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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鳳梨 挺 農民 網購活動4/1開賣 歡迎消費者踴躍選購
中國大陸片面宣布自3月1日起暫停臺

消費者不用出門也可以買到新鮮優質的

饋、電商平臺代送的50元折價券、紅利

灣鳳梨輸入，國內40家電商平臺在農委

鳳梨，農委會於4月1日舉辦「採買國產

點數、等值商品或現金折扣，另外還可

會的號召下，共同舉辦「採買國產鳳梨

鳳梨 相挺臺灣農民」網路購物活動開

以登錄發票抽小家電，以及加入活動

相挺臺灣農民」網購活動，自4月1日起

跑記者會，計有40家電商平臺提供不同

至6月30日止，只要在農委會合作的電商

規格及種類的鳳梨，除了熱門的金鑽鳳

LINE好友抽鳳梨福袋等，歡迎消費者把

握機會上網購買，大家一起挺農民！活

平臺購買生鮮與鮮凍鳳梨，就能拿到50

梨外，還有土鳳梨、玉蘭花鳳梨、香蜜

元消費回饋金，歡迎民眾上網選購，支

鳳梨、牛奶鳳梨、甜蜜蜜鳳梨、百香鳳

動官網: http://farmersbuy.cas.org.tw/

持優質美味的國產鳳梨！

梨、香水鳳梨及芒果鳳梨等，讓消費者

鳳梨富含天然膳食纖維，維生素C含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體驗各種鳳梨的好滋味。

量更是蘋果的5倍，營養價值非常高，

消費者可以到「臺灣農產嘉年華」

清明節過後全臺進入炎熱氣候，最適合

活動官網的鳳梨販售專區，點選購買生

吃鳳梨來幫助消化，促進食慾。為了讓

鮮與鮮凍鳳梨，就可以獲得由農委會回

臺南 鳳梨 前進日本
臺南市政府在3月18日上午於麻豆金子宏集貨包裝場召開鳳
梨外銷日本啟運儀式，由臺南市黃偉哲市長主持，包括農委會
黃金城副主委、臺農發洪忠修董事長及本場陳昱初副場長等一
同參加。市長及農委會副主委均表示，目前鳳梨因市場需求旺
盛，價格高漲，希望內外銷業者及農友務必確保供貨品質及成
熟度，以利進入4∼5月的產量高峰時，延續市場熱度
與需求，以穩定鳳梨產銷，也期許外銷再創佳績，
並開拓更多海外新市場。
【文圖/黃士晃】

臺南鳳梨前進
日本期望開拓
更多海外市場

農委會的號召國內
40家電商平台共同
舉辦買鳳梨挺農民
網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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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 國產好米 ～怎樣吃、如何買，報乎您哉！
本場致力於水稻品種改良，歷年來研
發育成滿足各種不同消費需求的優良水

香米「臺南19號」，帶給您滿口、滿室
芬芳，是讓您釋放壓力的幸福好滋味！

最重要的是，食米新鮮度是影響米
飯香味及口感的關鍵！一般而言，稻穀

稻品種，特別推薦大家選購參考。著重

糙米是稻穀只碾除稻殼之後的全穀，

碾製成食用米以後，米粒直接接觸到空

營養、養生，可以多吃糙米飯或胚芽米

富含膳食纖維及多種維生素，營養價值

氣，品質即開始逐漸劣化。因此，舊米

飯，強調免浸泡即有軟Q口感的糙米專

最高，但口感稍硬，烹煮時需留意增加

的米粒容易發生黃化、有粉粉的感覺，

用品種「臺南14號」是最好的選擇。如

水量。胚芽米是糙米去除部分糠層，但

米粒透明度降低，沒有光澤，造成烹煮

果講究口感，則選擇白米，例如全國米

保留大部分胚芽，口感較糙米佳，又可

後的米飯較硬，黏、彈性較差。所以食

質競賽及晶饌米獎冠軍米種的臺版越光

以保留部份糙米的營養價值。白米則是

米開封以後，應該要放置在乾燥、低溫

米「臺南16號」，米粒晶瑩剔透，米飯

糙米碾除胚芽，並且完全精白的米，口

處，如果短期無法食用完畢，則應該存

口感柔軟Q彈，冷飯特別可口清爽，做

感最佳。選購食米時，消費者可依產品

放在冰箱冷藏，可以延長最佳賞味期限!

