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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健康優質小果番茄競賽圓滿落幕
冠軍番茄獎 落 水上鄉
為提升小果番茄產業競爭
力，激勵果農重視健康管理
的生產理念，本場於12月22日
辦理「2021健康優質設施小果
番茄競賽」。經過5位產官學

評審過程
嚴謹

專家公平、公正、公開的評
審後，由曾啟榮先生從60組
參賽者中勝出，以平均糖度
12.3°Brix，平均單果重10.6公
克，總分96分，榮奪「2021年

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冠軍盟主。
今年是臺灣第十一屆的全國
性小果番茄競賽活動，由本場

↑評審團由左至右為農糧署傅立忠
科長、莉莉水果店李文雄先生、本場
楊宏瑛場長、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前場
長黃賢良先生、中興大學宋妤教授、
台北果菜運銷公司陳慶諭拍賣員
→各項得主大合照，恭喜各位得獎者
↓冠軍番茄獎落水上鄉-曾啟榮 (右)

主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
會、社團法人臺灣種苗改進協

評鑑現場逢機取樣測量果實糖度供評審參考，但最重要的果實

會共同協辦，邀請高雄區農業

風味及口感，還是要由評審一一品嚐，再來決定其

改良場前場長黃賢良先生、中

優劣，這也是評審為難之處，因為優秀的果品太
多，到底誰是第一名呢？

興大學宋妤教授、農糧署傅立

經過3小時品嚐、多次討論後，辛苦的評審

忠科長、台北果菜運銷公司陳

終於揭曉獎落誰家，來自嘉義縣水上鄉的農民

慶諭拍賣員及莉莉水果店老闆李文雄先生擔任評審。本次

曾啟榮一舉奪冠，為水上鄉奪下第二面冠軍獎

競賽因氣候影響僅有60組參賽，其中以嘉義縣52組最多、雲
林縣5組、臺南市1組、其他縣市 (彰化縣及花蓮縣) 2組。雖然

牌；同為民雄鄉的農民李建德和徐桐榮先生並列亞

今年秋天氣候較為炎熱，對番茄生長影響甚鉅，但報名參加的

軍；季軍有3位，分別是太保市馬啟宏先生、民雄鄉邱建成先

番茄農戶均是各地區的栽培好手，不僅生產出好吃的番茄，更

生及番路鄉江曉琪小姐。佳作10名，嘉義縣民雄鄉高文聰、鄭

是安全無虞的小果番茄果品。

啟全、張智源、何冠霖先生；太保市蔡宗佑、黃瀚毅、呂學

60件來自全國各地設施農友參加本次競賽，他們經歷大自

柔、洪瑞堂先生；雲林縣水林鄉楊淵傑先生及口湖鄉江萱庭小

然嚴峻的考驗，生產出優質的小番茄，再通過嚴格的農藥殘留

姐。頒獎典禮先由評審長李文雄先生進行總評，他嘉勉諸位參

檢測，每件能參加評鑑的果品，都是農民精心之作，當然這些

賽者，在氣候日益炎熱狀況下，所生產出的小果番茄，品質較

果品也都具有身分證，包括產銷履歷、有機標章或是農產品生

諸前幾年果品並無遜色之處，可見農民對番茄栽培的用心。此

產追溯條碼。所有的果品在12月21日交件後，逢機編碼，測量

外，建議農民除果實糖度外，適度增添果實酸度，讓番茄果實

果重、整齊度，22日上午再交由五位評審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能更具風味。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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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參加2021創新技術 Innozone 特展
「2021臺灣醫療科技展-Inno Zone創新技術特展」，於12月

2日至5日於台北南港展覽館一樓舉辦。 本場展出甫獲得2021年

度國家新創獎精進續獎之成果-「坡地果樹智慧農業核心技術之
研發與應用」。本項成果由本場與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前瞻學士學位
學程/智慧辨識產業服務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之科技部計畫，利用
無人植保機高機動性的特性，突破山坡地形限制，搭載荔枝椿
象辨識系統能判讀害蟲發生位點，結合三維空間智慧路徑規劃
演算法自動規劃航線，實現精準施藥及減少農藥使用量，提高
作業效率。
研究團隊研製之無人植保機不僅整合三合一遙控器、幫浦
流量控制功能、實時動態技術 (Real Time Kinematic，RTK)、
鏡頭、對地雷達等系統，同時開發多旋翼飛控快拆防水盒，可

