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民想要種高產、抗白粉病的大豆嗎？加工廠、消費

者想要尋找非基改、高蛋白質、黃色豆臍的大豆嗎？本場

於103年5月22日聘請國內專家學者共同審查，命名通過新
品種「大豆臺南10號」，將能滿足您的需求。
近年來糧價飆漲，糧食安全議題受到重視，農糧署自

101年2期作起將大豆納入契作獎勵每公頃4.5萬元，本場
積極配合輔導農民與業者契作生產非基因改造之優質大

豆，獲得國內多家加工大廠熱烈響應，102年契作面積達
862公頃。國內種植大豆不僅可提高糧食自給率，同時大
豆與根瘤菌共生，可以固定空氣中氮素，減少氮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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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農地新選擇～本場育成優質大豆「臺南10號」

對土壤地力維持及後期作物生產有很大幫助，且能在地生

產在地消費，不僅降低運輸里程，愛護地球，而且有助

於農業永續經營。臺灣每年自國外進口230多萬公噸大
豆，主要為商品大豆，其蛋白質含量較低，且需經運輸

里程，船運過程倉儲時間長，新鮮度不如地產地銷之國

產大豆。新品種大豆臺南10號為食用級大豆，蛋白質含
量40％以上，適合做為豆腐、豆漿、豆麥醬油、味噌等使
用，尤其種臍為黃色，更為味噌業者的最愛。

本場育成之大豆臺南10號，每公頃產量2,100∼3,900公斤，百
粒重25∼27公克，種子外表光滑鮮亮，種臍黃色，且籽實粗蛋白質含量
41％，營養成分豐富，株高40∼60公分，屬於中莖型品種，主莖直立粗
大，較不易倒伏，結莢高度離地面10公分以上，成熟期落葉性良好，適合
機械栽培收穫，且對白粉病具有抗性。 【文/圖　吳昭慧】

泝委員審查通過命名為

　大豆臺南10號
沴大豆臺南10號高產抗白粉病
沊大豆臺南10號莖直立粗大，
較不易倒伏

沝大豆臺南10號種子外表鮮
亮，臍色黃色

沀大豆臺南10號植株成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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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展示近年來洋桔梗育種成果，於5月26日上
午在溫室區，舉辦「洋桔梗育成品種賞花會」，由鄭

副場長主持，邀請洋桔梗花農、育苗業者、外銷商等

參加，請他們就現場162個新品系進行投票選拔，結
果將作為本場洋桔梗新品種命名及推廣的參考。臺灣

大學葉德銘教授、農糧署南區分署楊雅薰課長，中區

分署羅啟隆先生等亦蒞場與會，與本場洋桔梗育種人

員張元聰副研究員、王裕權站長、陳俊仁助理研究員

等進行意見交流，當天並有多家媒體記者赴現場採訪

拍攝，對滿園的萬紫千紅齊的洋桔梗同表驚豔，對本

場傑出成果讚賞不已。

洋桔梗由於花型和花色豐富多樣，加上冬季日本市

場的開發，近年來栽培面積和產量急速增加，101年
全台栽培面積約130公頃，外銷至日本市場之數量約
為950萬枝，佔日本市場進口洋桔梗的93.27％，是近
年來發展最快速的切花作物。但現有的栽培品種均為

日本育成，由丹麥繁殖種苗進口到臺灣，對高溫的適

應較差，不容易栽培成功。本場推出的品種可改善這

個缺點，因為在臺灣的氣候條件下進行品種改良，育

成的品種適合臺灣的栽培環境，具有花朵數多、在高

溫下花朵不易褪色、容易栽培等優點。

本場自民國86年進行洋桔梗切花品種選育工作，
以選育適合臺灣高溫環境栽培的雜交品種為目標，目

前已命名「臺南1號」至「臺南6號」共6個品種。本
(103)年度共種植雜交組合162個，包括紫、粉、紅、
白、綠及雙色花、漸層色花，為強化育成品種未來市

場之接受度，此次邀請洋桔梗花農、育苗業者、出口

日本貿易商前來，現場共65位來賓進行投票。
經票選結果，第1名為編號1號白色重瓣品種 (52

票)，花色純白具明亮感，在日本市場較受歡迎，第2
名為編號56號綠底紫邊品種 (21票)，為市面上少有之
花色，第3名為69號同樣為綠底紫邊品種 (19票)，紫邊
厚具有現代感，第4名為121號紅花品種 (18票)，紅色

