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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陳吉仲主委親自下田挖掘綠竹筍　　　沴陳吉仲主委說明農委會對乾旱相關協助措施

沊本場導入微噴帶取代原有穿孔管，針對個別竹叢進行給水，穩定農民收益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於5月5日至臺南市
白河區視查綠竹筍生長情形，第一站來

到張國禎農友田區，該區利用微噴帶管

節水灌溉解決旱季缺水困境，4月份田區
已陸續產筍，現場展示竹筍生產成果，

並由本場義竹工作站彭瑞菊站長向主委

介紹今年度於雲嘉南地區竹筍節水灌溉

示範觀摩的辦理情形；陳主委表示農委

會將全力支持農友設置節水設施，提升

抗旱能力，並指示相關單位持續政策推

動。第二站林世宏農友田區受缺水影

響，竹筍幾無產出，主委現場表示農委

會對於竹筍產業的關心，並申明農委會

對於乾旱相關的協助措施，包含有機肥料

的補助及節水灌溉設施的補助。

有鑑於竹筍生產多因無適當灌溉水源

或缺乏灌溉設施，僅能倚靠自然降雨，

無法穩定供水，縱使有水源也僅以淹灌

方式給水，導致用水效率不彰，本場於3
月份起，分別在雲林縣古坑鄉、臺南市

龍崎區及白河區辦理節水觀摩會，分別

導入滴管式滴灌系統、微噴帶噴灌系統

進行竹園灌溉，相較於淹灌可節水達8成
以上，且可適時配合液肥之補充，提升

竹園水源的使用效率，達到節水節肥之

目的，穩定農友收益。

有關節水灌溉設備補助，農民可就

近向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各工作站申

請管路灌溉補助，每戶最高補助金額

達40萬元，節水灌溉補助申請事宜，雲
嘉南地區農友請洽農田水利署雲嘉南

管理處灌溉技術推廣中心，電話：(06) 
7833401。有國產有機質肥料補助需求的
農民，也可向農會提出申請。

【文圖/張為斌】

陳吉仲主委南下關心臺南地區 竹筍 生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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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中南部持續旱象氣候，

本場辦於4月20日、27日及5月
5日分別辦理胡麻及大豆水分
管理暨節水灌溉觀摩會，同時

邀請農田水利署針對節水灌溉

管路補助作說明，與會農友紛

紛表示收穫良多。

胡麻即為俗稱的芝麻，為國

內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目前全

臺胡麻栽培面積達2,000公頃
以上，但國產胡麻僅占國內市場消費量

約5%，不僅是具有發展潛力之替代進口
作物，也是旱季水稻轉作的好選擇。胡

麻灌溉用水量約為水稻的30∼40%，栽
培期如以傳統溝灌方式，每分地 (0.1公
頃) 灌溉用水量約350∼400公噸，本場輔
導示範田區使用穿孔管灌溉系統，於胡

麻關鍵需水生育期進行灌溉，每分地灌

溉用水量約170∼200公噸，節水效率達
50%以上，即可使胡麻正常生長及穩定
產量。

種植大豆用水量約水稻的30∼40%，
但在停灌區無水狀況下仍會受乾旱的

影響。傳統溝灌水分滲漏及蒸發超過

50%，改以噴灌或滴灌技術則可以提高
水分利用效率，減少乾旱帶來的損失。

大豆雖是耐旱作物，在播種及開花期仍

需適度灌溉才能有好品質及產量。尤其

播種時土壤濕度不足，可能造成發芽率

低；農友通常利用雨後土壤乾濕適當時

儘速播種，或採用滴灌以利種苗發芽。

常態乾旱環境或水源較缺乏地區則建議

採平畦栽培，大豆以平畦栽培及覆蓋稻

草處理，與對照組作畦栽培進行比較，

平畦栽培約5天發芽，作畦約7天發芽，
播種後12天監測土壤水分，作畦栽培土

壤水分含量較低 (土壤水分張力值為負
40Kpa)，而保水處理組保水性較佳為負
22Kpa。因此平畦栽培及覆蓋稻草處理可
減少水分蒸發，且可縮短平均發芽日數

及提高發芽率。

藉由辦理觀摩會說明胡麻與大豆在不

同生育期對水分的需求外，同時宣導在

水源地區設置儲水設施及配置節水灌溉

管路可以達到節省水資源，同時達到穩

定產量與品質之目的。

【文圖/吳昭慧、黃涵靈】

作物水分管理暨節水灌溉觀摩會～雜糧篇

為提升蔬菜產業關鍵技術交流，本場

於4月14日由楊宏瑛場長率領場內研究人
員前往亞蔬-世界蔬菜中心進行試驗合作
討論。亞蔬-世界蔬菜中心林彥蓉副主任
率領蔬菜育種、植物保護、種原保存等

專家，共10位中心研究人員參與會議。
試驗合作會議由本場楊宏瑛場長及亞

蔬-世界蔬菜中心林彥蓉副主任共同主

持，會議中針對「建立番茄之基因組選

拔模式輔助耐熱育種」、「耐熱優質甜

椒選育」及「十字花科蔬菜種原篩選及

友善害蟲綜合防治」進行合作簡報說明

與討論，亦對乾旱和高鹽逆境、國土綠

網計畫、有機農業、園藝治療、蔬菜營

養成分分析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會議最後由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張淨環

