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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主委南下關心 蘭花 及 鳳梨 產業發展

藉由內外銷及加工
拓展，維持市場穩
定，保障鳳梨
農友收益

↑主委南下與蘭花業者共同討論未來發展趨勢

農委會關心鳳梨及蘭花產業發展，陳

外拓銷獎勵、輔導公會及協會參加重要

吉仲主委於2月24日至訪視位於臺南市後

展會、在新興市場通路舉辦臺灣農產節

動新南向政策後即逐年成長，106年至

壁區的蘭花園，與蘭花產銷協會及園區

活動、在新加坡等重要目標國家超市設

內蘭花業者交流，共同商討臺灣蘭花未

置臺灣農產食品專區，以及協助業者取

109年分別為13.1億美元、14.3億美元、

來趨勢及政策。

得清真認證以開拓穆斯林市場等，近年

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略有減少，但當年

來多項重要外銷農產品出口量值顯著成

仍有多項農產品外銷新南向國家顯著成

長，分散市場成果也逐漸展現。

長，其中鳳梨外銷較新南向政策推動前

3月3日陳主委參加農糧署於楠西區福

農果菜運銷合作社召開之臺南鳳梨座談
會暨行銷活動，3月4日參加農糧署於梅

為促進臺灣農產品外銷新南向國家，

山鄉嘉祥果菜合作社召開鳳鳳梨座談會

農委會積極輔導業者拓展新加坡、馬來

暨外銷封櫃儀式；向農民及相關業者說

西亞、澳洲等市場，105年我國農產品外

明有關中國禁止鳳梨輸中的相關狀況及

銷新南向國家金額為12.4億美元，在推

14.3億美元及11.7億美元，其中109年受

成長110倍、棗成長4.75倍、芒果成長
6.95倍。

農委會的因應對策及輔導措施，包括推
展外銷、及國內行銷與加工3個面向，目
前預計日本外銷訂單已達5,000公噸，各
類拓銷累計達41,000公噸以上。主委參
觀民雄打貓合作社及旺萊山文化園區，
了解鳳梨加工情形及相關產業需求，希

賀

本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KPI)

試驗改良場所組第3名
2月25日由陳主委頒發獎牌，

望藉由內外銷及加工拓展，維持市場穩

楊宏瑛場長代表領獎，蟬聯3年

定，保障農友收益。

獲獎，感謝全體同仁歷年來共同

為了降低農產品外銷過度集中單一
國家的風險，農委會積極輔導業者開拓
新市場，包括針對不同目標市場提供海

打拚！未來一年，期許再進步!
【文圖/黃淑韻】

【文/編輯室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圖/胡唯昭、黃士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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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胡蘿蔔品種比賽結果出爐
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3月5日在
臺南市將軍區啟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契

社王文星理事主席及啟銘實業黃啟銘總

比賽冠軍從缺，由參賽品種中選出2品

經理組成評審群。

種並列為第2名，分別為誼禾種苗有限公

作田舉辦「2021年胡蘿蔔品種比賽」，

評分項目包括整齊度15％、田間存活

共計有9個品種參加，由中興大學陳昶霖

率15％、外觀15％、抗病性15％、產量

老師、農糧署傅立忠科長、臺中區農業

20%及淹水後品質20%，共由5間公司提

改良場陳葦玲副研究員、東勢果菜合作

供9種品種參賽，最終於評審決議本次

司「E3」及台灣農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NC-2800」。
本項評鑑之田間栽培除慣行栽培外，
另增加淹水處理，於評鑑前4、6及10天
進行淹灌，模擬採收前降雨對塊根品質
之影響，期望評選出品質優良耐淹水佳
之優良品種，減輕降雨造成肉質根損失
風險，確保農民生產收益。品種比賽結
果，評審委員認為本次參賽品種表現並
未顯著超越現行品種「彩譽」，入選之2
品種品質與風味各具特色，具有發展潛

