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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保基主委南下嘉義，關心 在地產業 及 傾聽農民心聲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5月9日在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
署長、農試所嘉義分所楊宏仁分所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陪
同下，分別訪視梅山合作農場的柑橘健康種苗生產、梅山
鄉農會的春茶競賽評比、大林文心蘭產銷班的文心蘭外銷
生產及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的鳳梨生產與加工，藉由實地
走訪在地產業，傾聽農民心聲及協助改善經營面臨的問
題。
梅山合作農場場長周煌鈞先生向主委介紹健康種苗生
產流程，並提出目前經營上面臨最大問題為農村人口老化
人力短缺，在生產上有砧木種子儲藏技術缺乏及介質充填
費工問題，主委指示農試所嘉義分所及本場協助建立種子
儲藏技術，以
及由農糧署協
助尋求自動化
充填機械來節
省人力。

1

泝陳主委至梅山合作農場了解柑橘健
康種苗生產流程
沴至大林鎮文心蘭產銷第三班訪查，
由張朝晏班長解說生產及採收情形
沊至民雄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關心鳳
梨生產及其觀光工廠營運情形

梅山鄉農會適逢今年春茶競賽評比期間，農會黃世裕
總幹事向主委說明梅山鄉是最早發展的茶區，也是「阿
里山高山茶」最大茶區 (約佔55％)，目前具有產地標章及
生產履歷雙重認證，包裝也有獨特的DNA防偽標籤可供
鑑別真假。
大林文心蘭產銷班第3班張朝晏班長向主委介紹文心蘭
栽培過程與外銷採後分級等流程，目前每週出貨量約3萬
支，90%以上銷日，該班組織架構完整，惟有產期及外銷
市場過於集中之問題，其他遠程外銷市場因空運費用過
高而難以拓展。農試所花卉中心謝廷芳主任指出，目前
有白雪等新品種，且有相關產調技術研發可提供解決之
道。主委另對於該班已有農二代回家接棒深表讚許，鼓
勵以團隊組成方式接受農委會農青輔導，由本場進行相
關協助。
民雄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老班長陳憲星先生及接班的
陳映延主席，除了鳳梨生產及外銷外，目前更將鳳梨跨
界升級至加工及觀光的產業，主委十分肯定他們全家兒
女回來一起打拚農業的向心力和決
心，讓農業能代代傳承及蓬勃發展，
老班長提出希望能承租較大面積來拓
展外銷，主委表示平地造林政策已停
止施行，休耕政策也逐步調整，莊老
達分署長則說明台糖土地若以外銷導
向及有機栽培，可列為優先承租。
2
【文/圖 黃士晃】

陳主委關心 本場研究發展

3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於6月2日蒞臨本場，在王仕賢場長簡報研究發展成果
後，由各主管陪同視察各項業務。許涵鈞助理研究員介紹臺荷溫室之噴霧
及夜間降溫效果、鍾瑞永副研究員介紹胡麻採收機之省工模式、楊清富助
理研究員介紹魚菜共生之省肥節水效果、黃圓滿副研究員介紹洋香瓜及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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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瓜品種選育、
黃涵靈助理研究
員介紹胡麻不裂
莢品種之選育以
供應用於機械採
1
收、張錦興副研
究員介紹芒果之特殊品種選育。陳主委除肯
定同仁積極熱忱研發態度及豐碩成果外，也
提及未來農委會業務推動的願景及期望，更
勉勵同仁積極爭取出國機會，拓展國際觀。
【文/彭瑞菊 圖/黃鵬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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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泝參觀介質栽培精密溫室
沴參觀胡麻不列莢品種選育
沊參觀胡麻採收機
沝參觀芒果品種選育
4

豆豆傳奇，青農脫胎換骨～有機毛豆栽培田間成果觀摩會
本場5月15日假古坑鄉麻園有機農場，舉辦「有機毛豆
栽培管理田間成果觀摩會」，由本場林棟樑秘書及施景智
場長共同主持，慈心有機農業基金會蘇慕容執行長亦到場
與會，總計約72位以上農友參與，甚至還有從高雄遠道而
來的農友，如此的熱情也讓我們改良場的工作人員覺得
「就甘心」！當天由吳昭慧、黃瑞彰、吳雅芳等3位研究
人員詳盡講述試驗成果及關鍵技術，更有海報及實物展
示，與示範園區成果導覽參觀。
吳昭慧副研究員說明相較於其他蔬菜，毛豆生長期較
短 (春作65∼75天)，適宜有機栽培，可以減少露天栽培下
病蟲害的風險，介紹目前栽培品種特性，水分管理則強調
生育初期土壤不宜過濕，以增加土壤溫度與通氣性，較有
利於形成強大根系，果實充實期仍需較多水分，否則易造
成幼莢脫落及莢果充實不良，籽粒不飽滿。

