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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新 知 專 欄

紅龍果的冬季修剪
文圖／陳盟松
紅龍果為原生於中南美洲熱帶雨林的三角柱屬仙人掌植
物。在臺灣中部地區6~10月為紅龍果生殖生長期，此時期約
有12~14批的花苞陸續形成。11月起因日長縮短、氣溫降低，
植株生育狀態進入營養生長直至隔年4、5月止，此階段枝條
（肉質莖）的刺座部位開始陸續抽萌新梢。
紅龍果枝條生長發育由萌芽至成熟可順利形成花芽約需
5~6個月，因此紅龍果枝條修剪時期，應依據個人園區產期規
劃加以調整修剪時間。以一般栽培管理而未進行秋冬夜間電
照延長產期的栽培模式，應於
秋末最後一批果實採收後進行
3年生以上的老化枝梢修剪作
業。紅龍果新梢成熟後約有兩
年的時間可作為結果枝進行果
實生產。第3年後枝條上的刺座
大多已開過花，因此可利用的
刺座已所剩不多，故在果實生 ▲紅龍果冬季修剪應於果實採收
後進行
產上明顯喪失競爭力。另外，
紅龍果多於樹冠頂部外層重新培育結果枝，在結果層的枝梢
分佈以當年生枝條位於最上層，中間層為去年生結果枝，而
最下層為3年生或更老的枝條。3年生枝條因位於樹冠最內
層，在光線照射不足的狀態下，枝條不容易形成花芽，而且
無法順利進行光合作用，反而增加樹體養分的消耗。此外，
因老化枝條佔據棚架下層空間，容易造成通風不良，而導致
病害發生。
紅龍果修剪方式可利用疏刪修剪與截剪2種方式進行。如
植株的樹冠層已十分密集，需要剪除部分枝條來增加透光程
度與新梢生長空間，可利用疏刪修剪方式，在結果枝與主枝
交接基部（俗稱節的位置）剪除整段枝條，此方法可減少新
梢再次萌生的數量。若樹冠層枝條數過少，呈現稀疏狀態，
此時可利用截剪方式，將枝條剪短至10公分左右，此留存約
10公分的短枝可再次萌生
新梢，進而增加結果枝數
量。冬季修剪程度則依植
株年齡及果園狀態而有所
不同。4年生以上進行量產
的果園，每年冬季修剪枝
梢量約去除樹冠1/4或1/3
的枝條量，需視樹冠疏密
▲冬季修剪強度以剪除1/4或1/3的老枝 狀態進行調整修剪強度。
為原則，應平均分散去除老枝，以利
而3年生以下的新園，應以
隔年新梢的空間配置

培育大量結果枝為目標，儘早建立完整的結果空間，因此修
剪強度宜輕，除罹病枝、生長不良及影響主幹架構的枝條剪
除外，其餘枝條應儘量保留。修剪後應配合肥培管理作業，
進行基肥與有機質施用，並適度灌水，以促進新梢提早抽萌
及後續生長。藉此縮短枝條營養生長所需時間，加速枝條成
熟，使新生枝條在隔年生殖生長初期即可順利形成花芽，提
早第一批果實生產時間。

▲修剪後應進行肥培管理與水分灌溉作業，促進新生枝梢充分發育為優
良結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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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謹訂於103
年10月31日及11月1日辦理
「繼往開來~歡慶遷場30周年
暨研發成果展」系列活動，
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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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新品種台中16號介紹
前言
豌豆（Pisum stivum L.）因其苗柔弱宛宛，故得名豌豆。
相傳臺灣開始有豌豆栽培是由荷蘭人引入，所以民間又稱
為荷蘭豆，目前已成為臺灣重要冬季蔬菜之一。臺灣栽培豌
豆面臨為害最為嚴重的是白粉病，現有推廣之品種如台中11
號、台中13號及大部分商
業品種均不抗白粉病。本
病主要為害葉片、莖蔓及
豆莢，其發病部位則布滿
白色粉末狀，影響植株的
光合作用，進而減產，嚴
重者亦會造成植株死亡。
故本場擬定之育種目標即
在選育抗白粉病、質優、
豐產及適應性較廣之莢豌 ▲豌豆新品種台中16號花及嫩莢
豆新品種。新品種台中16
號係以雜交育種法育成，具有抗白粉病、生育旺盛、嫩莢美
觀、豐產及品質優良等特性，已於102年6月19日取得我國植
物品種權，目前正辦理新品種技術授權，未來可提供農民新
的選擇。