↑2021年胡蘿蔔品種比賽於3月5日在將軍區舉辦

↑「彩譽」為目前市面上主要流通品種

力，因此評定並列第2名。
【文圖/張為斌】

鳳梨 酸甜好滋味 挑選秘訣大公開
鳳梨每年盛產期約在3∼7月，此時期氣候溫暖且陽光充足，鳳梨特別香甜多汁，今
年由於果實成長期間日夜溫差大及水分偏少，有利糖份累積，甜度及風味更勝以往，
想要品嚐果香滿溢的鳳梨好滋味，就從現在開始！
鳳梨通常由屏東開始一路往北至南投進入盛產，鳳梨品種中以臺農17號 (金鑽鳳梨)

最受消費者喜愛，也是外銷主力品種，約佔總栽培面積的8成以上，此外還有肉細香甜
的臺農16號 (甜蜜蜜鳳梨)、味甜香濃的臺農19號 (蜜寶鳳梨)、雪白細嫩的臺農20號
(牛奶鳳梨)、巨無霸的西瓜鳳梨 (白節仔)、最新推出的臺農23號 (芒果鳳梨) 及其

他品種鳳梨陸續上市，不同品種都各自有其獨特的口感和風味，值得一一去品嚐。
如何挑選好吃的鳳梨呢？本場特別提供幾個鳳梨選果小訣竅給大家參考：

1
2
3

大小及外觀：家庭食用優先挑選中小果，約1-1.6公斤，果實結實飽滿呈短圓筒狀，

果目大而平展，無裂縫及碰傷，冠芽新鮮及大小適中，果柄切口小且新鮮者為佳。
色澤及香味：果皮有光澤且轉色金黃，早春挑選轉黃2/3至全黃者，酸度較低，入

夏氣候變熱，挑選轉黃1/3∼2/3即可，以散發濃郁香氣者為最佳。
彈指神功：用手指輕彈果實，聲音清響者稱為鼓聲果，其

肉質細緻且耐貯放，轉黃程度越高，甜度及風味越佳，室

溫下可儲放約一週，是購買的首選；若聲音悶沉似彈手臂者為
肉聲果，多汁低酸，纖維稍粗，不耐貯放，天氣熱時易有發酵
味，要儘早食用。
鳳梨營養又好吃，根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表，每100g (公

克) 的果肉，含有維生素A 15 I.U. (國際單位)，為蘋果的1.3
倍，維生素Ｃ23.5mg (毫克)，為蘋果的8倍及櫻桃的2倍，並含

有豐富維生素B1、B2、鉀、錳、膳食纖維及鳳梨酵素等，既

健康又消暑，也能促進腸胃蠕動及幫助消化。除鮮食之外，鳳
梨也能入菜及製作飲品與冰品，以新鮮鳳梨切片 (塊) 烘乾成的

鳳梨乾，Q彈的口感搭配鳳梨香甜微酸的風味，既方便食用又

老少咸宜，也是目前超夯的健康零嘴，喜歡嘗鮮的消費者也千
萬別錯過。

【文圖/黃士晃】

金黃飄香的鼓聲果，肉質細緻，
甜度及風味均佳，是購買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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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桔梗 花色繽紛耐久 居家佈置更添幸福
洋桔梗顏色豐富多樣且瓶插壽命長，深受消費者喜愛，臺灣

