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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臺灣瓜果暨花卉嘉年華
農產加值打樣中心開幕，提供加值服務
■ 農委會&台糖&青農串接土地新合作
■ 科技栽培設施蘆筍，省工又省力
■ 果實蠅防治多管齊下效果佳
■ 第5屆百大青農輔導計畫開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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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臺灣瓜果 暨 花卉嘉年華
由本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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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臺灣瓜果
花卉嘉年華」活動，5月4日在本場熱鬧登場，吸引了
約4700位民眾入場參觀，一起品嚐瓜果、欣賞花卉、
果雕與料理藝術創作，齊賞瓜果與花卉之繽紛！
一大早雖然飄著綿綿細雨，但進場車輛絡繹不絕，
消費者熱情不減，各攤位前人潮搶搶滾！今年由農委
會陳駿季副主委主持開幕，種苗改進協會王振茂理事
長、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董事陳威廷依序致詞。
陳副主委於致詞時表示今年水果外銷成績亮眼，至目
前出口總額已經達到20億新臺幣，感謝農友們用心的
栽培出高品質的水果，同時也感謝各種苗業者、農會

對臺灣農業的貢獻，並宣導支持臺灣農業最佳表現為吃在
地、食當季的農產品。
今年的展示主題為「胡瓜及花卉」，將形形色色的胡瓜果
實與盆栽及火鶴花佈置成特色主題區，除了臺灣常見的大小
胡瓜外，亦有皮色漸層的雙色胡瓜、水果胡瓜、迷你型的拇
指胡瓜及佈滿軟刺的四葉系胡瓜，參觀民眾嘖嘖稱奇。主題
區中臺南市廚師工會許竣毅師傅利用胡瓜、西瓜及扁蒲等10
種蔬果製作的果雕作品「臺南場農用機車」，成為最吸睛的
活動之星，吸引民眾駐足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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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協助推銷在地農民產品，今年瓜果節也提供攤位給雲
林、嘉義、臺南地區青農及農會至現場擺攤，多位長官也到
攤位鼓勵青農，提供關心與協助。參觀民眾藉此機會採買在
地當季生產的優良農產品，大家人手都好幾袋，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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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陳駿季副主委及各界長官為臺灣瓜果暨
花卉嘉年華活動揭開序幕
沴陳副主委及郭國文立委與種苗業者合影
沊主題區之星-臺南場農用機車
沝主題區景觀布置
沀種苗公司攤位區一大早就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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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瓜果節主力商品當
然少不了大西瓜
泀西瓜品嘗總是吸引
民眾排隊
洰米麻糬DIY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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泍料理校園組冠軍 柯采沅/黃楨媚
泇料理社會組冠軍 王禹璁/蔡銘洋
沰果雕校園組冠軍作品
泹果雕社會組冠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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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農委會推廣國產米及米製品政策，
今年活動 DIY教學製作傳統米食「白米麻
糬」，現場提供32組名額，上下午各1場，
現場民眾報名十分踴躍，並紛紛表示米麻糬
「好呷擱不礙胃」，本場亦錄製教學影片，
上傳本場Youtube官網，提供民眾學習應用。
今年「米食與瓜果料理競賽」的主體食材為米、瓜果與花卉，選
手以國產糯米、黑米、紫米、白米搭配胡瓜與西瓜，花卉則以新鮮
或乾燥的蓮花、玫瑰花入菜；「瓜果雕刻競賽」則以西瓜、胡瓜為
為雕刻主題材料，輔以其他瓜果類如南瓜、冬瓜、胡瓜、瓠瓜等，
藉由精巧的刀工將其雕刻成蓮花、玫瑰花。透過產業文化活動提高
瓜果的藝術層次，選手們的創意與巧思亦是全場焦點。經過激烈競
爭，各組冠軍分別為：料理社會組王禹璁/蔡銘洋、料理校園組柯采
沅/黃楨媚、果雕社會組招偉康、果雕校園組許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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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臺灣瓜果節，明年見！」
【文/許涵鈞、黃惠琳 圖/黃鵬戎】

