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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種育成：亮麗、脆嫩的甜瓜「臺南15號」發表

為因應近年高溫期增長、設施 (溫室) 於夏季種植香瓜需

求增加以及多年以梨形、銀白皮為主的單一生產類型過於
集中恐造成量多價跌、不敷生產成本等隱憂，本場經過11
年之研發與試驗，育成亮麗、脆甜特色之東方甜瓜 (香瓜)
類型新品種「臺南15號」(以下稱本品種)，與現行栽培類型

具明顯區隔，將提供夏季栽培香瓜之新選擇。
本品種於國內高溫期之溫室或露天試種下所選出，具
耐熱早熟特性，授粉後25日 (高溫期)∼29日 (暖季) 為適採

期，成熟時散發淡淡香氣，適應臺灣高溫與高濕栽培環境
果實色澤亮黃嵌有銀條斑，在業界習稱此類型為「韓國香
瓜」，具有極高鑑別度與代表性。在適當管理之下，果實
大小450∼600 g (1個半拳頭大小)、糖度13-15 °Brix，最高值 ↑本場6月22日於農委會舉行臺南15號記者會，由本場楊宏瑛場長 (左二) 主持
可達16.5 °Brix，可滿足國人對香
瓜糖度的期待。

本品種為小果型，剛好1∼2
人食用之份量。將果實切去頭
尾後，連皮帶籽可全果食用；
若是全果打汁飲用，不僅減少
浪費食材，也能將其營養價值
發揮到極致。除了兒童或腸胃
不良的民眾不建議食用含籽之
瓜瓤或果皮，一般人都能食用

↑本場黃圓滿副研究員說明臺南15號栽培過程 ↑「臺南15號」與主流類型比較

無虞。【聯絡人：黃圓滿副研究員06-5912901轉539】

↑亮麗香甜的「臺南15號」外觀
→「臺南15號」直立栽培 (採收前2日)

↑「臺南15號」果實
外觀與橫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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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口感米食水稻新品種「臺南20號」通過命名審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稱本

場) 歷經9年的努力，選育出水稻低直鏈澱粉新品系「南 育
1051021號」，6月8日經由水稻育種、栽培、植物保護等學者及

稻作產業專家組成的技術審查會議一致決議，正式命名為「臺
南20號」。
技術審查會議分為新品系田間審查及書面資料審議兩部分，
田間審查於本場嘉義分場之新品系示範田區進行稻株外觀型態
及生育情形審查。在歷經5月至6月間梅雨的洗禮之後，新品系
稻株依然挺立，而且株型表現健康、整齊一致，生育情形相當

↑由稻作專家、學者組成技術審查會議，正式命名水稻「臺南20
號」，本場楊宏瑛場長及各試驗改良場所稻作研究伙伴熱情參與

良好、無病蟲害發生。此外，藉由書面資料審查新品系在9年育
成過程中的農藝性狀、產量與各項倒伏性、耐寒性、脫粒性、

淡雅的芋頭香味，口感柔軟Q彈，冷飯口感更佳!本品種糙米烹

穗上發芽等特性，與各項主要病蟲害抗性檢定結果，以確認新

煮時不但免浸泡，糙米飯還帶有光澤及芋頭香，口感濕軟而且

品系在實務生產的表現。經技術審查會議一致決議，水稻新品

有黏性，無一般品種的粗硬口感，是絕無僅有色、香、味俱全

系符合育種目標，正式命名為「臺南20號」。

的糙米飯最佳選擇！本品種命名審查送請農委會核備後，將陸

水稻新品種「臺南20號」具有日本號稱超口感的低直鏈澱粉
特性，米粒大，白米呈現半透明有如牛奶般的外觀，米飯帶有

續推出一系列推廣及行銷活動，敬請期待！
【文圖/楊智哲】
←水稻新品種「臺南
20號」糙米飯質
軟、糠層薄，保有
濕軟口感、不粗硬

←水稻新品種「臺南
20號」白飯輕柔
軟黏帶有芋頭香，
冷飯更Q彈且香氣
依舊

↑水稻新品種「臺南20號」歷經梅雨的洗 ↑水稻新品種「臺南20號」(右)具有超口感低直鏈澱
禮，稻株依然挺立、健康、整齊一致， 粉特色，白米呈現半透明有如牛奶般的外觀
無病蟲害發生

