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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109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 陳吉仲主委南下關心停灌申請受理情形
■ 果園高空作業「安全、省工」新利器，電動履帶式高空作業車
■ 高麗菜的營養與美味~展現高麗菜加工研發成果及12道食譜
■ 好事花生 臺南場有一套
■ 玉米秋行軍蟲及玉米螟整合性防治效果佳
■ 粉苞舌蘭爆花中，新品種上市開賣啦！
■ 防治小型昆蟲避免病毒病害的傳播

臺南及嘉義部分地區110年一期作停灌補償申請於12月1日正式開
始，農委會陳吉仲主委特地到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鹿草工作站及

重溪工作站訪視農民申請情形。

農委會說明，農田水利署為確保受理停灌申請作業能順利進行，

朝簡便申請作業原則規劃，於一週前，即召開多次準備工作會議，

並請嘉南管理處各工作站確認每項準備工作均已完成，並排定時段

指派專人至各水利小組受理申請。本場亦配合於嘉南地區共辦理21
場次乾旱因應座談會，與稻農及週邊產業溝通說明未來因應作為。

本次申請期間為109年12月1日起至20日止，計20日 (例假日照常
受理)，請公告停灌區域內之農民擇適當時間，攜帶並填寫1.身分證或戶口名簿、2.印章或簽名、3.實際
耕作證明文件、4.農會或金融機構存摺影本、5.切結書等相關資料，至管理處工作站申辦停灌補償，農
委會將儘速審查無誤後，於農曆過年前將補償金匯至農友的帳戶中。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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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登高作業風險，讓臺灣果農「安全、省工」的

新利器來了！本場研發推出全國第一臺電動履帶式新型

高空作業車，該作業車應用於採收、整枝修剪及疏梢等

田間操作，較傳統攀爬或架梯作業方式提升效率50%以
上，跨越危險坡地時可使用遙控操作，人員不需乘坐其

上，大幅提高果農操作的安全性。

過去農民管理果樹需登高進行修剪或採收作業，登高

作業跌落可能造成無法復原的傷害、甚至影響生計，更影

響青農投入果樹產業之意願。果農的安全需求殷切，希望

透過農機的創新，改善及輔助平地果園的管理作業。

國產電動履帶式高空作業車是目前第一臺以電動馬達

為驅動設計的新型果園高空作業車，以電動馬達為動力，

在車體停滯不動時即可不需消耗能源電力，節省動力成本

且空氣零污染。能確實符合臺灣果園的生產條件。目前果

園高空作業車，以汽、柴油為動力，大部分時間都是靜止

或者緩慢移動，雖然所需的能量不高，操作時需一直維持

引擎發動狀態，除了造成能源使用率低，車體停滯時的引

擎排氣油臭，也製造空氣汙染並影響果農身體健康。

相較於目前國內引進的進口高空作業車，該場開發電

動履帶式高空作業車，十分具有市場潛力，預計售價約25
萬左右，價格僅進口機一半不到，以電動馬達為動力源，

高空作業車在操作移動上更加靈活簡便，該車並可使用遙

控操作，在搬運或跨越危險坡地時，人員可不需乘坐其

上，讓果園高空作業也能享有自動駕駛般的輕鬆與便利。
【文圖/李建】

果園高空作業「安全、省工」新利器 

電動履帶式高空作業車

本場研發之電動履帶式高空作業車為國產第一臺，價格僅進

口機一半，11月10日在農委會記者會展示，連長官都說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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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藍俗稱高麗菜，為國內秋冬重要蔬菜之一，

