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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葉枯病之發生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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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機食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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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關稅
    降低，台灣水梨市場勢必面臨各種進
口梨的競爭壓力，為了建立台灣梨產業的
品質邁向海外策略行銷發展，本場特於六
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一連二天，假台中市
學士路的中正公園中山堂前廣場，舉辦「
梨產業文化活動暨台中地區品牌農特產品
展示展售會」，本次活動的目的，在於促
銷大台中地區的農產品，讓民眾能現場品
嚐台灣水梨及各種農特產品以瞭解農民辛
勞栽培的農產品其特色及美味。
活動當天，上午十時舉行開幕式，大會主
辦人本場場長陳榮五博士在開幕致詞時表
示：「目前台中地區為國內梨主要產區，
台灣地處亞熱帶地區，冬季低溫期短，故
無法在低海拔地區種植高需冷之高品質梨
，只能種植如橫山梨等低需冷性品種。多
年來在低海拔地區以橫山梨徒長枝高接經
低溫冷藏後之高需冷性梨如新世紀、豐水
、新興品種之花芽枝條，能夠生產高品質
梨果實，即所謂的高接梨。但高接梨生產
成本高 (接穗及嫁接工資等費用每公頃約
需25~30萬元)，且每年由於需重複高接，
在目前農村勞力日漸老化情況下經營日趨
困難，因此本場積極研發新的省工栽培方
法及新品種以生產高品質梨，以提昇本省
梨之產業競爭力。目前正是盛產期，為讓
大都會民眾進一步了解梨產業特色及其對
整體農業產業發展之貢獻，也為拓展國產
農特產展售市場，期望藉由梨產業文化及
農特產品展售活動，提昇梨行銷管道，強
化地方特產競爭力，以增加農友之收益為
目的，並紓解加入W T O後所受之衝擊。
    此外，陳場長亦提及他小時候感冒、
咳嗽，遇到梨的產期，母親都會去市場買
梨（當時稱為粗梨仔）燉冰糖來吃，治感
冒咳嗽。沒有新鮮梨時就買罐頭梨來吃退
燒降火。五十年前的台灣，歷經二次大戰
後，經濟尚差，平常吃不起新鮮梨的。梨
分東方梨、西洋梨及雜交梨三種，台灣栽
培的為東方梨，主要有引自中國大陸華南
一帶的橫山梨；引自日本的新世紀、幸水
、二十世紀、新興、豐水及雪梨等；引自
韓國的黃金梨；以及本地種的鳥梨等等。
西洋梨以歐美國家栽培為主，近年來在台

    農委會范主委於七月二十二日蒞臨本

場進行業務視察，本場相關課室主管均列

席陪同，這次是范主委上任以來第一次至

本場巡視本場研究與推廣之業務。除聽取

陳場長榮五做簡短業務報告外，陳場長也

向主委介紹本場研究設備與環境。

    會中場長將本場最近所進行的相關研

究與研發成果，逐一說明，場長並提到為

配合未來農業發展方向的脈動與趨勢，這

幾年本場亦積極加強推動農業生物技術發

展，尤其利用基因轉殖方式改變作物性狀

方面，有所突破，例如增加品種抗病、抗

蟲性、提高耐熱性，甚至以D NA做為品種

鑑定方式等技術研究，不勝凡舉。另外，

場長也特別向主委介紹本場所研發即將命

名的相關作物新品系如梨、豌豆、菊花、

甘藍等及新技術如茄子隧道型生產技術，

產量可提高至一倍以上，且採收時間可延

長，目前是屬於新的技術，做得相當成功

，在民間已有人採用此種技術。除了這些

研究技術外，有關其他各項計畫執行情形

場長也一併作完整報告，尤其在藥用植物

之研發及釀酒

技術更做了詳

細的報告。

�  范主委聽

取簡報後表示

：本場仍需秉

持一貫為農民

服務、為農業

打拼的精神，

針對各項業務

研究與推廣，

繼續努力以研

發，並肯定所

有研究同仁的

努力與貢獻。 

有 ▲本場同仁與范主委合照留念

▲展覽會由本場場長陳榮五博士主持▲立委高金素梅擔任台灣水梨代言人，為農民促銷水梨。

▲民眾選購品質優良的台灣水梨 ▲范主委觀賞本場簡介錄影帶

▲場長向范主委報告本場利用多年生花生綠美化成果

農委會范主委振宗
蒞場視察

農委會范主委振宗
蒞場視察 文．圖/高德錚

文．圖/曾怡蓉．陳榮五 台灣水梨 嘗鮮為快台灣水梨 嘗鮮為快
本場舉辦「梨產業文化活動暨台中地區品牌農特產品」展示展售會活動記實本場舉辦「梨產業文化活動暨台中地區品牌農特產品」展示展售會活動記實

