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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會 動 態

傳承新世代，「琪」望農會好未來傳承新世代，「琪」望農會好未來

文／蔡本原、梁燕青、林錦宏

花壇鄉農會顧碧琪總幹事頂著高階企業管理碩士的光環，在全

體理監事支持下，接任農會總幹事，傳承父親顧前總幹事金土服務

茄苳腳鄉民的精神，拓展農會新紀元。

顧碧琪總幹事具有深厚金融背景與專才，曾在彰化六信服務，

培養基層金融經驗，民國88年進入農會體系，先後在大村農會、花

壇農會任職，擔任過信用部、家政指導員及推廣股長等職務，配合

推動政府政策，例如濕穀收購、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等，有非常亮

麗的成績。另在產業面，積極輔導轄內艾草、茉莉及稻米產業的發

展，舉辦「艾茉產業文化」、「包粽送愛心」米食推廣活動，發揮

社會公益功能，受到理監事一致的肯定，全力推薦擔任總幹事。在

上任當天，前往農會道賀人潮絡繹於途，會場爆滿，表露農會人和

萬事興的好采頭。顧總幹

事期望秉持繼往開來的治

會精神，打造農會就是

農民的家，提昇信用部功

能，以服務農民鄉親需求

為最高原則，讓花壇鄉的

農民感受到農會的用心，

一起為花壇農業來打拼，

開創農會新契機。

彰化社頭鄉除了已知

的芭樂、龍眼、荔枝等等

農產品以外，清水巖寺的

人文歷史也非常有名，而

附近的十八灣挑鹽古道以

及長青自行車路線更是愛

好運動及親近大自然者的

好去處；鑒於社頭鄉農會

清水辦事處場所從成立以

來都是租用民宅來充當辦

公場所，諸多不便，於是

在蕭總幹事浚二先生特別規劃及農委會支持之下，興建一處專屬農

會的辦事處以及農特產品精品館為據點，對於來此休憩運動的人們

推銷在地農特產品，除此之外，還販賣社農咖啡、桂圓紅棗茶等在

地特色飲品，咖啡豆以及桂圓肉都是使用社頭鄉在地的農產品，咖

啡豆更是本鄉咖啡產銷班所栽種，非常具有在地風味；而農特產品精

品館更是集合了今年農漁會百大精品多項伴手禮，可以讓來往的遊客

及民眾能更便捷的購買到適合送禮的農漁會百大精品伴手禮盒。

精品館開放時間為每日上午8：00至下午5：00。

聯絡人為推廣股陳昌興，電話：048-732516分機37。

文圖／社頭鄉農會　陳昌興

社頭鄉農會農特產精品館社頭鄉農會農特產精品館
正式開幕啟用正式開幕啟用

農委會陳主任委員武雄親臨社頭鄉農會參與
農特產精品館揭牌儀式農特產精品館揭牌儀式

會 主任委員 社頭 會參農委會陳主任委員武雄親臨社頭鄉農會參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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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梨
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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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廣告

社團法人臺灣農學會鑑於本場以農業試驗研究、技術推廣、農民

教育，促進地區農業產業發展及國際合作之卓越成就，績效顯著，特於

100年12月23日在該會第3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頒給本場農業學術事業

團體獎，以資表揚。頒獎典禮由黃副主任委員有才代表理事長陳主任委

員武雄頒獎，本場由張致盛場長代表接受頒獎。張場長表示，此次本場

得以獲此殊榮，係全場同仁多年來在良好基礎之下努力之成果，今後當

更加努力，以提昇本場試驗推廣、技術輔導及服務農民之能量，以不負

各界之期望。

社團法人臺灣農學會褒獎狀主要內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

區農業改良場歷年來積極致力於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已完成命名之新品

種92種，取得植物品種權20種、專利權35種、商標權3種，其技術研發成

果豐碩，並已完成技術移轉99件，技轉金累計已達2,287萬元。該場辦理

文／洪美裕　圖／魏芳明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榮獲社團法人臺灣農學會頒發農業學術
事業團體獎，本場由張場長致盛代表接受獲獎殊榮事業團體獎，本場由張場長致盛代表接受獲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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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穗要冷藏多久才適合高接？梨穗要冷藏多久才適合高接？
文／徐錦木

