肥及管理的重要性與具體作法，更加深農友果園合理化

管理之重要性，藉由確實掌握果園土壤的健康狀況，防止

過度施肥或養分缺乏之情況發生，並配合田間整合性管理

技術，以確保果品品質及產量，提高麻豆紅柚產業之競爭

力。  【文/圖　張汶肇】

座談會由王場長主持，首先

由本場張汶肇助理研究員解說優

質文旦栽培管理要點，並提醒農

友合理化施肥的重要性。座談會

中，農友對農田水路雜草叢生、

擴大農機補助與肥料補助金額、

拍賣市場能否提高吉園圃產品拍

賣價格、開發文旦加工產品等提

出多項問題，斗六市農會張總幹

事杰欽也提請協助解決有關農會原有水稻乾燥機及倉儲

不足之困境。黃副主任委員回應：會請農田水利處協調農

田水利會維護農田水路與排水溝順暢，而產地標章及分級

精確可提高文旦產業產值，期望本會所屬單位與農會繼續

努力共同推動，讓文旦果農增加收益。有關肥料補助問

題，因肥料成本深受石油價格影響，97年5月肥料價格調
整後，為照顧農民，由政府補貼及台肥吸收漲幅價差之

↑黃副主任委員訪視陳萬生班長文旦果園 ↑黃副主任委員與斗六市果樹產銷班班員合影

85％，農民自行負擔15％，降低肥料漲價對農民衝擊，自
97年以來政府累計投入補貼經費達115億元以上，本(100)
年尚有11種主要化學肥料持續補貼中。對農會未來申請補
助擴大乾燥機數目及倉儲容量，當場裁示請農糧署與雲林

縣政府研商後辦理，以擴大服務農民繳交公糧之需求。

【文/盧子淵　圖/黃鵬戎】

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摩會活動紀實麻豆紅柚

↑當天共吸引超過110位農友參
加觀摩會

↑農友詳讀本場製作之栽培技術

資料

↑本場卓家榮先生田間說明土壤

管理及合理化施肥技術

↑施新侑班長分享麻

豆紅柚合理化施肥

之作法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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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胚糙米 南臺 15號 營養滿分
稻米為國人主食，政府極力推展米食，並在國人對養

生保健日漸重視的趨勢下，糙米食用具有高度需求性，稻

農亦急需有糙米適用品種以作為市場區隔。水稻新品種

「臺南15號」主要特性為GABA含量是一般品種2∼3倍，
營養價值優於臺 9號。生育期第1期作110天，第2期作
100天，較臺 9號早熟10天，為一適宜有機米產業及栽培
制度應用之水稻品種。

以營養的觀點而言，糙米保存了最完整的稻米營養，

糙米的蛋白質、脂質、纖維及維生素B1等含量均比精白
米高。多年來消費者對糙米之營養已有充分認識，但是在

糙米米食推廣上似乎仍力有未逮。本場育成之新品種「臺

南15號」最大的特點，為糙米富含GABA，較一般品種糙

米更具營養價值，為紓解現代人因生活壓力導致的文明病

提供改善管道。本場嘗試將水稻臺南15號之高GABA特性
結合米麵包之研發，發現製作出來的米麵包口感更佳、品

質更好，此一劃時代的糙米新品種，

將可望帶動消費者攝取米食風潮，提

高米食消費量，改善飲食結構失調，

維護飲食健康。 
【文/圖　羅正宗】

↑水稻「臺南15號」為一巨胚
品種

↑臺南15號的胚芽明顯大於臺
19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月29日公告玉米、落花生、綠豆、
紅豆、蔬菜用毛豆以外之大豆等作物為適用「植物品種及

種苗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植物物種，農民合法取
得上述作物種苗，種植收穫後可保留種子，供下一季再種

植使用，不必再取得授權，也不會侵犯他人品種權利。

農委會說明，我國參考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

（UPOV）1991年版公約於94年制定「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推動植物品種權保護，目的在鼓勵企業和個人投入

植物育種研究，加速創新研發新品種，促進農業發展。因

此，參照歐盟正面表列方式，合理限制農民留種自用免責

適用範圍，以維護育種者權益；迄今公告水稻作物適用。

農委會為兼顧國內農民耕種習慣與參考其他國家作法，將

禾榖類及豆類等大宗糧食作物列入適用「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農民免責之對象，使農民合法取得上述作物種苗，種

植收穫後可保留種子，供下一季再種植使用，不會侵犯他

人品種權利，以保障農民經濟利益。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陳永在

石郁琴

介紹新進人員
玉米、落花生、綠豆、紅豆、大豆

農民合法取得種苗，留種自用免責

←王仕賢場長及羅正宗分場長在農委會記

者會介紹水稻新品種「臺南15號」，現
場媒體爭相採訪拍攝

國立政治大學

空中行專畢，86年公務人員升
等考試社會行政類科，100.8.11
到職，現職本場人事室主任。

曾任職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人事

主任、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人

事管理員。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所作物組碩士，91年公務
人員高等三級考試園藝類科，