灣超市所販售的係來
自美國產。雜交梨為
東方梨與西洋梨的雜
交種，台灣早期有零
星栽培，現已沒有了
。梨，清脆多汁，味
微甜、酸、澀、別有
風味，有百果之宗的
美譽。自古除供鮮食
外，亦供藥膳。其具
有豐富的營養成分：
碳水化合物、硫胺素、核黃素、尼克酸、
蔬果酸、檸檬酸、維生素 C、B1、B2，礦
物元素如鉀、硼、鈣、鎂、硒、鐵、錳等
，更含幫助消化的豐富的膳食纖維。梨之
氣味甘微酸，主治熱咳、止渴、潤肺涼心
、消痰降火、解瘡毒、酒毒等等（本草綱
目卷卅）。台灣的水梨由政府農業研究單
位技術輔導生產，產地均位於無污染的水
源及新鮮空氣山區，並以現代化科技產品
之套袋栽培，果實不受病蟲侵襲，並隔絕
鳥害，因此，梨果乾淨，品質好，多吃有
益健康。
    場長接著表示，在本場、台中縣政府
、台中縣農會、東勢鎮農會為共同發起人
，已聯盟台中地區五鄉鎮梨產銷班成立台
中區梨策略聯盟，策略聯盟與品牌、品質
是農產品行銷環節中不可或缺的理念與技
術，為達成農產品規格化、便於攜帶及農
產品禮品化之目的，以提高農產品品牌知
名度及滿足消費者需求，有必要教育及引
導農民朝向商品化經營方向而努力。藉此
機會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給我們終年辛
勤的農民朋友們加油及鼓勵。
�  此次活動中，本會陳主任秘書志清亦
前來參加，除在會中致詞鼓勵，並觀摩展
示會活動，此外，由梨生產者組成的梨策
略聯盟特別邀請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擔任「
台灣水梨代言人」，義務參與台灣水梨國
內外促銷推廣活動。在簽署儀式前，高金
素梅委員先到各攤位為梨農促銷水梨，隨
後參加簽署儀式，該聯盟由本場場長陳榮
五博士代表梨策略聯盟簽署，委員除希望
國人能多吃國產水果外，並將台灣水梨促
銷到世界各國，讓外國人也能吃到好品質
的台灣水梨。
�  這場梨產業文化活動暨台中地區品牌
農特產品展示展售會活動規模盛大，除了
各式梨子介紹販售及品嚐外，現場還有梨
加工品DIY製作教學；米食品嚐及中部地
區農產品展示展售區；
田媽媽、花卉及菇類區
；梨、葡萄、鳳梨、荔
枝、水蜜桃區等，另外
，還特別提供「宅急便
」寄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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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田雲生、龍國維