摩會推薦給農民使用。另外為拓展外銷市場，經試驗開發海運

洋桔梗每年外銷日本的切花數量超過500萬枝，佔日本進口洋桔

外銷切花保鮮液配方，提供農民使用以維持品質增加競爭力。

梗的90%以上。為了使洋桔梗的栽培更加順利，本場輔導花農

為了適合臺灣在地氣候條件栽培，本場進行洋桔梗育種工作，

栽培技術，包括連作障礙的克服，海運外銷流程建立及品種選

每年育成上百個品系進行選拔，已發表臺南1號至6號品種，臺

育等，以生產更高品質的洋桔梗供應市場。只要在選購時注意

南1號商品名「夏美桃」，為粉色重瓣切花品種；臺南2號商品

選擇花苞多一點的產品，放在室內時以光線明亮的環境為宜，

名夏西施， 為雙色白紫邊重瓣切花品種；臺南3號為重瓣粉紅

每天換水重新整理，就可以有很長的觀賞壽命，非常適合在年

漸層色切花品種；臺南4號為重瓣綠色切花品種；臺南5號為亮

節期間居家佈置、送禮，為新年更添喜氣。

白色切花品種；臺南6號為玫瑰形白紫重瓣切花品種。在這些品

洋桔梗花色多，除了常見的紫、紅、粉、白、黃等色外，更

種之後臺南場也育成更新更好的品種，發表的方式將改為由農

有其它花卉少見的雙色花白底紫邊及白底粉邊的花色，以及藍

民或業者來協助選拔 (參與式育種) 及試種，待經過產業認證後

色及粉色的漸層花色，花朵也有單瓣及重瓣花型，非常多樣美

才會命名推廣。

麗。洋桔梗的花語為不變的愛，除了適合用在婚禮場合佈置，

在這個Covid-19疫情限制活動的時節，以花卉佈置居家環境

也非常適合用在居家佈置。且在國內市場就能買到同樣外銷品

及送禮可以帶來幸福的氛圍，其中洋桔梗是最好的選擇，花色

質的洋桔梗，值得大家多多選用。

多樣繽紛，紫色貴氣，粉色高雅，白色亮麗，雙色漸層新奇，

為了提供更好品質的洋桔梗供應市場，本場致力於輔導洋桔
梗產業，例如農民常因連年種植洋桔梗而發生生長不良的連作

重瓣大花高尚，單瓣小花秀雅，而且插在花瓶中的觀賞時間較
其它花卉長，為居家佈置增加幸福氛圍。

【文圖/張元聰】

障礙現象，開發簡易日光加熱法能有效改善連作障礙，舉辦觀
泝本場進行的洋桔梗育種
工作，提供適應臺灣氣
候的品種供農民種植
沴洋桔梗臺南5號品種為
順應日本市場需求的白
花重瓣，花色清亮耀眼

1

2

3

沊洋桔梗臺南6號品種特
色為玫瑰花型白底紫
邊，主攻情人節市場

洋香瓜栽培及防減災技術講習 在 北門
北門區種植洋香瓜超過25年，屬於廣

農民退休儲金等有關農民權益之政策宣

義之連作區。因109年雨量偏少，致使

導，對於正規畫開辦洋香瓜作物保險，

土壤漸趨不佳，使植株生長發生障礙，

農民充滿期待。黃瑞彰副研究員說明洋

少雨氣候也使植株蟲害發生嚴重，間皆

香瓜栽培健康土壤的標準，並提醒正確

導致病毒病不易防治，影響植株生育。

施肥之重要，避免過度施肥造成土壤鹽

為因應現階段氣候變遷，使農民了解現

害。黃秀雯助理研究員講解洋香瓜主要

行輔導政策，減少栽培損失，於3月23

病蟲害，以及其防治上掌握的要點；黃

日辦理「洋香瓜栽培及防減災技術講習

圓滿副研究員報告洋香瓜栽培上可能遭

會」。

遇之災害種類，並說明預防方式與復育

講習會邀請「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

的方法。

↑黃瑞彰說明洋香瓜栽培健康土壤的標準，
並提醒正確施肥之重要，避免過度施肥造
成土壤鹽害

由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顏傳祐股長、

處灌溉技術推廣中心」顏傳祐股長介紹

會後之綜合討論，農民踴躍提問，包

臺南市政府楊佳融技士、本場黃秀雯助

節水管路灌溉與相關設備之補助方式，

括承租土地可否申請灌溉管路之補助、

理研究員於現場回復。此外，部分農

祈望農民於日後面臨少雨甚至發生乾旱

申請灌溉管路與相關設備 (蓄水桶、馬

民於講習會散場前，把握此一難得的機

達…) 之條件與審查程序、農委會陳主委

會，就現階段之異常植株樣態或生長疑

場許華芳助理研究員介紹農業相關保險-

應允給予洋香瓜栽培資材補助之執行進

義，個別向3位研究同仁尋求解答，以精

包括農業職災保險、作物損害保險以及

度、田區減低線蟲密度操作方式，分別

進日後田間操作技術。 【文圖/黃圓滿】

時，仍能有水灌溉，減少栽培損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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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熱病 現蹤 加強注意稻熱病的發生，把握防治時機
近期早晚溫度變化劇烈，籲請農友