栽培技術
播種期：
豌豆性喜好冷涼，健康栽培管理以秋冬季栽培最適宜。
臺灣平地栽培以為9月下旬至10月下旬為最適宜播種期；如在
春夏季栽培，因病害發生嚴重，如以健康栽培管理為考量則
非常不適宜。僅能在高冷地行栽培，可調整在2~8月播種，但
應視海拔高低及當地氣溫調整播種月份。
整地及作畦：
整地作畦以畦南北向為宜，栽培採立支架方式為宜，種
1行者畦寬（連畦溝）約1.2公尺，或一般慣行栽培方式種2行
者為1.5~1.8公尺。雖然臺灣秋冬季為旱季，但近年來氣候異
常時有所見，尤其最近兩年連續秋冬季陰雨延綿，稻田不整
地栽培豌豆時，常發生根部浸水，造成種子腐爛、生育衰弱
或植株枯死。因此，建議作畦栽培或在田邊四周及中間加深
排水溝，以利灌溉與排水。
播種及栽植方式：
豌豆通常用直播法，
每10公畝播種量3~6公斤，
每穴播種量約3~5粒種子，
並用腐熟堆肥或泥炭土覆
蓋，以保持土壤濕潤。栽
培以直立方式栽培為宜，
因直立方式栽培較利於植
株通風及光照，直立支架
栽培其行距為120公分，或
75~90公分（立交叉支架 ▲豌豆新品種台中16號具有抗白粉病的
優良特性
時），株距20~25公分。
如為降低生產成本，則可採用一般冬季稻田慣行之不整地匍
匐栽培，行向宜採東西向，本品種行距約150公分，株距則為
20~25公分。
施肥：
氮肥可促進莖葉繁茂，增加分枝，提高開花結莢數。磷
肥可促進新根與分枝發生，以及莖蔓的伸長與肥大。鉀肥與
氮肥配合施用可防止莖葉變軟弱或徒長。磷肥與鉀肥對產量
影響較大，應該充分施用。開花前植株不可培育過於茂盛，
否則收穫延遲，結莢減少。豌豆施肥量應視土壤肥力及生育
情形酌予增減，在肥力中等的土壤，施用量如表1及表2。
基肥：整地栽培時，在畦內開溝施下，但堆肥須留1/3量以供

文圖／戴振洋

覆蓋種子。稻田不整地栽培時，於播種後覆蓋堆肥作
基肥。
表1

豌豆整地栽培施肥用量

肥料種類
堆 肥
硫酸錏
過磷酸鈣
氯化鉀
表2

總用量

基肥用量

1,200
20
55
20

1,200
10
25
10

豌豆稻田不整地栽培施肥用量

肥料種類
堆 肥
硫酸錏
過磷酸鈣
氯化鉀

總用量

基肥用量

400
20
55
20

400
－
－
－

（公斤／10公畝）
追肥用量
第一次
第二次
－
－
5
5
15
15
5
5
（公斤／10公畝）
追肥用量
第一次
第二次
－
－
10
10
30
25
10
10

