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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策略聯盟十大產地農會聯合行銷

柚香禮券 9月5日起跑囉!!
中秋佳節將近，每逢中秋團圓溫馨時刻，總是令人期
待應景水果文旦，9月3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全臺文旦
策略聯盟十大產地農會召開記者會共同行銷文旦，同時
也宣布至指定農會超市單筆消費滿600元文旦即可登記
250元「柚香禮券」，單筆消費滿1,000元 (含) 以上文旦
可登記 250元「柚香禮券」2張，每一身分證或居留證號
限登記1次，活動自9月5日起跑，限量3萬張，民眾於9月
4日中午後即可至活動官網 (https://afaeticket.coa.gov.tw) 查
詢，趕快就近購買文旦，預約團圓幸福美味，送禮自用
兩相宜。
臺灣文旦種植面積約4,000公頃，每個產
區都具有不同特色，中南部文旦栽培歷史
最悠久，果肉口感綿密甜度高，喉
韻佳易回甘，主要產地為臺南
市麻豆區、下營區、雲林縣
斗六市、嘉義縣竹崎鄉；東
部文旦果肉細嫩Q彈，汁多
味美，主要產地為花蓮縣瑞穗
鄉、玉里鎮、宜蘭縣冬山鄉、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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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鄉；北部文旦外型較為肥潤豐滿，香味濃郁，甜中帶
酸，品質優良，主要產地為新北市八里區、苗栗縣西湖
鄉。民眾挑選文旦時以果形呈梨形，表皮光滑、油胞細
緻，果重400∼600公克，有沉重感且底部開闊為最佳。選
購後可立即嚐鮮，或放置通風處，經過數日辭水後，果肉
質地將會更柔軟細緻，甜度也會再提昇。
農遊券帶動農業相關消費熱潮，現正迎接文旦產季到
來，本次結合十大產地農會推出「柚香禮券」行銷活動，
期望透過本活動提昇民眾願意選購優質文旦，並能帶動消
費在地農特產品。民眾想要獲得「柚香禮券」，只要到指
定農會超市單筆消費滿600元文旦即可登記250元「柚香禮
券」，單筆消費滿1,000元 (含) 以上文旦可登記250元「柚
香禮券」2張，每一身分證或居留證號限登記1次，活動自
9月5日起跑，限量3萬張，要搶要快。目前合作農會超市
已有67家，民眾9月5日起就能到這些農會超市購買文旦及
登記「柚香禮券」，當民眾領取到「柚香禮券」後，又可
到這些合作農會超市消費，選購在地農特產品。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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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 海內外行銷解鄉愁
農委會於9月8日在雲林縣嘉興果菜生產合作社辦理文
旦行銷記者會，透過拓展外銷、國內企業訂購、超商與
量販店擴大行銷及文旦多元加工產品等方式，將臺灣優
質安全文旦送達世界各地，讓海內外消費者在
中秋佳節亦能享用優質臺灣文旦。
陳吉仲主委及
近年文旦外銷量從104年2,126公噸，逐
劉建國立委共
年成長至108年外銷量4,912公噸，今年農
同參加文旦行
委會進一步規劃，在本 (9) 月中旬將文旦
銷記者會
推展到日本中小學營養午餐及超市，9月8日
策劃外銷業者同根有限公司行銷加拿大，並舉辦
外銷封櫃儀式，截至9月7日已外銷1,939公噸，預期
今年可突破5,000公噸。
今年氣候平順，適合文旦生長，生產優質安全及
衛生果實，企業界踴躍採購如板信商業銀行、華岡
集團已下單採購文旦達3,200箱 (約15.6公噸)，另通

路商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更
配合超商量販店擴大行銷加碼採購6,000箱 (約18公噸)，
永大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撥製果肉調汁及開發多元加
工產品，一同響應政策推廣行銷臺灣優質文旦至全球。
【文/摘錄自農糧署新聞稿】

水田生態、水資源永續新尖兵～
稻種披覆鐵粉直播技術、水稻香米新品種「臺南19號」
本場9月9日在農委會辦理「稻種披覆鐵粉直播技
術」、「水稻香米新品種-臺南19號」發表記者會。同時
舉行水稻臺南19號稻種繁殖技術移轉簽約儀式。此兩項技
術目前辦理授權，希望能儘速推廣利用。
記者會由楊宏瑛場長介紹兩項新技術，台灣大學農藝
系林順福教授介紹新品種育成的核心技術-分子標誌輔助
選種，大自然農場股份有限公司蘇慕容執行長表示這兩項
技術的發展同時兼顧生態保育與農民生計，並由嘉義分場
示範製作小飯糰，現場米香四溢，令人食指大動。
臺南市官田區是最著名的「菱角的故鄉」，採用菱角
與稻米輪作方式耕種，創造水雉鳥等野生動物良好棲地。
農友因地制宜而採用直播方式種植水稻，常因稻種裸露土
面，被水雉鳥等鳥類啄食，以及秧苗浮於田面生長不良等
問題而造成損失。本場為了減低農民損失並且兼顧水田生
1