壽司的絕佳選擇；以及口感香甜的優質

標示內容作為選購之參考，先看清標示

【文圖/陳榮坤】

內容，例如品名、產地、碾製日
期、保存期限及品質規格，再選
購符合自己需求的食米。

↑糙米飯專用品種「臺南14號」

↑優質香米「臺南19號」外觀晶瑩剔透、口感佳

有感於未來趨勢 青農 李承昌 邁向智慧農業
在年後步入西港田間，可以看見第

產銷履歷，並且協助規劃初級食品加工

承昌期許自己在40歲前要「邁向智慧農

五屆百大青農李承昌穿梭忙碌於胡蘿蔔

室，將次級品轉換成商機。有感於未來

業，朝向機械採收」，第一步就是鎖定

田，一片綠色農田、滿地一箱箱依等級

國際情勢，現階段李承昌的胡蘿蔔採收

購買雙行胡蘿蔔採收機，降低人力依賴

分類整齊裝滿亮橘色的胡蘿蔔、數台在

工班雖然人力充足，但工人因年老而減

及提升採收與分級效率。

田中運載的工作車、來自嘉義的樂天原

少以及訓練新的工人十分耗時，為此李

【文圖/許華芳、鄭羽茜】

住民及外籍配偶映入眼簾。時逢胡蘿蔔
採收季節，空氣中飄散著胡蘿蔔香氣及
眼前此起彼落地彎腰採收景色，讓人精
神抖擻了起來。
「臺灣小家庭居多，所以就要小胡
蘿蔔出貨給超市；香港人有煲湯習慣，
偏好使用大胡蘿蔔，大的胡蘿蔔就外銷
到香港。」李承昌說。依據不同的市場
需求，篩選分類不同的大小，配送胡蘿
蔔到不同的市場。為了提升食安品質，
本場與陪伴師協助李承昌的胡蘿蔔通過

↑忙著採收的樂天鄒族工班們

↑田裡採收好一箱箱的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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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灌溉效率 節水滴灌 觀摩會
本場為因應乾旱氣候造成的缺水危