追肥：自發芽後，每隔15天左右追肥1次。追肥後應覆土，如無法
覆土時，可將肥料溶解在水中澆施

灌溉排水：
豌豆栽培生育期為
秋冬乾旱季節，下雨機會
較少，而土壤容易過乾，
豌豆發育會變緩慢，施肥
效果降低，影響產量及品
質。因此生育初期應適當
引水灌溉，生育中後期結
莢期間，以稍乾燥為宜，
因灌水次數多，有利於莖
▲配合以直立式栽培方式，更有利植株
葉生長，但不利於結莢。
通風及光照，提升豆莢品質

立支架：
臺灣豌豆之栽培方式主要有2種：一為稻田不整地栽培，
即在秋冬季二期水稻收割後，不行整地，直接播種於水稻殘
株間，並讓豆蔓匍匐於地上。依豌豆健康管理生產栽培技術
則建議直立方式栽培為宜，因直立方式栽培較利於植株通風
及光照，直立支架栽培其行距為120公分，或75~90公分（立
交叉支架時）為宜。一般先使豌豆莖蔓在畦面匍匐生長，約
在株高20公分時，應搭設較高的支架，再陸續引蔓上支架，
以利植株通風及光照，另肥培管理及採收工作也較方便。
病蟲害防治：
本品種抗白粉病，故生育期間可免噴藥防治白粉病，
以節省生產成本。如發生葉枯（斑）病、薊馬、蚜蟲、夜盜
蟲、葉潛蠅及甜菜夜蛾等病蟲為害時，可參照植物保護手
冊，於病蟲害發生初期或於採收後，選用低毒性農藥防治。

收穫及採後處理
本品種為嫩莢用品種，應在豆仁及纖維均未發達時採
收；但供冷凍加工時，最
好在豆莢幼嫩而莢內尚未
發生空隙時採收。一般秋
冬作自播種後55~65天可行
第一次採收，以後每隔2-3
天可陸續採收。但天氣較
為寒冷時，通常延遲5~10
天成熟。豌豆採收後，儘
量放在陰涼處，應避免日
曬及吹風，以避免呼吸率 ▲台中16號豆莢之莢形端正，豆莢鮮綠
色，品質優良
急速上升而減低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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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雨水收集處理與應用
臺灣年降雨量超過2,500毫米，理應是供水豐沛的國家，
但因降雨多集中在梅雨和颱風季節，使得河川無法完全攔蓄利
用，且現有水庫有效容量不足，加上經
濟快速發展而用水孔急，在在顯示我們
正面臨枯水期缺水的危機。惟國人對於
水資源利用仍沿襲過去習慣，無論農業
灌溉或民生、工業用水皆然，都是以地
下水作為補充不足的主要來源，但過度 ▲溫室兩側加裝雨水收
超抽地下水會造成地層下陷、水質惡化 集槽與地下儲存桶
等一連串問題；倘農業生產將傳統地面灌溉（淹灌、溝灌等）
改為管路灌溉（噴灌、滴灌等），並收集雨水經適度處理加以
運用，在節約用水與儲備地面水雙管齊下，相信對於解決水資
源匱乏問題應有極大的助益。
由於臺灣地理位置受到大陸型、海洋型氣候與極端事件頻
度激增的影響，農作物經常遭逢強風、豪雨等侵襲，致農友一
夕間全部心血付諸流水，所以現階段運用各類設施溫網室栽培
者與日俱增，總面積已逾萬公頃。以連棟型溫室而言，每棟溫
室肩部銜接（屋簷）處設有排水管，一般將雨水導流到地面或
溝渠內；若能予以收集到地面上或下的儲存容器，包括RC、
磚造、鋁合金、不鏽鋼或塑膠材質之蓄水槽，再依實際需求
進行去雜、過濾、殺菌等後處理，進
而供農作物灌溉管理、設施披覆材料
（如塑膠布、防蟲網等）清洗應用，
即達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成果。
本場辦理「作物栽培結合綠能發
▲連棟溫室之雨水收集情 電生產體系之建立」計畫，試驗評估
形
太陽能發電系統與農業生產結合使用
之可行性，於雙排太陽光電板之間搭設單棟錏管塑膠布溫室，
除進行果菜及葉菜作物栽培試驗調查外，亦於溫室左右兩側屋
簷處加裝雨水收集槽，經過篩去除落葉、雜質後，導入埋設於
地下之塑膠與RC材質儲存桶，再提供予部分灌溉需求與光電
板清洗之用。另本（103）年開始參與「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
暨行動計畫」並執行「建置節水灌溉與雨水收集循環利用處理
系統之試驗研究」工作項目，於彰化縣溪州鄉黃金廊道專區遴
選1處二連棟錏管塑膠布溫室為試驗示範點，藉其既有排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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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田雲生、張金元