助理研究員引領介紹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之種原庫，針對保存方式、保存作物種

類和申請方式進行介紹，過程中雙方研

究人員討論皆未見停歇，大家依據各自

研究領域持續交流，期待雙方的合作能

加速提升蔬菜產業創新發展。

【文/朱詠筑、圖/邱冠融】

↑由楊宏瑛場長率領本場蔬菜及植物保護相關研究人員至亞蔬-世界蔬菜中心討論試驗合作
方向，雙方研究人員討論熱烈

研發能量 再升級  楊宏瑛場長率領研究同仁拜訪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張淨環助理研究員引領介紹亞蔬-世界蔬菜
中心之種原庫

泝平畦栽培及乾稻草覆蓋之保水性較佳，可利用於較乾旱地區栽培

沴穿孔管灌溉系統以微噴方式將水分灌溉於植株根系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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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地區農民普遍採用設施栽培

番茄，以確保品質與收益。而病蟲害

防治為高品質番茄之重要管理環節。

番茄整合性病蟲害防治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包括：使用健康種
苗；種植前分析土壤，依據分析結果合

理化施肥；使用抗病根砧嫁接苗防治青

枯病；苗期與定植初期設置黃色黏紙監

測銀葉粉蝨的發生；隨時清除田間罹病

蟲之殘株；採收期使用天敵或有機資

材；使用登記於番茄上的合格藥劑，嚴

守安全採收期等。

本場於4月26日在雲林縣口湖鄉辦理
「番茄病蟲害整合性防治 (IPM) 暨農藥
減量」觀摩會，吸引80位農友與會。示
範場域大洧農園李忠洧農友採用整合性

防治管理，針對關鍵害蟲銀葉粉蝨，以

施放天敵昆蟲菸盲椿進行生物防治，經

四次施放後即於田間建立穩定族群。與

慣行方式相比，可降低約7成田間害蟲

密度，並有效預防採收後期煤煙病果與

病毒病的發生，提升產量與品質。慣行

處理與IPM管理之化學藥劑用量 (公斤
或公升/公頃) 分別為38.77與13.02，IPM
較慣行減少66.4%的化學藥劑用量。慣行
之防治資材比例為化學農藥85%，有機
資材15%，IPM為化學農藥17%，有機資
材83%。IPM較慣行之整體收益提升2.4
倍。

除了使用符合安全採收之藥劑、殘

留期短的農藥之外，可多搭配有機資材

與施放昆蟲天敵，避免農藥殘留，增加

收益。以IPM觀念管理，使用適宜友善
的防治方式，藉由減輕病蟲害發生程度

以達到減少化學農藥使用，生產安全果

品為目的。透過觀摩會現場解說及農友

實務經驗分享，並引導實際參觀試驗場

域，農友討論踴躍且認真向講師請益，

大家收穫滿滿。

【文圖/黃秀雯】

設施番茄 病蟲害整合性防治 (IPM) 增加農友收益

4月蘆筍進入春季產期，是品嚐的最佳
時機。提醒消費者，選購國產蘆筍應掌

握色澤翠綠、嫩莖飽滿、筍尖緊密及切

口基部濕潤等重點。

在《神農本草經》蘆筍被列為「上品

之品」，蘆筍含有豐富的的纖維質、多

種維生素及葉酸，設定年輕女性每日攝

取量標準為100%，每100克蘆筍所含主
要營養成分比例，維生素A為13.6%、維
生素B2為10%、維生素C為12.3%，葉酸
則為6.7%，其中維生素B2含量為大蒜的
2倍，維生素C則為蘋果的4.9倍。另含礦
物質及胺基酸，其中天門冬胺酸在100公
克新鮮蘆筍含量高達460mg，且含有較
高的硒及抗氧化成份，營養素含量高，

因此自古以來就有「蔬菜之王」美譽。

蘆筍風味清爽、脆甜，簡單川燙或拌

炒即可食用，其特殊風味為春夏季炎熱

天氣消暑之良好食材。建議消費者在選

購時把握三大訣竅：1. 翠綠飽滿：外觀
顏色是否翠綠有光澤，嫩莖是否挺直飽

滿，儲放多日之蘆筍嫩莖因失水而稍為

凹陷鬆軟。2. 筍尖緊密飽和，沒有散頭
或開芒。3. 切口新鮮濕潤：基部切口部
分，新鮮蘆筍飽滿有水分，若儲放多日

未保鮮基部乾癟而有縫隙。此外，國產

蘆筍有別於進口蘆筍，長度多長於24公
分，甚至可達30公分或以上，且國產蘆
筍顏色多為綠色或較淺綠，進口蘆筍顏

色較為深綠且顏色暗沉。進口蘆筍因長

期運輸關係，筍尖略為開張，基部切口

處因失水而略為乾癟有縫隙。

目前正值蘆筍產期旺季，春季產量約

佔全年之60∼70%，由於今年氣候雖少
雨，但日夜溫差大，特別適合生長，所

以品質佳，風味更濃郁，建議國人多多

趁機選購食用，是夏日可開心享用的低

卡高纖之美味佳餚。【文圖/郭明池】

美味營養 蘆筍 嚐鮮正當時，教您挑選好撇步！

↑張淳淳助研員引導田間觀摩

↓以黃色黏紙監測粉蝨密度並搭配下位葉

清除作業，可降低害蟲密度

泝新鮮蘆筍嫩莖挺直飽滿 (左)，儲放多日之蘆
筍嫩莖稍為凹陷鬆軟 (右)

