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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灣瓜果節 暨 米食推廣活動
區，品嚐本場開發的玉米粉料理點心，並赴溫室巡視本場
蔬菜植物工場及台荷番茄溫室試驗工作。
今年瓜果節特別提供攤位給「吉時從農、青春築夢」
專案之青年農民，當天共有蔡耀慶、廖竑亮、溫偉毅、楊
家銘及蘇豪欽等5位青年農民至現場擺攤，陳主委關懷青
年農民經營狀況，與他們閒話家常，並提醒遇到任何困難
都可以提出，將由專案輔導小組給予協助。
為符合現今家庭成員較少的時代趨勢，增加瓜農夏季
設施栽培作物的選擇性，同時讓消費者能認識西瓜品種的
多樣化，本場今年選擇辦理「迷你西瓜品質競賽」，計有
來自臺灣各地29位西瓜栽培好手報名參加。比賽結果由臺
南市龍崎區許秀玲女士奪冠，評審一致認為冠軍瓜不僅果
型夠迷你，果型整齊度良好，且食用風味細緻爽口。
農友、生生等種苗公司協助
蔬果造景佈置，並展示其優良或
特殊瓜果，如超小型西瓜、夏南
瓜，及難得一見的非洲角胡瓜…
等，增廣民眾的視野，吸引不少
愛瓜人士駐足拍照留戀。

由本場、農糧署南區分署與台灣種苗改進協會主辦，
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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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灣瓜
果節」活動，5月3日在本場新化場區登場，吸引了大批民
眾參與，一起來饗宴瓜果米食風味、共賞瓜果文化藝術，
揭開2014年的夏之旅！
本場從2005年起開始辦理「臺灣西瓜節」，今年已邁
入第10年，為使活動更具多元性，今年將活動主題的範圍
延伸，包括西瓜、南瓜、絲瓜等葫蘆科家族大會合。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於5月3日蒞臨現場，主持開幕儀式
後，由王場長引導參觀米食、瓜果展示展售區、3項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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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陳保基主委及貴賓手持各式瓜果，宣告活動開幕
沴陳主委參觀青年農民楊家銘攤位
沊黃偉哲立委參觀青年農民廖竑亮攤位
沝迷你西瓜品質競賽評審
沀陳主委視察本場蔬菜植物工場，指導未來研究方向
泞蔬果造景展示 泀蔬果展售攤位人潮熱絡
洰各種苗公司展示臺灣優良瓜果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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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降低國人對國外進口糧食的依賴，今年由農糧署
南區分署協助策劃「南方頂級米」及「米穀粉及米製加工
品」展售區，邀請12個生產單位共同參與，提供頂級台灣
在地好米或米製產品，期藉由宣導活動，教育民眾「多吃
米食有益健康」，並呼籲民眾多食用國產米食與農特產
品。另有紅龜粿、玉米粉墨西哥餅DIY教學，讓民眾體驗
動手做的樂趣，間接教導民眾米穀粉、玉米穀粉的多元化
利用。
今年「瓜果雕刻、瓜果與米食料理競賽」食材除西瓜
主角外，須再搭配其他瓜果以及米食，共同呈現臺灣在地
好滋味，是參賽者美味與藝術結合之挑戰。計有30組果雕
選手及30組料理選手競逐，並設置靜態展示區，讓報名向
隅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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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吸引多數民眾圍觀，手機快門喀嚓
聲不絕於耳。經過激烈競爭，各組冠軍分別為：料理社會
組：博昌海鮮餐廳王成義/王智鴻、料理校園組：中州科
技大學周宜勳/羅健鴻、果雕社會組：東東府城食府蔡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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泍玉米粉墨西哥餅DIY
泇瓜果與米食料理競賽
沰瓜果雕刻競賽
泹果雕作品

承、果雕校園組：達德
商工陳冠閔。
「臺灣瓜果節」回
到臺南農改場辦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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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臺
灣瓜果節，明年見！」
【文/圖 黃惠琳】