法穩定供水，本場於產銷班利用通力合

機，同時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本年度

作之模式，共同建設與維護供水系統，

已規劃辦理蘆筍、竹筍及芒果等作物節

並於關鍵灌溉時期分配水資源、分區供

水灌溉示範觀摩會，藉由各式節水灌溉

水，利用噴灌系統可隨地形調整而有效

設備介紹與田間實地觀摩，提供與會農

給水，以穩定芒果生產並提升果實品

友參考學習。

質。於3月29日在玉井果樹產銷班第30

本場輔導於設施蘆筍栽培園區應用

班集貨場辦理「芒果節水灌溉示範觀摩

滴灌系統，不僅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達

會」。由於芒果不同生育期的水分需求

50%以上，同時提高作物生產品質。分

有所差異，其中又以開花著果期至果實

別於3月24、31日於嘉義縣中埔鄉及臺南

發育初期為最重要之灌溉時機，同樣利

市將軍區辦理「蘆筍節水灌溉示範觀摩

用相同灌溉設施、分區供水及噴灌系統

會」，觀摩會展示包括滴灌設備組成、

亦可隨地形調整而有效給水，以穩定芒

水質處理方式及水分監測管理，同時說

果生產並提升果實品質。

明設施蘆筍依不同栽培期及株齡之合適

竹筍生產多分布於山區坡地，部分田

水養分供給條件及病蟲害友善綜合防治

區因無適當灌溉水源或缺乏灌溉設施，

方式。將軍區示範場域黃昭穎農友亦分

僅能倚靠自然降雨，無法穩定供水，縱

享應用滴灌設備及母莖割除使用省工機

使有水源也僅以淹灌方式給水，導致用

具之經驗及心得，觀摩會中安排場域滴

水效率不彰；且竹筍栽培管理相對粗

灌設備及蘆筍栽培實地觀摩，讓與會者

放，於採筍期間耗費較多人力，無法適

更能瞭解設備實際運作及使用情況，並

時補充肥料。本場於3月19日在雲林縣

讓與會者進行微噴帶套件組裝DIY。經

古坑鄉辦理「竹筍節水灌溉示範觀摩

輔導設施蘆筍示範場域應用養液滴灌節

會」，導入養液噴灌技術，相較於淹灌

水技術，較傳統溝灌節省灌溉用水量達

可節水達8成以上，且可適時補充肥料，

50%以上，可降低雜草孳生及保持畦溝

有助於山區竹園水源與肥料的使用效率

乾燥，方便採收，更有提升產量及穩定
蘆筍嫩莖脆嫩度品質之優勢。

臺南市芒果產區多分布於山區坡地，
水源取得不易，僅能倚靠自然降雨而無

提升，增加農友收益。
為宣導節水灌溉，本場預計辦理19場
示範觀摩會，相關活動訊息請於本場官
網查詢。【文圖/郭明池、張為斌、石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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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泝導入節水灌溉於設施蘆筍生產較傳統溝灌
節省灌溉用水量達50%以上，同時穩定蘆
筍品質與產量
沴玉井果農吳清進班長說明灌溉管路於坡地
芒果園之利用
沊本場張為斌技佐說明管路灌溉之設備及其
應用範圍

不畏疫情影響 青農 葉詠維 另闢蹊徑
受到武漢肺炎影響及配合的供應商

網，增加阻隔效果。就不必擔心夜蛾等

去年度未取得新北市團膳標案的雙重影

蟲害的問題。小番茄預計採收到3月底，

響，幾乎阻斷了葉詠維現有銷售通路，

並於5、6月會種植美濃瓜。

他因此毅然決然地改種植果菜類。田間

陪伴師特別提醒詠維，在溫室出入口

目前改種植玉女小番茄，陪伴師侯嘉靖

處較易成為害蟲防疫破口，建議放風扇

亦多次前往溫室輔導種植技術，目前正

可將粉蝨及小型昆蟲吹出以減低害蟲入

值結果期，小番茄植株健壯、排列整

侵的機率。目前溫室內小番茄結果有出

齊，生長勢強，水分也夠充足，花色也

現方形及空洞果的情形，建議調整磷、

很好，代表磷肥充足，目前也沒有特別

鉀肥比例，改善植株生長勢。溫室後半

明顯病蟲害的情況。但溫室外部有夜蛾

部的土壤呈紅色，亦有長青苔，表示鐵

粉不良，建議當溫室溫度高於27∼28℃

類害蟲出沒，陪伴師說夜蛾會吃小番

離子高但水分太多，土壤中的空氣會被

時，一天打開風扇半小時以增加授粉機

茄，因此溫室網目要夠密，且出入時網

壓縮掉，導致根部就會無法擴張，而影

會，以改善小顆番茄空洞果沒有種子的

門都要確實關好，雙層門的阻隔效果更

響植株生育。陪伴師特別分享其經驗，

情形。

好，但如果已蓋好溫室可以加裝雙層紗

如果同串小番茄出現大小顆，代表授

↑陪伴師侯嘉靖至溫室現勘並提供青農建議

【文圖/許華芳、王柏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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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 盛花、生理落果期 請加強防治關鍵病蟲害

