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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高粱 播種祈福 成就共榮共好美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委員於4
月15日參加臺南市學甲區農會契作高粱
開耕、播種儀典，與金門縣楊鎮浯縣

←陳吉仲主委於契作高粱祈福記者會致詞
↓陳吉仲主委、臺南市政府黃偉哲市長、金門縣政府楊鎮浯縣長及
本場楊宏瑛場長等人現場合影

長、臺南市黃偉哲市長、金門縣農會
文水成總幹事、金酒公司黃怡凱董事
長、學甲區農會陳榮輝理事長及李曉
軍總幹事等貴賓及相關單位一同祈求眾
神庇佑高粱生產風調雨順，農作豐盈。
現場展示高粱真空播種機由陳吉仲主委及楊鎮浯縣長等人
登上播種機親身體驗。楊鎮浯縣長感謝農委會出面整合才能讓
這次高粱推廣圓滿達成。陳吉仲主委也表示，這次活動的促成
要感謝多方的合作及協助，包括品種育成、獎勵機制到現在的
推廣活動，都有勞於大家的幫忙，期經由釀酒高粱生產供應鏈
的建立，除可大量減省農業灌溉用水，也有利酒廠穩定原料供
應，增進農民收益，成就生產者與產業界共榮共好美事。
臺南區農改場高粱研究團隊歷經9年努力研發，育成釀酒用
高粱新品種「臺南7號」、「臺南8號」，為釀酒用的糯性高粱
品種，出酒率高，酒質優良，解決了過去國內無釀酒專用高粱
品種的問題。並透過在嘉義縣義竹鄉、雲林縣土庫鎮及臺西鄉
等地區的試作，證實臺南7號及臺南8號耐旱且耐淹水，在雲嘉
南地區進行推廣，適應性良好。
學甲區農會在農委會農糧署產業輔導及臺南區
改良場栽培技術指導下，配合政府政策調整學甲區
休耕輪作制度活化休耕地，推廣一期種植高粱、二
期硬質玉米耕作模式，有利農田的活化利用，藉由
契作模式的建立，有助提高國內高粱自給率，建立
具臺灣特有風味的釀酒高粱生產供應鏈，不僅有利
金門酒廠穩定原料供應，同時能增進農民的收益。
陳吉仲主委表示，大面積推廣高粱契作對臺灣
農業有很多正面效益，一方面是能夠節水，另一方
面可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作為新興節水作物，種
植高粱比起水稻，一期作每公頃約可節省10,700公
噸的灌溉用水量。至於收益方面，除了金酒公司契
作保價收購外，今 (111) 年開辦雜糧類作物農業保

險第1張高粱收入保單，解決長期以來臺灣地區因

颱風豪雨或金門地區因乾旱缺水，造成高粱產量收穫銳減等不
確定因素的衝擊，讓農民收入保障，種植更安心。同時導入智
慧農業鏈結高粱產銷履歷，協助充實產銷設備，並輔導共同用
藥防治及實施標準化田間管理作業，落實產品自主留樣檢測，
建立批次管理制度，包含協助質譜快篩檢驗與補助農藥檢驗
費，以建置完善生產供應鏈。未來希望能將契作高粱提升至最
高品質，讓消費者得以品嚐到臺灣產銷履歷的高粱酒，甚至行
銷到國際市場，營造多贏的局面。
【文/張庭禎、節錄農委會 圖/張庭禎、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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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稱本場) 聯合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以

「蟲害監測及綜合管理技術」及

下稱桃園場) 4月13日於臺南市柳營區太康有機專區辦理「設施

「害蟲自動監測器」等技術，

有機蔬菜省工及友善栽培技術觀摩會」，由本場楊宏瑛場長及

特結合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發

桃園場郭坤峯場長共同主持。

「可變行株距葉菜移植機田間操

會中由本場研究人員介紹「自走式土壤蒸汽消毒機」、「生
物性有機液肥製作技術」、「蟲害監測及綜合管理技術」及
「害蟲自動監測器」等技術，並由桃園場介紹該場研發「可變

