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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區農會總幹事陳月英女士及理事長邱意榮先生、佳里

區農會總幹事黃政村先生示範「糙米鬆餅」和「米香蛋

捲」，本場並提供芝麻米饅頭、花生米脆片、米杯子蛋糕

和芝麻米泡芙等烘焙產品，開放民眾試吃，攤位大排長

龍，民眾都不敢相信用國產米也能做出西式的精緻米點

心，直呼不可思議。西港區農會家政班、台南西餐職業工

會也提供中西合璧∼「米食新食尚」各類米食料理展示，

加上西港區農會新研發「米製冰淇淋」及在地麻油雞肉

粥，慶安宮廟口擠滿人潮，熱鬧非凡，大家品嚐各式創意

米食品後，臉上都洋溢著飽足的幸福！

農委會王政騰副主委接棒，第三場於10月23日上午在
雲林縣西螺鎮福興宮舉辦，由西螺鎮農會總幹事廖錦富主

持，王副主委蒞場推廣米食多樣特色料理產品，邀請米食

達人示範米食DIY簡易做法，並提供新鮮米食品嚐活動。
本場除提供「米麵包」系列產品展示，也協助西螺區農

會現烤「糙米鬆餅」和「米香蛋

捲」，與會民眾都搶著試吃，

活動會場熱鬧非凡。

【文/圖　陳曉菁】

農委會以「全民愛吃米食運動」為號召，落實農業糧

食安全的政策，由輔導處農業推廣科在全台各地百年廟

口，舉辦9場「中華民國精彩一百國產米食推廣暨農業施
政成果」系列活動，由西港區農會搶得頭香，率先於10月
9日上午假臺南市西港慶安宮前登場，本場「米麵包」系
列產品及臺南西餐工會「米食新時尚」展現台灣米食大變

身，活動會場熱鬧非凡。

『呷飯嘸∼』，在農委會陳主委武雄問候聲中活動正

式開始。臺灣以農立國，原先以米飯為主食的習慣，因飲

食西化使得台灣稻米消費量年年下滑，近30年來國內每人
每年消耗米食已由98公斤降為48公斤，其實只要每人三餐
多吃一口飯，就能讓全台5,600公頃的休耕地恢復耕作，
幫助更多辛苦的農民。陳主委更表示不少人有錯誤觀念，

以為吃飯會胖，其實吃米飯易消化，不會發胖，他保持好

身材的秘訣就是「一餐一碗飯」。

台灣米食大變身，為了讓民眾

了解創意米食也可以很時尚，

現場由王仕賢場長當場教導

民眾在家如何DIY「糙米鬆
餅」的製作，並由陳主委、

農委會陳主任委員武雄推廣國產米食 西港慶安宮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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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稻80年、高齡95歲
稻農張包，致贈西港

「木醋米」給陳主委，

象徵五穀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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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港鎮農會理事

長邱憲榮、陳主委、

西港鎮農會總幹事陳

月英和佳里區農會總幹

事黃政村都豎起大拇指

～推薦國產糙米鬆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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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西螺鎮農會總幹事廖錦

富共同推薦國產米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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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米香蛋捲」攤

位

4



中華民國ㄧ百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台南區農情月刊 185期

農委會黃有才副主任委員關心基層農

民心聲，於9月23日至元長鄉農會，與花
卉產銷班第2班及第7班班員面對面座談，
與會者有農糧署副署長黃美華及本場王

仕賢場長、農糧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簡

進華主任。此二產銷班主要生產洋桔梗切

花，以設施栽培維持花卉品質，栽培面積

約6公頃，外銷市場以日本為主，每年外
銷量約30萬枝，內銷約20萬枝。
座談會中農友反應設施設備補助項目及切花採收處理

技術不足等問題，並建議成立元長花卉外銷專區。黃副主

委回應表示，洋桔梗為具有外銷優勢的花卉，為提昇品

質、增加外銷競爭力，成立花卉專區的構想是本會的施政

重點之一，設施栽培可增進切花品質，只要合乎申請標

準，包括產銷班成立滿1年且經過考核後，皆可提出計畫
申請；採收後處理流程改善問題則交付改良場及農試所前

往技術指導。

為回應花卉班的需求與副主委的指示，本場即於10月6
日會同農試所黃肇家博士、農糧署曾麗珍技正、花卉輸出

業同業公會楊淑玲總幹事、本場楊藹華課長及張元聰副研

究員前往元長鄉進行產業輔導。與花卉產銷班第2班和吳
灑山班長座談時，瞭解該班採用本場開發之保鮮液（次氯

酸+硫酸鋁），沒有使用乙烯抑制劑1-MCP。在現場討論
其採後處理流程時，針對一些缺失提供改進的建議，包括

1. 保鮮液事先配好貯存於水塔中備用，氯氣揮發有失去殺
菌效果之虞，應改為隨配隨用。2. 採收後處理的預冷、紮
束、外銷包裝到出貨已經是第三天，應縮短處理流程至2
天內出貨以維持切花品質。3. 1-MCP處理有其效果，應
予以採用以增進品質。

