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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釋 連 蓮 預購平臺正式上線

↑「好釋連蓮」預購平台將推出以振興五倍券、農遊券購買
釋迦及蓮霧之加碼方案
←「好釋連蓮」預購平臺上線記者會，以行動力挺臺灣農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9月23日召開「好釋連蓮」預購平臺上

產期時立即享用營養豐富味美質優的臺灣釋迦及蓮霧，穩定市

線記者會，邀請全民及企業以行動力挺臺灣農業，共同支持國

場、支持臺灣農民。「好釋連蓮」預購平臺連結：https://www.

產釋迦及蓮霧。

atri.org.tw/hotnews/page/163。

國內釋迦栽植品種以大目種及鳳梨釋迦為大宗，外銷量約占
總產量23%，其中鳳梨釋迦主產期為12月至翌年4月，因具耐儲
運特性，適合做為外銷品種。而蓮霧則因應年節需求，利用生
產技術調節主要供貨期為11月至翌年4月，外銷量約占總產量
9%，且這兩項水果外銷中國比例皆超過9成。中方發布自9月20

日起暫停臺灣釋迦及蓮霧輸陸，預期造成產業衝擊，為確保農
民收益，政府將以外銷、直銷、加工等措施多管齊下，搭配冷
鏈物流系統，提升農產品質，增加消費量。
農委會已會同產地地方政府、農民團體啟動完整的產銷輔
導及因應措施。為便利大眾支持國產鳳梨釋迦與蓮霧，委由財
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設置「好釋連蓮」預購平臺，提高釋迦
及蓮霧銷售量，並研擬推出以振興五倍券、農遊券購買釋迦及

蓮霧之加碼方案，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亦輔導業者開發多元
加工產品及提升冷鏈技術，強化內銷通路及消費者對品質安全
要求，並加強開拓國外新興市場，以確保農友收入，請農民放
心。
國內釋迦及蓮霧預計於11月起進入產季，量質均優，富含
膳食纖維及維生素，具有多元營養，期待國人可搶先預購，於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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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地區秋作 硬質玉米 種植的注意事項
全臺於去 (109) 年因降雨量不足，造成二期作硬質玉米發芽率不佳，

更有開花期受阻、果穗缺粒及百粒重降低現象發生。玉米在開花期為對
水分相當敏感之時期，若無適當補給水分，對產量會造成很大衝擊。
多數農民於去年二期作種植的硬質玉米有出苗率過低、植株矮小，
甚至有遲發性損害的問題。為了避免乾旱造成出苗率過低的問題再次發
生，播種時有三個注意事項提供參考：
①播種前適度深耕整地：整地所使用的農機具不同亦會影響土壤通
透性及水分可利用性。建議在播種前使用深耕犁進行40-60公分的土壤
深耕作業，有利玉米根系的伸長，吸收土壤深層的水分，增加玉米植株
的抗旱能力。
②播種時合理密植：種植行距75公分，株距18∼24公分，避免植株
間水分及肥分過度競爭。

↑硬質玉米因乾旱出現植株矮小、缺株的現象

③播種後適度壓實土壤：硬質玉米於9月上、中旬進行播種，於8月
下旬時，多數農民請代耕業者進行整地，將綠肥翻埋至土壤中，翻埋深
度較深，又加上高溫少雨，水分容易蒸發，以致表層土壤更加乾燥。在
播種時，種子如種得淺，常導致種子吸水不佳，發芽率降低；但種得太
深則會增加種子幼苗伸出土壤的困難，而降低發芽率。建議播種時同時
用播種機後面滾輪對土壤進行壓實，增加玉米種子對土壤的吸水能力，
有利於提高出苗率。
另外，秋行軍蟲防治於7月1日起正式進入第三階段，由農民自主管
理，提醒農民在苗期階段加強巡田，尤其在種子播種後10∼14天，如
有發現幼蟲應立即進行防治作業，防治藥劑可施用5.87%賜諾特水懸劑
或18.4%剋安勃水懸劑等。及早發現並掌握管理技巧，適時防範效果最
好。

