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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主委赴產地瞭解 中秋節 蔬菜供應情形
為瞭解災後復耕及中秋節蔬菜供應情形，農委會主委
陳保基於9月23日，在副主委陳文德、農糧署署長李蒼
郎、本場場長王仕賢、西螺鎮農會總幹事廖錦富、中華民
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總經理林小萍及二崙果菜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鍾錮鈿陪同下，視察西螺地區蔬菜產銷情形。
陳主委指出，颱風過後該會積極輔導蔬菜產區復耕，
目前復耕情形良好，供應量已恢復到颱風前水準，菜價
可維持穩定。至於外界關心之蔥價問題，由於青蔥復耕
情形良好，23日台北市場批發價格每公斤95元，與9月2日
之289元比較已顯著下跌，後續供應無虞，價格將持續回
穩。陳主委並指示農糧署應輔導分散青蔥產區及加強辦理
共同運銷，強化掌握青蔥貨源之能力，以建構蔥價長期穩
定機制。
陳主委特別到李沐威農友青蔥田，感謝他們的耕作辛
勞，並關心夏植青蔥之生長情形，並提醒農友應注意合理
化施肥，除可避免農田肥料施用過多，亦可降低生產成本。
農友反應少部分田區之青蔥植株有出現生長遲緩問
題，王場長在陳主委視察結束後，與西螺鎮農會人員共同

↑陳保基主委、李沐威農友、陳文德副主委、王仕賢場長、
李蒼郎署長 (左起) 關心夏植青蔥之生長情形

會勘有問題青蔥田區，進行土壤及病株採樣，經土壤分析
及病蟲害診斷已確認生長遲緩青蔥植株主要受到青蔥根蟎
危害，且主要發生青蔥連作田，已立即回覆李沐威農友並
至現場詳細說明青蔥根蟎之預防及防治方法。
【圖/謝明憲】

2012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 暨第五屆生機盃全國田間機器人競賽
本場將於101年10月18∼20日與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台灣生物機電學會、畜產試驗所共同辦理「2012農機與生機學術研
討會暨第五屆生機盃全國田間機器人競賽」活動，歡迎踴躍參加。詳細活動內容請上中華農業機械學會或本場網站查詢。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09:00∼18:00
田間機器人競賽
09:30∼17:00
精密設施工程與植物工場實用化技術研討會
10/18 (四)
13:00∼17:30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壁報論文比賽
08:30∼21:00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
10/19 (五)
09:00∼12:30
節能減碳研討會
10/20 (六)
09:00∼10:30
農機與生機學術研討會
活動網址：http://www.ciam.org.tw/biome2012/

辦 理 地 點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試驗田區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大樓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大樓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畜產試驗所
畜產試驗所技術服務組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畜產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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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施肥 不難 專家教您省錢又永續經營的耕作方法
近日有農友反映肥料售價問題，並認為合理化施肥施
行不易。由於肥料必須溶於水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要提
高肥料利用效率，農友應於施肥前先行濕潤土壤，以利肥
料溶解與移動，增加肥效。本場建議，依照田區土壤條
件、植株生育情形及肥料特性來進行肥料施用，可有效節
省肥料用量，提高肥料利用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農民朋友為了快速補充作物養分，通常會以化學肥料
為優先選擇，但應該注意過度使用化學肥料所帶來的不良
影響，如土壤酸化、鹽化、劣化及污染等問題，也影響土
壤微生物多樣性，使生物制衡能力降低，增加病蟲害發
生。近年來農委會大力推行「合理化施肥」，許多農友在
經過改良場專家的教育訓練與田間解說後，已能逐漸接受
正確的施肥觀念。

合理化施肥其實很簡單，首先請農
友將正確採集的土壤送到各試驗改
良場所分析，配合專家的推薦施
肥量，即能以適當的施肥方法
使肥料發揮最大功效。在萬
物高漲的時代，進行作物合理
化施肥，可說是既抗漲又省錢的最佳耕作方法。
農委會所屬各改良場近年來透過辦理合理施肥講習與
示範成果觀摩會，宣導農友正確施肥觀念，其成效於作物
生產過程已獲得驗證。以本場為例，近三個月採土樣送檢
件數倍增，顯見農友已漸漸有合理化施肥觀念。農友若有
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上之需求，歡迎逕與本場土壤肥料研
究室聯絡。
【文/黃瑞彰】