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 示範觀摩會
本場6月10日於嘉義縣新港鄉辦理「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 示範觀摩會」，由本場

副場長陳昱初主持，出席貴賓為防檢局陳保良簡任技正、新港農會李翠萍秘書與現場約50位
農友。本次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 示範，主要以本場新育成品種抗稻熱病的特性來

說明如何預防稻熱病發生，並配合氣象「監測預警」稻熱病、性費洛蒙誘蟲器監測主要害蟲
的密度變化，加上在地「植物醫師」定期進行田間病蟲害調查，於田間病害發生及害蟲密度
上升時，即時進行防治措施。另亦配合水稻生育期，進行穗稻熱病「預防性」防治工作。防
治過程中，輪替不同種類藥劑進行防治，以避免抗藥性之產生。
首先由本場嘉義分場楊智哲助理研究員介紹本場經9年努力，於111年命名的水稻新品種

↑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IPM) 示範觀
摩會由本場陳昱初副場長 (中) 主持，
出席貴賓包括防檢局陳保良簡任技正
(左)、新港農會李翠萍秘書 (右)

「臺南20號」在今年適合稻熱病發生的氣候條件下，於田間表現良好的抗病
性，其罹病度較臺南11號低30∼50%。後續由本場林國詞助理研究員、張淳淳
助理研究員及新港鄉農會儲備植物醫師林建言說明田間病蟲害的監測方式，協
助農友掌握施藥時機。現場並實際到試驗田中觀摩「臺南20號」的栽種及抗病
結果，觀摩後由林炳坤農友分享種植心得，並由農友提問進行交流，提問內
容包括產量、病蟲害監測、糧商合作、公糧收購、糧食政策發展方向等，
由現場各單位專家回答說明，也期許本次觀摩交流座談能激勵更多農友以
IPM的方式管理水稻，達到降低成本與農藥減量的目的。【文圖/吳雅芳】

本場水稻病蟲害
整合性管理 (IPM)
示範觀摩會現場
參與人員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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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香瓜健康管理及IPM講習會：提升農友綜合管理知識
本場6月29日於臺南市七股區農會辦理「洋香瓜健康管理及IPM講習
會」，由本場副場長陳昱初、郭國文立法委員及七股區農會陳崇欣總幹事
共同主持，現場參加人員50餘人。首先郭委員表達了對洋香瓜產業的熱切
關心，本場陳昱初副場長也說明本場對此項作物的重視。
課程部分首先由本場黃圓滿副研究員介紹洋香瓜重要
品種、栽培管理知識以及現在相當受重視的減災技
術；接著由黃瑞彰副研究員帶來精采生動的土壤肥
培管理技術大補帖，最後由張淳淳及蔡孟旅助理研
究員簡介病蟲害綜合管理 (IPM) 及安全用藥守則，講

