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主辦，農友社會福利基金

會、全國廚師職業工會聯合總會、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嘉義縣廚師業職業工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臺灣園藝學

會等單位共同協辦的「2013臺灣西瓜節」系列活動，於5
月3∼4日在本場新化場區登場，吸引了大批民眾參與，一
起競技西瓜技術、饗宴西瓜風味、共賞西瓜文化藝術，也

宣告2013年西瓜盛產期的開始！
在5月3日首先登場的「高品質西瓜競賽」，分別有大

型西瓜70名、中型西瓜28名及小型西瓜31名，總計129位
西瓜栽培好手參加，歷經四小時以上逐粒細心評選，大、

中、小型西瓜組分別由臺南市學甲區梁瑞典、雲林縣二崙

鄉廖伊婷、及雲林縣二崙鄉歐倍達等人奪魁，冠軍可獲得

獎牌及一萬六千元獎金。臺南市學甲區幾乎囊括大瓜組所

有獎項，中小型西瓜則幾乎是雲林縣二崙鄉的天下。賽後

評審團表示，今年大瓜、中瓜糖度較往年提升約2度，獲
獎者平均糖度更高達13.5∼14度。

■ 2013臺灣西瓜節暨米食推廣活動精彩回顧

■ 合理化施肥，減少水質優養

■ 農糧署推硬質玉米，期許活化1萬公頃

■ 柑橘窄胸天牛已進入羽化期，請農友注意防治

■ 氣候不穩，注意番茄葉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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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臺灣西瓜節暨米食推廣活動精彩回顧

泝開幕現場長官與貴賓吃西瓜，為活動揭開序幕

沴高品質西瓜競賽評審

沊西瓜品種、行銷及營養與應用研討會與會人員

↓
陳主
委頒發大型西瓜

組

冠
軍
獎
牌
給
梁
瑞
典

5月3日另ㄧ場重頭戲是「西瓜品種、行銷及營養與應
用研討會」，分3大主題進行9場演講，包括西瓜發展之回
顧專題報告、西瓜品種、栽培與行銷及西瓜營養與利用

等，吸引230人入場聆聽。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在5月4日一大早便蒞臨「2013臺灣

西瓜節」現場，主持開幕儀式後並頒獎給高品質西瓜競賽

的獲獎人員。現場民眾票選的「造型西瓜競賽」，於開票

後由造型西瓜冠軍得主雲林縣二崙鄉廖文斌、亞軍雲林縣

二崙鄉林淑蘭及季軍臺南市新市區王進發，代表抽出參加

現場投票幸運者3名，各贈送一粒方型西瓜。
當天有由農友種苗及德城行等種子公司佈置100多種西

瓜新品種展示及西瓜庭園造景，吸引不少愛瓜人士駐足拍

照留戀。另有米鬆餅、米蛋捲DIY教學，以及涼拌西瓜翠
衣DIY教學，讓民眾體驗動手做的樂趣，場場爆滿。
本場轄區西螺鎮、斗六市、六

腳鄉、中埔鄉、鹽水區、

下營區、學甲區、官田區、新市區、龍崎區、新化區、山

上區、左鎮區等13個農會，為響應「國產米食餐點與農特
產品美食饗宴」活動，現場展示展售傳統風味之米食餐點

美食，雖然較去年準備加倍備貨品與米食等產品，惟幾

乎所有攤位在下午3時便已售罄，不少民眾向隅。由雲林
二崙鄉農會、臺南學甲區農會、重信種子行、農友種苗、

農友基金會支援的6個西瓜攤位，同樣也較去年準備加倍
量的西瓜供販售，因生意太好，下午活動尚未閉幕便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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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雨來的少，為幫助農友完成春播的工作，農業

用水的調度工作更顯重要，因臺灣河川短、落差大等地形

因素，導致降雨後雨水很快順流而下進入海中不易保存，

即便每年累積雨量頗多，仍然有缺水問題。因淡水資源珍

貴，故政府特別注意水庫與集水區的水量與品質，我們常

聽說水質優養化，導致河川湖泊水庫惡臭、魚群死亡等問

題，其實優養化簡單的說，就是水中含有豐富的營養元

素，而我們所用來幫助作物生長的肥料，就是營養元素，

若肥料流入水中導致藻類繁殖旺盛，就產生優養化的惡

果，其中尤以氮肥、磷肥影響最大，換言之，集水區不正

確的農業活動，常是水庫優養化的幫兇之一，故請農友需

特別注意施肥問題。

適逢雨季將至，本場呼籲農友施肥時，務必遵守適

時、適量、適法原則，尤其集水區坡地果園與蔬菜園更要

小心，免得大雨一沖肥料都進了水庫，不僅花錢做白工還

汙染水源。合理化施肥的精神，是秉持缺甚麼肥補甚麼，

而不是一昧的只用

複合肥料導致營養不

均，另外少量多餐的施

肥頻率與配合適當的水

份灌溉，也是省肥豐產

的好方法。補充有機質是

維持土壤健康的重要方法，雖然生雞糞是有機物的一種，

但直接用在農田絕對是不正確的，不僅不能改善土壤，還

會滋生病媒，農友千萬不要為省小錢而花大錢。

農委會大力推行「合理化施肥」幫助農友豐收賺大

錢，各試驗改良場所皆可提供農友免費土壤分析與諮詢服

務，指導農友正確施肥觀念與推薦現地作物的施肥量，使

肥料發揮最大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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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912901分機
329。 【文/圖　江汶錦】