管導流至4只相互連通、立於地面上之黑色PE材質塑膠暫存桶
（每只容量10公噸），並設計經由電子式流量型過濾器與紫外
線殺菌燈等處理設備後，再儲存於第5
只塑膠桶內，進而提供給花胡瓜等果菜
作物噴灌或滴灌所需之水源應用。
該雨水經取樣分析後發現，處理前
後之EC值由0.31降為0.17 dsm-1，pH值
介於7.0~7.1之間，其他磷、鉀、鎂、鈉 ▲試驗區之雨水儲存桶與
等成分含量則不高，顯示試驗示範區之 過濾裝置
雨水尚屬潔淨，周遭並無工業廠房燃燒化石燃料造成酸雨的情
形發生，故水質處理僅須利用網篩濾掉枝葉、雜物即可。又二
連棟溫室面積約1.1分地（長90×寬12公
尺），目前僅收集兩溫室中間單條單側
排水槽之雨水，若以今年五月豪雨某日
降雨量80毫米為例，實際流入4只暫存
桶的總水量約為18公噸（立方公尺），
依農友栽培習慣而估算，約可提供溫室
▲溫室花胡瓜採用滴水 花胡瓜幼苗期噴灌4~8天或滴灌6~10天
灌溉管理
之所需。
雨水收集處理最大推廣瓶頸在於儲水相關設備需求龐大且
所費不貲。但農委會早在民國72年便開始辦理推廣旱作管路灌
溉設施補助計畫，輔導農友設置應用管路灌溉設施含蓄水槽在
內，其補助基準以系統設施費用之49%為原則；另配合黃金廊
道計畫之推行，位於彰化、雲林地區高鐵沿線3公里公告範圍
內的農地，則提高
補助額度達70%，
歡迎有需求、有意
願的農友，尤其是
蔬果、花卉等園藝
作物栽培者，可逕
向當地農田水利會
洽詢與申請，以減
輕部分投資成本，
並達地下水減量與
▲雨水收集處理搭配噴灌施肥系統示意圖
永續經營之效。

彰化縣青農夢田服務平台─田間交流觀摩研習
文圖／許榮華、陳貴美、賴惠貞

彰化縣農會配合農委會輔導
青年農民之政策，創設「青農夢
田」服務平台，提供轄區內之青
年農民教育訓練講習、田間交流
觀摩及產品展示展售等活動，幫
助青年農民有更健全之農業栽培
▲彰化縣農會辦理田間交流觀摩 技能與經營理念，開創屬於自已
研習活動
的農業夢田。
彰化縣農會本年度已安排3天的訓練講習課程，包括展示
展售、商品訂價策略、農產品處理加工、農業成本分析管理
等課程，皆受青年農民之好評；常言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除書本知識外，農產品栽培與經營管理之實務經驗
亦相當的重要與可貴，特此彰化縣農會於8月分安排田間交流
觀摩研習活動，讓青年農民們可實地感受到如何做好農業經
營管理工作。
此次安排的參訪對象，分別為芳苑鄉洪長庚先生的芳苑
蔬菜產銷班第一班與永靖鄉詹雅婷小姐的台盛農場二處；洪
長庚夫婦本來分別從事法律與幼教工作，因為熱愛家鄉及對
家鄉土地有著使命感的存在，毅然的放棄工作，回鄉種植水
耕蔬菜，只為一圓有機夢的理想，並成立了芳苑蔬菜產銷班
第一班，在大家的用心努力與刻苦經營下，將水耕蔬菜-A菜
（葉萵苣）從原先一公斤8元，經營至現今一公斤880元，且