本場陳昱初副場長說
明本場在洋香瓜栽培
管理的研究成果，左
為郭國文立委

習會圓滿完成。【文圖/蔡孟旅】

↑現場參與人員聆聽各項管理技術

↑本場黃圓滿副研究員介紹洋香瓜品種
與減災技術

「設施小果番茄果瓜實蠅非疫生產點建立」講習會活動紀實
因我國目前為果實蠅科害蟲瓜實蠅與東方果實蠅疫區，為增加我國優良果
品外銷機會並促進農民收益與拓展小果番茄鮮果外銷，本場與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6月21日假嘉義縣太保市農會與雲林縣虎尾鎮農會辦理「設施小果番茄果
瓜實蠅非疫生產點建立」講習會，招募有意願的農友進行非疫生產點建置。
嘉義場次由本場楊宏瑛場長與太保市農會黃麗貞總幹事共同主持，防檢局
黃國修科長講解非疫生產點國際規範、張淳淳助研員講解果瓜實蠅的監測與
整合性防治IPM、劉依昌助研員說明番茄栽培管理技術。雲林場次由本場陳
昱初副場長主持，防檢局陳俊宏技正、黃秀雯助研員與郭明池助研員擔任課
程講師。共40位人員參加。
課程詳細說明國際規範、招募條件、
設施的要求、監測方式、病蟲害防治

↑嘉義場次由本場楊宏瑛場
長 (左二) 與太保市農會
黃麗貞總幹事 (右二) 共
同主持
→雲林場次由本場陳昱初
副場長主持

技術、栽培管理、甄選考核方式等並安
排農友課後測驗。後續現場勘查農友溫
室，綜合考評後已於本場官網公告錄取
↑講習會後進行課後測驗

名單，持續辦理非疫生產點相關作業。
【文圖/黃秀雯】

↑防檢局陳俊宏技正講解非疫生 ↑黃秀雯助研員講解果瓜實蠅的 ↑郭明池助研員說明番茄栽培管
產點國際規範
監測與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理技術
↑雲林場次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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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轄內榮獲第6屆百大青農！

黃威騰

謝志坪

鍾宇軒

臺 南

嘉 義

雲 林
洪正欣

林家如、蔡淑珍、官慧純

許永輝

侯喬偉

陳明勝、賴宏銘、黃淩肇、張韡耀

農委會 攜手 業界 共創 臺灣零飢餓環境
為讓大眾深入瞭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稱農委會) 推動零飢餓的三大策

略，農委會6月6日舉辦推動「零飢餓」記者會，攜手信義企業集團周俊吉創辦
人、臺灣師範大學林如萍教授、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林愛龍執行
長、新北市淡水區農會高忠總幹事，以及農村綠色照顧社區代表苗栗縣後龍鎮
水尾社區梁清文里長等，結合產官學共同投入實現零飢餓之目標。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表示，「零飢餓 (Zero Hunger)」為聯合國2015年「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中17項目標中的第2個
標的，以結束任何形式的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為核

心。為此，農委會除透過食農教育向下扎根外，本次更進一步提出「零飢餓」
實踐的三大策略，包括「擴大服務」、「響應惜食」及「公私協力」，協助近
期受到烏俄戰爭與疫情雙重影響下的國人，能獲得安全、營養和充足的食物，
渡過當前所面臨的挑戰。
策略一「擴大服務」部分，將針對既有的45處農村綠色照顧社區以及69處
農漁會，擴大辦理供餐增加供給量能，以協助農村社區、鄰近村里高齡者與
弱勢家庭的供餐服務；策略二「響應惜食」，預定在22處農會農民直銷站設立
「惜食專區」，提供價格親民的良品國產食材，發揮愛物惜物讓食材零浪費，
國人也可買得安心吃得放心！策略三「公私協
力」，將研修「國內糧食救助作業要點」擴大
救助糧申請對象，將社福團體、綠色照顧站納
入，並協同企業共同投入，同時設立關懷專線
提供諮詢。
陳主委強調，要實踐「零飢餓」的目標除了
政府的政策推動外，來自地方農村、農漁會，
以及民間企業與國人的支持亦相當重要，未來
也期待更多的企業響應投入，共同渡過疫情與
國際情勢影響下的關鍵時刻，讓受影響的國人
與弱勢族群在食物與營養方面能充分獲得照
顧。相關政策內容及資訊，詳見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零飢餓專區 (https://0g2.coa.gov.tw)。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林易辰

陳奕儒

楊子賢

蔡永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