貨可售。上下午舉辦2場次西瓜
品嚐，提供現場民眾消暑新鮮西

瓜，大家吃得不亦樂呼！

一向是現場人氣焦點的「西瓜

果雕暨料理競賽」，計有30組果
雕選手及33組料理選手競逐。由
於本競賽得獎證書常被用作申請

推甄、申辦獎章、職等升級等重

要佐證資料，吸引許多餐飲界人

士及相關科系學生參加，近幾年

儼然成為全國校際之間的比武大

會。今年校園組果雕及料理競賽由於報名人數爆量，均限

制每所學校僅能推薦1組，計有24所學校參賽，等同於全
國校際大車拼。為免除優秀學子因缺乏學校推薦的遺憾，

特別開放靜態展示，讓這些未來的準廚師有舞臺展現他們

的精湛的果雕刀法或料理技藝，這些作品在上午九時佈置

合理化施肥 減少 水質優養

水質優
養化

↑西瓜果雕競賽進行場景 ↑造型西瓜競賽由民眾參與票選

↑西瓜品種展示

↑王仕賢場長頒發西瓜料理競賽校園組

冠軍獎牌

就吸引多數民眾圍觀，相機快門喀嚓聲不絕於耳，加上多

數學校特別派遣學校專車或租賃巴士載送老師、參賽選手

及學校新鮮人來場觀摩，更增添會場熱絡。經過激烈競

爭，各組冠軍分別為：料理社會組：長春健康素食沈裕豪

/范樹男、料理校園組：東方設計學院蔡旻彥/金本山、果
雕社會組：南臺科大餐廳蔡泓祐、果雕校園組：達德商工

楊竣傑。

「臺灣西瓜節」回到臺南農改場辦理第二年，規模雖

與去年近似，但參與民眾更多且更踴躍。本次活動在頒發

果雕料理競賽獎章的歡樂氣氛中結束，活動閉幕後更有不

少學校團體即刻邀請本場王仕賢場長合影，分享與彰顯學

校代表們獲獎的榮耀。期望大家相約「2014
臺灣西瓜節，明年見！」

【文/圖　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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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推廣種

植硬質玉米，農委會農糧署於4月10日在台南市
鹽水區舉辦契作硬質玉米觀摩會，由李蒼郎署長

親自主持，陳副署長建斌、南區分署陳俊言分署

長、糧食儲運組潘芝組長、省農會黃炳南主任、

台南市鹽水區農會邱廖芸華總幹事和本場游添榮

分場長等人亦共同與會，並邀集彰、雲、嘉、南

地方政府及農會和記者媒體一同參與，會中介紹

政府對硬質玉米的輔導措施，及實地觀摩硬質玉

米機械化採收和籽粒烘乾作業等相關工作。

硬質玉米用途廣泛，除了製作飼料外，亦是

玉米澱粉、玉米糖漿等產品的主要材料，然而國

產玉米的自給率不到1％，主要依賴外來進口，且是台灣
農產品進口的最大宗。受到國際糧價飆漲影響，也間接影

響國內物價上揚，若能活化台灣的休耕農地，種植硬質玉

米，不僅增加農友收益，並可使休耕的農地得到妥善管

理，進一步提升國內糧食自給率。

硬質玉米由農戶與農會契作，每公頃最低應繳交4.5公
噸，則可領取契作獎勵金4.5萬，農糧署另有補助9,000元
烘乾費。硬質玉米經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的改進，近年

產量平均每公頃可達6.7公噸，若生育期間氣候適宜，每
公頃產量甚至高達8∼9噸。若以每公頃收穫以6.7公噸計
算，省農會收購底價9元，差價之90％回饋農民，再加上
契作獎勵和烘乾補助費，總收入達12萬元以上，扣除生
產成本，每公頃收益超過7萬元，高於休耕給付4.5萬。另
外，大佃農栽培硬質玉米，政府補助每公頃5.5萬元，租
用連續休耕農地者，第一年再補助一萬元，並鼓勵更多青