國產玉米粉加工產品新用途～ 玉米墨西哥料理 ，挑逗您的味蕾
本場配合農委會推動活化休耕農地政策，輔導鼓勵農
民種植硬質玉米，同時也積極研發硬質玉米粉加工製品，
開發別具特色之玉米粉墨西哥料理，為硬質玉米開創新的
用途。
飼料玉米因籽粒澱粉含量高，外側為硬質，廣泛應用
於飼料、食用及工業上，為避免混淆視聽，因此改稱為
硬質玉米。本場將硬質玉米臺南24號及白糯玉米臺南23號 ↑蔬菜墨西哥捲餅
↑圖斯塔牛蒡雞肉餅
磨成玉米粉，開發完成TN系列玉米穀粉，用以製作玉米
棒、玉米麵條、玉米餅（Tortilla）、玉米脆片、玉米粉銅
豆臺南3號或臺南14號花生製作餡料和配料。各項產品之
鑼燒、雜糧餅乾及巧克力玉米蛋糕等，並利用在地食材黑
玉米粉取代率達40％以上，使消費者在享受美食之際，也
能達到扶助本地農業發展、兼顧綠色環保的目標。
←臺南24號、臺農1號
為發展在地食材，迎合不同層面的消費需求，本場在
和明豐3號之玉米穀
粒和玉米粉
農村發展基金會經費支持下，與高雄餐旅大學林建安老
↓玉米棒
師共同研發，開發國產雜糧及蔬果為食材的墨西哥特色
料理，包括蔬菜墨西哥捲餅、圖斯塔達牛蒡雞肉餅、黑
豆臺南9號葵薩蒂拉乳酪餅、節瓜塔卡司餅和彩色玉米
片佐莎莎醬等，做為鄉村特色美食之參考。
【文/圖 陳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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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南瓜新品種 臺南1號、2號、3號、4號
本場育成夏南瓜臺南1號、臺南2號、臺南3號、臺
南4號等不同果皮色新品種，具有抗白粉病、適合臺
灣氣候條件下栽培等優點，5月7日在農委會辦理發
表會，並提供夏南瓜簡易料理給現場媒體品嚐，獲
得不少讚賞。
夏南瓜在歐洲與美洲許多國家是普遍且重要的蔬
菜，在國內長久以來皆零星栽培，國人較不熟悉。
現行臺灣栽培商業品種多數是引入國外品種，適應性較
差，且容易罹病。本場黃圓滿副研究員歷經12餘年，育
成4個夏南瓜新品種，不僅環境適應性良好，皆抗白粉
病，且較引進品種耐熱，可以延長產期，有利於設施中以
「非農藥防治」栽培，生產健康蔬菜，嘉惠國人。國內設
施栽培面積逐漸增加，設施栽培之投入成本高，夏南瓜具
有極早生的特性，可使農民在短期內有收益。
許多異國風味餐都以夏南瓜作為食材，新品種的推
出，可提供「在地生產」的新鮮蔬菜，具有減少食物里

↑夏南瓜臺南1號

↑夏南瓜臺南2號

程（碳排放）的意義。夏南瓜
「短蔓矮生」的植株特色，利
用盆栽就可種植，適於家庭
園藝、城市農夫…等入門體
驗，容易有成就感。
夏南瓜營養價值極高，
除了低熱量外，是屬於低GI
夏南瓜杏桃派
（升糖指數）食物，富含抗氧
化物質，如α胡蘿蔔素、β胡
蘿蔔素、類胡蘿蔔素3種：葉黃素（lutein）、玉米黃素
(zeaxanthin)、β玉米黃質（β-cryptoxanthin）；礦物質
如銅、錳、鎂、磷、鉀等皆極豐富，其他如維生素C、纖
維、葉酸、維生素B6與維生素K含量也極佳，以上營養素
在「世界健康食物」中之評比為絕佳（excellent）∼非常
良好（very good）之等級。
【文/圖 黃圓滿】

↑夏南瓜臺南3號

↑夏南瓜臺南4號

預防穗稻熱病小撇步，穗肥添加「撲殺熱」
雲嘉南地區水稻陸續達幼穗分化期，施用穗肥好時
機，農友們可以施用穗肥時，同時施用「撲殺熱」防治藥
劑，以誘導稻水稻產生抗病性，降低穗稻熱病之發生，以
確保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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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及穗頸稻熱病病徵