接著在第7班班長蔡宗儒帶領下，到班員蔡榮堂的溫
室，就其栽培現場的情形及採後處理流程提出建議，由於

現場薊馬危害嚴重，原因是溫室採用大型抽風扇將外界空

氣吸入以排除熱氣，也將

害蟲引入，建議應改變管

理方式，薊馬危害除給予

用藥指導外，由於分批栽

培致使防治困難，建議應暫時停種清園以控制蟲口密度。

採後處理部份，基本的切花桶髒汙嚴重，應清洗乾淨再使

用，另外也宣導基本採收處理流程及保鮮劑的使用觀念，

以維持切花品質。對於成立元長花卉專區部份，已由農會

送件向農糧提出申請，補助部份也由班長透過農會提出，

本場也將安排時間辦理共同講習，包括病蟲害管理及採後

保鮮處理流程，以提昇產品品質，增加市場競爭力。

經過本次座談會相互交流意見，班員對於本會及所屬

的答覆均表滿意，加上現場診斷及輔導，充實花農之專業

技能，使班員更加肯定政府對產業發展及農民服務的用

心，也對花卉產業的發展更具信心。  【文/圖　張元聰】

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雲林縣元長鄉花卉產銷班

本場積極協助採後處理 及 栽培管理技術指導

為協助擴大經營規模之大佃農建立成功之經營模式，

農糧署規劃辦理經營管理訓練，進階班課程將於11月2
日至11月25日辦理，本年度預計辦理進階班3班，名額90
名，去（99）年及本（100）年已接受大佃農經營管理基
礎班訓練結訓資格之人員，可自10月26日起向該署委辦單
位華宇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報名（報名專線：03-

4951008轉295），歡迎踴躍參加，招生簡章可於農糧署網
站下載(www.afa.gov.tw，點選「農業訓練表揚及貸款」－
「農業訓練」項下)。進階班課程以主題式及實際案例研
討，提供基礎班結訓學員更深入之經營管理理念，提昇分

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文/摘錄自農糧署網站】

年大佃農經營管理訓練進階班開始報名囉！

←黃有才副主任委員向農民表達

政府輔導農業的決心和行動力

↓本場張元聰副研究員向農民講

解花卉栽培管理要項

←與元長花卉第2班吳班長
就採後處理流程討論應加

強的部份

→與元長花卉第7班班員在
栽培現場討論設施管理

應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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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會由本場王仕賢場長及梅山農會

　　　　　　　　　　　黃世裕總幹事

　　　　　　　　　　　共同主持

↑本場卓家榮先生詳細講解示範點酸性土壤

改良及合理化施肥輔導過程

→針對東方果實蠅防治方法及成效進行討論

本場落花生育種團隊獲農委會績優研究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肯定所屬育種

研發人員為農業長年付出之努力，並即時表揚渠等對農業

育種之貢獻，特於本（100）年度辦理首次績優育種研發
人員公開表揚，於100年10月27日下午2時於農委會5樓大
禮堂舉行，頒發「績優研究獎」及「特別貢獻獎」。

「績優研究獎」係由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推薦過

去5年之績優育種成果，針對是否符合產業需求及推廣與
運用實績進行評選，選出10名/組「績優研究獎」得獎研
發人員/團隊。

本場落花生研究團隊陳國憲、楊藹華、楊允聰、王聖

善及簡榮村等人，以「落花生臺南16號」入選績優研究
獎。台南16號屬瓦倫西亞型，株型直立，植株倒伏等級
低，莢果為長中筒形，不具果腰，莢殼厚且具有網紋明

顯，每莢通常有3∼4個籽粒，籽粒為圓桶形，種皮為深
紫色，富含花青素。產量較地方栽培種黑金剛增加2∼
10％，耐銹病及葉斑病。適合作為帶殼焙炒加工、水煮鮮
食莢果及花青素提煉的原料。

【文/編輯室】

本場為加強轄區果農對椪柑合理化施肥及栽培管理之

重視，於本（100）年10月18日上午，假嘉義縣梅山鄉果
樹產銷班第22班許應政農友的果園，召開「椪柑合理化施
肥及整合性管理觀摩會」，由本場王仕賢場長及梅山鄉農