南臺灣旗艦水果～芒果栽培進階訓練班 學習紀實
本場果樹類進階訓練的芒果栽培管理班於9月10日登
場，為期10天的訓練課程包括有芒果栽培管理與生產技
術、病蟲害診斷及管理、土壤及營養診斷及芒果行銷策略
及品牌建立等，授課內容涵蓋技術面及行銷管理面，期望
學員在結訓後不僅在栽培技術上能更上一層樓，也能增強
對產品行銷的能力，兩者雙管齊下，創造更大的利潤。
王仕賢場長於開訓致詞時表示，果樹多為長年生作
物，不僅在栽培技術上門檻較高，也容易受氣候影響，對
於臺灣的果農能在此環境下生產優質的水果，十分佩服。
大家來此參加訓練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產品能朝向更精緻
化發展，且減少摸索的時間，所以鼓勵學員能與授課老師
多加互動討論，千萬不要入寶山空手而回，也期勉大家在
本次的訓練中能大有斬獲，滿載而歸。
秦孝羿學員在玉井區栽種芒果2公頃多，是經驗豐富的
個中好手，學員常在課餘時向他請益，甚至在下課後去他
的果園參觀，秦先生也大方傳授芒果栽培技巧，絲毫不藏

↑瑞林有機芒果園參訪

私。學員們對於芒果達人吳清進班長的芒果產銷經驗談特
別激賞，甚至在結訓後相約至吳班長果園參訪，想多學習
一點達人成功的秘訣。
課程結訓由鄭榮瑞副場長主持，除頒發結業證書給學
員代表李裕崇先生，並與學員進行綜合座談。朱伯霖學員
表示自己的芒果栽培技術是由父親經驗傳承，來此上課後
才修正多年的整枝修剪觀念及作法，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認為真是值回票價，不虛此行。劉茂松學員表示來此上課
2週勝過3年的栽種，更打通了自己栽培技術的任督二脈，
收穫良多。李裕崇學員表示自己是玉井區果樹產銷班50
班的副班長，班員在栽培技術
場長 頒發結
鄭副
業證
↓
方面較無問題，但常忽略
書
或缺乏產品行銷能力，
希望未來臺南場能至
產銷班講解行銷的課
程。
【文/圖 石郁琴】

↑芒果加工操作實習

↑鍾瑞永副研究員講解農業機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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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 紅了？
麻豆紅柚水嫩嫩 甜酸恰好正對時
歡度中秋佳節不可少的
應景水果，除了文旦柚之
外，麻豆紅柚也是另一種不
錯的選擇，麻豆紅柚以其果
肉厚、水分多及甜酸適中的
滋味及口感，且富含膳食纖
維、維他命C及多種礦物質
等營養素，已被公認為優質
的天然健康食品，要品嚐國
產優質營養、好吃的麻豆紅柚，嚐鮮正是好食機！
麻豆紅柚又稱紅文旦，原產臺南麻豆區，為當地果農
發現之實生變異品種，已超過40年的栽培歷史，目前全臺
種植面積約50∼60公頃，產地集中在臺南麻豆、善化等地
區，產期9∼10月間，以「秋分」(9月22日) 前後為最佳採
收適期。麻豆紅柚的果實呈洋梨形，較一般文旦柚大，且
油胞較粗糙，成熟果皮呈黃綠至淡黃色，白色海綿層的中
果皮為粉紅色，果肉鮮紅柔軟多汁，糖度9∼11度，貯藏
後品質更佳。

賀

↑麻豆紅柚果肉柔軟多汁、糖酸適中，廣受
消費者喜愛
←麻豆紅柚果實重量約1～2公斤左右最佳

今年麻豆紅柚果實生長期間雨水及
日照充足，果實風味及口感更勝往年，
各產區已從9月中旬後陸續進入採收期，採收後經一星期
「消水」後，果肉漸由硬變軟，風味更佳，達到最佳食用
時機。消費者要挑選品質穩定又好吃的麻豆紅柚，可把
握以下選購的撇步：1.外觀及色澤：果皮粗糙油胞分佈均
勻，色澤呈淡黃色。2.形狀：果形應挑選洋梨形狀。3.重
量：果實要有沉重感，代表果肉發育充實，果肉含水分較
多，果實重量約1∼2公斤左右最佳。消費者購買回家後，
可將果實置於陰涼、通風處，可保存1∼2個月。請大家多
享用優質國產麻豆紅柚，好吃、營養又健康。
【文/圖 張汶肇】

西螺鎮張清松、後壁區賴承麟 獲選 10大經典好米
雲林西螺鎮、雲林莿桐鄉 獲 全國團體獎

101年稻米產業的奧林匹克－
全國稻米品質競賽「十大經典
好米」選拔活動成績揭曉，臺
南區入選者有雲林縣西螺鎮張
清松及臺南市後壁區賴承麟，雲
林西螺鎮、雲林莿桐鄉則入選者
「全國團體獎」，農委會將於10
月13日在臺北世貿二館舉行頒獎
活動。
今 (101) 年全國共有14個直轄
友
西螺鎮張清松農
市、縣 (市)，55個鄉鎮市區，總計
1,585名農友參加，經地方評比後
各鄉鎮區選出一位稻米達人，再經過第一階段品質規
格、成分分析，選出20名入圍者，第二階段外觀性狀
與食味官能評鑑評比，評選出前10位得獎人。
為凸顯優良稻米產地，增加產地知名度，農委會今
年首度辦理全國團體賽，由各鄉鎮市區級稻米品質

