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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瓜果暨雜糧嘉年華
林主委與種苗業者座談，傾聽業者聲音
■ 林聰賢主委與臺南青農座談
■ 2018年全國蘿蔓萵苣品種比賽冠軍出爐
■ 導入機械施肥及栽植於萵苣生產～減肥、省工超有感
■ 紅蜘蛛大軍來襲，注意加強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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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瓜果 暨 雜糧嘉年華
由本場、農糧署、水保局臺南分局與臺灣種苗改進協
會主辦，全國廚師職業工會聯合總會、臺南市廚師職業工
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協辦，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的
「2018臺灣瓜果雜糧嘉年華」活動，5月5日在本場新化場
區登場，吸引了約4882位民眾入場參觀，一起品嚐瓜果與
雜糧產品、欣賞果雕與料理藝術創作，體驗初夏賞瓜遊
趣！
一大早進場車輛就絡繹不絕，雖然艷陽高照，消費者
熱情不減，各攤位前人潮搶搶滾！今年由農委會林聰賢主
委主持開幕，種苗改進協會王振茂理事長、農友基金會陳
龍木董事長依序致詞。林主委表示今年因應南部旱象，水
保局廣闢農塘、水源，改良場推廣耐旱作物及滴灌系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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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則協助農產品外銷談判，找到好市場、好價格。農
產品要吃在地、食當季，感謝各種苗業者、農會對臺灣農
業的貢獻。
今年瓜類主題為「西瓜」，將形形色色的西瓜果實與
盆栽佈置成特色主題區，種苗公司也展示或展售其優良或
瓜類與蔬菜，讓民眾了解國內蔬果品種的研發進展，採買
在地當季生產的優良蔬果，大家人手都好幾袋，絕對不會
空手而回。
配合農委會大糧倉計畫，今年展示各式各樣的雜糧品
種與產品，讓國人認識雜糧多元化的食用型態，刺激消費
者購買，提升國產雜糧消費量。DIY教學製作傳統米食的
「草仔粿」，現場提供32組名額，上下午各1場，並事先
錄製影片，上傳本場Youtube官網，提
供民眾學習應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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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農委會林聰賢主委特地南下參與盛會
沴林聰賢主委及各界長官為臺灣瓜果暨
雜糧嘉年華活動揭開序幕

沊林主委、黃偉哲立委品嚐新市農會的毛豆霜淇淋
沝西瓜主題區景觀布置
沀種苗公司攤位區一大早就人山人海
泞瓜果節主力商品當然少不了大西瓜
泀草仔粿DIY教學
洰林主委巡視料理及果雕靜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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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局臺南分局協助本場在新勇坡進行
水土保持整建工作，目前已具有水保教室雛
形，本場更規劃為「友善農業教育園區」，
有核果果樹區、低維護果樹區、香草觀賞植
物區、原生植物區等，步道沿途經過各種水
保工法，呈現豐富生態、物種。今年瓜果節
配合水保局水土保持月宣導，開放民眾參
訪，並有專人解說。
農友基金會也在當天舉辦兒童繪畫競
賽，希望透過稚齡的目光發現農村特有的美
麗景色，並從小培養兒童體驗農業文化。
↓水保宣導月新勇坡健走路線

為了協助推銷青年農民產品，今年瓜果節也提供攤位給雲林、嘉義、
臺南地區青農至現場擺攤，多位長官也到攤位鼓勵青農，提供關心與協
助。
今年「米與豆料理競賽」的主體食材為米、豆類，如糯米、黑米、紫
米、白米等；黃豆、黑豆、紅豆、米豆、毛豆等豆類均可入菜，希望藉
此活動開發米與豆類多樣化食用型態，增加產品經濟價值。「瓜果雕刻
競賽」則以西瓜為雕刻主題，可輔以其他瓜果類如南瓜、冬瓜、胡瓜、
甜瓜、瓠瓜等，透過產業文化活動提高瓜果的藝術層次，創造高度新聞
價值。經過激烈競爭，各組冠軍分別為：料理社會組張秉庠/劉得交、
料理校園組王禹璁/蔡銘洋、果雕社會組劉峰銘、果雕校園組陳思穎。
活動在頒發果雕料理競賽獎章的歡樂氣氛中結束，大家相約「2019
臺灣瓜果節，明年見！」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
↓果雕校園組冠軍－陳思穎

