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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德副主委關心青年農民，鼓勵開創綠金蘆筍產業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於1月12日特別南下關
←陳文德副主委聽取
心青年農民經營現況，在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
「設施蘆筍冬季生
達分署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陪同下，訪視青年
產技術」操作技術
農民曾冠維設施蘆筍生產經營現況，並視察本
↓青農曾冠維親自示
場研發之「設施蘆筍冬季生產技術」。
範採收設施綠蘆筍
位於麻豆區的青農曾冠維先生，由於生產
的設施綠蘆筍品質優良，且以家人可安心食用
為出發點，秉持不使用化學農藥理念，綠蘆筍
產品往往剛採收，就被公司行號或學校機關等
團購一空。他向陳副主委說明，其實他從農係
從栽植設施小胡瓜開始，卻遭遇銷售不佳問題，因緣際會轉型生產綠蘆筍已邁入
第三年，逐步漸入佳境，目前計畫擴大設施綠蘆筍生產規模。他也利用機會為其
他青農發聲，表達青農一開始從農，常面臨租地不易、農路需修繕及農地排水不良
等問題。他自己農地排水不良的問題，則感謝農田水利單位已著手協助
處理。本場蘆筍專家陳水心技佐也當場向陳副主委說明，曾冠
維已配合採用本場研發之「設施蘆筍冬季生產技術」，
只需幾項簡易操作，即可輕易進行產期調節，大幅
增加筍農收益。
陳副主委特別感謝曾冠維在眾多場合，願意
本場於12月11日舉辦青年農民標竿學習活動，除第一屆青
分享相關經驗與心得，也讚賞他熟悉應用電子
年農民參加，也鼓勵甫入選之第二屆青年農民報名，並開放雲、
商務銷售農產品的實務能力。特別指示農糧
嘉、南縣市農會之在地青農組織成員共襄盛舉，共計34人參加。
署蒐集物流業相關資訊，以有效掌握臺灣農
學習之旅首站拜訪臺南市新化區瓜瓜園生態故事館，由劉經理向青
產品電子商務營銷規模及脈動，並應儘速
年農民分享瓜瓜園如何從食用甘藷產銷班，發展至產、製、儲、銷一體
了解國內及鄰近國家之綠蘆筍產銷現況，
並結合觀光工廠的農企業。接著參觀集貨分級場、教育農場、種苗組織
以利有效引導國內設施綠蘆筍產業發展，與
培養室，最後來到販售部讓與會者認識甘藷加工、包裝行銷方面的流
評估海外市場布局的可行性。此外，基於設
程。交流座談會中，青農們對於瓜瓜園可以達到自行培養無病毒甘
施綠蘆筍生產雖有高收益潛力，惟勞力需求
藷組培苗印象深刻，既佩服又感興趣；而瓜瓜園對契作農民的社
度高而限制產業發展，陳副主委特別指示本場
會責任、精神，為消費者食安把關的態度，科技化管理方
應進行省工化設施綠蘆筍生產技術的開發，導入
式等許多觀念、方法與細節，即便是「小農」都值
農業機械取代人力割除母莖，及利用養液滴灌技術
得效法學習，為剛從農的青農們提供
取代傳統溝灌，提升採收綠蘆筍效率，期許綠金產業-設
不少營農正確方向。
施蘆筍產業競爭力再提升。
【文/圖 謝明憲】

青年農民標竿學習
拓展視野確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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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行人南下屏東，拜訪
高雄場輔導的第一屆青年農民
蔡協良先生。其父親蔡順得先
生為南州鄉果樹產銷班第1班
班長，早於2002年即獲得「神
農獎」最高殊榮，為名符其實
的蓮霧達人。此行主要為了解
蔡協良先生返鄉務農現況、接
受專案輔導後心得，及如何在
有「標竿」父親的背景下，承襲既有能量又能走
出屬於自己的道路，尤其青年從農面臨的經營理念
問題，不乏兩代之間的溝通難題甚至衝突。參加者
中幾位在地青農本身也種植蓮霧，除向蔡順得班長請益
栽培管理技術獲得直接幫助外，大部分的時間青農們聆
聽蔡協良先生的分享。從與父親至國外參加國際會議的
經驗，到臺灣的農業現況，以及自身蓮霧外銷經驗、如
何開闢自己的路，青農們聽得聚精會神，只是有時難免
沉重。就如許多青農會後反應的回饋：「很不一樣的收
穫！」、「他講的很真實，只是把現實面都提出來了，
不讓剛入門或想要踏入的人有太美好憧憬。」、「要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23 期

