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歷經16年研究，育成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3號」，為網紋綠肉品種，
具有抗病、耐熱等特性，可提供夏作設施高經濟栽培作物新選擇。

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3號」屬於網紋細密勻稱、綠肉之早熟品種，適合
之播種期為臺南地區3月中旬∼8月、雲林與嘉義為4月∼8月中旬，全生育
期76∼80天 (播種∼採收；果實成熟日數42∼45天)。果肉略黃綠色，爽口細
緻，散發微微香氣。果實於室溫 (28℃) 下的櫥架壽命，比對照商業品種增加
3天，果皮不易黃褐化，亦即果實的貯運潛力較佳，可減低果品於運輸或販
售期的耗損率。

以往臺灣夏季無適合的洋香瓜品種，洋香瓜「臺南13號」為雜交一代品
種，其耐熱性在416個雜交組合田間試驗中脫穎而出。「臺南13號」不僅適
於PE隧道棚之匍匐式栽培，更適於設施中直立式栽培。其耐熱之特色，為
現今漸漸增加之設施面積，提供夏∼早秋期間高經濟價值作物新選擇。栽培

策略上以洋香瓜「臺南13號」與設施番茄或與冬作花卉進行輪作，能使設施
之經濟效益達到高峰。

「臺南13號」生長勢優良、著果率高及抗白粉病之特性，相較於其他商業
品種更容易管理。於防雨之溫網室中栽培，善用各類有機資材或非化學農藥

資材進行防治，可生產有機或安全之洋香瓜。

洋香瓜「臺南13號」已於103年10月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智慧財產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以非專屬授權方式辦

理品種技轉，並於103年11月28日完成
非專屬授權移轉予「宇辰農業生技有限

公司」，農友可向該公司洽購種子。

【文/圖　黃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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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設施栽培新選擇～耐熱、抗病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3號」

6月17日在農委會辦理洋香瓜新品種臺
南13號發表會，王仕賢場長簡報說明育
種過程與品種特性，育種人黃圓滿副研

究員現場回答記者朋友提問，場面熱絡

↑臺南13號橫切面
果肉厚實

→臺南13號匍匐
式栽培

→臺南13號設施
直立式栽培

←夏作栽培之耐候 (熱)
性比較-對照 (左) 與
臺南13號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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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從事有機更有信心!」這是從
學員筆下寫出的話，經過十天的有

