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於2月5日辦理「建置作物種苗營銷平臺加速產
官學交流」成果報告暨「洋桔梗育種材料交流合作備忘

錄」簽約，此為我國公部門和民間種苗公司首次進行品

種交流合作案，由王仕賢場長及農友種苗公司張師竹總

經理代表簽約，邀請農委會科技處盧虎生處長擔任見證

人，台灣種苗協會施辰東理事長、農委會劉兆烘技正、

種苗場等貴賓亦列席觀禮。

農委會為落實臺灣公部門作物種苗研發方向能契合

業者與現今市場之需求，促進作物種苗產官學界相互交

流，聚集公部門育種能量，加速優良品種之釋出，增進

臺灣種苗產業之國際競爭力，早在101年已成
立甘藍公部門育種聯盟，102年則成立番
茄公部門育種聯盟，本(104)年則跨界
與產業界聯盟，由本場與農友種苗公

司簽署「洋桔梗育種材料交流合作

備忘錄」，加速抗病品種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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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化休耕農地，栽種硬質玉米省工又好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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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種苗產官學界相互交流，農改場建立合作新模式
番茄、木瓜及洋桔梗為臺灣重要作物。102年番茄全年

栽培面積達5,500公頃；木瓜栽培面積近2,500公頃，均以
內銷為主；而洋桔梗則是近年來主要外銷花卉之一，目

標市場為日本，101年種植面積約130公頃，收穫達4千萬
枝以上，其中外銷量達950萬枝，外銷產值1億7千萬元，
佔日本洋桔梗進口量之93.79％。本場針對番茄、木瓜及
洋桔梗3種作物，辦理「建置作物種苗營銷平臺加速產官
學交流」，規劃新品種(系)田間展示，並與種苗業者進行
資訊交流。

番茄品種展示於103年10月進行，由國內公、私部門及
亞洲-世界蔬菜中心提供73品種參與展示，其中大果番茄

30品種、小果番茄23品種及20個半成品參與展示，亦
於2月5日開放種苗業者及有興趣之農民參觀。
洋桔梗現有栽培品種均為日本種苗公司所育

成，在臺灣的栽培環境及管理下常不能表現出品

種特色，品質不夠好以致育成率不佳，也限制市

場的發展，因此育成適合臺灣地區栽培的品種，

是提昇我國洋桔梗產業之重要課題。目前臺灣民間

進行洋桔梗育種者主要為農友種苗公司，公部門則為

本場，兩者均有育成品種上市，但相較於日本種苗公司20
餘年的育種成果，我國的洋桔梗品種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而

育種工作要有突破，種原親本的多樣性是先決條件。因此，本

場與農友種苗公司進行洋桔梗親本種原交換，以增加育成適合

臺灣栽培品種的機會，及加速新品種的育成。

【文/劉依昌、張元聰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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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每年進口黃豆、小

麥及玉米約800萬公噸，其
中硬質玉米約佔500萬公
噸。為降低過度依賴進口

國外糧食之風險及提高國

內糧食自給率，農委會鼓

勵及推廣種植硬質玉米。

硬質玉米栽培模式省工且

成本低，作物需水量少。

另為維持公糧品質，農委

會自103年不再受理再生稻田區繳交公糧，因此，
再生稻田可轉作栽培省水、省工的硬質玉米。

本場配合農委會政策積極進行硬質玉米品種改良

及推廣工作，分別於1月22日假雲林縣北港鎮新南段
蔡鍚岸農友田區、1月27日假雲林縣水林鄉許黃樹蘭農友
田區、2月4日假臺南市新營區秀才段蔡明全農友田區，
辦理「硬質玉米地方試作栽培示範觀摩會」，各地區公

所、農會及大佃農及農民熱烈參與，各場次約有130、70
及90人出席與會。
王仕賢場長表示，目前政府推動活化休耕農地，獎勵

種植硬質玉米等進口替代作物，103年本場在雲嘉南有13
個地點進行硬質玉米地方試作，依試驗結果顯示玉米產

量每公頃可達7∼8噸以上，且種植硬質玉米省工又好栽
培，加上政府契作獎勵金每公頃45,000元，種植硬質玉米
有錢賺，鼓勵農民加入生產。游添榮分場長說明，本場

硬質玉米品種改良工作朝中早熟品種選育，育成比明豐3
號更早熟，與臺農1號成熟期相近之品種，可配合一期作
種植之耕作模式。

北港鎮農會林翠香總幹事及新營區農會柯堂能理事長

皆表示，種植硬質玉米有政府契作獎勵金加上補貼乾燥

費，農會擬積極輔導農友，希望能擴大種植面積。

詹碧連技正針對硬質玉米地方試作栽培試驗進行說

明：北港區乾籽實產量以農興688之8,710公斤/公頃表現
最好，其次為臺南育30號之8,410公斤/公頃，較臺農1號
之6,620公斤/公頃、臺南24號之7,680公斤/公頃及明豐3
號之7,950公斤/公頃增產5∼27％。水林鄉以臺南育30號
產量最高，約7,057公斤/公頃，高於對照品種臺農1號和
明豐3號等。新營區試驗田以臺南育30號之9,170公斤/公
頃表現最好，較台農1號之7,150公斤/公頃、臺南24號之
8,170公斤/公頃、明豐3號之7,270公斤/公頃及農興688之
5,340公斤/公頃，增產12∼70％。
北港示範田蔡農友表示，硬質玉米很省工且好栽培，