態機能，改良來自日本的「稻種披覆鐵粉直播技術」，將
稻種披覆鐵粉後氧化生銹，鐵銹色稻種非但不容易被鳥類
察覺，減少被啄食機會，也因為稻種變重，微沈沒於土
面，無浮苗問題，兼顧稻田生產與生態保育，讓生產與生
態永續共存。
近年來氣候變遷改變降雨型態，導致臺灣缺水風險增
加。水稻生產使用約44%之總體水資源，為了節省稻田灌
溉水量，本場與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合作，利用先進
的分子標誌輔助選種技術，歷經9年的育種改良作業，育
成節水又符合消費特色的早熟香米新品種「臺南19號」。
水稻「臺南19號」的生育天數比目前栽培面積最大的「臺
南11號」品種減少約20天，可以節省稻田灌溉水量9∼
15%，對水稻病害抗性穩定，米質優良、帶有芋香味，符
合消費市場需求。
【文/陳榮坤 圖/黃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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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本次發表的兩項
新技術兼顧生態
保育與農民生計
沴水稻臺南19號
稻種繁殖技術移
轉予大自然農場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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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場合作- 木瓜智慧化生產 及 產銷班經營輔導成果發表
本場與高雄場、桃園場共同輔導木瓜智慧化生產及產
銷班經營，於8月13日在水上鄉果樹產銷班第13班陳文輝
農友果園，舉辦成果發表會。本場展出木瓜防減災技術與
產銷班輔導成果；高雄場展出木瓜智慧肥溉果園參觀與操
作體驗；桃園場展出智慧農業開發系統應用成果。農委會
科技處王仕賢處長、本場楊宏瑛場長、高雄場戴順發場
長、桃園場郭坤峯場長、嘉義縣農業處許彰敏處長、水上
鄉農會林滄賢總幹事均熱情參與，現場參加農友超過200
人。
1

泝桃園場郭坤峯場長、高雄場戴順發場長、
農委會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站立者)、楊宏
瑛場長、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許彰敏處長及
水上鄉農會林滄賢總幹事一同參與盛會
(由右而左)
沴黃士晃助理研究員介紹木瓜防減災技術
沊陳文輝班長介紹智慧生產木瓜果園

木瓜是高產值果樹，有「現金作物」之稱，為維持穩
定豐產與獲利，關鍵做好灌溉與施肥，解決夏季高溫造成
無籽小果低產問題，高雄場結合桃園場開發的「智慧農業
開發系統」，讓農民只要在田間設置環境感測器與灌溉控
制器，就能實現從手機遠端監控果園，智慧啟動果園灌
溉、施肥與灑水降溫的目的。園主陳文輝無私地分享使用
「智慧灌溉灑水降溫系統」心得，這套設備最大功能「省
工」、「經濟」與「智慧」，平時只要配好液肥，灌溉系
統便會自動灌溉施肥，還可以隨日照強弱改變灌溉頻率，
當日照強木瓜需水多，就會比較常灌溉，相反，陰雨天
會減少或停止灌溉，估算至少可省60％用水和30％以上肥
料。當偵測到網室中午高溫低濕 (超過38℃相對濕度低於
75％) 會啟動5分鐘噴水，最好降溫效果可達4∼6℃，最
重要是田間氣象與灌溉施肥都有紀錄，對於累積經驗擴大
經營規模是重要關鍵。
【文/陳勵勤 圖/高雄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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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秋果生產大突破 農民收益穩定樂開懷
配合農糧署鳳梨分區供果調節政策，提供鳳梨農民秋
果產期調節技術，本場於8月21日在古坑鄉農會農業休閒
中心舉辦「鳳梨秋果產期調節技術講習暨田間觀摩會」，
希望藉由秋果生產技術推廣使用後，能紓解盛產期鳳梨產
銷壓力，讓農友獲得更好的收益。觀摩會由本場楊宏瑛場
長、古坑農會林明志主任及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黃威騰主
席共同主持，吸引雲嘉投等地縣市政府、農會合作社場及
鳳梨農友等百餘人前來共襄盛舉，來賓反應及討論交流相
當熱烈。
臺灣冬季低溫期會讓鳳梨在∼2月份自然開花，農民難
以按照排程在3∼5月人工催花，生產秋天 (8∼10月) 的鳳
梨，因此每年秋季的鳳梨量少價揚，利用鳳梨推薦藥劑艾維激素在低溫期連續處理抑制鳳梨自然開花，再於3∼
5月間進行人工催花，即可順利生產秋果。本場107∼108
年度分別在古坑及大林進行試驗，均可達到9成以上的自
然開花抑制率，兩區在8∼9月採收，市場價格可達26∼30
元/公斤，遠高於7月夏果的17元/公斤；古坑當地農民連

