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叢林中，行走時舉首俯望都見花團錦簇，讓

參觀民眾爭相拍照，讚嘆連連。

每年蘭展除了美不勝收的花卉饗宴外，不

可或缺的是國內外學者、研究人員齊聚一堂

的國際蘭花研討會，今年研討會於3月7日在
蘭花科技園區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會中邀請

專家學者包括英國皇家園藝學會主席Mr. Johan 
Hermans等人，蒞臨演講蘭花原種與科技應用等主題，本
場王仕賢場長也應邀擔任主持人。本次研討會介紹了非洲

及周邊島嶼的蘭花棲地巡禮、蝴蝶蘭品種分子鑑別技術、

喜普鞋蘭之大群繁殖、中國兜蘭、蝴蝶蘭原種於育種貢

獻、氮肥於蝴蝶蘭栽培之知識，不但讓蘭花栽培、育種及

研究人員對各蘭花物種之歷史演進及育種策略有更明確的

認識，也提供學理基礎及栽培管理上的重要資訊。

【文/圖　胡唯昭】

2015臺灣國際蘭展於3月6日在臺南市後壁
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盛大開幕，由賴清德市

長、農委會副主委陳文德、外貿協會董

事長梁國新、台灣國際蘭展大會主席陳

石舜、臺灣蘭協理事長高紀清等嘉賓出

席典禮。大會主席陳石舜先生向與會嘉賓

宣布好消息：「台灣已爭取到第23屆世界
蘭展主辦權！」，國外嘉賓由世界蘭花理事會 
(WOC) 主席Sandra Tillisch Svoboda、國際蝴蝶蘭聯盟 
(IPA) 理事長Carlos F. Fighetti等人上台恭
賀致意，並祝福國際蘭展圓滿成功。

開幕典禮由賴清德市長代表地主國向

國內外嘉賓致歡迎詞，農委會陳文德副

主委表示，臺灣國際蘭展連續舉辦11年，
是世界3大蘭展之一，蘭花產業已是臺灣
農業奇蹟，除了要創造健全的蘭花產銷

鏈外，往後產業走向也可以

與藝術相結合，提升附加價

值，這是未來的趨勢。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也在15
日撥空南下參觀國際蘭展，

由農糧署李蒼郎署長、本場

王仕賢場長及台南市政府農

業局郭伊彬副局長陪同參

觀，蘭協曾秘書長報告產業發展概況。

今年國際蘭展以「悠遊蘭海」為主題，共有10大精彩
展區，包括主展館、「結金蘭」蘭花文創藝術區、蘭創

館、名品館、產業館、臺灣外銷花卉展示區、市集館、

國際展示區、蘭海商務區、戶外造型景觀區。競賽部分

則分為個體花、組合盆花、景觀佈置等3個部分。今年主
辦單位於主展館展場以高聳的竹林及樹林為素材，穿插

懸吊各式蘭花於其中，形成特殊視覺美景，彷彿在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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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育成之優秀蝴蝶蘭品種參加2015台灣國際蘭展，獲大會
及各國專家評審肯定，其中小白花黃唇新品種得到臺灣蘭

花產銷發展協會 (TOGA) 頒發新品種個體獎，本株
特色為濃黃色的圓潤唇瓣，襯托潔白小巧的花

瓣，對比相當強烈，在現有市面上流通之小白

花黃唇品種中，實屬難得。另一株雙梗小白

花 ‘Tainan White’，本次參加蝴蝶蘭小花組競
賽獲得大會 (TIOS) 給予第三獎的佳績，本株花色雪白，多梗性佳
且穩定、花朵數豐，花序排列相當整齊優美，放眼望去，在小花組

比賽之中顯得格外清新典雅。　【文/圖　胡唯昭】

近來網路出現「生番茄含

龍葵鹼有毒」之不實傳言，

為避免類此網路食安謠言造

成消費者無謂疑慮及影響農

產品產銷，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3月20日召開聯合記者
會特予澄清，番茄營養成分

高，被醫學界視為保健好蔬

果，目前未有食用番茄中毒

之文獻報告，請民眾勿聽信

網路謠言，安心選用國產優

質番茄，鮮食熟食皆宜，顧

健康不用花大錢！

國產番茄品種多，酸甜風味各異，鮮食熟食皆宜

農糧署說明，番茄原產南美洲，陸續引進歐洲、美

國、非洲及亞洲等地區栽培，食用歷史已超過500年，自
18世紀即開始研發栽培及改良品種，全球栽培面積逾480
萬公頃，國內栽培面積逾5,100公頃，主要分為大果番茄
及小果番茄，大果番茄主要做為蔬菜食用，有黑柿、牛番