新 知 專 欄

蕎麥保健產品生產技術蕎麥保健產品生產技術--蕎丹納及紫山蕎膠囊蕎丹納及紫山蕎膠囊

文圖／廖宜倫、林訓仕、陳裕星

全臺高接梨在11月到次年2月份都是適合高接時期，高接作業是決

定生產成敗的關鍵，除了梨園橫山梨母株狀況外，梨穗的狀況配合良

好，才能順利開花結果。梨農的以往經驗，在取得梨穗後，需要再冷藏

一段時間，通常豐水梨穗20-30天，新興梨穗1-1.5個月後進行高接，開

花才會整齊。

梨樹原生於溫帶地區，有明顯的四季變化，在嚴寒冬季不適合生

長，樹體適應環境發展出休眠性，確保植株不會凍死，等春天來臨後才

萌芽生長。梨穗滿足低溫需求後才會萌芽、開花。根據國外資料，打

破休眠最佳溫度是7.2℃，溫度上昇或下降時，打破休眠的效果也會下

降，若超過15℃以上無打破休眠效果，而且會扣減已累積的低溫效果。

梨農依以往經驗來決定冷藏時間，但實際冷藏多久才能滿足梨穗低溫需

求？若時間不夠，有什麼方法可以提早高接？這些問題常會困擾梨農。

新興梨和豐水梨是目前高接的二大品種，豐水梨的低溫需求約在

750-800 CU(低溫需求單位；7.2℃/小時)，新興梨的低溫需求約在1400-

1500CU。梨樹從落葉開始即感受低溫，進行打破休眠過程。日本往年

落葉期在11月中旬左右，自然環境溫度已開始累積低溫時數，第一批豐

水梨穗12月5日進口到臺灣，事實上梨穗已有累積低溫約250CU，再加

上修剪枝條時，創傷會有部份打破休眠效果，第一批豐水梨穗冷藏20天

即可確保滿足低溫需求，若要提早高接，又確保開花率，用維持45℃溫

水，浸泡枝條30分鐘的溫湯處理法，同樣有部份打破休眠的效果，可以

增加開花整齊度。若12月20日進口到臺灣的梨穗，在日本累積低溫約可

再加300CU，冷藏8-10天就可滿足豐水梨穗的低溫需求；而延至12月底

進口豐水梨穗不用冷藏即可逕行高接作業。新興梨穗的低溫累積時數算

法和豐水梨相同，但要多約700CU，冷藏天數多加29天。一般而言，日

本氣溫較低，12月以後延後採穗時間可扣減相同冷藏時間。

在梨山生產的新興梨穗，依據梨穗服務團往年試驗結果，在12月

初所剪新興梨穗冷藏時間4星期，可以滿足低溫需求。梨山自然環境低

溫，剪穗時間每延後2天，可扣減冷藏時間1天。在12月底剪新興梨穗，

冷藏2星期即可滿足低溫需求。在元月中旬剪的新興梨穗，冷藏1星期可

以高接，元月下旬剪的新興梨穗可以不用冷藏立即高接。梨山地區在不

同時間點，所採取新興梨穗需要的冷藏時間，整理如下表可供參考。

表一、國產新興梨穗採穗時間及冷藏天數對照表(梨產銷技術服務團資料)

採穗時間 12/1 12/10 12/20 12/30 1/10 1/20 1/30

冷藏天數 30 25 20 15 10 5 0

梨農經由上述的算法，可以清楚知道所取得的梨穗，需要冷藏多

久才能滿足低溫需求，也可以推算及安排人工、物料，使高接作業流程

更順暢，以最精簡的花費得到最佳的效果。

蕎麥屬於雜糧作物，除供作糧食用外，本身又具有芸香苷(Rutin)、

槲皮素(Quercetin)、D手性肌醇(D-chiro-inositol)等功能性成分，因此蕎

麥兼有保健植物之特性。

蕎麥在臺灣的栽培面積每年僅約10公頃左右，主要供作蕎麥麵及

其他產品之原料用，為增加蕎麥栽培面積及提高農民收益，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以往已積極進行選育高產量、高品質的品種，