文圖/編輯室

前言
    台灣地區百香果栽培面積約有4 0 0公
頃，主要產地在南投、花東一帶，其他縣

市也有零星種植。其果實汁酸、香味濃，

含豐富維他命A、B1、C及蛋白質，除鮮

食外，亦可製成果汁罐頭與果醬等加工產

品，極為消費者所喜愛。近年來百香果因

有毒素病、疫病及褐斑病等為害嚴重，目

前種苗生產已由種子繁殖改為嫁接繁殖，

其中接穗採用無病毒之台農一號雜交種的

蔓生莖；砧木則為黃色種實生苗，並用頂

劈法接合，以保持原植株特性，並增加其

對土壤、氣候之適應性，以及延長壽命而

增加產量。惟現階段百香果種苗嫁接工作

尚賴人工為之，整體作業流程約需5 - 7人
同時進行，並最少需要兩名技巧熟練的技

術人員，專門負責接穗苗切削與砧木苗劈

開等攸關嫁接成功與否的動作。

�   由於農村勞動力老化與不足，技術工

又聘僱不易，亟需發展機械化、自動化作

業，以提高效率與產能，進而提升該種苗

產業之競爭力。鑑於此，本場與中興大學

、嘉義大學等單位合作研究開發，完成一

台百香果種苗嫁接機，經多次試驗改良後

，其作業性能與品質已達實用階段，可供

專業育苗場農友參考應用。

百香果種苗嫁接流程
�   百香果種苗嫁接整體作業流程（如圖

一）包括將接穗基部切削成1 . 5 c m長之楔

形，即植株削口一側切削約3 0°斜角、另

一側刮削一層皮；砧木則於高度約1 0 c m
處剪斷，再自頂部中央軸向劈開與接穗削

口同長；而後將二者予以插接密合，並利

用嫁接夾固定之。完成嫁接的種苗，以往

採單株套一只P E塑膠袋或移入隧道式塑膠

布溫室內，進行療傷癒合過程，藉以達到

保濕和避免陽光直射的效果；目前則有宜

蘭技術學院和台灣大學等單位針對癒合期

之管理與環境控制加以研究，成功開發一

套「嫁接苗癒合養生裝置」，可精準控制

種苗所需之最佳溫濕度、光線等條件，並

節省許多管理人力及提升嫁接苗品質。俟

傷口癒合並確定成活後，去除嫁接夾，即

可移植於田間。

嫁接機構造與性能
    百香果種苗嫁接機（如圖二）係參考

人工作業方式而研究開發，並將接穗與砧

木之剪切處理、插接及嫁接夾固定等工作

予以串接起來，採用氣壓缸、氣壓夾與可

程式控制器（P L C）等電控元件來達成整

體順序動作。其後之套袋與癒合流程，則

不屬於本機之作業範圍。嫁接機設計輕巧

簡潔，單人即可操作，主要組成架構包括：

 1.機體：採不�鋼鐵材為骨架，左右兩

   側各有一組置物桌，供機械操作時放

   置植株、器具等應用。不用時可摺疊

   收藏，不僅不佔空間，亦屬創新設計。

 2.接穗處理機構（如圖三）：包括接穗

   夾持、楔形切削、轉向傳送與插接等

   動作。

 3.砧木處理機構（如圖四）：包括砧木

   夾持、剪斷、轉向傳送等動作。

 4.砧木劈開及接穗插接前縱向、橫向導

   正定位機構。

 5.嫁接夾供給機構（如圖五、六）：包

   含嫁接夾單一化振動排列、篩選與直

   線輸送，以及伸出、夾持固定等功能。

 6.電氣控制系統（如圖七）：以P L C控

   制前述所有作業項目之順序動作，並

   分為手動與自動二種選擇；控制面板

   上又有緊急停機、計數器等裝置供應用。

    機械嫁接時，操作人員除了逐一（或

同時）供給接穗與砧木苗，以及踩下腳踏

開關決定機械何時開始作動外，其餘皆可

一貫自動化完成切削接穗插接口、剪斷砧

木苗、劈開砧木，再將接穗插接入砧木之

後，送出嫁接夾使之夾持固定等一連串工

作，即做成完整的嫁接苗（如圖八、九）

。該機性能堪稱理想，每株嫁接苗平均作

業時間約為17.3秒，即每小時可嫁接208
株，較人工快達2.4倍；而其嫁接成功率約

為9 1 %，成活率則是9 6 %。若於育苗管理