茄及桃太郎番茄等品種，小果番茄以鮮食為主，近年來研

發多樣品種，如玉女、聖女等紅色系品種，黃色系品種有

金玉、金珠，橙色系品種有錦珠及花蓮亞蔬21號等，口感
不同、各有風味及營養，加以栽培技術精進，不論是設施

或土耕栽培，農民辛勤改善栽培管理技術，也讓民眾可以

品嚐國產優質番茄，是極具發展優勢之蔬果。

番茄營養價值高，請消費者安心食用

近來網路上流傳番茄茄鹼含有毒性，衛生福利部早於

99年已有澄清說明，本場王場長特別補充說明，茄科植物

普遍含有生物鹼，是植物天然的防禦物質，可以抵抗細

菌、真菌等病原，一般以根莖葉等部位含量較高，果實的

生物鹼會隨著果實成熟而逐漸消失。番茄所含生物鹼結構

與龍葵鹼並不相同，且含量隨番茄成熟而遞減，成熟番茄

生物鹼含量極低。

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葛謹醫師也表

示，番茄為國際重要蔬果，營養成分高，每百公克熱量只

有26大卡，膳食纖維1.2公克、維生素A效力 (RE) 84.2、
維生素B (含B1、B2及B6) 0.1毫克、維生素C 21毫克等，
為低熱量與富含纖維及維生素的保健好蔬果，在2001年被
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第一名保健食品，且目前國內也未有

食用番茄中毒之文獻報告，民眾無需在意網路不實謠言。

農委會及衛福部共同提醒，網路訊息眾多，消費者應

注意查證勿以訛傳訛，造成無謂恐慌，倘有食安相關問

題，可至食品藥物管理署官方網站查詢。目前正是番茄產

季，其營養價值備受肯定，請多加選購食用，給用心栽培

的農友們最有力的支持。 【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番茄安心吃，別再「Line」給農民

本場蝴蝶蘭新品種，國際蘭展獲肯定

↑3月20日在農委會辦理番茄記者會 (左起：衛福部
食藥署羅吉方主秘、農糧署林麗芳副署長、台北

榮總葛謹主治醫師、本場王仕賢場長)

↑番茄品種多元，口感不同，各有風

味及營養

‘Tainan White’ 
獲得大會第三

獎殊榮

濃黃唇瓣小白

花新品種獲頒新

品種個體獎肯定



中華民國104年四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26期

農委會陳副主委關心學甲區「小地主大佃農」執行成效

臺南市龍眼栽培面積為全國最廣 
(3,965公頃)，集中於東山、楠西、南化
等山坡地，以鮮食龍眼及窯燒龍眼乾為

主。龍眼若採放任栽培，自然樹勢可

達10公尺以上，管理及採收皆需上樹作
業，操作不易。為提昇管理效能，本場

於3月20日下午假臺南市東山區果樹產
銷班56班伍展志班長集貨場，辦理「龍
眼花期管理講習暨矮化管理田區觀摩

會」，由王仕賢場長主持，東山農會余

淑琴總幹事、農糧署黃孟山技正共襄盛舉，鄰近農會及東

山地區與來自其他各地農友共計50餘人參與。
張嵐雁助理研究員就矮化後的採收及效能提供數據分

析，再介紹矮化的兩項主要方式「嫁接」及「修剪」，

龍眼矮化好操作，花果疏除有一套

本場於3月24日假麻豆區農會農業倉庫辦理
「麻豆文旦健康管理技術講習會」，由王仕賢

場長率本場同仁，針對花期之栽培、肥培管理

與病蟲害防治進行重點講述。麻豆本地與鄰近

下營、官田約435位柚農踴躍參與，現場萬頭鑽
動，感謝農友的捧場與支持，共同為麻豆文旦

產業加分而努力！ 【文/圖　張淳淳】

麻豆文旦健康管理技術講習，農友超捧場！

農委會陳副主委關心「小地主大佃農」執行成效，

於3月6日在臺南場王仕賢場長及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
分署長的陪同下，拜訪學甲區農會，並與農會李哲進總

幹事、該會輔導之大佃農劉李秀珍及其先生劉清南，就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執行成果進行瞭解。

劉李秀珍夫妻二人及其子劉育承 (受鹽水區農會輔導之
大佃農)，除承租農地近75公頃外，配合政府小地活化休
耕田政策，在農委會相關單位及農會輔導，致力於雜糧

作物 (青割玉米、硬質玉米、食用玉米、黃豆、黑豆及小
麥) 的復耕工作，包含接受其他農友之委託協助耕作部
分，總耕種面積已達300多公頃。其中所種植之黑豆品
種為臺南場所育成之「臺南3號」，產量高且穩定，對
栽培環境適應性大，經加工製成豆粉、蔭油或豆芽試驗