只有在高檔餐廳才見得到的高級
食材，在過程中投入了6年的堅
持及辛苦經營的足跡，足勘青年
農民學習的榜樣；另一個參訪地
點為台盛農場，詹雅婷小姐是從
小就在田間長大的農家子弟，大
學畢業後原本在外工作，因自家 ▲與青年農民討論農場經營管理
心得與艱辛過程
農場工人短缺問題常困擾父母，
她便於99年辭掉工作返家幫忙，返鄉後除了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外，並積極爭取新的銷售通路，成功的打入新北市國中小
的營養午餐有機食材供應通路，這樣的創舉讓不到30歲的她
在第1次參加創新農業經營管理分享競賽時，便榮獲彰化縣的
冠軍，以及在全國競賽中榮獲第2名的殊榮，是相當值得分享
的成長經驗。
在田間交流觀摩過後，
參加的青年農民們深深感受
到此次的觀摩活動除帶給他
們很深刻的經驗分享外，也
帶給他們很大的鼓勵，並相
信自已在農業生產與管理的
奮鬥道路上，是艱辛無比卻
▲參訪永靖台盛農場，並由詹雅婷小姐
又精彩可期的。
解說田間栽培管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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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早早套袋，既防病又省藥，好處多多
---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文圖／劉興隆、沈原民、于逸知、白桂芳
一、前言
葡萄晚腐病主
要危害果實，好發於
多雨環境，本病具有
潛伏感染現象，葡萄
果實初期幾乎無病徵
（病菌靜止在角質層
與表皮間），直到轉
色期病徵開始顯現，
▲本場辦理「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 初期呈黑色小點，而
病防治技術」田間觀摩會，本場人員現場
後病斑擴大呈不規則
解說情形
的黑色網紋，最後網
紋密佈成一黑斑，
其上並產生橘紅色
的分生孢子堆，潮
濕環境果粒軟腐裂
果，汁液流出，易
落果，常招昆蟲吸
食並將病害傳播，
天氣乾燥時則呈乾
腐，掛在果梗成木
乃伊狀。而發現病 ▲ 晚 腐 病 菌 感 染 葡 萄
▲葡萄晚腐病病徵，
徵再來防治為時已
初期幾乎無病徵，
其上產生橘紅色的
直到轉色期病徵開
分生孢子堆
晚，由於人工、肥
始顯現
料及農藥皆已全
數投入，輕者收益減少，嚴重者成本全數泡湯，甚至全園葡
萄付之一炬；農友栽培葡萄曾受晚腐病危害較嚴重者，心生
畏懼常束手無策，不是放棄種植葡萄，就是大量使用農藥防
治，不只造成果實明顯藥斑，影響葡萄外觀品質，且易發生
農藥殘留食安問題，此為葡萄晚腐病可怕之處。鑑於此臺中
場研發「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以解
決晚腐病造成葡萄嚴重損失問題，並提供農民防治參考。
二、「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之操作
（一）操作方法：
「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於葡萄開
花後30天內進行處理，將藥劑均勻噴濕葡萄果串，待葡萄果
串之藥液乾後，以葡萄套袋袋子將整個果串套入，再將套袋
袋口套於葡萄果串之果梗上，並以套袋之鐵線纏繞绑牢，方
能達到防治晚腐病效果。
（二）注意事項：
1. 葡萄開花後30天內進行處理，越早套袋越好。
2. 花穗基部應除去3~4支穗，方便套袋作業時，袋口容易套
在果梗上。
3. 套 袋 前 藥 劑 要 均
勻噴濕整個葡萄
果串，使果串之
每個果粒皆能受
到完整藥劑保
護。
4. 由 於 藥 劑 要 噴 濕
整個葡萄果串，
選擇高稀釋倍數
藥劑，以避免藥
斑 產 生 ， 影 響 葡 ▲右：應用本技術區，取下套袋調查，未發
萄 果 實 品 質 外 現晚腐病危害；左：對照區，取下套袋調
查，果串發生嚴重晚腐病（罹病果率高達
觀 。 本 試 驗 使 用 73.5%），且多數病果落在套袋內