時，能配合使砧木之嫁接節間伸長且挺直

，則將可再提高嫁接的成功比率。

本嫁接機優點
 1.機械設計輕巧、操作容易，採氣壓、

   電控方式作動，作業確實。

 2.機械作業效率高，一個人即可操作，

   並可取代三名人工作業。

 3.不需聘僱專業技術工，節省工資成本。

 4.機械化、自動化生產，提升種苗產業

   競爭力。

�

結語
    研發完成之百香果種苗嫁接機作業性

能已符合需求，除可推廣予專業百香果育

苗場使用外，亦可應用於同為頂劈接法的

木瓜、茶等作物之嫁接苗生產。若再加上

新型「嫁接苗癒合養生裝置」之推廣與既

有溫室栽培管理自動化體系之建立，相信

必能達到提高工作效率、減少人工需求及

嫁接品質均一化的成果與績效。

嫁接夾

套袋或隧道
式溫室保護

接穗

砧木

切削

剪斷

插接

劈開

▲圖一︰百香果種苗嫁接作業流程 ▲圖二︰研製改良完成之百香果種苗嫁接機

▲圖五︰嫁接夾振動排列、篩選與直線輸送裝置 ▲圖六︰接穗、砧木插接與嫁接夾伸出夾持情形 ▲圖七︰可程式控制器（PLC）與電氣控制系統 ▲圖八︰百香果種苗嫁接機作業情形

▲圖九︰
機械嫁接之百香果種苗
▲圖九︰
機械嫁接之百香果種苗

▲圖四︰砧木剪斷處理與傳送機構▲圖三︰接穗處理、傳送機構與楔形切削苗

百香果種苗嫁接機之改良與測試

    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肥料供銷業
務將完全由各級農會及民間業者辦理，以
達產銷自由化目標，有需求之農民得逕至
鄰近鄉鎮農會或業者營業處選購肥料。
    農委會表示，政府辦理肥料供銷業務
已逾五十年，前係依據「公營肥料計畫產
銷制度」，每年參照農業與生產計畫擬訂
年度肥料供需計畫，分由產銷單位共同執
行，穩定供應全台農民所需之各項化學肥
料，並統一售價，維護農民收益。為符合
公平交易法規範及因應台肥公司民營化，

肥料供銷業務自八十七年七月起轉為依據
「政府採購法」，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農
民所需之化學肥料。同時，依「肥料政策
調整方案」，採漸進方式於今（九十一）
年十二月底前達成政府退出肥料供銷系統
，使肥料供銷業務回歸市場機制之目標。
因此，自八十九年十月起先停止供銷無需
補貼價差且較具競爭力之硫酸銨、三十九
號及四十三號三項肥料；復於九十一年一
月起停供尿素及一、二、四、五、四十二
號複合肥料，轉由肥料生產廠商及農會系
統籌供，停供之肥料亦不再辦理運送到家
補助及維持安全庫存。

�   農委會指出，在政府逐步調整供銷體
系之過渡期間，為使肥料供應無虞，該會
已積極透過省農會輔導各級農會及民間業
者建立肥料銷售網，農民可依對作物施肥
習性自行選定肥料品牌，肥料供銷人並應
自行建立安全庫存，適時供應農需。
�   政府將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停供硝
酸銨鈣、粉（粒）狀過磷酸鈣及氯化鉀等
四項肥料，屆時，肥料供銷業務將全面回
歸市場機制。農委會特籲請各級農會系統
儘速配合政策轉型，為自行籌供肥料預作
準備，並加強宣導農民瞭解肥料自由化之
時程，以達穩定肥料供需之目的。

自九十二年元月起肥料供銷將由農會及業者辦理自九十二年元月起肥料供銷將由農會及業者辦理

癒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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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專欄