以及建立省工栽培方法等作業，並已選育有普通蕎麥品種臺中1號、3號

及5號以及韃靼蕎麥品種臺中2號等品種供農民栽培使用，進而降低農民

栽培成本，提高國產蕎麥競爭力。

除積極選育新品種及改善栽培方法來增加蕎麥產量外，臺中區農

業改良場也同時宣導蕎麥保健特性及推廣蕎麥利用性，並已陸續開發蕎

麥株袋茶、蕎花益壽禮盒外，並配合農會研發蕎麥麵等相關產品外。近

來為增加蕎麥多元利用性，開發出以蕎麥萃取物為主體、其他保健成分

為輔之「蕎丹納、紫山蕎」膠囊，期能透過蕎麥的功能成分所具有的成

效，更加強農友栽培蕎麥的契機，進而帶動蕎麥產業。

「蕎丹納」膠囊為利用蕎麥萃取物為主，丹參萃取物及納豆菌等

為輔研製而成，「紫山蕎」膠囊也是以蕎麥萃取物為主、並輔以山苦

瓜萃取物、紫米萃取物進而製成，兩者均利用蕎麥萃取物含有芸香苷

（rutin）、槲皮素（quercetin）、D-手性肌醇(D-chiro-Inositol)等功能成

分所具有的療效特性而製成。芸香苷在醫學上已被確定對視網膜出血、

微血管中風及冠狀動脈阻塞有顯著療效，另對血管具擴張強化作用；槲

皮素具有抗氧化作用，

對於微血管破裂具有修

補作用；而D-手性肌醇

能促進胰島素功能進而

降低血糖。因此蕎丹納

及紫山蕎膠囊，為針對

現代文明病-高血壓、高

血脂及高糖尿的患者平

日保養之食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所開

發出蕎丹納、紫山蕎膠

囊已於100年6月1日技

術移轉於大億生醫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正準備

量產供國人使用，除對

國人健康具有保健功效

外，並期許能針對蕎麥

栽培農友帶來更多收益

及契機。

瓶裝蕎丹納及紫山蕎膠囊瓶裝蕎丹納及紫山蕎膠囊

蕎丹納及紫山蕎之膠囊形態蕎丹納及紫山蕎之膠囊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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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專 欄