農產打樣中心開幕 提供 加值服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所轄6個試驗改良場所設置「農產加值
打樣中心」，已於本 (108) 年4月13日上午11時舉行聯合啟用
典禮，由陳主任委員吉仲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主場主持啟用儀
式，各場所臉書直播依序揭牌，並宣示全面性協助在地農民農
產品加工，創造產品價值，促進農產加工產品產業化發展。
鄭榮瑞場長表示，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的設立，將協
助雲嘉南地區農民運用在地農產原物料，以「食品良好衛生規
範準則 (GHP)」精神規劃加工平臺，提供初級農產加工技術
輔導，讓有意願的農友親自實務操作，包括乾燥、碾製、焙炒
及粉碎的實驗型加工設備打樣測試，例如：鳳梨果乾、芭樂果
乾、薑黃粉、玄米茶、玉米棒棒和糙米脆餅等打樣方式，評估
其加值產品上市的品項、投資成本及設備選擇，並提供食品良
好衛生規範及農產加工知識等相關資訊，作為有
意申請農產加工場的參考，以落實輔導小型農村
加工，未來達到農產品1+2+3之六級產業發展。
歡迎有需求的農民，直接掃瞄專屬打樣中心
服務QR code提出申請或網路信箱：service@mail.
線上申請
QR code
tndais.gov.tw，將由中心專業人員提供農產加值各
項服務。
【文/陳曉菁 圖/黃鵬戎】
打樣中心將提供
提供初級農產加
工技術輔導

↑陳駿季副主委蒞臨本場打樣中心開幕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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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上午在台糖官田有機農場辦理
「農委會&台糖&青農 串接土地新合作」
記者會，由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與台糖公司董事長黃育徵簽訂
合作備忘錄，輔導處范美玲處長、本場鄭榮瑞長場長、高雄
場戴順發場長、農糧署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長、台糖公司各
級主管、雲林&臺南&高雄青農代表與會。
農委會與台糖公司攜手合作，第一期以台糖自營農場為
主，包含雲林馬光、虎尾、斗六；臺南善化、新化、虎山、
官田以及高雄燕巢等共計94.1公頃的農地及16棟溫室，土地
承租方式由競標調整為評審讓青農進駐生產。租金部分則以
底價優惠給青農，減輕青農經營上的財務負擔；並可依「對
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及「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作相關輔導措施」申請相關資材補助。
針對青農生產的農產品，除可自行銷售，亦可在台糖既有通路販售，讓青農收益有保障。
【文/圖 黃惠琳】

農委會&台糖&青農 串接土地新合作

↑農委會與台糖簽約優惠
租金給青農承租土地

科技栽培 設施蘆筍，省工又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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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將軍區農會吳明成總幹事致詞 沴自走式碎枝機進行老化母莖就地碎化示範 人為分級誤差，增進共同運
沊小型蘆筍選別機操作示範 沝百大青農黃昭穎農友心得經驗分享

為推廣設施蘆筍節水滴灌、栽培管理及採後選別省工
技術，並導入無線環境監測，本場與將軍區農會及臺灣大
學於4月16日在臺南市將軍區百大青農黃昭穎農友蘆筍栽
培溫室，辦理「設施蘆筍節水滴灌、省工機具及無線感測
整合應用示範觀摩會」，計有農糧署、臺南市政府、試驗
改良場所及農田水利會等6單位，以及來自33個鄉鎮市區
農友，合計152人參加。
觀摩會首先由將軍區農會吳明成總幹事致詞，強調蘆
筍設施栽培面積已佔將軍區蘆筍栽培面積50%以上，省工
技術更迫切需要。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王人正
博士介紹「無線傳輸之環境感測器安裝與應用」，安裝於
溫室中的環境及土壤監測器，透過無線傳輸至後端進行資
料分析並以圖像顯現，可即時得知溫室內部環境及土壤狀
況，農友可據此調整肥培及水份管理，達到合適化管理。
本場謝明憲站長解說「節水滴灌建置要件及實際應用」，
透過滴灌肥液供應系統配合蘆筍不同生育時期之水分管
理，滴灌生產之莖較傳統溝灌生產者較為柔嫩且每日品質
較為一致，提升品質及產量之穩定性。將軍區農會林彥良
主任說明「蘆筍分級特性及選別機應用」，介紹蘆筍主要
之分級規格及不合格品種類，另詳述農會為共同運銷導入
選別機，利用機械化選別分級，有效縮短處理時間及減少