續兩年施用艾維
激素抑制效果也
相當好，近期8月
鳳梨市場價格也
達到24元/公斤以
上，顯示鳳梨秋
電動式定量
果生產有相對穩定之價格及收益。
注藥機操作
配合施用艾維激素，本場亦開發之電動
示範及體驗
式定量注藥機，此機只要把手按鈕按壓一下
就能精準定量出水10ml，能確保足夠藥劑量及減
少多餘浪費，目前已專利授權綠源禾丰有限公司進行生
產，可望成為秋果生產的省工及定量利器。
今年農糧署為鼓勵雲嘉投地區農友生產秋果，針對具
有產銷履歷農友，提供相關補助措施，藥劑廠商也相對
應配合推動，鼓勵農友加入產銷履歷驗證，轉移部份產
能生產秋果，藉此來分散產期與風險，獲致更穩定的收
益。
【文圖/黃士晃】

中華民國 109 年九月十日出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91 期

第四版

食安守護從頭做起 - 農產品升級 產銷履歷 媒合及研習
因應食品安全與驗證管理的重要性，鼓勵輔導溯源 (QR Code) 農產品經營者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本場分別於8月24日在西港區農會辦理「109胡麻產銷履歷研
習」，8月31日大埤鄉農會辦理「109溯源 (QR Code) 農產品升級產銷履歷媒合
及研習課程」，邀請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安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等驗證機構與農友面對面交流及媒合，
協助執行與通過產銷履歷驗證。陳月英總幹事說明產銷履歷對於農會胡麻
加工品的重要性，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呂奇峰課員針對溯源 (QR Code) 農
產品升級產銷履歷政策說明，本場吳雅芳及陳昇寬副研究員講解產銷履歷之
安全用藥。
執行產銷履歷是未來趨勢，期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病蟲害防治管理等觀念
宣導，協助農業經營業者落實食品安全與驗證管理執行。
【文圖/陳勵勤】

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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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至，秋意始 注意 露菌病 防治
莢時，呈現膨脹之病徵。濕度大時會於葉背形成灰褐色
黴狀物，晨間露水可使病害傳播，因此夜間盡可能降低
田間及設施內濕度，改善通風，修剪下位葉，或於下期
作擴大行株距，有助病害的管理。
露菌病防治方法如下：(1)保持良好通風環境，避免莖
葉過於茂密。(2)尚未發病時可以1:1亞磷酸+氫氧化鉀中
和液進行葉面噴施，也可將中和液當成水來稀釋殺蟲及
殺菌劑使用，可誘導健康植株的系統性抗病，主要目的
為預防，無治療效果。使用方法為葉面噴佈1,000倍稀釋
液，每週施用1次，連續3次後隔1個月再
施用3次，若栽培環境溼度高或有下雨可
提早。(3)發病初期可施用葵無露、窄域油
或碳酸氫鉀。(4)參考作物登記藥劑，防治
時應注意均勻噴施藥劑於葉片兩面。
由於亞磷酸為強酸、氫氧化鉀為強鹼，
配製時須先秤好相等重量，分別先溶於水
中，再混合使用。或者先溶解亞磷酸後、
再溶解氫氧化鉀。切不可將兩者同時加入
水中，或將兩者混合，再加水稀釋。調配
後當日使用效果較好。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tactri.gov.tw/ppm/)，或於
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https://www.
泝瓜苗露菌病病徵
tndais.gov.tw/ws.php?id=382) 點選所種植作
沴九層塔葉面露菌
物之登記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
病病徵
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農友若有用藥等相
沊大豆露菌病病徵
關問題可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文圖/蔡孟旅】

節氣來到了白露，暑氣漸消，涼意始現，早晚溫差易
造成露水凝結，這個時期要開始注意露菌病的預防，此病
害容易發生在春、秋兩季氣候轉換之際，常受此病感染的
作物有瓜類、十字花科蔬菜、萵苣等多種葉菜類、豆科、
蔥科、九層塔、玉米等，請農友注意防治。
露菌病病原菌由葉下表皮入侵，在葉表形成黃化褪色
斑，發病初期葉面可見黃色小斑點，然後逐漸擴大，形
成被葉脈限制、不規則形褐色病斑，多數病斑連接呈多
角形病斑，使葉片乾枯。若感染葉菜類之莖、花梗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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