機農業初階訓練課程，每個學員心

裡滿滿的信心與動力，回顧在臺南

場這十天的訓練過程，從一開始僅

是對有機懷抱著憧憬，把有機農法

當成未來長遠的目標與夢想，經過

十天的用心學習，這一群平均36歲
的有志農業青年，都獲得無價的寶

貴知識，期待回去後，能將原本以慣行農法

耕種的田地，逐漸減少農藥及化學肥料的使

用，最終能以全有機栽培模式，生產出有機

農產品，讓自己種的安心，更要讓消費者吃

的安心。

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進，安排室內課程

讓學員先了解有機防治適用之資材、微生物

肥料及其利用、有機堆肥、液肥製作原理，進而學習有機

栽培之雜草及病蟲害管理、綠肥與微生物肥料利用，以及

涵蓋果樹、豆類、葉菜類、甜瓜類、食用玉米、水稻、茄

果類、及根莖類等作物之有機栽培管理課程，進而至有機

農產品採收處理、包裝貯運及加工皆有詳細的介紹，亦針

對有機農產品的法規、認證案例、收購通路、展售經驗及

行銷管理等通路面，安排各領域專精的講師前來授課，讓

學員們從課堂中獲得有機農場從規劃管理至銷售通路之一

系列知識。

除了室內的理論課程外，亦安排田間操作課程，讓學

員透過實際製作有機堆肥及操作小型曳引機與中耕機，將

課堂中習得的理論基礎做實際的驗證，看著學員們在講師

的指導下，實際拿著圓鍬，在適當比例的羊糞、椰纖、米

糠及豆粕等農牧廢棄物堆中，伴隨著汗水奮力翻攪著，還

要忍受空氣中瀰漫著農牧廢棄物的各種異味，著實感受到

有機堆肥製作的辛苦，的確不如化學肥料直接撒下來的輕

鬆，但從學員踏實的表情看來，他們對有機的堅持全寫在

臉上。

本場特別與巨農有機農場及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合

作，安排學員到兩場區進行二天的田間操作課程，學員在

巨農農場裡，從穴盤育苗、有機病蟲害防治、預冷，一直

到農產品的包裝，整個生產作業流程都實際參與到，讓學

員能接觸有機栽培商業生產模式。學員第一次到國際級的

蔬菜研究中心，在亞蔬的有機田區，剛好日前下過大兩，

學員們不畏田區泥濘，同心協力施放有機堆肥、推著中耕

機開溝、拿著鋤頭作畦、再用耙子整平，最後定植有機的

蔬菜苗，豔陽下，學員間的革命情感及心中的成就感皆油

然而升。

新農學有機　有機新氣象

↑學員們奮力地翻攪有機堆肥

↑在巨農有機農場從事玉米生物防治

6月11日是學員們最期待的畢業旅
行，能夠到有機農場實地參訪，看看

有機農場的經營情況，聽聽農場主分享

有機經營理念，在永興自然生態農場裡，坐在樹蔭下伴

著微風及蟲鳴鳥叫，在自然的環境裡聽著賴場長分享有

機農產品銷售的來時路，賴場長皆不吝與學員們分享。

中午在菁寮社區規劃師黃永全先生的安排下，透過

「臺南嫁妝一牛車」活動，兩位俊男美女學員，穿著鳳

冠霞披坐上牛車，沿著菁寮老街採購嫁妝用品，並由崑

濱伯獻上益全香米祝福新人，讓學員們對台南特色文化

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享用道地的割稻飯，體驗農村最真

實的原味。

佳里有機生態農場林慎旺場長退而不休，在農場裡栽

種許多品種的果樹，更發揮研究的精神，嫁接及改良許

多品種，試著在南部平地種出蘋果及梨等溫帶果樹，並

向學員介紹有機果樹的生產過程。學員們實地到大埔有

機農場驗證許復堡場長的課堂教授，一看到規劃有序的

農場，無不豎起大姆指，紛紛向許場長討教，許場長亦

耐心的一一解惑，並帶領學員沿動線參觀農場一周，亦

看到鼎鼎大名的有機杭菊生長現況。

有鑑初階課程結訓的學員們，需先經過4個月以上的農
場見習，獲得實務歷練後，才能進一步報名進階訓練課

程。本次訓練安排的巨農有機農場（健康奇跡農產運銷

有限公司）、佳里有機生態農場及大埔有機農場皆是與

農委會簽約的見習農場，可供學員們後續見習之參考。

【文/圖　李郁淳】

↑在亞蔬中心有機田區種下一顆顆菜苗

崑濱伯

送上祝福給穿著

鳳冠霞披的學員

　辦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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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持續推動黃金廊道節水灌溉技術及提昇轄內青年農民對滴灌

栽培系統之應用知能，6月25日於雲林縣虎尾鎮農會辦理「104年度青
年農民專案輔導節水灌溉技術」研習訓練，參加人員有雲林縣市黃金

廊道區域及附近鄉鎮青農及農事指導員，共有52人參加，專案輔導青
農包括黃贊文、吳鎮宇、程裕誠、廖志偉、呂紹維、楊菘富等6位。

節水灌溉技術交流與經驗分享
王仕賢場長期許青年農民能學會利用管路

灌溉技術，提昇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並

避免水質源浪費。課程由盧子淵副研究員說明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政策，江汶錦助理

研究員講授「養液施肥技術」，內容包括： 
1.問題分析：肥料比例、用量及作物吸收率。
2.土壤調查分析：土壤性質、養份影響因子。
3.肥料效率及價格：供肥方式、肥料種類、施
肥位置。4.案例分享。
接著由虎尾鎮農會推廣部蔡武吉主任分享

作物滴灌栽培系統應用及經驗，蔡主任多年前

在推廣部負責輔導「夏菜冬花」的業務，當時

即由王場長傳授栽培管理技術，引導農民採用

設施滴灌設備，經過幾年的打拚，虎尾鎮已成

為全國設施栽培專區的典範。當天上課講義已

上傳至本場官網，歡迎有興趣民眾下載閱覽。

【文/圖　盧子淵】
↑江汶錦助理研究員講授養液施肥技術 ↑虎尾農會蔡武吉主任分享

應用經驗

文旦園銹蟎密度偏高
柑橘銹蟎好發於高溫高濕的環境，常於每年6∼9月間

危害各類柑橘果樹，包含麻豆文旦、白柚、西施柚、椪

柑、柳橙、茂谷柑、明尼吉柚及葡萄柚等。銹蟎主要危害

中果期之果實，因此不同柑橘類果樹的受害時間點也略有

差異。目前田間柑橘銹蟎密度已漸升高，不少柚樹果實也

出現明顯受害徵狀，請農友加強銹蟎之防治工作，避免外

觀受損，確保果實品質。

銹蟎體型很小，體長僅0.12公厘左右，成蟎為淡黃色，
圓錐形，末端略尖，乾旱季節為其密度之高峰期，成蟲

及若蟲主要以刺吸式口器刺吸果皮或葉片表皮細胞，吸

取汁液危害，果實油胞受到危害，內含的芳香油溢出經

空氣氧化，常使被害部位產生暗褐色至黑色的極細之黑

點。當銹蟎密集危害時往往使果實整個受害，形成局部

或全部黑褐色之外觀，一般農民稱之為黑

柑，雖對產量影響不大，但嚴重危害果

實外觀，造成商品價值低，影響收

益。由於銹蟎體型細小，若未注意

防治，當發現被害狀才防治往往為

時已晚，請果農多注意防患。

銹蟎防治可選用95％可濕性硫磺粉劑
100倍、2％阿巴汀乳劑2000倍、20％畢達本可濕性粉
劑3000倍、10％毆殺滅溶液350倍等藥劑進行防治，噴藥
防治時應特別注意安全採收期，避免農藥殘留問題，農