【文圖/張庭禎】

↑播種後土表壓實可改善出苗率

玉米栽培初期注意防範 秋行軍蟲
現為南部硬質玉米栽培期間，提醒農友注意當植株約10公分

速度不要太快，使藥液流入心葉，增加藥液接觸蟲體的機會。

高時秋行軍蟲即可能產卵，注意附有鱗毛的卵塊或初齡幼蟲，

可由地方政府調集大型噴藥機械，並籌組共同防治隊或僱用代

若發現卵塊請小心摘除置入袋子或容器內，避免孵化幼蟲隨風

噴業者進行大面積共同防治，以加速區域性防治效率。

擴散。初齡幼蟲危害成窗格狀食痕，徵狀不明顯，容易被忽

除了玉米，秋行軍蟲也危害高粱、薏仁、小米、狼尾草、

略，因此苗期巡田須特別觀察食痕，若發現食痕，此時期可做

薑、落花生與水稻等作物，也須注意各作物栽培初期的田間巡

第一次藥劑防治，勿等到幼蟲已3∼4齡，鑽入心部大量啃食生

查，以爭取防治黃金時機，早期發現早期防範為防治秋行軍蟲

長點，此時不易防治，秋行軍蟲首重早期發現早期防治。

最重要的作為。公告藥劑請參考防檢局建置之秋行軍蟲專區

幼蟲躲藏於心葉，藥劑水量要足夠，施藥時對準心葉且行進

↑秋行軍蟲特徵

(https://faw.baphiq.gov.tw/)。

↑初齡幼蟲危害成窗格狀食痕

【文圖/黃秀雯】

↑玉米生長點受到秋行軍蟲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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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小果番茄IPM 執行要點

↑黃色黏蟲版監測密度

雲嘉南地區設施小果番茄陸續定植，
番茄的病蟲害種類眾多，包括土壤傳播

↑天敵昆蟲菸盲椿可抑制銀葉粉蝨族群爆發

網，隨手關門確實隔離，定時檢視修補
紗網破洞，阻隔害蟲入侵。

↑設施內栽植胡麻以利天敵菸盲椿繁殖

⑨化學防治：慣行田在栽培初期以化
學防治為主，並配合天敵施放或安全期

之青枯病、萎凋病、根瘤線蟲，葉片上

⑤田間衛生：清除園區及設施周圍雜

設定停藥時間。採收期間則若有用藥需

的白粉、灰黴、黑葉黴、炭疽、細菌性

草、病葉。整枝摘除老葉維持通風以減

求，儘量以安全期短或對天敵危害較小

斑點病，與秋冬季節好發的晚疫病等。

少病害發生與粉蝨藏匿。

的選擇性藥劑為主。

蟲害部分除了偶發的夜蛾類、後期好發

⑥粉蝨密度監測：於出入口、迎風

⑩天敵生物防治：設施番茄可施放天

的斑潛蠅、刺皮銹蟎外，就屬銀葉粉蝨

面等粉蝨發生熱點處設置黃色黏紙，用

敵菸盲椿以控制銀葉粉蝨密度。此外由

最難以防治。銀葉粉蝨在生育初期的主

以觀察密度變化，適時掌握化學防治時

於菸盲椿可於胡麻上取食繁殖，於設施

要危害為傳播病毒，而採收期間用藥受

機。

內栽種胡麻，有助其存活與密度增加。

限，也常因密度爆發導致煤煙病，嚴重
影響產量與品質。
土傳病害與病毒皆無藥可醫，而番茄

⑦天敵生物防治：設施番茄可施放菸

亞磷酸增強植株抗病性：預先於

盲椿控制銀葉粉蝨密度，並搭配天敵飼

低溫將至時，噴施亞磷酸混合氫氧化鉀

養作物－胡麻以增益天敵族群繁殖。

1,000倍稀釋液，誘導植株抗病力，預防

採收長達3∼6個月，期間的粉蝨管理也

⑧病毒病預防：生育初期發現罹病毒

無法倚賴化學防治，因此落實良好田間

株應立即拔除，帶離田間。健康植株與

衛生，並採行多元防治法之綜合病蟲害

病株的整枝處理應分開進行，修剪工具

管理IPM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消毒，避免機械傳播。

才是最佳策略。IPM講求將病蟲害的族

群控制於經濟危害水平之下，而非完全
消滅，除此之外也多方採行環境友善的
防治方式，而在必須進行化學防治時，
則儘量採用選擇性藥劑減低對於非目標
的傷害。以下介紹設施番茄可依循之
IPM工作要點：

①合理化施肥：種植前一個月採土樣

送試驗改良場所分析土壤肥分，再依推
薦用量施用基肥及追肥。
②徹底清園與植前淹水：種植前徹底
清園並移除前期殘株，田區淹水，以防
治藏匿土壤中之夜蛾類害蟲。
③選用健康種苗與抗病茄砧：嫁接茄
砧之種苗可有效防治青枯病、萎凋病及
根瘤線蟲等土壤病害。
④落實隔離：50目紗網可阻隔銀葉粉
蝨。出入口設置雙重門或是加覆一層紗