←瓜瓜園劉經理為青農們導覽集貨場
↓青農蔡協良先生為標竿學活動作分享，
青年農民們專注聆聽

確定要走(經營)的方向再按部去尋找資源及學習很重要，
非常有感受！」大家都對蔡協良先生的分享表示肯定。
相信此次標竿學習活動讓每個青農滿載而歸，不僅在
專業領域及農業經營的深、廣度上有所收穫，且有深刻感
觸並能引發深思，並達到相互交流、認識更多志趣及理想
相近的朋友，這也是標竿學習的目的。
【文/圖 盧子淵、方漢強、黃怡禎】

咖啡果小蠹 田間防治示範觀摩

↓園內 懸

掛咖

為因應咖啡果小蠹對咖啡造成之嚴重為害及產生之損失，本
場103年12月29日於雲林縣華山教育農園及劉慶松農友咖啡園
辦理「咖啡果小蠹田間防治示範觀摩會」，針對危害咖啡之咖
啡果小蠹進行簡要介紹，並於咖啡園進行誘殺器懸掛之防治觀
摩。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主持，與會貴賓計有雲林縣動植物防
疫所許嘉家課長、古坑鄉農經課孫旺田課長、
誘殺器之 情 形
樟湖國中小學陳清圳校長等。除古坑鄉種
小蠹
果
植咖啡的農友外，也有遠從高雄的咖啡
啡
農特地前來參加，總計約73位農友參
與，場面相當熱烈。
本場林明瑩副研究員針對咖啡果
小蠹之生態及防治部份進行介紹，
他指出咖啡果小蠹為世界咖啡產區
相當重要的害蟲，目前已廣泛地分布
於臺灣咖啡園。臺南場已開發可誘引此蟲
之誘殺器，以每分地懸掛20個進行全園防治，可
以有效減少咖啡果實的被害。會中特別邀請劉慶松農友現身說
法，劉先生說本場早期便曾於他的咖啡園進行監測調查，咖啡
果小蠹於去年才開始大量發生，在未防治的狀況下，果實的被
害率可達50%，今年果小蠹的密度初期亦相當高，果實受害比
例亦高，因此全面將誘殺器進行懸掛，初步受害的情形便獲得
控制。
【文/林明瑩 圖/黃秀雯】

↑林明瑩副研究員於咖啡園說明誘殺器防治

↑劉慶松農友分享個人咖啡管理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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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專家級 小果番茄栽培達人榜
為提升台灣小果番茄產業競爭力，並激勵果農重視健康管理的生 1
產理念，本場於103年12月26日辦理「2014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
賽」，經過專家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後，由嘉義縣太保市陳柏
衡先生從159組參賽者中勝出，以平均糖度11.6°Brix，平均單果重8.6
公克，總分95分奪得2014年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軍。
此次活動是臺灣第四屆的全國性小果番茄競賽活動，由本場主
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臺灣種苗改進協
會共同協辦，邀請高雄區農改場前場長黃賢 2
3
良、中興大學宋妤教授、農糧署方怡丹簡任技
正、臺北農產運銷公司黃木蘭副理及莉莉水果
店老闆李文雄先生擔任評審。本次競賽計159
名參賽，其中10組為其他縣市。
參賽果品必須先通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
「全身健康檢查」－農藥殘留檢測，才能進入
後續評鑑。此外，本年度為凸顯小果番茄安全的重要性及農民對此的堅持，若產
品經過藥檢後結果為「無驗出ND」，則果品評鑑總分加2分。
本屆競賽得獎者冠軍為陳柏衡(嘉義縣太保市)；亞軍為曾文瑞(嘉義縣水上
鄉)、曾啟榮(嘉義縣水上鄉)；季軍為龔大翔(嘉義縣太保市)、沈俊良(嘉義縣水上
鄉)、游世峰(嘉義縣太保市)。10名佳作依參賽號碼為黃順益(臺南市安南區)、楊
景翔(嘉義縣太保市)、蔡駿達(雲林縣元長鄉)、林銘地(雲林縣土庫鎮)、鄧舜圭(嘉
義縣新港鄉)、洪朝國(嘉義縣新港鄉)、賴明輝(嘉義縣民雄鄉)、許復堡(臺南市永康
區)、楊萬福(嘉義縣太保市)、陳鏡仲(嘉義縣太保市)。
104年1月9日舉辦「2014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頒獎典禮暨番茄產銷技術與
經驗分享研討會」，分享小果番茄栽培、產銷新資訊，並表揚得獎農民，當天有來
自全國各地種苗業者、農會、農友逾250人參加。
研討會分為三項主題進行：第一階段為「頒獎典禮及經
5
驗分享」，邀請本次競賽冠軍得主陳柏衡先生及亞軍曾
文瑞及曾啟榮先生進行經驗分享；第二階段「番茄品種
介紹」，邀請生生種子公司、長生種子公司、瑞城種
子公司、農友種苗公司及稼穡種子公司進行番茄品種介
紹，並於研討會後進行田間成果展示；第三階段「小果番
茄採收後處理技術應用」，邀請嘉義縣政府農業處林良懋
處長報告「小果番茄外銷包裝技術簡介」及本場張嵐雁助理 6
研究員報告「小果番茄模擬儲運研究成果簡介」，之後再由
劉依昌助理研究員引導與會人員參觀田間「番茄品種展示平
台」所栽種的各種苗公司及試驗場所番茄品種，整整一天充
實的議程，相信大家都是滿載而歸。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7