結果，其品質風味均較進口的黑豆原料為佳，符合國內

對非基改及高品質黑豆之需求。因此，大佃農如能配合

政策，充分運用政府補助購置之機械，並適地適種的種

植進口替代作物，年薪百萬不是夢。

之後一行人到學甲農會承租農地採收現場，實際觀察

硬質玉米生長及機械採收作業。陳副主委對於學甲農會

以農會作為組織型大佃農承租並進行營運，及政府補助

劉李秀珍所購置之六行式收穫機之採收效率，均給與高

度之肯定。 【文/圖　農糧署南區分署黃怡仁】

陳副主委現場

瞭解農會承租

土地範圍及種

植收穫情形

建議農友維持2∼3公尺之樹高以方便
操作，因應開春後小花綻放前的修剪

適期，進行「矮化」又「疏花」的一

招兩用的修剪重點及操作，黃秀雯助

理研究員則針對龍眼花期好發的病蟲

害，如木蝨、膠蟲等，深入淺出提示

管理關鍵點，提供農友配合花期及矮

化修剪後的綜合性防治。

隨後到伍登祥農友的龍眼矮化田

區觀摩，向農友解釋適合的高度及其

操作便利性，說明花穗修剪的選留重

點，並實際以未矮化的樹說明第一年

矮化的施作要點，由伍展志班長現場協助操作，幫助在場

農友了解矮化操作模式，及說明修剪需配合龍眼生長週期

之重要性，現場討論操作及交流熱烈。

【文/圖　張嵐雁】

↑張嵐雁助理研究員實地示範矮化時

應修剪的不良枝

↑王場長及麻豆農會

李育賢總幹事主持

講習會
↑農友踴躍參加講習會，現場相當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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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類水果種類甚多，包含文旦、白柚、椪柑、柳

丁、茂谷等，此類作物花期容易受蚜蟲及薊馬的危害。近

日氣溫回暖，田間薊馬密度升高，為確保柑橘果實品質，

請農友加強小型害蟲防治。

蚜蟲主要停留在柑橘樹新梢上刺吸取食，密度高時會

影響新芽之生長，且容易誘發煤病。另危害柑橘類之薊馬

以小黃薊馬及花薊馬居多，主要發生於新芽生長期、開

花期及幼果期，此類害蟲體型細小，通常長度僅1公厘左
右，習性又好隱藏，農友常忽略它的存在。新芽生長期，

葉片受害後會呈縱向皺縮，無法正常生長。在開花期，薊

馬會群集花器取食，造成花器受害而影響授粉。在幼果

期，薊馬會以刺吸式口器刺破柑橘幼果表皮細胞吸取汁

液，造成果皮粗糙或呈銹斑而無光澤，危害狀呈不規則

形，隨果實長大而顯著，往往在發現果實受害時，都已失

去最佳防治時機，因此，為了有效防治薊馬及蚜蟲，必須

把握新芽及開花至小果期之最佳防治時機，以確保柑橘果

實之品質。

由於薊馬與蚜蟲繁殖速度相當快，於發生初期及早防

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防治薊馬可使用48.34％丁基加
保扶乳劑1000倍。防治蚜蟲可使用20％免扶克乳劑800
倍、44大滅松乳劑1000倍等。建議輪流選用不同作用機制
之藥劑，延緩抗藥性產生。農友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用

藥，或於本場網站查詢。

                  【文/圖　黃秀雯】

柑橘類花期注意小型害蟲防治

↑停留在柑橘花上危害的蚜蟲

↑柑橘開花期極易受到

薊馬的危害

為因應政府推動強調「網實合一」政策，善用資通訊

技術強化政府施政，農委會運用資通訊技術整合民間及

跨部會資源，建置「青年農民創業入口網」(http://ifarmer.
coa.gov.tw)，3月27日起正式上線提供服務。
本網站將農業初期所需資訊整合起來，分為「農糧、

漁業、畜牧、休閒」4項產業，也將創業初期最關心的
「成功者經驗、產業特性、諮詢服務、技術協助、土地需

求、資金需求、交易行情、行銷通路」等內容分門別類呈

現出來，讓閱覽者易於查找。當然網站上也有交流園地，

加強使用者間互動，更期待激盪出更多創意。

農委會將持續依產業發展、青年農民之需，研訂相關

輔導措施，希望透過「青年農民創業入口網」一站式查詢

服務，讓新世代青年農民能夠帶著創新的思維、開闊的視

野與無限可能的想像，承襲老農們的經驗、技術基礎，共

同合作發展台灣品牌農業或地方特色產業，共創農業新世

代。從農之路您準備好了嗎？讓「青年農民創業入口網」

快速引導您加入從農行列！

「青年農民創業入口網」
3月27日上線提供服務

內容：瓜果品種及米製食品展示、瓜果

雕刻競賽、米食與瓜果料理競

賽、碗粿DIY、農特產品與種苗
展售等。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時間：104年5月2日 (星期六)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http://tndais.co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