場

楊宏

瑛場 長主持觀摩

會

↓

本

設施有機蔬菜栽培省工友善新技術
消毒、種植、補肥、蟲害監測 面面俱到

作技術套組」，一起提供相關生
產者及團體實地觀摩。
本次觀摩會旨在介紹設施有機蔬菜

行株距葉菜移植機田間操作技術套組」，另由本場義竹工作站

省工及友善栽培技術應用，以電力驅動的自走式土壤蒸汽消毒

彭瑞菊站長引導與會人員於設施有機蔬菜田區示範場地，觀摩

機，可避免設施中空氣汙染問題，並以物理方式改善雜草、土

蒸氣消毒機及移植機之實際操作及液肥技術導入之栽培結果。

傳性病蟲害及連作障礙問題；生物性有機液肥可迅速提供植物

最後由賴東卿農友分享技術導入經驗，並由本場場長及桃園

養分，提高作物抗病性並改善土壤理化性質，有助土壤之永續

場場長聯合主持綜合討論時間，與會人員針對研究技術成效推

經營利用；設置監測系統即時反應田間病蟲害發生情形，利於

廣、移植機應用建議及蒸氣消毒機詳細操作參數等問題進行提

落實精準防治管理；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展示可變行株距葉菜移

問，經本場楊宏瑛場長、桃園場郭坤峯場長、生物機電研究室

植機及其田間操作技術，包含機械操作、育苗、作畦及田間管

黃柏昇助理研究員及本場楊清富副研究員等研究人員說明與回

理之配套措施與應用效益。

答，均獲得滿意答覆，活動圓滿結束。

本場與桃園場透過示範，落實各項技術於田間應用，有助新

本場為推廣設施有機蔬菜省工及友善栽培技術，紓解產業缺

興技術與產業接軌。藉由各種新技術不斷地導入與現有作業改

工問題，增進農業環境永續耕作，持續策劃與導入省工及友善

進，期待持續提升設施有機蔬菜產業競爭力，確保產業永續發

栽培技術應用於設施有機蔬菜生產，本次介紹及展示項目包括

展。
【文圖/張為斌、彭瑞菊】

「自走式土壤蒸汽消毒機」、「生物性有機液肥製作技術」、

↑實地展示自走式土壤蒸氣消毒機應用

↑實地展示可變行株距葉菜移植機應用

雲嘉南地區草莓設施栽培觀摩 暨 產業交流座談會
本場5月5日於在嘉義縣太保市沁霖觀光農園辦理「雲嘉南地區草莓設施栽培觀摩暨產業交流座
談會」，由本場副場長陳昱初與太保市農會黃麗貞總幹事共同主持，現場參加人員80餘人，含嘉義

↓陳昱
初
副

↑桃園場郭坤峯場長主持觀摩會

持觀摩會
長主
場

縣政府、農委會農糧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業試驗所、種苗改良繁殖場、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及雲嘉南地區種植草莓或有意願投入草莓種植的農友。由本場吳雅芳副研究員
介紹雲嘉南地區種植草莓的主要病蟲害種類，及以IPM為基礎建構安全友善的管理措
施，其中設施栽培草莓主要的關鍵是必須有健康的種苗，杜絕病蟲源進入設施內，搭
配現場的監測，適時投入防治資材。侯喬偉則分享其投入草莓設施育苗及栽培的經驗
及心得，並現場介紹相關措施，也傳達他對草莓產業在南部地區發展的理念及願景。
現場觀摩後，由農友提問進行交流，包括政府的輔導協助措施、投入成本、種苗價
格、健康種苗來源、栽培管理技術、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草莓栽培相關課程等，
詢問熱烈，並由現場各單位專家及侯喬偉回答說明，也期許本次的觀摩及交流座談是
一個起點，可以開啟雲嘉南地區草莓種植的新方向並促進產業的發展。
【文圖/吳雅芳】

↑本場吳雅芳副研究員說明病蟲害種類及IPM
概念與建康種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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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立葉開花期－籲請掌握病蟲害防治先機
蓮立葉出現後進入開花期，隨著溫度逐漸升高，危害蓮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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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蟲密度也逐漸爬升。其中，又以取食葉片的小黃薊馬、夜蛾