↑水稻幼穗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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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達幼穗分化期為施用穗肥好時機，提醒農友
勿施用過量氮肥可降低稻熱病之罹病率。於施用穗肥時同
時施加6％撲殺熱粒劑，每公頃30公斤，撒藥時，稻田內
應保持3∼5公分水深，維持4∼5天。撲殺熱可以誘導稻水
稻產生抗病性，可以在水稻抽穗時降低穗稻熱病之罹病
率，確保產量。
防治稻熱病可分成清除病原與預防性防治，已罹患稻
熱病，可進行藥劑噴撒防治，如 45％喜樂克拉乳劑1,200
倍（加展著劑CS-72,000倍）或亞賜圃乳劑1,000∼1,500
倍（加展著劑新利農3,000倍）或15％加普胺水懸劑2,000
倍、21.4％保米賜圃乳劑1,000倍或80％鋅錳乃浦可濕性
粉劑500倍等，隔7天再施藥一次，共施用2次，其他防治
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選用防治或於本場網站（http://
tndais.coa.gov.tw/）查詢，若有防治上的問題可與本場研
究人員聯絡。
【文/圖 林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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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畸形病 的病因及防治策略

↑芒果畸形病新芽病徵

進入謝花幼果期的芒果園，有時可見少數花穗仍高掛
樹上，不謝花也不著果，此為芒果畸形病的特徵。芒果畸
形病（mango malformation disease）在田間造成芒果樹的
營養器官及花穗畸形，農民稱之為「瘋花」或「瘋欉」，
而受感染的花穗幾乎不著果，也有人稱之為「公花」。過
去被當成是藥害或氣候影響所造成，其實是由真菌感染所
引起，罹病後出現枝葉畸形的現象，長出大量新芽，節間
短縮肥大，枝條上產生許多不正常芽點，花穗則出現花軸
變短簇生，花器葉化，兩性花變少，幾乎不著果也不正常
謝花的現象，罹病花穗數量多時，將對產量造成影響。
芒果畸形病由真菌感染所引起，於1891年在印度首度
發現，目前已成為世界各芒果產區的重要病害，包括亞洲
的馬來西亞、以色列、巴基斯坦、中國，非洲的埃及、南
非、蘇丹、史瓦濟蘭、烏干達，美洲的美國、巴西、薩爾
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委內瑞拉等國均有相關的報
告。病原菌感染芒果後造成營養器官及花序畸形的病徵，
影響生長及著果而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據了解，芒果畸
形病在臺灣已存在田間許久，但過去一直被當成是藥害或
氣候影響所造成，並未積極防治，近二年發生率已有增加
的趨勢。
病原菌感染後所造成的畸形病組織，在後期乾枯後仍
殘留於芒果樹上，這些畸形的枝葉和花穗在乾枯後，表面
將產生許多菌絲及孢子，隨風雨逸散，造成再次的感染。
因此，為避免病原菌傳播而不斷感染健康植株，應修剪罹
病枝條及花穗並移出果園，以減少病原菌傳播機會。另外
本場利用登記於芒果的殺菌劑進行防治效果篩選，其中
25.9％得克利水基乳劑，31.6％貝芬撲克拉水懸劑，50％
免賴得可濕性粉劑，50％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等四種藥劑
可同時抑制病原菌的菌絲生長及孢子發芽。
根據田間觀察及病害發生的特性，建議本病害的防治
策略如下：

1

剪：芒果謝花期，罹病花穗不謝花仍留在樹上的特
性，很容易在田間被發現，建議農民在疏果修剪枝條
時，若有發現畸形花穗及枝葉，將其剪除，修剪時應由病

↑罹病花穗不謝花，因此在謝花
結果期容易發現

徵處再往上剪除約45∼60
公分，如此可將病原菌去 ↑罹病花穗由病徵處往上修剪
45-60公分
除得較為乾淨。

2
3
4

減：剪下的病組織務必移出並銷毀，若任其留在田
間，病原菌仍會再度隨風雨傳播。
施藥：此時期恰為炭疽病重點防治時期，可利用篩選
出的藥劑同時進行二種病害的防治。
育苗場應注意接穗來源及
砧木幼苗期的防治。
【文/圖 吳雅芳、鄭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