文/林金樹

文．圖/羅英妃．陳榮五

白葉枯病之發生與防治
    白葉枯病是一種細菌性病害，也是本

省水稻重要病害之一，主要發生在二期作

水稻，大多於分蘗期後至抽穗期發生。如

又遭逢颱風及長期下雨或浸水，病原細菌

容易由傷口侵入危害，常造成嚴重的流行

，損失頗重。

�  橋岡氏在1951年最早報告白葉枯病發
生於本省，過去本病發生輕微，但自感病

性品種台中在來一號在1960年左右推出後
，白葉枯病逐漸變成本省水稻之重要病害

。尤其是1974年大量推廣高產量之嘉農秈
11號和嘉農秈8號兩品種後，本病更見嚴重
，此兩品種不但在成長期非常感病，在幼

苗期也很容易出現急性萎凋型病徵。

    白葉枯病發生與環境因子有密切關係

，通常發生在排水不良，地下水位較高而

早上有濃霧之處。土質以砂質壤土、粘土

    虎頭蘭大多原生於東南亞之高地上，

故又稱之「東亞蘭」，其性喜清涼多濕且

日夜溫差大的環境，所以，目前之栽培產

地主要集中於中部地區之魚池鄉、埔里鎮

、仁愛鄉及新社鄉等海拔5 0 0 ~ 1 5 0 0公尺
之地區。

    栽培虎頭蘭時，通常會留成株於秋至

春季所萌出的新芽，栽培成為開花株，新

芽於春夏之際急速生長，直到6~10月間，
待全部之葉片均展開，葉片逐漸停止生長

，假球莖發育膨大之時，花芽亦開始形成

了，換句話說，花芽形成期通常是在6-10
月之高溫季節，但依據不同品種仍有差異

。雖說花芽形成是在高溫期，但花芽之發

育期間卻為高溫所抑制，對溫度較敏感的

品種，在這段期間常發生高溫阻礙花粉形

成、致使花朵發育不良、花序枯死之現象

，即為「消苞」、「消蕾」，此現象於花

莖伸長前及伸長後均會發生。所以部分容

易消苞的品種，可選擇至海拔較高之地區

栽培，因其可提供適合的溫度，以避免花

芽發育期間發生消苞現象。此外，上山栽

培亦可對溫度反應不同之品種有花期調節

的可能性。

    台灣生產虎頭蘭的主要栽培地是在海

拔6 0 0公尺之魚池鄉(東光村)，此外，在
海拔1000公尺左右的霧社(春陽村)亦有栽
培，欲比較兩地對虎頭蘭花芽發育的情形

，可由花芽發育期間之溫濕度變化來比較

之。由表一、二中得知，7 ~ 9月期間，春
陽地區之日/夜溫在30/16.8℃，均溫23℃，
日夜溫差約在1 2 . 4 ~ 1 4 . 1度之間，東光地
區之日/夜溫在32 /20℃，均溫26℃，日夜
溫差較春陽地區來得小，約在1 1 . 8 ~ 1 2 . 3
度之間。7 ~ 9月期間正值花芽形成期，於
春陽栽培之花芽萌出數較多且萌出時間整

齊，植株之比例佳，葉片光滑、病害少且

挺拔，而東光地區則因高溫多濕而呈現葉

片徒長下垂現象，且有較厚的青苔附著，

可能是春陽地區之日夜溫差大且其日/夜

溫較利於花芽萌出。

       1 0月以後溫度開始下降，假球莖膨大
達到最大值，表示養分蓄積足夠之時，則

進入花莖急速伸長期，可知花莖伸長所需

之適溫偏低，約在日/夜溫2 5 / 1 0℃之間。
但是花莖伸長之快慢與溫度、品種有關，

較易發生。氣象因子中以雨水、濕度、溫

度、淹水及颱風最為重要。高溫下病害之

發生及進展較快，最適發病溫度為25~30℃
，17℃以下就很少發生，病斑之擴大在高
溫30~32℃較快。本省第二期水稻白葉枯
病常發生颱風之後，或夾帶長期的雨，常

造成流行性病害，因颱風造成很多病菌侵

入的傷口，而高溫下病菌易由病葉溢出後

由風雨傳播到其他健株感染。現階段發生

的白葉枯病有兩型，葉枯型白葉枯病初發

生時沿葉緣產生黃色條斑，條斑之周緣呈

波浪狀，或葉緣呈蒼白黃色條紋。至於黃

化型白葉枯病，病株下位葉顏色正常，新

葉全葉呈淡黃色。

    近年來第一期作水稻白葉枯病局部發

生嚴重，故應加強注意白葉枯病的發生。

在栽培管理上應注意的是避免偏施氮肥，

鉀肥可減輕病害之發生。一旦發病，晨露

未乾前，避免進入稻田，以減少人為傳播

病菌。發病稻田避免經常灌(浸)水，儘量

保持濕潤狀態，可降低病勢的蔓延。發病

稻田於收穫時將稻蒿切碎，曬乾後將稻田

翻犁連續浸水二週，使細菌死滅。防治本

病可於幼穗形成期施用6 %撲殺熱粒劑3 0
公斤/公頃，施藥時稻田內應保持水位3 - 5
公分，維持4 - 5天。或於發病初期用1 0 %
鏈四環黴素可濕性粉劑1 0 0 0倍或1 0 %克枯
爛可濕性粉劑1 0 0 0倍加展著劑施用。使用
1 0 %克枯爛可濕性粉劑時宜單劑使用，不
可混合6 . 5 %鐵引砷酸銨溶液、2 5 %賓克隆
可濕性粉劑、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或22.5%
陶斯松乳劑等四種之任一種農藥，以免發