為了推廣食農教育、提高其附加價值，本場於11
月17日辦理「高麗菜的營養與美味」記者會，特
聘請臺南醫院黃惠鈴營養師介紹高麗菜的營養、

展示本場高麗菜加工研發成果，同時介紹12道具
地方特色之高麗菜食譜，讓消費者在家就可以輕

鬆煮出美味營養的高麗菜料理！

高麗菜富含膳食纖維、礦物質及維生素C等多
種維生素，營養價值高，是家庭常見菜餚之一。

國人習慣以炒食的方式烹飪高麗菜，當天展示

「十全十美」甘藍加工成品，除了本場開發完成

「麻辣甘藍泡菜」及「韓式甘藍泡菜」，更展示

「福州甘藍泡菜」、「四川甘藍泡菜」及「酸高

麗菜」等共10項產品；而高麗菜經脫水乾燥製成
之高品質「乾燥高麗菜」，保留其營養價值，可

應用於即食粥品、蔬菜米穀棒等相關產品之開發

利用。

「高麗菜的營養與美味」記者會同時邀請雲林

縣四湖鄉、雲林縣二崙鄉、雲林縣西螺鎮、雲林

縣臺西鄉、嘉義縣鹿草鄉、嘉義縣六腳鄉、嘉義縣太保

市、臺南市善化區、臺南市鹽水區、臺南市麻豆區等鄉

鎮區農會的家政班，分別將各鄉鎮當季、在地食材，搭

配當季盛產的高麗菜，開發12道做法簡單的高麗菜多元
簡易料理，如高麗菜海鮮煎餅、翡翠金沙米福袋、柚香

高麗菜豬肉捲餅及白玉翡翠蝦披薩等，記者會當天由農

會家政班逐一上菜，每道菜餚由營養師精算熱量後製作

成食譜放置於網路上分享。期望藉由親子共煮共食的過

程，讓小朋友們認識在地當季食材，將「享當季，食在

地」之食農教育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中，更能透過烹煮過

程，將傳統好滋味傳承下去。【文圖/編輯室】

「高麗菜的營養與美味」~展現高麗菜加工研發成果

12道 高麗菜 食譜 讓您在家輕鬆上手

泝「高麗菜的營養與美味」展現高麗菜多元利用

沴由嘉義縣鹿草鄉農會所開發之【古早味高麗菜乾控肉】配合

【高麗菜秋葵香鬆】

沊由臺南市善化區農會所開發之【南瓜芝麻虎嘴咬黃金泡菜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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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味造型高麗菜飯

高麗菜：400克
猪肉絲：125克
紅蔥頭：5克
蝦米：30克
乾香菇：5克
米：1080克
水：108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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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原鍋加入高麗菜拌炒

❺將所有拌炒過的配料及米放置電鍋蒸煮

❻待電鍋跳起後，加入拌炒過的高麗菜，
再次按下開關蒸煮，至電鍋跳起後，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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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譜下載：https://drive.google.com/drive/
folders/1YxsX4VJIhl4YtKeVETUbf_-0xuRII1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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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落花生每年種植面積高達20,000餘公頃，
自給率達85%以上，為臺灣最主要雜糧作物之
一。為了提升落花生生產效益，本場於雲林地

區召開兩場觀摩會，分別介紹「降低落花生腐莢

風險之深耕曬田技術」及「落花生機械化示範場

域設置」。

落花生栽培常因農地複作指數偏高，加上長

期未養成合理化施肥的習慣，在生育後期常發

生莢腐 (慣稱黑帕) 現象，此為長久以來最困擾落
花生農民的耕作問題，因此如何改善黑帕風險，一直都是

落花生農民最在意的議題之一。經過本場長期合作探索發

現，透過適度的深耕曬田作技術，可有效改善落花生腐莢

風險。

落花生生產過程受惠於近年自整地、播種、

施肥、病蟲害防治及採收等農地生產管理機械

化開發及代耕制度建立，大幅降低勞力需求。

本場開發之落花生播種機，可提高30∼35倍以
上傳統人工效益，高腳桿式噴藥機可提高6∼10
倍以上人工效益，落花生聯合收穫機可提高35∼40倍以上
人工效益，為最具代表性之省工指標機械。為完成落花生