↑兒童繪畫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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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校園組冠軍－王禹璁、蔡銘洋

↓果雕校園組亞軍作品

↑料理社會組冠軍作品

林主委與 種苗業者 座談 傾聽業者聲音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南下參加瓜果雜糧嘉年華活動，主持開幕
典禮後巡視展示攤位及勉勵選手，同時藉此機會在本場與種子
(苗) 業者進行座談交流。林主委率會內農
糧署、國際處、科技處、輔導處、防檢
局、臺南場、種苗場及世界亞蔬中心
泝座談會後與會人員合影
張副主任共同參加，種苗業者計有
沴林主委率農委會所屬機
11家公司16位參與討論。
關代表參加座談
座談議題包含人才培育、檢疫檢
沊與會種子公司代表
測、技術開發、新南向國家合作與對
2
談等，雙方意見交流，讓業者的需求與
政府的政策措施能扣合，也讓種苗產業
未來目標走得更踏實，充分展現政府對
於種苗產業的重視。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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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賢主委 與 臺南青農座談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5月5日下午率輔導處、企劃處、農糧署、
漁業署、農金局、臺南場、農科院同仁到學甲地區，和在地青農
進行座談，了解青農們在實際從事生產技術及經營管理上遇到的
各種問題。臺南市青農聯誼會學甲分會賴建良
分會長及20位青農們熱情歡迎主委的到訪，
學甲鎮農會李曉軍總幹事亦到場關心。
主委就智慧農業、循環農業、六級農業
與青農們面對面交換意見，並請各農政單
位及農會一一回應，整個座談會在青農們
充滿喜悅的笑容中圓滿結束。
2

【文/圖 盧子淵】

泝林主委與臺南地區青農合影
沴林主委期勉青農能以共享資源的角度結合在一起
沊王仕賢場長說明節水灌溉
沝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李建裕副局長說明地方政府協助青農措施

3

4

2018年全國 蘿蔓萵苣 品種比賽 冠軍出爐
切後之步留率20％、食用品質與耐儲性20％，其中耐儲性
委請農試所徐敏記研究員協助將各品種以乙烯進行處理，
樣品再寄送至義竹工作站供評鑑。
本次參賽品種分為二大類型，一為葉片直立及半結球
類型，稱為「蘿蔓」；另一為介於蘿蔓萵苣及奶油萵苣類
型，稱為「迷你蘿蔓」，最後選出優勝品種各3個。
「蘿蔓」冠軍由農友種苗公司EX-3308品種獲得，其
株型直立、外葉大小均勻及外觀翠綠，平均株重約800公
克，內莖與株高比值為29％，無生理障礙，質地柔軟，口
感佳。亞軍由稼穡種子公司-凱薩羅曼LE4712品種獲得，
季軍則由臺灣農產公司-蘿蔓萵苣TC-101品種獲得。
「迷你蘿蔓」第1名由長生種子公司-長生62號品種獲
得，其植株整齊、葉厚暨大小均勻及葉色鮮綠，平均株
重約600公克，內莖與株高比值為36％，無生理障礙，質
地柔軟，截切調理後具較高之步留率 (利用率)。第2名及
第3名也皆由長生種子公司之-長生61號及長生60號品種獲
得。得獎者將於「2018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22屆種苗節」
活動中公開接受表揚。

為提供內、外銷蘿蔓萵苣農民有優良及耐熱品種選
擇，提升外銷蔬菜產業國際競爭力，鼓勵種苗業強化品種
研發，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4月27日在本場義竹工
作站試驗農場舉辦「2018年蘿蔓萵苣品種競賽」。經過專
家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後，由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的「EX-3308」品種及長生種子有限公司的「長生62號」
品種勝出，分別奪得本年度「蘿蔓」及「迷你蘿蔓」萵苣
冠軍頭銜。
今年結球萵苣品種比賽計有9家種苗業者共32個品種參
賽，於4月27日進行葉球外觀、食味及耐儲性評比，由種
苗協會邀請中興大學園藝系宋妤教授、農糧署蔬菜花卉科
傅立忠科長、威爾斯食品公司陳立洋董事長、新湖農場陳
清山理事主席及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郭進展理事主席等5
位學者及專家進行審查。評分項目包括植株整齊度20％、
株型外觀與色澤20％、耐熱與抗生理障礙20％、產量與截
1