100.9.1到職，現職本場農業推
廣課助理研究員。曾任職嘉義

縣太保市公所技士、農糧署南

區分署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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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監測發現田間再生稻已有稻細蟎發生，為防止稻

細蟎傳播危害，籲請農友抓緊時間進行防治，以壓制稻細

蟎族群攀升，維持品質及產量。

稻細蟎為棲息於水稻葉鞘內的蟎類，體型相當

微小，僅有紅蜘蛛的十分之ㄧ大小，喜愛高溫

潮濕之氣候，多於一期作末期現蹤，於二期作

時族群數量逐漸攀升，至乳熟期達高峰。稻細

蟎對水稻的危害方式除了取食造成生長發育受

阻外，更會傳播葉鞘腐敗病孢子，造成葉鞘出現

病斑、水稻抽穗不良、稻穗不勾頭、穀粒褐化不稔

等病變，密度高時，對產量及品質影響甚大。但由於

稻細蟎發生初期植株不會出現明顯徵狀，需至水稻生育末

期才會逐漸顯現出來，加上稻細蟎體小難察覺，農友

往往於抽穗後才驚覺受害，然此時再進行防

治已為時過晚，無法達到明顯成效。稻細蟎

主要以風力為傳播媒介，若一稻田出現稻細蟎蹤

跡，則鄰近田區都有可能遭受危害，又由於其族

群能持續存在於一期作收穫後之再生稻株，假使田

間種植時期多樣，或有再生稻田相鄰，皆有利於其

發生及傳播。

鑑於以上之生態特性，對稻細蟎之防治可由以下幾點

著手：(1)區域內種植時期維持一致，防止稻細蟎於不同
生育期田間傳播、(2)一期作若有稻細蟎發生之田區，二
期作避免留種再生稻、(3)二期作再生稻田必須加強防
治、(4)休耕田區進行耕犁浸水，以阻斷稻細蟎族群存續

木瓜秀粉介殼蟲危害日益嚴重，宜加強防治
木瓜秀粉介殼蟲為木

瓜上之新害蟲，對木瓜

之危害日益嚴重。以往

木瓜很少有害蟲大量危

害果實的情況，但是木

瓜秀粉介殼蟲於木瓜栽

培期間至結果期，繁殖

密度都很高，容易造成

嚴重危害。秀粉介殼蟲體表包覆白色臘粉，具爬行能力，

1隻雌成蟲在1∼2星期內可產下150∼600個卵，1個世代需
24∼26天。成蟲及若蟲以刺吸式口器危害植物組織，包括
葉片、枝幹、花及果實等，葉片受害後黃化或畸形、落

葉，果實受害導致畸形或影響外部美觀及商品價值。另外

秀粉介殼蟲會分泌蜜露引發煤煙病，影響光合作用。

在防治上可採行下列

措施：(1)被害殘留植株
應盡快銷毀。(2)選購無
病蟲害之苗木。(3)盡量
避免於木瓜園附近種植

秀粉介殼蟲之其他寄主

植物，如番茄、樹薯及

朱槿等。(4)受害植株
組織應剪除並密封在塑膠袋中移出果園。(5)藥劑防治：
參考使用木瓜其他介殼蟲防治藥劑，如50％馬拉松乳劑
500∼1,000倍、97％礦物油乳劑200倍、95％礦物油乳劑
200倍；使用時，應選在較陰涼的傍晚噴灑，以避免造成
藥害，並注意安全採收期。

 【文/圖　林明瑩】

稻細蟎二期作水稻 已現蹤，請提早防治

↑葉鞘腐敗病病斑

↙葉鞘腐敗病導致水稻

抽穗不良、稔實不全

↑木瓜秀粉介殼蟲群集為害葉片 ↑木瓜秀粉介蟲危害木瓜果實

↓棲息於葉鞘

內之稻細蟎

於水稻殘株上、(5)栽培管理上維持田間通
風良好，並適量施肥，防止植株生長過盛助長病蟲害之發

生。(6)化學防治上需早期預防，水稻分蘗期至孕穗期時
正值稻細蟎發生初期，為最佳施藥時期，若防治得宜，可

抑制其密度上升，降低其對水稻抽穗後的危害。

由於目前未有稻細蟎防治藥劑登記，農友可選取有機

磷劑類之水稻推薦殺蟲劑進行防治，如陶斯松、毆殺松、

大利松等，此外國外曾試驗護粒松乳劑對稻細蟎可達八成

致死率，以上藥劑農友可參考使用，請農友依照水稻病蟲

害用藥方法施用，並注意稀釋倍數及安全採收期，以防藥

害及殘留超量。

 【文/圖　張淳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