吳雅芳助理研究員則強調病蟲害的誘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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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自然生
態平衡，再配合適宜的防治資材使用，降低病蟲害發生
率。
黃瑞彰副研究員則針對有機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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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微生物肥料 (固氮
根瘤菌與菌根菌) 使用，促進植株養分吸收，提高肥料利
用效率，讓有機毛豆個個飽滿又健康，並建議在有機質肥
料的使用，可以粒狀肥搭配纖維質含量高的資材一起施
用，以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促進透氣與排水性。
最後盧傳期農友心得分享，他表示自己為農業新兵，
透過此次示範栽培讓自己對有機栽培操作更為熟稔，不再
種出葉旺豆少的毛豆植株，作物生長健康，產
量與品質都有顯著提昇。
林棟樑秘書說明本場配合政策推廣有機農
業，特別成立「有機農業栽培技術服務團」，
提供有機栽培農友技術諮詢與現場診斷服務，
另近期推廣微生物肥料的使用，其成效已於作
物生產中獲得驗證，農友若有需要此部份的技
術，可逕與本場聯絡。
【文/圖 黃瑞彰】

↑氮肥過量植株生長旺盛

↑植株生長旺盛結莢數少

↑合理施肥植株生長正常

↑植株生長旺盛結莢數多

↑接種微生物肥料降低施肥量，促進固氮根瘤與
結莢數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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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首辦 農民學院園藝入門班 讚譽有嘉！
「我已經報了3年各改良場辦的入門班，怎麼報都報不
進去！」、「目前已經有100個人以上報名了，我還有希
望錄取嗎？」、「我準備退休後過田園生活，回鄉種田，
想報入門班卻不得其門而入？」、「看著長年務農的父
母年歲已大，我想回家接棒，但我是門外漢，該怎麼入
門？」「現在什麼東西都有毒，我想回
鄉下自己種令人安心的食材，我該怎麼
開始從農？」這是目前各農民學院訓練
中心最常在電話中聽到的抱怨及疑問，
顯示目前社會大眾對農業入門的訓練課
程有亟大的需求。
農委會為滿足民眾的需求，又要保
留各訓練中心的能量來辦理系統性的初
階、進階甚至高階課程，因此想借重各
農學院校的專業師資及現有的實習場
地，逐漸將農業入門班的課程委由農學
院校辦理，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旋即成為
本場合作的首選對象，因為筆者本身也
是嘉大園藝的系友，長年接受母系的栽
培，現在更承蒙恩師－嘉義大學園藝學
系洪進雄主任的爽朗允諾，並有郭濰如
老師的奮勇承擔，還有農業推廣中心林
永佶秘書的熱心參與，自104年度起，
正式由嘉義大學園藝學系主辦一班農民
學院園藝入門班。
由於嘉義大學園藝學系是第一次辦理
農民學院專業訓練課程，開訓前即不斷
的前往嘉大園藝系與洪主任、郭老師及
農推中心林秘書討論及場勘，希望建立
一套長久合作的模式，讓農民學院的運
作模式在校園一樣能嘉惠農民，給學員
一個完整的受訓環境及課程。

在課程規劃方面，嘉大園藝系精銳盡出地派出三大教
授級的講師群，向學員講授果樹、蔬菜、花卉等園藝三大
領域產業現況，此外，嘉大園藝系更發揮系上教學資源充
沛的優勢，並結合現代趨勢，創新提供「都市農業發展現
況」的課程，且又商請生物機電系及植物醫學系的教授們
來講授農機具操作原理及植物病蟲害防
治等課程，當然，還有實作課程讓學員
實際動手操作園藝作物的扦插及播種等
繁殖技術，一連串專業又多元的課程，
學員們皆表示課程的安排相當豐富與紮
實，在短時間內讓每個人都有滿滿的收
1
穫。
在最後一天的結訓座談會中，學員們
個個表達出對嘉大園藝系的感謝之意，
對於嘉大的師資更是讚譽有嘉，還有一
位學員別出心裁地將前一天戶外參訪採
集的洋桔梗製成花藝作品，獻給這三天
一直陪伴他們的郭濰如老師，顯見嘉大
2
園藝系的用心付出，在在讓學員們感念
在心，還有學員經過了三天的園藝入門
訓練，非常認同洪進雄主任在課堂中的
一句話「農業很容易讓人踏入及著迷，
但要抽離很難」，顯見學員在嘉大這三
天的入門學習，已經對農業開始著迷
了，甚至有學員有感而發的道出，在老
3
師們身上看到「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
農民得離苦」，對這次的訓練課程給予
極高的評價！ 【文/圖 李郁淳、郭濰如】
泝學員們認真聽呂明雄教授講課
沴學員們在溫室中學習蔬菜育苗
沊戶外參訪洋桔梗，採花趣
4 沝學員們戴起斗笠實際操作中耕機