且可全面機械化，對於年齡老化之農民是一項不錯之選

擇。曾文晨先生也進行現場機械收穫，採收作業順暢且

活化休耕農地，栽種 硬質玉米 省工又好賺！

收穫之玉米籽實破損率低，曾先生表示如農友需要機械

收穫，他很樂意服務。

水林鄉許黃樹蘭農友本身為小地主大佃農，種植硬植

玉米面積約20公頃，他表示原本一年種植兩期水稻的耕
作方式，和其中一期作轉作硬質玉米相較，硬質玉米肥

料用量少、病蟲害少，大幅減少肥料及農藥的成本，而

且全期僅灌溉一次，從播種、中耕施肥到收穫皆可請代

耕中心協助，省水又省工。重要的是收成穩定，農會以

每公斤9元契作收購，加上契作獎勵金每公頃45,000元，
及雲林縣政府加碼獎勵每公頃20,000元，可以說是穩賺不
賠。

新營區示範田蔡農友表示，種植硬質玉米很省工且好

栽培，他本身是大佃農，經營面積450公頃，二期作均種
玉米，希望改良場儘快育成中早熟之豐產玉米品種，可

配合一期作種植之耕作模式，讓農地能充份利用。

農民逐漸高齡化，轉作硬質玉米節省人力及成本，是

農友栽培首選。而且對於水資源較缺乏或取得不易的地

區，硬質玉米亦是活化農地利用的重點推動作物。臺灣

農牧戶平均可耕作面積不到1公頃，經營規模擴大及省
工栽培管理為未來農業發展趨勢，所謂大量平價就是商

機，打造黃金農業，就從種玉米開始！

【文/圖　詹碧連、詹雅勛、王培珊】

↑水林區與會小地主大佃農詢問栽培硬質玉米

收益及成本，與擴大經營理念

↓新營區與會農友田間觀摩

北港鎮示範田

蔡鍚岸農友分享

栽培管理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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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流來襲、冷風颼颼、大家寧可躲在

被窩取暖的大冷天裡，才上午9點多，觀摩會現場就已聚
集不少認真的農友，即使在冷風中瑟縮不已，仍要親眼

一睹小番茄的「紅顏」，甚至還有從高雄遠道而來的農

友，10點開場時現場人數已達176人，如此的熱情也讓我
們改良場的工作人員覺得「就甘心」！

為提高設施小果番茄栽培技術與經濟栽培競爭力，本

場採實務推動與研究同步進行方式，將健康管理模式導

入設施小果番茄栽培中，選定嘉義縣布袋鎮謝國榮農友

的園區為示範點辦理觀摩會，藉由田間成果的展現與現

場觀摩，期能幫助農友增進設施小果番茄栽培技能，普

及健康管理觀念，提升小果番茄產業競爭力。

本場副場長鄭榮瑞主持開場，布袋農鎮農會陳理事長

及郭秘書也共襄盛舉，接著由本場

同仁逐一介紹小果番茄健康管理重

點，健康管理是一種「多管齊下」

的綜合性策略，黃瑞璋副研究員首

先針對設施內土壤問題做深入淺出

的講解，並介紹在觀摩園區從頭到

尾根據土壤檢驗分析結果進行土壤

改良、推薦施肥量、施用有機肥並

配合微生物肥料(溶磷菌)使用，促進植株養分吸收，依照
實際需求按部就班的操作，就能讓番茄果實個個又甜又

美，黃副研究員並且強調，接近採收期時土壤水份應維持

在穩定濕潤就好，若為了甜度而刻意限水，土壤水份的落

差讓滲透壓急遽變化，反而容易造成生理裂果，得不償

失。

蔡孟旅及黃秀雯助理研究員說明病蟲害的誘發，是當

病害金三角—環境、作物、害物，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才

會發生，因此防治策略應從各方面打破這些環節：使用健

康抗病的嫁接茄砧苗、32目雙層防蟲紗網加雙層門、以亞
磷酸中和液預防晚疫病、勤勞清園等等，都是綜合防治的

一環，作物環境課鄭安秀課長尤其強調種植嫁接苗時，

需防止番茄莖部接觸土壤長出不定根，才不會失去茄砧

抗病的作用，還有粉蝨族群

一旦上升即難以壓下，務必

及早防治才能避免病毒病的

猖獗，安全用藥則是所有農

友都應遵循的觀念，務必使

用登記用藥並注意安全採收

期，連續採收的作物則配合

非農藥資材來預防。

最後謝國榮農友心得分享

時，表示他最注重的就是農

友自身的健康，因為最常接觸農藥的一定是自己，所以他

非常樂意以不需使用那麼多農藥的方式來栽培作物。

講習結束後就是期待的園區觀摩時間，從大家看見

「番茄綠色隧道」時發亮的目光、和踴躍發問的程度，就

可以體會到「健康管理」是如何從抽象的理論概念，成為

每個人都可以實際感受到的「番茄紅了，農民的臉就笑

了」—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三贏的目標。

【文/圖　蔡孟旅、黃瑞彰】

本場蝴蝶蘭新品種參加2月份蘭花月例欣賞審查會，
共獲得3個新品種個體獎及2個優秀獎！本審查會由台灣蘭花產銷
發展協會於臺南後壁的蘭花園區舉辦，這次本場的參賽新品種雜