生藥害。

不同海拔栽培對虎頭蘭花芽發育的影響不同海拔栽培對虎頭蘭花芽發育的影響
以’巴拉尼娜’品種為例，於春陽地區栽

培時，花芽伸長速率較東光地區栽培來得

快，顯示在特定溫度範圍內，溫度愈低，

則愈有利花芽伸長。但’肯尼’品種的表

現則完全相反，東光地區栽培此品種時，

於7 - 1 0月花芽發育初期，伸長速率較春陽
地區慢，但於1 1 ~ 1 2月進入花莖急速伸長
期時，其伸長速率反而較春陽地區迅速，

東光地區此時之日/夜溫約為2 4 / 9℃，顯
示於此溫度範圍較春陽地區有利花莖伸長

，春陽地區之日/夜溫2 0 / 6℃之低溫條件
下，花莖伸長速率反而相對被抑制了。值

得一提的是，東光地區於1 1月份之後，夜
間至清晨時分被濃霧籠罩，促使日夜溫差

增大至1 5度左右，也可能是適合花芽伸長
的原因之一。所以，不同品種上山栽培，

其反應不盡相同，須先了解品種的特性後

，才能掌握花期調節的時機與上山的時間。

    上山栽培時，上山時間與新芽的生育

狀態為關鍵問題。新芽通常於秋至春季萌

出，春天的溫度越高，其萌發早而整齊，

且新芽生長被促進，若於海拔1500公尺以
上栽培，春天的低溫期較長，新芽的生育

較慢，所以通常是選擇500-1000公尺的地
區來栽培，適合新芽生長。春季分別以18℃
及5℃的處理虎頭蘭植株時，1 8℃比5℃栽

培之植株，其新芽生育可被促進，亦促使

植株發育成熟，再於6 - 7月間移至1 0 0 0公
尺栽培，可使花芽形成早。反之，以5℃栽
培之植株，則生育遲緩，花期則較晚。由

此看來，植株生育成熟度越是進前之植株，

可趁早上山栽培，上山越早其開花亦越早。

�  因高溫所引起之消苞、消蕾情形方面

，以 " S h o w g i r l "品種為例，於春陽栽培時
，發生情形很少，然而在東光栽培時，於

花苞突出5公分時對高溫特別敏感，使花序
分化受阻。花芽發育至1 0 - 1 1月時，亦使
花序之小花有消蕾情形，雖然上山栽培可

改善消蕾情形，但還是以選擇不容易發生

花序枯亡的品種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  雖說上山栽培可得到較長花莖、多花

枝且深濃的花色等品質，但是，冬季的霜

害卻是栽培上的困擾，於9 0年1 2月底時，
常有連續數日夜間下霜，春陽栽培之虎頭

蘭，葉片及花蕾則發生嚴重水浸狀呈褐黑

化的情形，使之喪失觀賞價值。再者，上

山栽培仍需考慮運輸等交通條件、租金、

人工管理、水土保持及成本問題，對於小

面積栽培之農戶，上山栽培無疑是相對提

高成本支出，故不鼓勵此項作法。對於大

面積栽培則可因數量多而降低成本的支出

，但仍需多方面考量及審慎評估。

▲花芽形成期間因遭遇高溫
  而消苞

▲花芽伸長期間因遭遇高溫而消蕾 ▲"肯尼"品種於春陽栽培之花莖伸長
  較慢，但花枝數多

▲"肯尼"品種於東光栽培之花莖
  伸長快，花期亦早

▲"巴拉尼娜"品種於春陽栽培(右)較東光
  栽培且於7月6日上山(左)之花期來得早

溫     度

最高溫 最低溫 平均溫 日夜溫差

濕     度

最高濕 最低濕 平均濕 日夜濕差
日  期

7/6-8/8�
8/9-9/9�

9/10-10/7�
10/8-11/7�
11/8-12/6

29.50�
30.76�
26.30�
25.50�
19.80

17.10�
16.60�
13.88�
12.70�
  5.80

23.0�
23.7�
20.1�
19.1�
12.8

12.4�
14.13�
12.5�
12.9�
14

90.10
90.89�
90.98�
92.5�
92.68

54.58�
50.32�
50.7�
55.8�
46.62

72.33�
70.60�
70.82�
74.1�
69.65

35.550�
40.56�
40.3�
36.7�
46.06

溫     度

最高溫 最低溫 平均溫 日夜溫差

濕     度

最高濕 最低濕 平均濕 日夜濕差
日  期

7/6-8/8�
8/9-9/9�

9/10-10/7�
10/8-11/7�
11/8-12/6

31.9�
32.5�
30.12�
28.5�
23.9

20.1�
20.2�
18.6�
15.8�
  8.74

26.0�
26.35�
24.36�
22.1�
16.32

11.8�
12.3�
11.52�
12.7�
15.16

86.2�
85.85�
86.19�
93�
88.84

55.1�
53.93�
54.93�
55.5�
47.64

70.65�
69.89�
70.56�
74.2�
68.24

31.1�
31.93�
31.26�
37.5�
41.2

表一、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之溫濕度變化(2001年)

表二、南投縣魚池鄉東光村之溫濕度變化(2001年)



    時序進入秋季，又到了大蒜的種植時

期，有別於過往，今年我國已正式成為世

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國，農產品貿易自

由化的趨勢將不可免，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為保護我國大蒜產業，大蒜採關稅配額

方式開放進口，也就是第一年(91)年低關

稅配額內進口量1 8 4 4公噸，稅率2 2 . 5 %，

進口月份為每年8 - 1 2月，配額外高關稅每

公斤3 2元，進口數量及時間無限制，但不

管是低關稅配額或配額外高關稅，大陸蒜

目前都暫列為不准進口項目。第二年(92)

年低關稅配額內進口量2682公噸，稅率22.5%

，配額外高關稅每公斤29.5元，第三年(93)

年低關稅配額內進口量3520公噸，稅率22.5%

，配額外高關稅每公斤2 7元，9 3年後則重

新再談判。

    加入WTO對國內大蒜產業究竟有何影

響？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價格競爭，根據調

查國外蒜頭進口到台灣每公斤成本2 0元，

而國內蒜頭平均生產成本每公斤3 0 - 3 6元

，實無法與國外蒜頭競爭。此外，因缺貨

所造成的高價現象將越來越不常見。彰化

沿海地區所生產之大蒜向來以「早」出名

，真可以說是台灣的「蒜頭」，每年農曆

過年前後15天是盛產期，這個時候正值台

灣大蒜青黃不間接的時候，競爭對手除了

去年的庫存貨外，全省最「鮮」與最「早

」的蒜頭要算是彰化沿海地區所生產者，

故往往都可以賣得好價錢，但到了清明節

前後1 5天雲林蒜頭上市，彰化沿海地區所

生產的蒜頭變成有行無市，除少數被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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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專欄

消費專欄

材料：

西洋芹1棵(約1斤)

做法：

1.西洋芹去葉洗淨，切斜大片，用滾水

  （加鹽少許）川燙，撈起隨即放入冰

  開水中浸泡10分鐘，撈起瀝乾水份。

2.調味料拌勻，食用時沾著吃。

文/吳柳美芹 菜 (Celery)

    又名旱芹，學名為Apium graveolens L.