以輕鬆完成快拆，將飛控系統獨立卸下進行陀螺儀、加速度計

↑2021 創新技術，本場展出「坡地果樹智慧農業核心技術之研發與
應用」

校正。以無人機高空辨識荔枝椿象之準確率可達79.6%。架設
無線感測器系統收集資料，並透過機器學習方法分析溫度、濕

椿象分離出的蟲生真菌-淡紫菌，對荔枝椿象成若蟲均有高感染

度與光照值變化與蟲害的關聯性，目前預測蟲害好發準確率為

性，本團隊透過固態發酵及液態發酵均可達到1×109cfu/ml，有

85%。透過多光譜影像進行人工智慧辨識，可辨識全域大尺度

效運用將可達到農藥減量政策目標。

種植區內植株分布情形。同步進行荔枝椿象致死劑量研究，透

展覽期間同步連線雲端，現場還有闖關活動、社群串聯、舞

過藥劑滴定試驗，得出第滅寧、賽洛寧、丁基加保扶以及亞滅

台問答等方式，同時應用線上及實體進行主題式互動，不僅讓

培的半致死劑量及90%致死劑量，並作為無人植保機實施精準

參觀民眾得到驚喜與獎品，同時讓所有網民一次接軌前瞻科技

劑量防治荔枝椿象，可有效降低用藥量60∼70%。另外自荔枝

與產業新脈動。

【文圖/陳盈丞】

國產美生菜上市囉！
新鮮沙拉吃起來～

↑透過合理省工施肥技術，延長萵苣供應期

為滿足國內外結球萵苣需求，延長國產萵苣供應期並提升
秋冬季是國內結球萵苣的主要產季，國產萵苣產地直送加

市場競爭力，本場致力於結球萵苣栽培管理相關研究，先後推

倍新鮮，快趁現在享用冬季朝陽下的清爽美味吧！結球萵苣又

出「產期產量預測技術」，確保國內生產業者妥善安排生產排

稱美生菜，既是生菜沙拉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在配料豐富的蝦

程，提升國內外結球萵苣需求供應效能；「一次性省工施肥

鬆、漢堡等料理中擔任稱職的配角，佐上一片美生菜，增添一

技術與合理化施肥量計算模式」，降低高溫期萵苣生理障礙發

份多汁爽脆的口感。

生，延長萵苣供應期；另透過病害好發環境預測技術與長期監

美生菜適合生長於冷涼季節，在臺灣夏季高溫，結球萵苣無
法形成葉球，因此夏季主要仰賴國外進口，到了秋冬季，氣溫

測生產專區害蟲發生情形，釐清病蟲害發生種類與週期，確保
防治措施精準有效，提升食品安全。

合宜，結球萵苣生產不但可滿足國內需求，更可外銷日本補足

您最近一次吃到生菜是什麼時候呢？最近再與它相遇時，不

其因寒冷無法生產的缺口，更因此成為我國重要外銷蔬菜，每

論是作為主角或配菜，請多一分留意它帶給您的獨特口感，體

年外銷可達1萬公噸。

會這片土地孕育的新鮮吧。

【文圖/張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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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質玉米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 (IPM) 示範觀摩會
秋行軍蟲防治自今年7月1日起進入第三階段由農民自主管理，為增進農民整合性防治觀念及技能，
以確保硬質玉米之收成，本場於110年12月10日在雲林縣四湖鄉辦理「硬質玉米秋行軍蟲整合性

↓初齡

幼蟲

成

窗

管理 (IPM) 示範觀摩會」。會場由陳昱初副場長主持，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陳保良簡任技正

危害

格

特地南下蒞臨指導，四湖鄉農會黃足琴秘書亦撥冗出席，另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及東勢

狀食

痕

鄉農會均派員參加，現場參與農民約55名。
本次觀摩會先由陳昇寬副研究員介紹整合性管理之理念涵蓋預防、監測、治療，硬
質玉米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於種植前可先進行翻犁、深耕、浸水等處理，平時巡田，
可隨時摘除卵塊，並了解田間危害情況，評估是否進行防治。陳副研究員特別強調秋
行軍蟲之防治首重生育前期，尤其是播種後10∼14天之黃金時機，施藥的撇步則是：
施藥量要足夠，速度盡量放慢。此次示範田透過整合性管理，果穗被害率僅約1%，成效
相當良好。接著陳勝利農友分享秋行軍蟲防治經驗也特別提到，要抓對時機，早期的防治
相當重要，這次示範田只在早期施藥一次徹底防治，後期危害就不嚴重。
田間觀摩時，與會農友除了對秋行軍蟲之防治成效表示滿意外，還對硬質玉米之栽培及品種特性
提出頗多問題，現場由本場游添榮分場長一一回覆，農民頻頻點頭，收穫滿滿。【文圖/陳昇寬】