交組合更獲得評審之卓越育種獎 (Award of Distinction, AD) 肯定！
本花特色是強烈的色彩對比，小巧雪白的花瓣上襯托的是濃郁的

深黃唇瓣，且植株大小適中、排列優良、整體氣質清新優雅，市

面上此類中小輪白花黃唇之品種較為少見，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為本次受評審青睞獲獎之原因。 【文/圖　胡維昭】

↑在寒風中仍聚精會神的農友

↑田間觀摩時，大家踴躍發問

本場得獎之蝴蝶蘭新品種

本場蝴蝶蘭新品種 卓越育種獎獲

紅了，農民的臉就笑了～小果番茄健康管理觀摩番
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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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芒果正值開花期，進入春季後氣候漸回暖，小黃

薊馬密度逐漸上升，小黃薊馬屬小型昆蟲，喜躲藏在芒

果花穗、幼果果蒂處及新葉葉脈附近刺吸為害，初期不

易察覺，待被害狀出現時往往為時已晚。此時期薊馬危

害常造成花穗受損及幼果表皮褐化結痂，本場呼籲花期

應特別加強防治工作，以確保芒果之結果及果實品質。

小黃薊馬之防治應於開花期及幼果期噴施藥

劑，族群於高密度時期每7天施藥一次。
防治注意要點有：(1)施藥操作時注意躲
藏於葉背蟲體。(2)適量添加高純度礦
物油 (展著劑) 增加藥效。(3)使用噴霧
或灑水系統使土表溼潤，創造不利薊

馬生存與化蛹環境。(4)枝條適當修剪
維持通風，有利藥劑均勻分散於植株。

薊馬參考推薦藥劑有：10%克凡派水懸劑
1000倍、50%滅賜克可濕性粉劑800倍、2.5％

畢芬寧水懸劑1000倍、2.46%賽洛寧膠囊懸著劑2000倍、
4.95%芬普尼水懸劑2500倍、18.2%益達胺水懸劑2000倍、
11.7%賜諾特水懸劑4000倍等。由於芒果開花期長，應選
擇幾種作用機制不同之藥劑，輪流於害蟲發生時使用，

避免抗藥性之產生。芒果推薦及輸日可用之藥劑建置於

本場網站，農友可上網查詢。  【文/圖　黃秀雯】

芒果開花期，注意防治小黃薊馬

↑進入花期後要特別注意小黃薊馬的防治↑芒果小黃薊馬

104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規劃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共14梯次，包括入門班4梯次、初階班2梯次、進階班8梯次，可提供
420個參訓名額。自3月9日起陸續開放網路線上報名，名額有限，請有意從農青年及在職農民把握機會，儘速報名，以
免向隅，報名相關問題可電洽客服專線：(02)2301-6858。各班報名及上課時間如附表，實際日程以「農民學院」網站
(http://academy.coa.gov.tw/) 公告為主。  【文/圖　李郁淳】

104年度農民學院開跑，本場首班～園藝入門班3月9日起開始報名

階 層 別 訓練班名
上課
天數

報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上課日期

入 門 班

園藝班(一) 3天 3月09日∼ 3月22日 3月27日 4月08日∼ 4月10日

農藝班(一) 3天 3月09日∼ 3月22日 3月27日 4月21日∼ 4月23日

園藝班(二) 3天 3月20日∼ 4月14日 4月21日 5月05日∼ 5月07日

農藝班(二) 3天 3月20日∼ 4月20日 4月27日 5月19日∼ 5月21日

初 階 班
有機農業班(一) 10天 4月01日∼ 5月01日 5月11日 6月01日∼ 6月12日

有機農業班(二) 10天 4月22日∼ 5月22日 6月02日 6月22日∼ 7月03日

進階選修

蝴蝶蘭栽培管理實務訓練班

(僅限高農學生職涯探索)
3天 5月07日∼ 6月07日 6月17日 7月07日∼ 7月09日

農產品加工訓練班 3天 5月21日∼ 6月21日 7月01日 7月21日∼ 7月23日

有機果樹班 5天 6月03日∼ 7月03日 7月13日 8月03日∼ 8月07日

有機蔬菜班 5天 6月17日∼ 7月17日 7月27日 8月17日∼ 8月21日

進 階 班 設施蔬菜班 10天 7月14日∼ 8月14日 8月24日 9月14日∼ 9月25日

進階選修

活化農地作物經營管理班 3天 8月06日∼ 9月06日 9月16日 10月06日∼10月08日

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 5天 8月19日∼ 9月19日 9月29日 10月19日∼10月23日

芒果栽培技術管理班 5天 9月09日∼10月09日 10月19日 11月09日∼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