絡。

類及毒蛾類危害特別嚴重。為確保蓮子之收成，臺南區農業改

除防治薊馬、夜蛾類及毒蛾類外，同時可將藥劑加入配置
好之亞磷酸中和液 (亞磷酸與氫氧化鉀1比1混和)，將中和液當

良場籲請農友提早進行病蟲害防治。
小黃薊馬蟲體細小，喜歡躲藏在縫隙間，蓮葉在未展開前，

成水來稀釋殺蟲劑使用，以增加植株對水生真菌類的抗病力，

最適宜其躲藏及危害，常造成展開之新葉皺縮。當薊馬密度高

如蓮莖腐病。由於亞磷酸為強酸、氫氧化鉀為強鹼，配製時須

時，會造成葉片褐化、捲曲，蓮蓬也會受害，影響蓮子的產量

先秤好相等重量，分別先溶於水中，再混合使用。或者先溶解

及品質。因此應注意田間蓮葉是否有薊馬活動或發生皺縮情

亞磷酸後、再溶解氫氧化鉀。切不可將兩者同時加入水中，或

形，及時施藥防治，以控制薊馬密度，防止其大量發生危害蓮

將兩者混合，再加水稀釋。使用方法為葉面噴佈800倍稀釋液

蓬，避免嚴重損失。防治時以動力噴霧器進行藥劑噴灑，露水

(100公升水中加入125g亞磷酸與125g氫氧化鉀，即為800倍稀釋

乾後將藥液噴至葉背及葉柄等害蟲棲息處，避免直接噴施於蓮

液)，每週施用1次，連續3次後隔1個月再施用3次，調配當日使

子，每隔7天施藥一次，可確保防治效果。葉上如發現有斜紋夜

用效果較好。亞磷酸+氫氧化鉀中和液被植物吸收後可誘導健康

蛾或毒蛾啃食時，可同時防治，或另以蘇力菌防治。藥劑防治

植株的系統性抗病，主要目的為預防，無治療效果。

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tactri.gov.tw/ppm/)，搜

【文圖/陳盈丞、蔡孟旅、張淳淳、陳昇寬、吳雅芳】

尋「蓮」之登記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

↑
蓮莖
病癥
腐病病
藕
菌感染蓮

↑

↑

聚集

危害 蓮葉 之毒 蛾

幼蟲

聚

集危

害蓮 葉之 斜紋

幼
夜蛾

蟲 ↑小黃薊馬危害蓮葉後，可於蓮葉葉背
看到褐色食痕

稻作四選三轉作大豆說明會
近年來水資源日益不足，為降低水稻停灌風險，以及調整稻米產業結構，建立有
效率的水田輪作制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自110年第1期作起推動稻作四選三措
施，輔導稻農於連續2年4個期作中最多可選擇3個期作交公糧或領稻作直接給付。因此
4個期作，至少有1個期作申報種植其他非水稻作物或辦理生產環境維護措施。本場轄

區為水稻主要產區，為了讓長期種植水稻的農民了解農業政策及協助轉作，於4月12日
及13日在雲林縣種植梗稻面積最多的大埤鄉辦理稻作四選三轉作大豆說明會，大豆是
良好的輪作且節水作物，肥料需求低，且全面機械化，勞力負擔少，為適合農民轉作
↑4月12日在大埤鄉慈天必生宮召開說明會由
楊宏瑛場長主持

的作物。此次說明會由農糧署雲林辦事處王秀雲課員講述稻作四選三、農業保險等政
策，本場吳昭慧副研究員講解大豆栽培管理要點，共計130人參加。 【文圖/吳昭慧】

西瓜栽培管理諮詢輔導
近來西瓜因生長期受低溫影響導致生長受
阻，及後期因霪雨開花著果率不佳，本場陳昱
初副場長及相關研究人員於4月15日及26日分
別配合賴惠員立委及蔡易餘立委辦公室，於學
甲區頂洲里及義竹鄉地區，協助大西瓜及小西
瓜相關栽培管理技術諮詢服務及輔導。

↑陳昱初副場長及相關研究人員於西瓜田輔導 ↑受影響西瓜田狀況

中華民國 111 年五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311 期

大蒜生產機械整合應用－ 種植 到 收穫 輕鬆又省工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稱本場) 於4

月19日在東勢鄉辦理大蒜機械化作業示

範場域觀摩會，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
專程南下與蘇治芬立法委員、本場楊宏
瑛場長及陳倉富總幹事共同主持。
國內大蒜種植面積據109年統計，全臺
有4,687公頃，產量44,947公噸，以大片
黑為主要種植品種，主要產區為雲林、
彰化縣、臺南市等地，其中又以雲林為
大宗，總面積達全臺的九成以上。而現