1

2

3

正逢春暖花開的季節，文旦果農早就

觸摸有粗糙的感覺。若於疏於管理之果

啟動關鍵病蟲害防治囉！針對狡猾的

園，果實上之病原菌可能在近成熟期或

「潛伏性感染」型，如果不趁現在開始

儲藏階段發展至蒂頭、甚至整顆果實褐

及早防治，等到出現病斑時就已經來不

化之蒂腐病，不可不慎！

泝黑點病在柑橘果實上之病徵
沴柑橘油斑病葉面病徵
沊小黃薊馬群聚在剛謝花的柚果上危害

花苞開裂之前，小黃薊馬尚無法鑽入花

及了嗎？另外還有一些小型害蟲是「捉

上述兩種於柑橘類上常發生之潛伏感

苞躲藏時或是謝花後，小黃薊馬無處可

迷藏」的高手，往往會躲到讓你找不到，

染期較長的病害，防治要點首重田間衛

躲藏時進行防治，如等果實被發現受害

以下簡介好發柑橘類花期至幼果期之油

生！盡可能移除田間病、枯枝落葉及落

時再進行防治往往為時已晚。

斑病、柑橘類黑點病及小黃薊馬，呼籲

果，因為此處是病原菌躲起來睡覺 (休

小黃薊馬之防治應於開花期及幼果期

眠) 的地方，是主要的感染來源。其次為

噴施藥劑，族群於高密度時期每7天施藥

柑橘類油斑病與柑橘類黑點病均為

冬天修剪老病枝條、增加通風，於春梢

一次。防治注意要點如下：1. 施藥操作

真菌性病害，兩種病害病徵不同，但在

期即開始施用柑橘類登記藥劑防治黑點

時注意躲藏於柚花內蟲體。2. 適量添加

預防措施上有些共通點。油斑病危害葉

病，油斑病無正式登記用藥，可使用波

展著劑增加藥效。3. 枝條適當修剪維持

片及果實，在新葉上為潛伏感染，葉片

爾多液、無機銅劑或鋅錳乃浦來防治。

通風，有利藥劑均勻分散於植株。4. 輪

老熟後才出現病徵，先在葉背產生針頭

雖然只有兩大招，卻是重要防治方法，

用不同作用機制之藥劑，並且可加入1∼

大小黑褐色斑點，漸擴大成褐色、不規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養出健康可愛的文

2次的乳化油劑防治方式。5. 小黃薊馬寄

則形油浸狀斑，病斑周遭帶黃暈，病斑

旦寶寶！

農友注意田間管理，以降低病蟲危害。

主範圍廣，清除果園中闊葉雜草等其他
寄主，可以減少孳生源。

中央逐漸產生褐色略隆起、粗糙之小顆

小黃薊馬體型細小又擅於躲藏，加上

粒，後期葉片兩面均出現明顯類似油污

生活史短、繁殖力強，食性雜，且易隨

上述病蟲害防治藥劑請參考「植物保

之黃褐色病斑，因此名為油斑病。感染

風遷移的習性，當氣候暖和乾燥時，即

護資訊系統」(https://otserv2.tactri.gov.tw/

太嚴重會引起落葉，在果實上則形成密

可大量繁殖造成嚴重損害，其刺吸式口

ppm/) 搜尋柑桔類登記藥劑。用藥時應

佈的小黑點而不擴大。

器可直接危害新梢嫩葉、花器及幼果。

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柑橘類黑點病在新葉期入侵也是無

文旦盛花期花瓣完全開裂後，薊馬容易

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問題可與本場植物

病徵之潛伏感染，後期會在葉片、枝條

躲藏，較難防治，因此為了有效防治小

保護研究室聯絡。

及果實上形成突出密集的小黑點，用手

黃薊馬，避免造成果實受害，應在文旦

活動預告
階層別
入
門
初
階

進階選修

110年 農民學院 開始報名啦！
訓練班名

都市農業班
有機農業班
優質水稻生產技術班
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
酪梨栽培管理班
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
有機果樹班
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 (婦女專班)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
芒果栽培技術管理班

上課天數
3天
10天
5天
3天
3天
5天
5天
3天
5天
5天

報名日期
5 月 6 日∼ 6 月 5 日
8 月18日∼ 9 月17日
3 月17日∼ 4 月23日
3 月26日∼ 4 月25日
4 月 8 日∼ 5 月 7 日
4 月21日∼ 5 月20日
5 月19日∼ 6 月18日
6 月11日∼ 7 月10日
7 月 6 日∼ 8 月 5 日
7 月27日∼ 8 月26日

【文圖/蔡孟旅、陳盈丞】
想要參加的好朋友們把握機會報名啊！
報名網址+ https://academy.coa.gov.tw/
公告錄取日期
6月9日
9 月24日
4 月30日
5月3日
5 月14日
5 月27日
6 月27日
7 月16日
8 月12日
9月2日

上課日期
7 月 6 日∼ 7 月 8 日
10月18日∼10月29日
5 月17日∼ 5 月21日
5 月26日∼ 5 月28日
6 月 8 日∼ 6 月10日
6 月21日∼ 6 月25日
7 月19日∼ 7 月23日
8 月11日∼ 8 月13日
9 月 6 日∼ 9 月10日
9 月27日∼10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