文圖／邱禮弘

優質優質紅龍果紅龍果著果期間的管理事項著果期間的管理事項

紅龍果俗稱“火龍果”，盛夏期間在各式量販店或一般市場

水果攤販上，皆可見到其美麗艷紅的倩影。除了進口貨的陳列外，

近年國產紅龍果在品質及產量上皆有顯著提升後，也逐步在市場上

占有一席之地。紅龍果的品質高低也反應在市場拍賣價格上，茲以

2007年9月1日(此際為國內盛產期間)台北第一拍賣市場的批發價為

例，是日最高價為300元/公斤，而最低價卻只有5元/公斤，二者價

差達60倍；顯見紅龍果售價在臺灣市場最主要的取決因素是品質。

而注重紅龍果著果期間的管理細節，則是生產優質紅龍果的重要措

施；以下為優質紅龍果著果期間必須注意的管理事項：

紅肉種人工授粉

國內目前經濟栽培的白肉品種，並不需要刻意進行人工授粉作

業即可順利發育為大果；天候正常時，即使進行人工授粉，也並無

明顯提升果實品質的效益。然而大部份的紅肉品種則仍須於夜間採

行人工異花授粉作業，才能確保大果率的生產。最佳人工授粉時機

乃於花朵綻放而花藥開裂時，一般於晚間9時許至凌晨2時之間最適

宜；此時花粉量最多，也最容易蒐集。授粉工具為軟細毛筆及直徑

約10公分之白色淺碟皿，另應攜帶頭燈以利授粉作業之照明用。在

人工授粉的過程中，必須掌握“先授後取”的技巧原則，才可避開

自花授粉的情形發生；因此可先用毛筆蒐集4～5朵的花粉量後，才

進行人工授粉作業，此時用毛筆沾取淺碟皿上的花粉，再輕撒播花

粉於開裂的柱頭(雌花)上。每朵花必須在完成人工授粉後才能進行彈

取花粉作業；可先將淺碟皿伸入花瓣內的花藥(雄花)下方，再用毛筆

輕彈及晃動已開裂的花藥(絲)，以利花粉散落至下方的淺碟皿上。而

先前只取花粉而未授粉的4～5朵花可於最後才進行人工授粉作業，

如此即可完全達成異花授粉的目的。另利用放養蜜蜂於清晨協助授

粉，雖可達到異花授粉以增進紅肉種形成大果率的目的，但仍以夜

間人工授粉的效果最好也最穩定。至於人工授粉用之花粉源，無論

是來自紅肉品種或白肉品種，其二者的效益並無明顯的差異性。

謝花除瓣剪花柱

紅龍果是屬於夜間開花，於第二天清晨即逐漸閉合凋謝的作

物，由於其花器特別地碩大且為肉質狀，於謝花後花瓣(含部份花

萼)易腐解而後乾燥附著於果實上。夏季高溫時期，於謝花乾燥過程

中，如遇上陰雨(如颱風期間)或濕度高的天候時，其肉質狀的花瓣

極易腐爛而病菌感染至果實頂部的果萼處，或污損(黏附)到果實表面

而影響著色的均一性；因此必須進行謝花後的摘除花瓣作業。花瓣

摘除時機應視天候而定，一般晴天高溫為謝花後第4～5天，若是陰

天涼溫則需在謝花後的5～7天時進行除瓣作業；此時花瓣與果實頂

部的果萼處已略形成離層帶(為黃色與綠色的雙色界面)，可輕易摘

除已萎凋的花瓣又不傷及果萼的組織。如過早進行摘除作業，則會

因離層未形成而不易分離，或因用力拉扯而傷及果萼組織，不利果

實頂部周緣萼片的優型化；反之，若太晚才進行摘除作業，則會因

花瓣已部份腐解而無法輕易完全摘除，且因除瓣傷口不平整而導致

部份病原菌的棲息感染。因此如能掌握最佳的除瓣時機，將有利果

萼處的傷口癒合，且促進果實頂部萼片的完整發育。一般於適宜除

瓣時機進行摘取花瓣後，其花柱尚未褐化變黑色，此時不宜立即剪

（挖）除花柱；應再經2-3日後俟其完全褐化黑變後，才進行剪除花

柱作業。如此可避開剪除花柱之傷口感染病菌，以及影響日後果實

的順利肥大。

套袋防蟲果色豔

紅龍果著果期間為了防止東方果實蠅及部份瓜實蠅的危害，常

採行套袋作業；一般以紗網袋(黑色或綠色)、紙袋(含報紙袋)及不織

布袋為主。其中採用可遮光資材來套袋者，不僅可免除因噴施農藥

或枝條肥培管理時的污損，還可達到促進果實的轉色鮮艷及均一，

以及果表上肉質鱗片的細

緻化等效果；除此之外，

還可避免機械傷害，因此

最遲須於採收前10日套

袋，以利果實的轉色完

全。惟近年來紅龍果園的

東方果實蠅危害程度極為

嚴重，建議於謝花摘除花

瓣及剪除花柱等作業後，

即可儘早進行套袋作業。

套袋資材則以能阻絕陽

光、不易積水，且無污染

果實表皮之虞者，為選擇

的考量重點。上述套袋作

業雖會增加生產成本，但

為培育優質的果品，此管

理作業將不可或缺。

採行套袋是優質紅龍果的必備管理作業採行套袋是優質紅龍果的必備管理作業

離層帶方形成時正是除瓣時機離層帶方形成時正是除瓣時機

花柱未褐化變黑，不宜剪除花柱未褐化變黑，不宜剪除人工授粉（一）：應先授粉人工授粉（一）：應先授粉 人工授粉（二）：再取花粉人工授粉（二）：再取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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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防 疫 專 欄