，屬繖形花科蔬菜。在台灣於每年10月至

隔年4月為盛產期。芹菜富含維生素A、B

、C、D，並含鐵質；神農本草經記載芹菜

能止血而保血脈，又謂芹菜益氣為富營養

之蔬菜。芹菜因含芹菜油(Apiin)，具有補

血及平衡血壓之效用。另其富含纖維質，

常食有助於腸胃蠕動，幫助排便。

�  芹菜可供煮食、生食、做泡菜及與其

他水果蔬菜配合打果菜汁亦為健康之飲品

。最適儲藏環境為0~5℃，相對濕度98%以

上者佳，不良之儲藏環境易導致葉片黃化

、莖軟化及老化。一般選購後可利用白報

紙、不織布、打孔之塑膠袋或保鮮膜包被，

以維持濕度，放置於冰箱中冷藏可達保鮮效果。

農產品生機食膳農產品生機食膳

洋芹芥末沙拉洋芹芥末沙拉

和式芹菜沙拉和式芹菜沙拉

芥  末2大匙

沙拉醬2大匙

檸檬汁2大匙

材料：

芹菜4棵   小黃瓜1條  胡蘿蔔1 / 4條  

蘋果半個  綜合核果少許

調味料：

醬油1大匙  砂糖1大匙  糯米醋4大匙

做法：

1.將芹菜(選靠心部分較嫩)、小黃瓜、

  胡蘿蔔、蘋果分別切小塊(約1 ~ 2公分)
  放入冰開水中冰涼後，瀝乾水分備用。

2.調味料調好後加入1料及綜合核果拌勻

  即可。

做為種蒜外，其餘只能期待年底蒜價高時

再行出貨或只能賤價求售。其原因在於彰

化沿海地區所生產之蒜頭較小雖具蒜瓣較

紅，味道較香，辣味十足特色，但消費者

還是偏愛雲林所產又大又白的蒜頭，因此

雲林蒜頭未上市之一個半月可說是彰化沿

海地區大蒜生產之黃金期，蒜農也多利用

此時期以濕蒜出脫。但加入WTO後彰化沿

海蒜頭出脫期將大為縮短，蒜商亦不敢大

量收購貯藏，以今年年初為例，過去蒜商

在蒜頭還未採收時就先行議價收購，但今

年則採現買現賣策略，原因無它，因為加

入WTO後蒜頭隨時可能進來，也造成除早

收者價錢好外，稍慢採收者甚有賣不出去

的現象。

    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如何因應？根

據農委會中部辦公室表示，國內蒜頭每年

需求量約4萬6千至5萬2千公噸，前二年期

(88 /89及89 /90年期)因超量種植，產品價

格僅能維持於每公斤3 6 . 7至2 6 . 6元，而去

年(9 0 / 9 1)年期大蒜種植面積為5千8百多

公頃，產量4萬9千多公噸，恰好處於產銷

平衡點內，因此產地價格可維持於每公斤

4 2元左右，農民朋友也都獲得合理之收益

，這就是適當減少種植面積的好處。加入

WTO後，國外大蒜產品進口包括配額內低

關稅及配額外高關稅兩部分，今年配額內

1,844公噸已全部標售完畢，8月起將陸續

進口，配額外高關稅部分累計至 7月底大

蒜產品已進口1 , 2 5 7公噸(其中蒜苔等生鮮

產品 4 2 3公噸、蒜頭 8 3 4公噸) ，預估全

年進口量約3千公噸，第二年(9 2年)進口

預估至少3千5百公噸以上。因此，本(91/92)

年期國內蒜球合理生產量應為4萬3千公噸

，即5千2百公頃是為國內合理之栽培面積

，換言之，今年國內大蒜種植面積應較去

(9 0 / 9 1)年期減少約6百公頃，即約一成種

植面積。

    任何農產品生產多了，將造成市場供

過於求，而致價格下跌，對農民不見得有

利；特別是蒜頭因外銷及加工均極困難，

且國內市場需求固定，因此生產數量適當

，咱們農民的收益才會比較有保障。因此

蒜農朋友在種植前務必審慎考慮，為了利

人利己，希望能比照去年適量調減大蒜種

植面積之做法，今年再比去年調減一成之

種植面積，以有效達成以量制價之目的。

�  此外，為確實掌握今年秋冬作大蒜生

產資料，農委會配合各鄉鎮農會於每年大

蒜種植前至十月三十日止，分別於各鄉鎮

農會辦理大蒜種植面積登記，已提供農友

瞭解大蒜種植面積，以及農政機關適時採

取相關因應調節措施之參考依據。且凡向

當地農會辦理大蒜種植面積登記的農民即

可參加抽獎活動，獎品豐富，有機車、冰

箱、電視、小家電等大獎，千載難逢的機

會勿錯失良機，千萬記得十月底前要去登

記。

�  最後懇請各位蒜農朋友參照去年大蒜

種植面積適當減少一成，並前往種植登記

，以免蒜價下跌，遭受損失。

文/蕭政弘

大蒜產銷需要我和你請大家踴躍種植登記與配合減產

調味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