25.9%得克利水基乳劑2000倍及23.6%百克敏乳劑3000
倍。
5. 套袋袋口固定於葡萄果串之果梗上，並以套袋之鐵線纏
繞綁牢袋口，以避免雨水自袋口流入袋內。
6. 套袋過程遇到降大雨，應停止套袋，隔天再噴一次藥
劑，方可再套袋，否則雨水洗去果實上藥劑，並夾帶病
原菌至果實上，套袋後反而易造成晚腐病危害。
三、「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試驗成果
本試驗分成3種處理，（1）應用本技術區：提早套袋，
套袋前藥劑噴濕葡萄果串，葡萄栽培全期之晚腐病藥劑只在
套袋前施用1次；（2）僅提早套袋區：套袋前無噴藥，葡萄
栽培全期未使用晚腐病藥劑；（3）對照區：慢1個月套袋，
套袋前無噴藥，葡萄栽培全期未使用晚腐病藥劑。
應用本技術區及僅提早套袋區，於103年4月15日套袋，
對照區於103年5月15日套袋，本試驗田葡萄在6月15日採收，
應用本技術區及僅提早套袋區套袋時間長達60天，對照區僅
套袋30天，二者套袋時間足足提早1個月。
表1

應用「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之
葡萄晚腐病發生情形（2014年2月～6月）
套袋前 套袋日期*** 晚腐病罹病果率（%）
處理
噴藥 ** （天數）
5月15日
6月5日
4月15日
應用本技術*
有
0.0
0.0
（60天）
4月15日
僅提早套袋
無
0.0
1.5
（60天）
5月15日
對照
無
0.5
73.5
（30天）

* 應用本技術：提早套袋，套袋前藥劑噴濕葡萄果串。僅提早套
袋：提早套袋，套袋前無噴藥。對照：慢1個月套袋，套袋前無
噴藥
**套袋前噴藥：使用25.9%得克利水基乳劑2000倍及23.6%百克敏
乳劑3000倍
***本試驗葡萄於6月15日採收

據103年6月5日之調查，應用本技術區，未發現晚腐病危
害；僅提早套袋區，晚腐病罹病果率為1.5%，而對照區晚腐
病罹病果率已高達73.5%，且完全無收成，可見應用「提早套
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技術」效果極佳。
四、結語
臺中場所研發之「提早套袋減少用藥之葡萄晚腐病防治
技術」，葡萄栽培全期之晚腐病藥劑只在套袋前施用1次，
而一般農民在葡萄全期至少施用10次以上葡萄晚腐病藥劑，
本技術可有效降低晚腐病用藥頻度達90%，且每公頃約可節
省9,000元防治費用；本技術可使葡萄生產期幾乎不發生晚
腐病，所提昇之經濟效益更為可觀。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籲請
葡萄農友，早早套袋，好處多多，不只防病，也可防蟲、防
鳥、防有害小動物、防日燒、避免藥斑及減少農藥殘留發
生，一舉數得。
表2

晚腐病農藥使用情形比較
比較
應用本技術
慣行管理方式
晚腐病藥劑施用次數
1次
10次以上
晚腐病防治成本
1,000元
10,000元
（公頃）
‧無發生晚腐病危害，收獲穩定
‧降低晚腐病用藥頻度達90%
應用本技術之效益
‧每公頃節省9,000元防治藥劑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