競賽前10名農友，代表該鄉鎮參加。今年共有47
個鄉鎮市農友團體 (共計470人) 參加「全國團體
賽」。經過品質規格及成分分析後，計算各鄉鎮
之平均得分，取前5名為2012年「全國團體獎」
優勝單位。臺南區入選者為雲林西螺鎮及雲林莿
桐鄉。
10月13日在臺北世
貿二館除頒獎活動，
本次得獎之「十大經
典好米」產品將參加
展售，歡迎各界蒞臨指
導，共同分享農友的喜
悅。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後壁區賴

承麟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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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溫差大濕度高，加強水稻 紋枯病、
白葉枯病 與 稻熱病 防治
穗及穗頸稻熱病病徵

水稻紋枯病之虎斑狀病徵

白葉枯病葉片邊緣黃化病斑

近日臺南地區早晚溫差大、濕度高，二期水稻已進入
孕穗至抽穗期，調查發現水稻紋枯病、白葉枯病與葉稻熱
病有增加之趨勢，請農友加強防治。
紋枯病 主要初級感染源為菌核，初期隨水漂流的紋
枯病菌核接觸到水稻植株，即附著在葉鞘外側，菌核發芽
後侵入葉鞘組織進而往上蔓延，初期在葉鞘上形成灰綠色
水浸狀的橢圓形病斑，後來逐漸擴大變成中間灰白色邊緣
褐色，有時數個病斑癒合成虎斑狀。葉部受害時初呈濕潤
狀灰綠色病斑，迅速擴大成雲紋狀或不正形的枯褐色大病
斑。稻穗被害則局部呈污綠色，後腐朽枯死。環境適宜，
病斑上或附近稻表面組織上的菌絲會形成菌核。水稻分蘗
盛期因稻欉莖數增加，使稻欉間濕度加大，稻葉互相接
觸，適合紋枯病的蔓延感染，如不適時予以防治，將造成
嚴重的損失。對於水稻紋枯病的防治，可多施鉀肥，不過
量施用氮肥，以增加植株的抗病性；防治時期以水稻分蘗
期開始施藥之效果較孕穗期後始防治為佳。
水稻白葉枯病 的病原細菌可由水孔或傷口侵入，常
在葉片邊緣形成波浪狀病斑，隨著葉脈往下蔓延，在葉脈
兩側形成黃化病斑；另有一種病徵表現在葉片上，病斑初
呈暗綠色水浸狀小斑，很快在葉脈間擴展為暗綠色至黃褐
色的細條斑，嚴重時條斑融合成不規則形黃褐色至枯白
病斑，對光看可見許多半透明條斑。露水未乾時，細菌

會溢泌在葉緣水孔形成菌
泥，隨人員走動或雨水而
傳播。在第二期作高溫環
水稻葉稻熱病紡錘狀病徵
境下，偶而會發生白葉枯
病急速萎凋型病徵。注意合理化施肥，避免偏施氮肥，以
強健植株增加抗病性外，避免清晨露水未乾前行走於已發
病之稻株間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施肥或噴藥工作儘可能在
下午進行。
葉稻熱病 的病斑可分為抵抗型 (褐色)、急性型 (綠色)
及停止型 (灰綠色) 三種。抵抗型病斑一般發生於抗病品
種或病害流行期前一週；急性型病斑乃天候適合發病時出
現的病斑，通常由下位葉開始發生，似綠豆皮色，可迅速
蔓延到上位葉；停止型病斑則為急性型病斑遇到發病條件
受阻時退化的老病斑，病斑成紡錘形，且較前二種為大。
穗稻熱病 病原菌分生胞子潛伏於劍葉、葉舌及葉節
部位，俟抽穗時若逢連續陰雨、高濕的環境下，病原菌分
生胞子極易感染穗頸部，罹病初期患部呈淡褐色或暗褐
色，以致組織壞死養分不能送達，影響整穗發育，並自罹
病部位彎曲，而形成俗稱的吊穗現象，造成產量損失。預
防重於治療，請農友務必於抽穗前三至五天完成施藥工
作，再於齊穗期進行第二次施藥，以確保防治效果，也要
避免施用過量的氮素追肥，以免植株細胞柔弱，使病原菌
容易侵入。
防治藥劑請上本場網站查詢，或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
藥劑，並嚴守施用藥劑之安全採收期。
【文/圖 林國詞】

「田邊好幫手」好康報給你知！
農委會建置的「田邊好幫手」網站，可提供即時、正確、
公開、透明的農業資訊，利用網站、電子郵件、簡訊及傳真
等多重方式，提供主動式的即時訊息，讓農友掌握資訊不漏
接。只要有手機號碼，就能加入「田邊好幫手」成為會員，
經由訂閱「主動通知服務」，就能不定期由所選擇的管道接
收農業資訊服務，好康報給你知，歡迎農友多加利用！
田邊好幫手網址 http://m.co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