病初期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

立即施藥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且

密切注意田間稻熱病是否發生，農友可

點，隨病勢進展，擴大呈紡錘型，病斑

勿施用過量的氮肥，過多的氮肥易促成

先觀察自己的田區旁放置之秧砧是否發

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重時葉片

植株徒長，葉片柔弱，降低對病害之抗

病，或者注意田間水稻欉間基部葉片是

枯萎。稻熱病於溼度高時容易發病，當

性。

否有病斑，若有發現應即時進行防治工

氣溫劇烈變化時，更加嚴重，尤其在施

農友應於秧砧稻苗葉片出現病斑時，

作，避免田間感染擴散。

用高量氮肥、密植而通風不良的稻田更

選用下列藥劑進行防治，如75％三賽唑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

容易發生，因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間稻

可濕性粉劑3,000倍、41.7％三賽唑水懸

葉舌，感染稻穗則造成榖粒不充實;發

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病勢進展，應

劑1,500倍、45％喜樂克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CS-7 2000倍)、48％丙基喜樂

松乳劑1,000倍、50％護粒松乳劑1,000

倍或6％撲殺熱粒劑每公頃30公斤等，
其他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
臺南場網站 (https://www.tndais.gov.tw/
ws.php?id=382) 查詢。

請農友加強注意秧砧是否出現病斑，

將罹病秧砧移除，清除田間感染源。若
↑葉片罹患稻熱病病斑
→翻查田邊秧砧是否有稻熱病病斑

有防治上的問題可與本場研究人員聯
絡。

【文圖/林國詞】

把握荔枝椿象關鍵共同防治時期，加強防治
越冬後荔枝椿象成蟲因大量消耗體內脂肪，對藥劑
容忍度較低，此時防治效果較佳。目前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 (以下簡稱本場) 植保人員已於臺南南化地

區、嘉義中埔地區等發現部分越冬荔枝椿象成蟲開

始取食龍眼及荔枝新梢。因此，籲請果農留意荔枝
椿象活動狀況，加強防治，以避免越冬後荔枝椿象成

→荔枝椿象成蟲體
背呈褐色
↓平腹小蜂雌蟲準
備產卵於荔枝椿
象卵內

蟲擴散、繁殖危害。
荔枝椿象1年一個世代，生活史包括卵、若蟲
及成蟲3個時期，每年2∼8月為其繁殖季節，
4∼5月為產卵盛期；若蟲期分布於4∼10月；

以成蟲越冬。等到氣候回暖，越冬成蟲開

性粉劑4,000倍，或48.34%丁基加保扶水基乳

始活動於荔枝、龍眼的枝梢或花穗上吸食危

劑1,000倍等藥劑，並應加強葉背與枝條縫隙的

害，待性成熟後開始交尾產卵。越冬後的荔枝
椿象對藥劑耐受度較低，活動力較差且尚未產
卵，此時防治可達到最佳的效果。
由於龍眼、荔枝是蜜蜂重要的蜜源植物，為避免蜜蜂
採蜜時受藥劑危害死亡，臺南場建議農民於2月中旬至3月底開
花前施藥二至三次，並於開花前10天 (施放平腹小蜂前) 停藥，

切勿於開花期施藥，避免誤傷蜂群。目前本場與防檢局經現地
會勘後，已訂定雲嘉南地區荔枝椿象化學共同防治期程為：
一、 嘉南地區：荔枝110年2月17日至3月19日；龍眼110年3月3
日至4月2日。
二、 雲林地區：荔枝及龍眼110年2月17日至3月19日。
⑴考登記用藥如2.8%賽洛寧水懸劑2,000倍、20%亞滅培水溶

施藥。
⑵藥劑詳細資訊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

otserv2.tactri.gov.tw/ppm/)，或於該場網站「農作物登

記用藥」(https://www.tndais.gov.tw/ws.php?id=382) 點選所
種植的作物選用登記藥劑。
三、 除化學藥劑防治外，本場建議可採行以下荔枝椿象防治管
理策略：
⑴於開花前的停藥時間，搭配平腹小蜂卵片施放，進行整合
性防治。
⑵於4∼5月間荔枝椿象產卵盛期，以人工摘除樹上卵塊。
⑶農友若有用藥或防治等相關問題，可與該場植物保護研究
室聯絡。

【文圖/陳盈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