8

9

泝小果番茄競賽評審現場場面壯觀
沴工作人員測定小果番茄糖度
沊小果番茄競賽評審做最後決選評斷
沝劉依昌助理研究員引導與會人員參
觀「番茄品種展示平台」田間現場
4

沀小番茄冠軍果實
泞王仕賢場長頒發冠軍獎牌
給陳柏衡先生
泀嘉義縣政府林良懋處長頒
發亞軍獎牌
洰種苗協會施辰東理事長頒
發季軍獎牌
泍農友基金會賴三省秘書長
頒發佳作獎牌

中華民國 104 年元月十日出版

彭瑞菊 獲
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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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農學團體103年聯合年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

彭瑞菊 (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推薦)

得獎事蹟 ：
◆擔任台南場洋香瓜病毒病防治推動小組、有機小組、合理化施肥
小組、香瓜、麻豆文旦、番茄及萊豆健康小組成員，輔導講習會
及病蟲害防治事宜。
◆進行洋香瓜病毒病害的研究，病蟲害疫情監測、辦理講習會(每
年9場輔導農民約600人次)、推行共同防治輔導(台南市東山、安
南及七股區)，辦理病毒防治觀摩會5場，協助農友預防病毒病危
害，減少產業損失，確保農民收益。
◆ 協助農友農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進行病毒檢測約200件/年、黃
龍病檢測約150件/年，5年約服務1,500人次農友。

↑陳文德副主委頒獎給彭瑞菊副研究員

黃瑞彰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推薦)

↑陳文德副主委頒獎給黃瑞彰副研究員

得獎事蹟 ：
◆辦理或配合辦理研討會、合理化施肥與有機農業講習會及田間示
範觀摩會等達200場次以上，累計參加超過10,000人次，宣導正確
合理化施肥觀念。
◆辦理產銷班輔導、農民問題諮詢及農民土壤檢驗等服務性工作，
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服務件數6,000件。
◆輔導轄區有機農業發展，目前轄區有機驗證面積達952公頃，協
助臺南市太康、嘉義縣樂活、雲林溝壩等三有機集團栽培大地工
程規劃，協助亞蔬中心有機示範農場建立；推廣微生物肥料在作
物生產，每年面積超過800公頃，使得化學肥料施用量減施10∼
20％，增產率5∼35％，符合環保節能的需求。

玉米 薊馬 密度攀升，注意防治媒介昆蟲，預防病毒病發生
本場近日於田間監測調查時，發
現玉米薊馬密度有上升趨勢，玉米
薊馬可傳播玉米褪綠斑駁病毒(Maize
Chlorotic Mottle Virus, MCMV)，主要
感染甜玉米及糯玉米品種，此病毒造
成植株矮化、葉片顏色呈黃綠斑駁，
嚴重時葉片乾枯，可能導致果穗無法
↑罹病嚴重時葉片乾枯
結實而影響產量，農友應注意加強防治。
玉米褪綠斑駁病毒之防治方法如下：(1)清除栽種田區
↑整區玉米罹病植株矮化
及田邊的禾本科雜草等中間寄主，可減少薊馬棲息生存。
(2)合理化施肥促進玉米植株生長健壯，較具抗耐性。(3)
拔除病株最好在田區操作完後，可避免手沾染汁液造成的
種植初期就要開始防治薊馬，避免薊馬密度增高，使病
機械傳播。
毒快速擴散，藥劑防治可用5.87％賜諾特水懸劑1,600倍，
施用農藥時要依照推薦倍數施用，請勿任意增加劑
安全採收期9天；50％撲滅松乳劑1,500倍，安全採收期6
量，以免造成農藥殘留過量的問題，同時也務必遵守安全
天。亦可使用藍色黏紙誘殺薊馬成蟲。(4)生育初期，若
採收期，若有防治上的問題可與本場研究人員聯絡。
發現罹病植株需拔除病株帶離田區銷毀，以降低感染源。
【文/圖 黃秀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