洋桔梗育種成果賞花會成果報導
萬紫千紅齊爭豔　博君一睬百媚生～

↑103年洋桔梗賞花會由鄭副場長主持 ↑來賓於現場投票評選本場育成品種 ↑張元聰副研究員說明不同洋桔梗品種特性

具有層次感特色，第5名為
19號綠花品種 (17票)，花具立體層次感且集中。
上述5品種將提供給洋桔梗主要產區的花農進行
試種比較，期能以優良品質提高市場  
佔有率及價格，提昇花農收益。

↑第 1名為白色重瓣品種，花色
純白具明亮感，在日本市場較

受歡迎

↑第 2名為綠底紫邊品種，為市
面上少有之花色

↑第 3名為綠底紫邊品種，紫邊
厚具有現代感

↑現場投票情形

↑第 4名為紅花品種，紅色具有
層次感特色

↑第 5名為綠花品種，花具立體
層次感且集中

【文/圖　張元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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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地區芒果已進入中果期，此時期果實極易受東方

果實蠅及炭疽病之危害，請果農加強套袋作業，以降低其

危害，確保果品品質。

東方果實蠅為許多果樹的重要害蟲，繁殖力強，具飛

行遷移能力，會隨著不同水果的產期遷移危害。雌蟲將卵

產於成熟果實內，幼蟲孵化後鑽入果肉中蛀食，引起果實

畸形、腐爛及落果等，嚴重影響水果產量與品質。由於臺

灣全年氣候適合東方果實蠅生長，且賴以繁衍後代的水果

幾乎全年不間斷，導致全年均可發生危害。目前氣溫持續

上升，東方果實蠅密度也持續增加，請果農注意加強防治

東方果實蠅，在密度尚未上升時予以壓制，避免其密度繼

續攀升，造成危害影響水果

之產量與品質。

芒果加強套袋 防範東方果實蠅及炭疽病危害

學名：Gibertella persicaria
病徵：可危害花器、幼果及成熟期果實，自果梗切口處

往果肉組織出現水浸狀大面積且界線分明的濕腐病徵，病

斑擴展迅速，2∼3天後佈滿整個果實，果實完全軟腐，用
手輕觸，腐敗果皮立即脫落，有時病害亦會自果皮或鱗片

開始。由於此類型病害在潮溼環境下較易發生，且常造成

病組織水浸狀腐爛，因此命名為「紅龍果濕腐病」。在連

續降雨後，陸續發現各地果園花苞或花瓣容易產生水浸狀

潰爛情形，甚而落花、落果，而的幼果果頂果皮與果肉亦

出現褐變腐敗，致果實無法正常發育。

發生生態：病原菌藉風雨傳播，以孢囊孢子為主要感

染源，可能殘存於果園之空氣、落花、落果與土壤表面，

紅龍果濕腐病

政府極力推廣之共同防治方法主要是利用含毒甲基丁

香油，誘引大量雄蠅前來舐食而中毒死亡，造成雄蠅大量

減少，使雌蠅於防治區域內不易找到交配對象而無法繁殖

後代，達到降低東方果實蠅族群密度的目的。果農應長期

於園外懸掛甲基丁香油全面誘殺，且進行共同防治，才能

發揮最大防治功效。芒果之外銷供果園應落實套袋作業，

確保果實品質。

炭疽病可危害果實、花穗、嫩葉及嫩枝等。新抽出的

幼嫩葉片極易受侵染，初期產生紅色小斑點，逐漸擴大呈

褐色病斑，後期會形成穿孔。花穗被感染後花梗變黑褐

色，小花亦褐變後脫落。此病害於開花期、果實生育期中

及採收後運輸及貯藏期皆可發生。在高濕的環境下，病斑

上產生許多稍突之小點，由此溢出粉紅色黏狀物，為病原

菌的分生孢子，遇雨水時分生孢子容易藉雨水的飛濺

與氣流的帶動傳播，故芒果樹下掉落的病葉與病果，

可視為炭疽病主要的感染源之一。藥劑防治可防止果

實受病原菌感染，雨後需要加強防治，並於果實約雞

蛋大小時行人工疏果後提早套袋，套袋前先行施藥一

次，待藥水乾後才套袋，提早套袋可降低炭疽病的侵

染及減少施藥次數。 【文/圖　林明瑩】
↑芒果炭疽病的芒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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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連續降雨之高濕環境下，經由傷口或衰弱組織侵入，迅