近來食安問題備受消費者關注，而農藥殘留則是農產品上最受
矚目的焦點，農友應落實安全用藥，生產安全健康的鳳梨，讓大
眾吃得安心，以維護辛苦建立的聲譽。
如何生產無毒安全的鳳梨？本場建議下列要點：
1.購買合法農藥，不用來路不明的藥劑。
2.使用登記於鳳梨上的藥劑，不亂用藥劑。農友可於本場官網－植物保護專區
「農作物登記用藥」，查到哪些農藥可施用於鳳梨上。
3.使用農藥時，應依正確稀釋倍數配製藥劑。任意提高倍數可能造成殘留過量
的問題，也容易引起病蟲害的抗藥性，而且用藥量增加會相對增加成本。
4.遵守安全採收期。
【文/陳昇寬】

鳳梨安全用藥 顧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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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文旦成果觀摩會圓滿成功，健康管理更上層樓
本場於5月6日在麻豆區
陳純仁先生的柚園舉辦「麻
豆文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
會」，針對近年來研發之柑
橘窄胸天牛誘引產卵，及花
期前後小黃薊馬防治，除由
研究人員講述試驗成果及關
鍵技術外，更有海報及實物
↑觀摩會與會農民眾多
展示，與示範園區成果參觀
→王仕賢場長 (中) 與農民合影於示範園區
解說。觀摩會由本場王仕賢
苞表面危害的時間點，再進行一次開花前的預防。(3)謝
場長及麻豆區農會李育賢總幹事共同主持，動植物防疫檢
花至生理落果期：此時間點薊馬已無花瓣可躲藏，藥劑
疫局陳保良科長到場與會，總計約450位以上農友參與，場
較容易接觸到薊馬，以藥劑降低薊馬密度，減少危害幼
面相當熱烈。
果的機會。本場田間監測時發現，薊馬密度最高為花盛
王場長致詞時特別強調健康管理工作的價值，與導入文
開至謝花期間，此時間點須時常觀察花上面的薊馬發生
旦柚生產上的重要性；麻豆區農會李育賢總幹事表示，柑
狀況，若是蟲數多，則當週可再補一次單劑，只針對薊
橘窄胸天牛於麻豆地區肆虐多年，從早年農民束手無策到
馬做防治。開花前的事先預防是關鍵防治，將薊馬密度
現今能有效管理，臺南場開發的木板誘集法，以非農藥方
控制下來有利於後續管理。
式達到防治目的，對當地農民幫助相當大。
講解結束後由張淳淳助理研究員帶領與會人員至示範
示範農戶陳純仁先生進行柑橘窄胸天牛防治已有多年，
園，就木板擺設方式、位置、誘集差異實地進行觀摩與
近年配合本場試驗採用木板誘集法，效果良好，且木板可
講解。
以重複使用多年，防治成本便宜，未來也會持續採用，希
綜合討論會上，農友們相繼提出許多問題與建議。農
望能藉此逐年降低天牛密度。陳先生果園整枝修剪良好，
民詢問今年開花的量特別多，如何能減少開花及增加著
且植株花期整齊集中，有利花期小黃薊馬的藥劑防治。
果的量？張汶肇副研究員回應，採收後的植株樹勢恢復
觀摩會重點－病蟲害防治，分別由本場張淳淳與黃秀雯
很重要，應加強禮肥補充及水份管理，使葉色及樹勢逐
助理研究員講解。柑橘窄胸天牛為危害柚樹根系的重要害
漸恢復，以利蓄積養份；修剪期應培養優良的著果母枝
蟲，本場開發的防治措施為利用兩片重疊木板，製造人工
及修剪過密集、纖細等枝條，以減少無葉花的比例；若
夾縫誘集產卵，實際測試各種擺放方式後發現，以斜靠樹
隔年花量多，為避免老葉大量掉落及降低畸形果比例，
幹與置於分枝兩種擺置法最為穩定有效，建議依個人操作
須加強花期管理，避免花期過長及營養供應等，尤其是
方便擇一使用。
葉面施肥的補充及應用，以利文旦柚穩定的著果。
小黃薊馬為花期及幼果期主要害蟲，花期薊馬防治的三
當果實逐漸長大後如何防治銹蟎危害？張淳淳助理研
個重要時間點為：(1)供水後抽梢期：園區供水後新梢開始
究員回應，銹蟎不好防治主要是抗藥性的問題，殺蟎劑
萌動，小黃薊馬開始往幼枝嫩葉移動取食，此時間點須進
若一次使用到兩種藥劑，可選擇不同作用機制混合，提
行藥劑的事先預防。(2)花苞至花苞轉色期：在花苞細縫開
高防治的效率。
裂之前，薊馬尚無法鑽入花苞躲藏，在肉眼可見薊馬於花
文旦病蟲害除了以藥劑防治，政
府是否也重視有機栽培？王仕賢場
長說明，作物健康管理是邁向有機
管理的前置作業，柑橘類是否適合
有機管理，因品種不同而有差別，
若農民想要減少農藥使用，則農藥
可以做初期的病蟲害控制，接近採
收期使用有機資材，非農藥管理也
↑張淳淳助理研究員示範如何擺放木板
↑園主陳純仁先生 (中) 分享防治心得
是本場努力的方向。
誘引天牛產卵
【文/圖 黃秀雯、張淳淳、張汶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