農業生產機械化最後一塊拼圖，本場於11月30日在雲林縣
土庫鎮辦理觀摩會，說明現行乾燥機類型優缺點及開發中

新型循環乾燥機試驗機種發展現況。 【文圖/陳國憲】

好事 花生  臺南場有一套

自108年6月秋行軍蟲入侵後，已成為玉米最重要之害蟲，然而在
雄花穗及果穗期間亦仍有玉米螟危害，如未進行有效之防治，常造

成玉米產量及品質的嚴重損失。為提升農民之防治技能及推廣整合

性防治技術，本場於109年11月23日，在雲林縣虎尾鎮辦理「玉米
秋行軍蟲及玉米螟整合性防治成果」觀摩會。

田間常見秋行軍蟲危害造成玉米葉破損嚴重，並留有大量蟲糞，

亦會與玉米螟一併危害果穗，如果防治不當，常造成產量及品質的

重大損失。本場與中國文化大學謝佳宏教授合作，整合登記用藥及

赤眼卵寄生蜂進行防治秋行軍蟲及玉米螟試驗。從結果顯示只要掌

握防治時機，可提升防治效果，即使僅施藥3次，果穗受害率可控
制在16%。施用赤眼卵寄生蜂搭配化學農藥防治 (生防減量組) 可提
升防治效果，且可達到與慣行組相近的防治成效。

再次提醒農友，發現秋行軍蟲趕快向公所通報，可獲得防治藥劑

及施藥工資補助。田間注意巡田，提早發現秋行軍蟲盡早防治，施

藥時放慢速度，讓藥液盡量流入心部內接觸秋行軍蟲，以提升防治

效果，只要按部就班進行防治，可確保玉米生產。

【文圖/陳昇寬】

玉米秋行軍蟲及玉米螟整合性防治效果佳

↑秋行軍蟲為害玉米果穗

適度的深耕

曬田後落花

生生育良好

落花生聯合收穫

機可提高35～40
倍以上人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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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舌蘭又叫做紫蘭，是原產於臺灣的地生蘭花。她不像大

多數蘭花嬌生慣養，可以直接種植在地上的泥土中，而且栽

植簡單，耐熱、耐雨、花期長。尤其臺灣氣候炎熱多雨，能

忍受夏季氣候的草花種類並不多，恰巧夏天是苞舌蘭的開花

期，正好可以填補這個空檔，適合花臺、大盆缽種植及庭園

地植美化。

本場從民國92年開始收集並進行苞舌蘭的雜交育種，先前
育出花序集中、植株較小型的臺南1號、2號品種，今年育出
苞舌蘭臺南3號、4號，是花朵及植株較大的品種，更適合於
景觀綠美化種植。臺南3號為粉紅色，花朵大而且花期長，
是綠美化的絕佳素材，盛花時一支花梗有將近10朵花的花
球，相當吸睛。苞舌蘭栽培簡單，是園藝入門

最好的首選。只要選擇半遮陰的地點再多注意

給水，種起來成就感滿滿，喜歡苞舌蘭的朋友

終於不再向隅，歡迎直接在林場盡情採購。

本場與中興林場於107年開始合作進行苞舌
蘭臺南3號示範栽植試驗，不僅栽培管理簡單
且花期長達10個月之久，是非常好照顧的地生
蘭。花朵優雅美麗令遊客相當驚豔，爭相詢問

林場是否有販售？為推廣苞舌蘭，本場授權予

中興林場推廣銷售，並將本品種命名為「粉苞

舌蘭」，歡迎喜歡苞舌蘭的朋友來林場選購。

【文圖/陳俊仁】

粉苞舌蘭 爆花中，新品種上市開賣啦！

新化林場學生

實習館前的粉

苞舌蘭已經是

第二年盛開

本場授權予中興

林場推廣銷售，

並將本品種命名

為「粉苞舌蘭」

近期粉蝨、蚜蟲、薊馬等小型昆蟲密度攀升，由於此

類昆蟲為病毒病傳播主要媒介，且病毒媒介昆蟲在苗期就

會危害植株，因此從育苗開始就必須隨時注意蟲害防治，

特別是茄科與葫蘆科作物。並於定植前針對育苗盤內幼苗

宜先施用保護性殺蟲劑，定植初期特別加強防治小型害

蟲，隨時注意田區及周遭環境清潔與減少雜草防治，並加

強鄰近田區共同進行防治，以控制昆蟲族群密度，降低傳

播病毒病害的風險。

此外，田間操作時應避免機械傳播，勿因摘心、整蔓

等田間操作造成病毒的蔓延。採用合理化施肥可以促進植

株生長勢，更能抵抗病毒的感染。

【文圖/黃秀雯】

防治小型昆蟲避免 病毒病害 的傳播

番茄捲葉

病毒病

洋香瓜

病毒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