速導致腐敗；濕度高時於病病組織上產生黑色長柄孢囊，

成為田間二次感染源。一旦發病後，可於2∼3天內造成嚴
重濕腐病徵。

防治方法：

1. 加強田間衛生，清除罹病花器、果實，並加以燒毀或
掩埋，田間之落花及落果亦應清除以降低病原菌潛伏

及密度。

2. 避免於露水未乾及降雨時採果，並且應將果蒂連同莖
部組織一併剪下，以延長病菌侵入果肉距離，延長儲

架壽命。

3. 目前該病害無推薦防治藥劑，經農業試驗所試驗之培
養基試驗顯示，「賽普護汰寧」及「亞托敏」對該病

菌有抑制效果，該藥劑已核

准登記使用於防治紅龍果炭

疽病，可在降雨季節來臨時

參考使用，應可兼防。

↑花苞或花瓣容易產生水浸狀潰爛

情形

↑幼果果頂果皮與果肉亦

出現褐變腐敗

↑果實右側完全軟腐且界線

分明

【文/圖　農業試驗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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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規劃內容係在自由化、國際化與前

瞻性的核心理念下，大幅度鬆綁物流、人流、金流，資訊

流及知識流的各項限制，打造便利的經商環境，落實市場

開放，並規劃發展具有前瞻性。

自由經濟示範區將引導具有優勢利基及前瞻性的經濟

活動進行發展，選定「智慧物流」、「國際健康」、「農

業加值」、「金融服務」及「教育創新」做為示範創新重

點，以創造多元經濟效益。

農業加值推動背景

1.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及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臺灣農業
亟需因應此趨勢將衝擊轉換為發展契機，並將過去將

農業以「產品型農業」轉型為「新產業鏈產業」的觀

念，經由創新加值，開拓農產品市場版圖。

2. 農委會配合行政院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農
業加值」，運用國外充足、低價之原料，結合契作國

產安全優質原料、關鍵產製技術與農業研發能量等優

勢利基，推動產業整合性加值發展，同時也擴大對國

內農產品的需求。透過「農業加值」創造國內生產

者、加工者、外銷者多贏策略。

推動時程及區位規劃

在推動時程上，示範區將採兩階段進行推動。第一階

段（102年8月16日正式啟動至特別條例公布前）以現行7
處自由貿易港區(六海一空)及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為核
心，結合鄰近園區同步推動，做法上以僅需修改行政法規

者優先辦理，並同步研訂「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

俟特別條例通過公布後，即展開第二階段的示範區推動工

作。

在優先推動產業中，經初步規劃，觀賞魚及動物疫苗

產業將落腳於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後續再依產業區

求，協助業者至適合之區位進駐。

引領農業升級轉型
「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政策

「農業加值」單一窗口聯絡電話：(02)2312-40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行銷科

營運模式

自由經濟示範區之精神在於鬆綁人流、物流、金流、

資訊流等限制，以活絡經濟活動，進而帶動臺灣經濟發

展。本會推動農業加值之目的亦在於藉由農業加值產業之

發展，擴大對臺灣初級農產品之需求。示範區是「境內

關外」(貨品於區內享有免關稅等優惠)之環境，業者可採
「前店後廠」運作模式，即於園(港)區內設立小型營運單
位或倉儲物流或進行簡易加工，於區外加工廠進行深層加

工，相關產品經加工(值)後，銷售至全球市場。

政策預期效益

1. 增加農業產值：促進產業規模化生產及技術之產業化
發展，延伸產業價值鏈，增加農業產值。

2. 提高農民收益：輔導進駐業者與國內農民建立契作(養)
關係，提高農民收益。

3. 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國內外業者進駐發展，增加青年
從(留)農誘因，創造就業機會。

4. 接軌國際市場、行銷臺灣品牌：透過區內試行自由化
市場及法規調適，有助於國內農產業與國際接軌，並

結合企業國際通路，以臺灣品牌農產品行銷全球市

場，創造品牌效益。

推動進度

農委會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自102年7月至12月31日
止，經召開3次審查會，共有14家廠商獲准投資進駐，總
投資金額約新臺幣17.5億元，包括2家動物疫苗、3家機
能性食品、3家觀賞水族業者，及農畜產加工、生技化妝
品、動植物檢測試劑、中草藥、生質酒精、農業節能自動

控制設施等各1家，其中包括全球禽類第4大動物疫苗廠德
國羅曼公司投資設廠案。

行政院已於102年8月8日第3360次院會通過「自由經濟
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並於8月16日核定，正式啟
動示範區第一階段。

【摘錄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