友可參考本場官網整理之用藥資訊。

近期病蟲害警訊 蓮花小黃薊馬密度上升
蓮花田之小黃薊馬密度正逐漸增加，適逢開花結果期

間，為確保蓮子及蓮藕之收成，請農友注意加強防治。

小黃薊馬因蟲體細小，喜歡躲藏在縫隙間，蓮葉在

未展開前，最適宜其躲藏及危害，常造成展開之新葉皺

縮。當薊馬密度高時，蓮蓬也會受害，導致褐化，影響

蓮子的產量及品質。因此應注意田間蓮葉皺縮發生情

形，及時施藥防治，以控制薊馬密度，防止其大量發生

危害蓮蓬，避免嚴重損失。

防治蓮花小黃薊馬之推薦藥劑有20％亞滅培水溶性粉
劑3000倍、9.6％益達胺溶液1500倍，安全採收期均為6
天，2.9％貝他-賽扶寧乳劑1500倍，安全採收期10天。防
治時以動力噴霧器進行藥劑噴灑，露水乾後將藥液噴至葉

背及葉柄等害蟲棲息處，每隔7天施藥一次，可確保防治
效果。葉上如發現有鱗翅目之斜紋夜盜蟲啃食時，可同時

防治，或另以蘇力菌防治。 
【文/圖　黃秀雯】

↑小黃薊馬於葉片上危害

↑受害的

文旦果皮呈

流淚狀之褐

色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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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自104年度試辦「農工職校學生職涯探索與農業
經營體驗」計畫，以增加農工職校在校生及服役前之畢業

生接觸農業職場機會，協助建立職涯目標及方向，同時透

過青年之創造力，促進農產業活化與農

村永續發展。

本場今年規劃與轄區的民雄農工及曾

文農工園藝科合作，6月8月農委會輔導
處李政錩技士並協同本場承辦同仁，親

至學校辦理高農學生職涯探索計畫校園

說明會，向學生宣導計畫內容。

首先由校方推薦在校學生與服役前畢

業生參與7月7∼9日之「蝴蝶蘭栽培管理
實務訓練班」，並由本場接洽轄區在地

農場/農企業成為農委會簽約見習農場，提供暑期農業經
營體驗名額，配合訓練實習課程指導學生。

未來參與本計畫之農工職校在校學生，於暑假 (7∼8月)
期間可申請至在地農場/農企業進
行農業經營體驗，以累計日數計

算，每累計體驗5日 (40小時) 以
上，由農委會補助獎勵金每人新

臺幣1,500元，在校學生於暑假期
間最多補助獎勵金新臺幣12,000元
/人，並提供學生二百萬元之意外
及傷害醫療險。

【文/圖　李郁淳】

高農學生暑期職涯探索與農業經營體驗

↑在曾文農工向學生說明計畫內容

暑假即將到來，不少莘莘學子正在考慮如何安排暑假

的活動，特別是能去打工賺取零用金的地方尤其受到歡

迎，農委會推出暑假農業打工計畫，於農業聯合徵才平

台 (網址：http://www.1111.com.tw/14SP/agrowork/work.
asp?role=2,4&organNo=1) 上彙集全國各地農場職缺，提供
學生暑假農業打工的機會，除賺取打工工資外，並由該會

額外補助學生每月最高3,200元的獎勵金，及200萬元意外
險及20萬元醫療險，歡迎有意參加者上網查詢與報名應徵

「農業聯合徵才平台」目前已

有3,298個全職工作職缺、507個兼
職工作職缺，工作職務包括園藝人

員、農藝栽培、食品研發、種苗繁殖、動物飼育、導覽解

說等，且職缺遍佈全臺，涵蓋農糧果樹花卉、畜牧產業、

漁業養殖和休閒農業等多元產業。更有114家農場提供616
個暑假打工職缺，歡迎求職者積極應徵，也歡迎對農業有

興趣的學生一同來參與農業打工。農委會並鼓勵有求才徵

才需求的農場與農企業，多多利用該平台提供職缺，尋找

工作夥伴！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職涯探索多體驗
暑期農業打工趣

。

為了讓大專學子能關心臺灣農業

發展現況，也希望藉由學子年輕的

思維創意，為農業注入新思維，農

委會在今年暑假辦理《好Young的idea》大專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競賽。本次活動總獎金高達
20萬元，歡迎全國學子踴躍提案，show出新世代最具創意的農業建言書與農業印象影片。即
日起至104年8月5日 (星期三) 開放報名，歡迎各大專校院生至「好Young的idea」Facebook粉絲
專頁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農民學院網查詢相關資訊，並踴躍組隊報名參加。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好Young的idea》活動開跑
農委會募集大專菁英與臺灣農業對談

芒果採收後需將結果枝進行

短截修剪，並剪除細弱

或過密枝條，促進

陽光穿透與通風，以保來年豐產。本場已製作上傳Youtube
「芒果健康管理-採收後整枝修剪」影片，由芒果專家張
錦興副研究員及玉井芒果產銷班第30班吳清進班
長，說明及示範如何進行芒果採收後的整枝修

剪，歡迎收看與分享！

芒果來年要豐產
整枝修剪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