會黃世裕總幹事共同主持，吸引超過60位農友與會。
梅山鄉果樹產銷班第22班配合本場進行整合性栽培管

理輔導，包括全班班員土壤採樣及植體檢驗分析，針對分

析結果個別輔導酸性土壤改良及施肥用量之推薦，並對椪

柑植株根群管理、果園草生栽培、整枝修剪、疏果栽培

管理等提出改進建議，輔導農友於開花及果實生育期加

強重要病蟲害防治，以強化椪柑果園生產條件之改善及

果實品質之提升。在椪柑即將進入採收期前，以許應政農

友果園經兩年來改善成果作為示範觀摩。會中分別由本場

果樹研究室張汶肇先生講解「椪柑整合性栽

培管理之重點」，針對面對極端環境下

如何加強果園管理、果實乾米發生原

因及改善對策、示範觀摩果園如何進

行整合性管理及作法都做詳細說明。

嘉義縣梅山鄉「椪柑合理化施肥及

整合性管理觀摩會」紀實
植物保護研究室林明瑩先生講解「椪柑重要病蟲害之防治

技術」，針對小黃薊馬、銹蟎、東方果實蠅等重要病蟲害

提出因應對策，並說明示範點及附近區域懸掛東方果實蠅

誘殺器，進行區域性共同防治及成果，許應政農友更秀出

誘殺收集之東方果蠅數量非常驚人，期望果農們能加強區

域共同防治觀念及作法，可有效降低東方果實蠅密度。土

壤肥料研究室卓家榮先生講解「椪柑酸性土壤改善及合理

化施肥措施」，針對示範果園施用酸性土壤改良劑（鎂綠

素）及補充鎂肥等土壤改良及施肥管理之成效詳細說明。

最後由許應政農友現身說法，分享對椪柑栽培經驗及整合

性管理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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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召開此次椪柑合理化施肥及整合性管理觀摩

會，讓農友更加容易瞭解土壤改良、合理化施肥、病蟲

害防治及樹勢管理的重要性與具體作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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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椪柑產業之競

爭力。                【文/圖　張汶肇】

←許應政農友分享

栽培管理經驗及

合理化施肥心得

落花生
台南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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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栽培面積漸廣，病蟲害發生亦漸趨

嚴重，值此採收後冬季整枝修剪時期，宜注

意清園，可有效降低來年病蟲害的發生。

紅龍果病害除病毒病之外，主要以炭疽

病等真菌性病害最為嚴重，危害枝條果實

造成斑點、腐爛、樹勢衰弱，病原菌多

於雨季傳播感染，並可能影響果實外觀

及品質，降低商品價值。蟲害則以介

殼蟲、蛾類幼蟲及果實蠅為主。為避

免病蟲源留在果園內成為明年的感染

源，於果實採收完、進行冬季之整枝修

剪時，應儘可能將罹病蟲之枝條剪除並移出

果園，徹底清園後再視需要進行藥劑防治，如此可有效降低果

園內病蟲源的密度，對於明年的病蟲害防治工作將有很大的助

益。另紅龍果病毒病主要藉機械傳播，除種植無病毒健康種苗

外，如有疑似病毒病株，修剪工具可以1％次氯酸鈉溶液浸泡
或火烤消毒，避免互相感染。

藥劑防治方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已公告紅龍果延伸

使用藥劑，詳細用藥資料請參閱本場網站。【文/圖　吳雅芳】

注意防治洋香瓜媒介昆蟲  預防病毒病害發生
臺南地區洋香瓜陸續進入生產季節，最近氣候溫暖乾

燥，小型昆蟲密度也持續增加，請農民加強防治，以杜絕

病毒病傳播的機會。採收後之洋香瓜田也請儘早將殘株等

加以處理，以免成為害蟲繁殖溫床，造成其他農民防治上

之困擾。

洋香瓜田之防治工作首先需注意田區及周邊環境的清

潔，因為病毒可藉銀葉粉蝨、薊馬、蚜蟲等媒介昆蟲傳

播，所以鄰近的田區對小型昆蟲的共同防治工作相當重

要。此類媒介昆蟲在苗期就會危害洋香瓜，因此從育苗開

始後隨時要注意蟲害的防治。田間定植前，針對育苗盤內

之瓜苗宜先施用保護性殺蟲劑，定植後4週內特別要加強
防治小型害蟲，嚴格壓制此類媒介昆蟲的族群密度，以降

低媒介病毒病害的風險。

尤其注意洋香瓜在定植後

至瓜藤生長60公分左右之植株，觀察到每葉葉背超過2隻
銀葉粉蝨就需加強防治，以杜絕病毒傳播的機會。在藥劑

防治方面可選用接觸型藥劑如克凡派水懸劑、達特南水溶

性粒劑、第滅寧水懸劑等配合百利普芬乳劑，其餘藥劑請

參閱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藥資訊服務網、本場首頁農作物

推薦用藥或參考農委會編印之植物保護手冊用藥，並應遵

守藥劑使用的相關規定，切勿任意使用未推薦藥劑，以免

徒然增加防治成本，或甚至造成藥害等不良後果，並請注

意安全採收期。

在進行田間操作時避免機械傳播，勿因摘心、整蔓反

而造成病毒的快速蔓延。遵守合理化施肥可以強健洋香瓜

植株，植株強健更能抵抗病毒的侵染，病毒病的預防需從

整地、施肥開始。

【文/圖　彭瑞菊】

↑蚜蟲 (無翅型)

←銀葉粉蝨成蟲

↑蚜蟲 (有翅型)

→花上薊馬密度高

紅龍果採後注意修剪清園，預防病蟲害的發生

←↑紅龍果真菌性病害 ↑介殼蟲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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