↑陳昇寬副研究員講解秋行軍蟲整合性管理要點

↑游添榮分場長回覆農民有關硬質玉米栽培及品種特性相關問題

延後 文旦冬季修剪時期、避免影響植株開花
文旦於每年10月後柚農陸續進入冬季修剪作業，如修剪期過早，植株易視受
樹勢強弱、溫度及降雨影響，樹體易提早抽生新梢，因新梢成熟度不足，植株花
芽分化受阻，導致不開花或開花率降低等現象。經產區調查近年來約有1∼2成果
園因提早修剪，而大量抽生冬梢，造成開花、著果不穩定或大果率增加，進而影
響產量。
就文旦生理特性而言，冬季為花芽分化時期 (約12月至翌年1月)，植株必先有

成熟的枝梢、避免水份灌溉、23℃以下約2∼3星期，以利植株花芽分化。文旦修
剪時間之早晚應視植株樹勢強弱及修剪強度，
樹勢相對強健之植株修剪時間應較慢；樹勢
相對衰弱植株修剪可先進行；修剪強度越強，
↑文旦植株修剪後提早抽梢，因未
完成花芽分化，則以抽生營養梢
為主

之後抽梢速度越快，修剪強度較輕者，則抽梢

→文旦冬季修剪作業建議於12月
下旬後進行，含新抽出之冬梢
一併剪除，以利提高植株開花

12月下旬後至春梢萌發前進行，可降低提早抽

速度相對較慢。為避免修剪後植株提早抽梢，
影響花芽分化及開花，建議冬季修剪作業應於
梢，以避免影響植株開花。

【文圖/張汶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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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小胡瓜 品種比賽
依據農業年報109年統計資料，全臺胡瓜種植面積1,958公頃主
要產地為屏東縣 (687公頃、佔35%)，其次為高雄市 (277公頃、

14%)、雲林縣 (240公頃、12%)、彰化縣 (222公頃、11%)。胡瓜依
果實大小可分成大胡瓜與小胡瓜兩類，兩者皆是常見蔬菜。近年

搭建溫室數量增加，適於溫室種植之小胡瓜需具單偽結果特性，
為了讓農民有更多的選擇，並激勵種苗公司對溫室型小胡瓜新品
種之研發，促進種苗產業發展，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2月
8日共同辦理「2021年小胡瓜品種比賽」，與會來賓包括農糧署王

佩瑾技正、友場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 研究人員
以及8家種苗業者相關人員共40人。

本年度小胡瓜品種比賽，以具有單偽
結果特性，適於溫室栽培之品種為參賽對

↑業者於田間觀摩

象。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收集參賽品種之種

←評審於田間審查後進行最後階段
評比

子並予編碼，共計18品種。本場將參賽品

↓冠軍-豐田種苗行之NO.184植株
樣態與結果情形

種育苗後定植溫室中，田區設計為2重複、
每重複18株，第1重複順序排列，第2重複
逢機排列，4週種植保護株。本批次植株以
介質搭配養液滴灌模式栽培，以減低土壤
地力不均與土壤病害之影響，得以較客觀
呈現品種之差異。
比賽由本場蔬菜研究室進行栽培管理概要簡報，並提供評審委員植株生長期間之基本調查
資料，於田間進行第一階段評審。本年度臺灣種苗改進協會邀請3位評審-本場趙秀淓博士、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劉敏莉分場長、里港蔬菜產銷班張進江班長分別就植株生長勢、抗病性、
節成性、側蔓生長性、產量、良果率進行評分。
於第一階段田間評審後，採收各品種具代表性之果實，分別於室內進行第二階段口感評
審以及品種展示。於此同時，開放比賽田區供與會來賓觀摩植株生長樣態。統計兩階段之分
數，今年度由豐田種苗行之NO.184奪冠、亞軍與季軍分別為農友種苗公司之EX3218品種、稼
穡種子公司之CC2120品種。

【文/黃圓滿 圖/孫銘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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