學　　名：Tenuipalpus paacifi cus Baker

外形特徵：成蟎桔紅色至桔黃色，背方有不規則黑色斑點。身體扁平，

長約0.2－0.3毫米，身體約中央處的分縫明顯，將身體分為

前半體與後半體。前半體圓鈍，後半體較尖，腹部末端明

顯窄縮，休息時四對足均向外直直伸出。卵桔紅色，為兩

端較鈍的橢圓形。幼蟎桔紅色，三對足，橢圓形；若蟎四

對足，桔紅色，背方開始出現黑斑。

寄主植物：蝴蝶蘭、朵麗蝶蘭、朵麗蘭、石斛蘭與狐狸尾蘭等蘭科植

物。

發生及危害：太平洋偽葉蟎為蝴蝶蘭葉片之首要害蟎，且可為害多種蘭

科的植物。偽葉蟎繁殖能力強，主要棲息於葉背靠近中脈

文圖／王文哲、林大淵、王妃蟬、白桂芳

太平洋偽葉蟎的發生與為害太平洋偽葉蟎的發生與為害

太平洋偽葉太平洋偽葉 成成 太平洋偽葉太平洋偽葉 為害狀為害狀

調查局「舉報商品囤積單一窗口」調查局「舉報商品囤積單一窗口」

電話：0電話：0800-007-007800-007-007

於臺灣已知為害葡萄之介殼蟲有棕櫛盾介殼蟲  Hemiberlesia 

lataniae、橘臀紋粉介殼蟲Planococcus citri及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P. 

minor，其中棕櫛盾介殼蟲主要為害葡萄枝幹，而兩種粉介殼蟲主要

為害果實。橘臀紋粉介殼蟲及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均屬粉介殼蟲科

（Pseudococcidae），皆為多食性，寄主範圍多達60~70科植物，其中包

含許多重要果樹，如柑橘類、葡萄、柿、番石榴、番荔枝等作物。

粉介殼蟲全年皆會發生，春、秋兩季害蟲族群量較多。雌成蟲無

翅，體表覆蓋白色粉狀蠟質，卵產於體後方所分泌的白色棉絮狀蠟質

卵囊中。當若蟲孵化後會鑽出選擇適合的處所，此時期為主要的擴散

期，而螞蟻對其具有保護及協助傳播的作用。

若蟲和雌成蟲會群集於隱蔽或陰溼的環境中，取食時以刺吸式口

器吸食植物組織汁液，葡萄果蒂、果柄、果實、嫩芽或葉腋較易受害，

取食後所分泌之蜜露會引發煤煙病，除使果實失去商品價值外，嚴重時

會影響葉片進行光合作用而枯萎。另外於國外記錄，粉介殼蟲可傳播多

種重要的葡萄病毒病，如葡萄A病毒（GLA）、B病毒（GLB）及葡萄

捲葉病毒（GLRV）等。

目前於葡萄之粉介殼蟲尚無推薦藥劑，必要時可使用推薦於防治葡

萄其它害蟲之藥劑，如20%達特南水溶性粒劑3000倍或24%納乃得溶液

1000倍來防治。採收後應注意清園，每年冬季修剪後，蟲體多隱匿於枝條

及主幹之樹皮內，此時可利用礦物油防治，降低族群密度。果實套袋時

要注意封口是否緊密，或是否有蟲體藏匿於幼果間，否則反而提供隱蔽

環境，使其在袋內繁殖，致採收後才發現整串葡萄都受害而無法收穫。

為害葡萄之粉介殼蟲介紹與防治為害葡萄之粉介殼蟲介紹與防治

文圖／王妃蟬、林大淵、白桂芳

或葉緣處刺吸為害。受害葉片初期脫色且呈斑駁狀，往往

被誤認為是被病毒感染；隨後受害葉片逐漸變為褐色。高

密度偽葉蟎危害之被害部位葉背凹陷，斑點佈滿全葉，甚

至黃化、落葉，影響蝴蝶蘭之正常生長，失去商品價值。

偽葉蟎發生初期密度低時不易察覺，如未能及時防治，待

葉片外觀呈現斑駁時，偽葉蟎蟲口數高且不易以藥劑防

除。低溫也會影響偽葉蟎繁殖，但在台灣低溫之際花農往

往會為促使蝴蝶蘭抽梗開花及其品質優良，會對蝴蝶蘭進

行溫度的調控，在這樣情況下相對地亦提供偽葉蟎族群的

增殖。因此如何隔離與及時防治偽葉蟎，是為蘭園蟎害管

理首要之務。

粉介殼蟲危害葡萄果實情形。粉介殼蟲危害葡萄果實情形。 若蟲及成蟲取食後會分泌蜜露，汙染果實甚至若蟲及成蟲取食後會分泌蜜露，汙染果實甚至
引發煤煙病。引發煤煙病。

粉介殼蟲於果實袋內取食為害，使葡萄失去商品價值。粉介殼蟲於果實袋內取食為害，使葡萄失去商品價值。

　　為防治經濟犯罪，法務部調查局「舉報

商品囤積單一窗口」，受理民眾檢舉囤積、

哄抬、壟斷物價案件，敬請多加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