2

【文/圖 謝明憲
郭明池
陳嘉雯】

泝評審委員田間評鑑
沴食用品質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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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機械施肥 及 栽植 於萵苣生產～減肥、省工超有感
本場於4月27日在義竹工作站辦理「萵苣省工施肥 (控
釋肥-畦內局施) 及移植機應用示範觀摩會」，提供整套蘿
蔓結球萵苣之高效省工減肥生產管理模式，有助提升外銷
競爭力、增進生產效率及降低進口依賴度。活動共有3個
試驗場所、23個鄉鎮區農會，合計122人與會。
本次觀摩會主要目的為鼓勵菜農及生產團體導入省工
機具，降低缺工衝擊。不論採用控釋肥或作畦暨施肥同步
作業，不僅可免除三次人工追肥支出，更可減少施肥量，
讓傳統蔬菜生產對環境更友善；而導入蔬菜移植機，使用
一臺機械1日8小時就能輕鬆栽種24,000株以上菜苗，也避

免傳統彎腰種植之職業傷害。農糧署傅立忠科長說明農
機補助政策；新臺灣農機公司黃碧文部長則提供應用移植
機定植，取代傳統人工栽植，省工效率及降低成本效益說
明。
本場江汶錦、林經偉及謝明憲解說「省工施肥及栽植
田間實作成果」、「作畦暨施肥同步作業示範」；黃碧文
部長及謝明憲站長解說「雙行式蔬菜移植機作業示範」，
最後由參與實作場域「臺灣生菜村」郭進展主席提供省工
施肥暨栽植試用心得分享。

【文/圖 謝明憲、郭明池、陳嘉雯】

↑林經偉解說省工施肥及栽植田間實作成果 ↑作畦暨施肥同步作業示範

紅蜘蛛大軍來襲，注意加強防治

1
2

氣溫居高不下，加上乾旱不下雨，葉蟎密度逐漸上升，
農友應小心防範。
葉蟎俗稱紅蜘蛛，多為雜食性，寄主植
物種類多，如蔬菜、果樹、花卉、雜
糧等。葉蟎主要危害葉片，破壞葉綠
素，葉表可見白色之為害斑。族群密
度高時導致落葉，影響植株生育；如
為溫室栽培的環境，因溫度高且可避
雨，葉蟎發生會更嚴重。目前臺灣農業
3
上較重要的葉蟎種類有二點葉蟎、神澤氏
葉蟎、赤葉蟎、柑桔葉蟎、檬果葉蟎、荔枝葉蟎等。
由於葉蟎對許多殺蟎劑已產生耐藥或抗藥性，不能僅靠
化學防治，需整合多項防治方法才能達到較佳防治效果。

一、耕作防治
1. 利用噴灌設備定期噴水，可降低田間葉蟎密度。
2. 注意植株修剪，使植株通風及日照良好，並落實清
園管理，減少田間孳生源。
3. 避免過量施用氮肥，均衡植物營養，提升植株抵抗力。

二、非化學防治
1. 噴施窄域油、葵無露等乳化油劑進行防治，稀釋倍
數為300-500倍。
2. 可濕性硫磺粉加水稀釋500倍噴施，有利於葉蟎族
群的控制。硫磺粉勿與油劑、銅劑或肥料混合使用，

↑雙行式蔬菜移植機農民試乘操作

泝神澤葉蟎聚集於木瓜葉背
危害取食
沴神澤葉蟎危害木瓜會造成
葉表白斑並黃化
沊柑桔葉蟎以其刺針狀口器
取食葉片造成白色斑點
4 沝柑桔葉蟎大量取食後造成
整片葉片失綠變成灰白色

建議單獨使用，並避免於高溫
高濕時施用，以免發生藥害。

三、化學防治
1. 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藥劑，或於本場網站「農作物登
記用藥」點選所種植的作物選用登記藥劑。葉蟎類主要
棲息於葉背，防治時藥液應注意噴及葉背，用藥時應依
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2. 高溫乾燥有利葉蟎繁殖，於葉蟎發生初期防治，7天後
應再防治1次。同時也要避免長期使用相同作用機制的
殺蟎劑。
【文/圖 陳盈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