年返鄉從農。

活動當日除了政策

宣導之外，還有至田區

現場觀摩收穫、集運、

烘乾、進倉等作業情

形。硬質玉米機械採收

快速，收穫後的籽粒藉

由小型搬運車載送至田

間暫存桶，隨即測量籽

粒含水量。待暫存設備

滿載，再統一運送至後壁區的芳榮米廠進行

烘乾。另一方面省農會著手進行玉米拍賣作

業，籽粒烘乾後由購買廠商直接送至工廠加

工，農友省去了硬質玉米包裝作業，農會減少倉容問題，

購買業者買到最新鮮的原物料，形成三贏。

農糧署統計，近年來領取休耕補助的農戶，非專業農

的比例高於專業農，再加上台灣農村勞力人口老化，農民

平均年齡達62歲。因此要活化休耕田，應採取低勞力、低
投入栽培的作物，在最省工的情況下收益又可高於休耕。

種植硬質玉米可搭配當地代耕業者從播種、田間管理至收

穫全程一貫化機械作業，栽培管理採粗放式作業，不做病

蟲害防治，甚至可以全期以看天田方式管理，後續烘乾銷

售也由農會代為作業，降低生產成本。國內硬質玉米需求

量大又無銷售通路和產銷失衡疑慮，無需擔心產品價格問

題，收益穩定。農委會預計今年將推廣一萬公頃活化休耕

農地，並於四月底至五月在雲嘉南具發展潛力鄉鎮陸續辦

理說明會，加強宣導週知，藉此推廣農民踴躍種植。

【文/圖　王培珊、詹雅勛】

期許 活化 1萬公頃

↑觀摩會由李蒼郎署長

主持，現場鹽水農會

邱廖芸華總幹事致詞

↑以2片重疊木板誘引柑橘窄胸天牛產卵之裝置↑燈光裝置可誘集成蟲↑柑橘窄胸天牛雄蟲(左)及雌蟲(右)

柑橘窄胸天牛於5月初開始羽化，為期約1個月左右，5月下旬達到羽化高峰，並於6月中結束成蟲期。防治工作應於羽
化開始時同步展開，農友可參考下列幾種方法進行防治：(1)清園：羽化期間務必將園中之枯枝落葉清除並燒毀；(2)誘引
產卵：利用報紙捲成條狀環繞於文旦樹之基部或利用木板進行產卵誘引；(3)燈光誘集；(4)徒手捉蟲；(5)藥劑防治。防
治細節或藥劑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文/圖　林明瑩】

柑橘窄胸天牛已進入羽化期，請農友注意防治

農糧署推硬質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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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葉黴病

葉黴病

值此春夏之際，氣候不穩定，時而有雨，番茄葉面常

因濕度高而有水膜覆蓋，高濕環境下極易有葉黴病發生，

葉黴病顧名思義可於葉片產生黴狀物，在這個季節番茄上

此類病徵可能為葉黴病或是黑葉黴病，二者均由真菌感染

所引起，以下分別簡單介紹這二個病害的發病生態，希望

農友可經由對病害的認識進而有效防治。

病原：Passalora fulva＝Fulvia fulva 
　　　＝Cladosporium fulvum
病徵：主要危害葉及莖，亦可危害花及幼果。發病初

期於葉背面呈現不明顯之灰白色小斑點，在潮濕環境下，

病斑於葉背產生黴狀物，初為灰白色，隨著病勢進展顏色

漸轉深至紫褐色。病斑初呈圓形，後受葉脈限制，病斑於

葉表初呈淡黃色，顏色漸變為深褐色乾枯狀，後期葉片上

捲而枯死。

發病生態：分生孢子自葉背病斑產生後，隨氣流或

雨水接觸而傳播，有時亦可附在種子上，相對濕度90∼
100％，溫度18∼26℃時最適合傳播感染。
防治方法：

(1) 採用抗病品種，若設施栽培宜降低設施內濕度。
(2) 藥劑防治：選用植保手冊登記藥劑，於發病初期開
始施藥。

病原：Pseudocercospora fuligena
病徵：可危害葉、葉柄及莖部，但尚未發現危害果

實，初期在下位葉的下表面出現灰白色小斑點，病斑會逐

漸聚合在一起成為大片病斑，顏色逐漸轉變成灰褐色至黑

褐色，葉背及葉表均可見黑色黴狀物，為病原菌之分生孢

子柄及分生孢子，因此叫黑葉黴病，可據此與只在葉背產

生黴狀物之葉黴病區別。後期，病原菌的這些黑色組織蓋

滿罹病部位，造成罹病葉乾枯，但不容易落葉。本病原菌

亦可感染茄子及甜椒，但對這兩種作物之危害並不普遍。

另外田間常見的雜草龍葵亦為其寄主。

發病生態：病原菌的分生孢子主要靠雨水飛濺、流水

或機械等傳播。分生孢子發芽後，經由葉片氣孔侵入。

氣候不穩　注意番茄葉黴病
28℃最適合其生長及產孢，因此溫暖、潮濕的環境有助於
病害之進展。

防治方法：

(1) 採收後將罹病植株殘體清除燒燬或犁入土壤中。
(2) 清除田間及四周雜草，因龍葵為其寄主，宜清除以
減少感染源。

(3) 適當耕作管理，保持番茄園通風，降低濕度有助於
控制病害。

(4) 藥劑防治：目前植保手冊並無黑葉黴病登記藥劑，
可參考葉黴病用藥或其它登記於番茄上的殺菌劑。

【文/圖　吳雅芳、鄭安秀】

↑番茄葉黴病 ↑番茄黑葉黴病 ↑龍葵感染黑葉黴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