銷之效益。本場郭明池助理研究員
現場示範「老化母莖割除及就地碎化」，應
用綠籬機及背負型圓盤鋸齒式割草機，分段進
行割除老化母莖，及改良自走式碎枝機進行就地碎化，作
業效率較傳統操作分別提升2.5倍及20倍左右。
示範場域主黃昭穎農友坦言，最初並不看好設施蘆筍
以滴灌方式供水，但經由實際應用並搭配環境感測器及土
壤水份張力計監控，發現滴灌系統土壤供水較為均勻，畦
溝無泥濘，田間作業較為方便，而應用滴灌因植株莖基部
附近土壤較為濕潤，薊馬密度及危害亦減少，搭配改良自
走式碎枝機進行母莖就地碎化，終於實際體驗省力便利及
效率。
現場農友提出包含環境感測器需要裝設的數量、滴灌
系統建置條件及使用注意事項、設施及各項設備機具所需
要的經費、收成效益及蘆筍選別機、改良自走式碎枝機操
作等問題，與現場專家熱絡討論。農糧署何小珍技正說明
農委會相當重視蘆筍採後選別的省工作業，已特別將小型
蘆筍選別機納入省工農機補助項目，而自走式碎枝機及割
草機也都有補助，有需求的農友可以提出申請。期望未來
該整合技術能在蘆筍產業持續擴大應用，增進設施蘆筍生
產之穩定性及作業效能，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文/圖 郭明池、謝明憲、張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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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蠅 防治 多管齊下效果佳
東方果實蠅俗稱「蜂仔」，為我國水果的「頭號殺
手」，危害至少150種寄主植物，如番石榴、楊桃、蓮
霧、芒果及柑桔類水果等，臺灣全年氣候皆適合東方果實
蠅繁衍，目前果實蠅將進入高峰期，雌蟲產卵於成熟果實
內，使果實表皮流膠，孵化後的幼蟲蛀食果肉，造成果實
腐爛及落果等現象，嚴重影響到水果的品
質及產量。請果農注意防治重要果樹害蟲東方果實蠅，加強田間衛生並採取共同防
治措施，避免東方果實蠅密度攀升。
老熟幼蟲會鑽出果實彈跳到土裡化蛹，
完成一世代約需20∼25天。建議防治方法
如下：

一、耕作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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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六至七分熟前實施套袋，防止果實蠅產卵危害。
並確實做好田間衛生，儘早清除廢棄果並以塑膠袋收集落
果置於太陽下曝曬，避免其羽化為成蟲後再度危害。

二、誘引防治
①黃色黏紙：懸掛於遮蔭處，大約5公尺使用一張，二
星期更換一次，視其黏性而調整更換時間。
②甲基丁香油誘蟲器：全年懸掛於果園附近樹蔭或外
圍長期誘殺雄蟲。將吸收甲基丁香油藥液不織布或棉花至
入誘引器內，每公頃約懸掛4∼6個誘引器。
③酵母球誘殺：於誘蟲器內置入兩顆酵母球，加水400
毫升，每分地約掛10個誘蟲器，約10天加水一次，並定期
清除蟲體。

三、化學防治
①點噴含農藥的糖蜜誘殺雌蟲，含毒糖蜜配製比例
為：水：硼砂：糖蜜：25%馬拉松可濕性粉劑=1公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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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東方果實蠅危害造成果實表皮流膠
沴東方果實蠅雌蟲在柑桔類果實上準備產卵
沊芭樂受東方果實蠅幼蟲危害狀
沝套袋並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蟲器

克：75毫升：10克。配好的藥液置入噴霧器，每公頃約
2∼4公升藥量，由下往上噴葉片，5∼10公尺噴一處。
②點噴0.02%賜諾殺濃餌劑，餌劑置於噴霧桶以水稀釋
8∼10倍，每公頃稀釋藥液約2公升，噴頭調到最大，以水
柱狀由下往上噴葉背，5∼10公尺噴一處。以上介紹之含
毒糖蜜及賜諾殺濃餌劑皆勿將藥液直接噴施於果實上，避
免造成農藥殘留，惟其容易被雨水沖刷，所以雨後應再補
噴。
③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查詢作物登記藥劑或於本
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https://www.tndais.gov.tw/
ws.php?id=382) 查詢。若有相關防治上的問題，可逕與本
場植物保護研究室人員聯絡。
【文/圖 陳盈承】

第5屆百大青農輔導計畫開跑
即日起至5/31前，只要是18∼45歲、實際從事農業
的青年農民都可以來參加遴選。本次遴選作業與以往
不同，必須先參加「輔導研訓班」，並且完成「農業
經營企劃書修正」，才進行百大青農遴選口試，相關
報名作業資訊請參考「青農輔導平台」，並下載相關
文件。青農輔導平台：https://academy.coa.gov.tw/YF/
yf_100.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