沴品質佳之蘆筍筍尖緊密飽和 (左)，次級品散
頭有縫隙 (右)

沊新鮮蘆筍基部切口飽滿有水分 (左)，儲放多
日之蘆筍基部乾癟而有縫隙 (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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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雲嘉南地區的龍眼及荔枝已進入

幼果發育期，容易引來荔枝細蛾產卵蛀

食。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呼籲農友注意田

間管理，降低荔枝細蛾危害， 避免果實
受害影響產量。

「荔枝細蛾」又稱為蒂頭蟲，荔枝

細蛾成蟲產卵於荔枝及龍眼幼果上，孵

化後幼蟲常侵入果實內，危害果蒂處，

幼果期受害可能導致果實停止生長與落

果，接近果實成熟期危害除影響果實發

育外，果實採收殘留蟲體則致喪失商品

販售價值，也影響整體果品的內外銷產

業商譽。

當荔枝、龍眼等果樹樹勢茂密且通風

不佳，荔枝細蛾常躲藏於背光處，防治

上應於生育期間即需適度枝條修剪，維

持株間通風。荔枝細蛾幼蟲可殘留於落

果或躲藏於落葉內化蛹，建議

適時清除園中的落果，防止

該蟲繁衍。另外，應於幼

果期噴施藥劑，建議農友每 
7 天施藥一次。由於荔枝細

蛾完成一世代時間短，僅需18∼
26天，容易產生抗藥性，請農友一次使
用一種防治藥劑，並務必輪替使用不同

作用機制之藥劑。上述病蟲害防治藥劑

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https://
otserv2.tactri.gov.tw/ppm/) 搜尋龍眼及荔
枝登記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

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農友若

有用藥等相關問題可與本場

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文圖/陳盈丞】

荔枝、龍眼小果期，請加強防治 荔枝細蛾

泝陪伴師吳志浩介紹

洋香瓜品種

沴林晏瑜 (右二) 與團
隊成員聽取陪伴師 
(吳志浩) 經驗分享

第五屆百大嘉義太保青農林晏瑜團

隊，成員為林晏瑜、涂美文、傅育潔、

羅珮嘉及王素玲等五人，團隊成員因產

銷班活動而結識，加上年紀相仿、生活

背景相同，常在農忙採收期互相幫忙，

加上當初務農的信念，是想種出健康且

安全之產品供給家人食用，後來經由參

加太保市青年農民團體得知百大青農輔

導專案，想把這份對家庭的愛傳遞下

去，成立共同品牌「迷戀235」推廣，進
而尋求太保市農會輔導推薦。先前主要

以種植小果番茄和美濃瓜為主，從未接

觸過洋香瓜，入選百大後由太保市洋香

瓜種植經驗豐富的吳志浩擔任百大青農

輔導的陪伴師，由於團隊成員皆為洋香

瓜種植初學者，吳老師

除了會定期與團隊成員

聯繫，並了解每個成員

種植狀況，在遇到栽培

困難時，適時予以指導及給予適當的解

決方法，吳老師希望藉由多年的洋香瓜

種植經驗及技術傳授教學，能讓百大青

農團隊洋香瓜種植更上一層樓。

在4月的定期輔導中，團隊前往吳志
浩老師的「嵐恩溫室」現場觀摩，吳老

師種植4種洋香瓜分別為卡蜜拉、臺南
13號及阿露斯等。先請團隊成員入內仔
細觀察不同品種洋香瓜的生長狀態和生

長勢，之後由團隊成員提出問題後，吳

老師再以自身經驗給予回覆。在品種的

選擇上，因團隊成員在種植洋香瓜方面

經驗不多，所以吳老師建議可以先嘗試

種植臺南13號，成功率較高，藉此可以
增加成員的自信心。此外成員在輔導中

也提出目前設施土壤鹽化情形該如何解

決，吳老師表示可以種植綠肥水稻臺

南17號，吸收土壤中累積過多的鹽類離
子，並可將植株耕犁掩埋，增加有機

質，且可釋出養分供作物使用。土壤跟

人一樣都必須要休息，如果土壤出現嚴

重問題時可以考慮休耕一陣子，休息是

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另外吳老師希望成

員先將種植洋香瓜的排程排定，在種植

前清園部份必須做確實，並將溫室側捲

簾放下全園噴施常用的殺蟲劑，靜置至

少1周，這樣洋香瓜定植初期不需要進行
病蟲害的防治，可以避免植株過小而引

發藥傷，期望團隊未來可以在洋香瓜的

種植更加進步。

迷戀235～第五屆百大青農 林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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