↑陳吉仲主委宣示大蒜產業機械化發展期程
↑陳吉仲主委與本場楊宏瑛場長聆聽南改型
蒜頭採收機使用方式

今大蒜生產體系種植、收穫作業幾乎以
人工為主，面對農村人力短缺、雇工困

而大蒜收穫機械方面，本場引入試用

難等缺工問題，目前大蒜栽培也面臨勞

日本大蒜切莖機、寬畦收穫機，並嘗試

力缺乏，常導致延誤種植及錯失收穫適

改良大蒜挖掘機進行大蒜收穫作業。

期而影響品質的問題，影響農民收益。

陳主委表示全力支持大蒜機械化，現

為因應以上需求，本場於110年完成

場宣布3年內完成大蒜產業機械化，採收

開發附掛式大蒜播種機，以夾取式取蒜

機補助2/3，種植機與乾燥機補助1/2。目

種，浮動接地輪可調整種植深度，並一

前國內大蒜機械亦有農機業者響應農民

次完成開溝、種植、覆土及鎮壓，經田

需求進行開發，期許未來建立大蒜機械

間反覆測驗後，附掛式大蒜播種機作業

化整合作業流程，改善種植、採收的人

能力為每小時可播種0.07∼0.1公頃，估

力缺乏問題，提高農民種植意願，提升

算每天可種植面積約為0.56∼0.8公頃，

大蒜產業競爭力，增加栽培面積。

對照人工播種每人每天僅可種植0.03∼

↑南改型附掛式大蒜種植機種植情形

【文圖/王志瑋】

0.04公頃，人機比約為18倍。

↑臺南場研發大蒜收穫機

使用循環物流籃外銷日本 創造臺灣鳳梨截切產品新商機
農委會主任委員陳吉仲4月20日在嘉義召開「外銷物流籃 好運旺旺萊」鳳梨銷日記
者會，與嘉義縣翁章梁縣長共同見證臺日業者合作使用循環物流籃，將去冠芽金鑽鳳
梨直送到日本截切廠，以截切鳳梨商品方式上架主要連鎖超商，迎合日本消費者的購
買習慣，讓更多日本消費者品嚐到美味的臺灣鳳梨。
因應中國大陸暫停我國鳳梨輸入，農委會採取內銷、加工及外銷等措施，去年總共
外銷超過2萬8千公噸，其中銷日將近1萬8千公噸，成功穩定國內產地價格與確保農民
收益。今年設定3萬公噸的外銷目標，截至4月17日止，外銷數量已達14,065公噸，其
↑鳳梨銷日記者會現場由陳吉仲主委 (右
二)、翁章梁縣長 (左二)、陳明文委員 (右
一) 及陳映延理事主席 (左一) 進行鳳梨切
片機示範，共同推薦臺灣優質鳳梨

中多銷往日本市場，顯見日本消費者對於臺灣鳳梨品質的高度肯定。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紙箱原物料供應緊縮及製作成本上漲，臺日兩國業者共同
合作，採用可重複使用且符合國際鮮果輸送規格的循環物流籃盛裝去冠芽鳳梨，抵達
日本後立即進行截切，除可確保臺灣鳳梨優良品質、符合日本消費者的購買習慣，同
時也節省包裝耗材及冠芽廢棄物處理等費用，符合循環再利用與減少廢棄物處理國際
趨勢。除包裝成本約節省15%外，搭配自動化鳳梨去冠消毒機進行殺菌與癒傷，並透
過跨境物流業者全程冷鏈運送，抵達日本後直接送進截切廠，再由日本循環物流籃租
賃公司提供物流籃就地回收、清洗與直送臺灣包裝場之服務；至於鳳梨截切商品完成
後，將於主要連鎖超商通路販售。
農委會除積極輔導農民與集貨包裝場，加強果實田間管理，以及改善包裝作業區清
潔與隔離等作業，更樂見臺日業者合作推出截切鳳梨產品，進入日本主要連鎖超商通

↑輸日鳳梨封櫃儀式

路販售，提供更為便利及優質的臺灣鳳梨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