晚疫病的發生。

友善資材：採收期間可利用窄域
油、葵無露等防治白粉病及小型昆蟲。
【文圖/張淳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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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 提高果實品質 設施果菜節水灌溉觀摩會
為提高設施果菜水資源利用效率，同

降低肥料利用效率，同時增加土傳性病

約為4,020∼6,030公噸，其中約有50%的

時推廣設施果菜之栽培管理技術應用，

害傳播機率。藉由土壤水分張力計之讀

水流失，未被植株使用。溝灌除造成水

本場於9月份陸續辦理設施香瓜、設施洋

值可輔助了解土壤之含水率，配合植株

資源的浪費外，沒有配合生育期進行水

香瓜及設施小果番茄栽培管理觀摩會，

生育期需水量進行灌溉，使灌溉量更加

分管理，導致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降

邀請農田水利署針對節水灌溉管路補助

精準，不造成供水過多影響產量或品質

低，也容易出現裂果、臍腐病等生理異

作說明，鼓勵農民在田區設置儲水設施

之疑慮。示範園區於整地時施用生物炭

常，影響農民收益。利用滴灌方式種植

及配置節水灌溉管路。一系列的觀摩會

增加土壤碳含量，於八月上旬連續陰雨

小果番茄，不僅可節省用水，並可配合

獲得農友廣大迴響。

天氣突然轉晴後，植株仍挺立且無因雨

生育期精準給水，提高果實品質，降低

後放晴導致萎凋。

裂果發生。

黃圓滿副研究員於觀摩會中說明「香
瓜栽培之水分管理模式」，闡明設施栽

劉依昌助理研究員介紹設施小果番茄

期望藉由示範觀摩會，加速節水技術

培香瓜以滴灌方式供水/肥，具有省水、

滴灌及水分管理技術，解說小果番茄不

推廣應用，有效率地使用灌溉用水，應

省肥、雜草較少、不影響田間工作、較

同生長期水分需求，供農民日後栽培參

用滴灌系統以提升設施果菜之產量及品

有餘裕時間理蔓、設施空氣濕度增加之

考使用。設施小果番茄8成以上種植農

質，達到節水及優化生產之雙重效益。

幅度小 (病害發生低、有利於著果) 等優

民採用溝灌方式給水，由定植至採收結

點。其中又以土壤乾濕變化小，能穩定

【文圖/黃圓滿、黃瑞彰、劉依昌】

束為期約8∼9個月，每公頃溝灌用水量

設施香瓜產量與品質最具說服
力。然而灌溉時間與灌溉量須
隨著發育階段適時調整-香瓜
以果實肥大期需水量最高，開
花坐果期與成熟期之需水量則
不能過多，惟須注意當下溫度
與光強度之影響。
黃瑞彰副研究員說明目前設
施洋香瓜栽培多採溝灌方式為
主，不僅浪費大量水資源，也
↑滴灌可配合生育期精確給水，提高番茄果實品質， ↑配合土壤水分張力計，由其讀值可輔助了解土壤
並可減少裂果發生
之含水率

從 水雉保育 創造農業與生態和諧共存
水雉又稱為「菱角鳥」，由於菱角田
的濕地生態提供水雉良好的築巢與棲息

角生育狀況，園區內水雉數量也穩定增
加。

7.15，降低作物鐵毒害風險。經過半年

的努力，水雉生態教育園區開放區內面

環境，因此水雉棲地復育與菱角生長息

受到這兩年的氣候環境的影響，水

積最大的水池菱角生長狀況良好，水雉

息相關。本場協助臺南市官田區水雉生

雉生態教育園區內水生植物大幅減少，

也回到園區內繁殖，今年至今水雉已經

態教育園區，以友善資材改善土壤與水

本場經過土壤、水質檢驗後，以有機資

在該水池築了12巢。

質，農業與生態和諧共存，不僅穩定菱

材改善土壤的酸鹼性，pH由5.19提升至

根據水雉生態教育園區調查資料顯
示，今年的夏季共調查到1,307隻水雉成
鳥，比去年多了12%，復育成績斐然。
該場未來將持續協助檢驗園區的水質和
土壤，藉由試作觀察來提昇菱角的友善
種植技術，並透過農業技術維繫菱角產
業的發展，使生態環境得以保存下來，
形成多贏的局面，達到農業與生態保育
和諧共存。
【文圖/黃瑞彰】

↑水雉繁殖巢位大增

↑官田水雉園區生態池菱角苗定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