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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區

為配合政府推動休耕地活化政策，本場於2
月14日上午十時，在東河鄉泰源村針對連續休耕
田活化政策辦理「硬質玉米機械採收栽培示範觀
摩會」。現場吸引對硬質玉米機械採收及契作有
興趣的農民共120人前來參加，農民反應熱烈。

觀摩會首先由農糧署東區分署臺東辦事處費
淑琴課員就活化休耕地之政策向與會農友詳細說
明，接著臺南場朴子分場詹碧連技正針對硬質玉
米之新品種的特性進行介紹，本場陳振義副研究
員講解硬質玉米之栽培管理技術，最後以大型玉
米採收機現場操作示範採收作業，提高農民參與
栽培興趣。

林場長表示，臺東地區102年第二期作辦理
休耕面積：東河鄉415公頃、成功鎮148公頃、
長濱鄉568公頃。本次硬質玉米機械採收栽培示
範，主要目的針對臺東縣海岸地區連續兩期休耕
田鼓勵農民轉(契)作種植硬質玉米，並由縣農會
與農民契作並保價收購，讓連續休耕兩期作之農
田重新活化，農民採收後無需擔心銷售問題。

本次示範之硬質玉米採收機係由法國原裝
進口，160匹馬力雜糧綜合採收機，對於硬質玉
米採收一次以四行式，每公頃約3小時的採收效
率，採收後之玉米粒即可送入烘乾機進行烘乾作

業，採收同時玉米莖桿切碎撒布在田間當綠肥之
用；除硬質玉米之外，該雜糧綜合採收機對各種
豆類如大豆、綠豆、紅豆等皆能進行採收，採收
機費用每分地約1,000元，既省時又省工。

本次栽培試作的品種包括：臺農1號、臺南
24號、明豐3號、農興688、104及008等6個品
種。試作結果各品種之表現以臺農1號品種最早
開花，農興688品種最晚開花；株高以104品種
最高，明豐3號品種最矮；初步田間實際觀察結
果，每個參試品種產量預估每公頃產量均可達5
公噸以上，達到農糧署每公頃2.5公噸的補助標
準。藉本次栽培示範期能篩選適合臺東地區栽培
的優良硬質玉米品種，推廣農民種植以增加收
入。

農委會為推動活化休耕農地政策，減少連
續休耕田之面積，鼓勵農民種植契作進口替代作
物、契作外銷潛力作物、地區特產、有機作物及
短期造林等替代措施，以增加土地之利用性。其
中硬質玉米屬於契作進口替代作物之一，種植硬
質玉米之農民給予一期作之補貼，補貼金額每公
頃為45,000元，若是小地主大佃農之大佃農農友
則補貼金額為 55,000元，希望農民配合政府活化
休耕田政策，共同來努力。

文 /圖 陳振義

硬質玉米活化農地省時又省工採 收 機 械 化

林場長致歡迎詞及說明觀
摩會的目的與用意

參加農民詳細聽取農地活
化政策說明情形

硬質玉米進行機械採收示
範情形

硬質玉米機械採收後玉米
粒裝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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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月間為臍橙的抽梢開花期，之後4-5月間
會再次抽梢，這段時間之新梢統稱春梢。臍橙新
梢的生長（萌發數量及生長勢）與樹體營養狀態
關係密切。樹體營養狀態直接影響樹勢強弱，也
關係到植株的生長與生產，因此藉由春季新梢的
調整控制來維持最佳樹體營養狀態，是臍橙栽培
管理上相當重要的工作。

2~3月抽梢開花期間，由新梢之葉與花的比
例（圖1）即可判斷出植株營養狀況，作為後續
管理的重要參考。若抽出的新梢較長且葉芽多
（葉片生長旺盛且葉色呈現鮮綠色）、花苞少，
代表樹體氮素過多、樹勢太強，日後易發生結果
量少、果實品質差之情形；調
整方式為剪除部分生長過度旺
盛的無花或少花新梢，抑制營
養生長，且短期內勿再施用氮
肥。若抽出的新梢較短且葉片
少（葉色偏黃綠），花苞多，
表示樹體氮肥不足、樹勢太弱
或為罹病株，日後生理落果率
較高，果形也會較小；調整方
式為剪除部分無葉或少葉新
梢，亦可利用含氮量高的液肥
進行葉面施肥，以促進營養生
長，增強樹勢。整體而言，
利用修剪方式將植株新梢花
與葉的比率調整在1:1左右是

較為恰當的。不過，
此乃問題發生後所採
取的應對措施，僅是
治標之法，最好能減
少或避免問題的產生
才是上策。要減少
2~3月間枝梢花/葉比例不當的現象，治本之道最
好從冬季修剪與肥培管理著手，建議果實採收後
（11~12月間）儘早進行冬季修剪，將樹勢與樹
形調整好，即可減少上述問題的發生。

臍橙至3月下旬花期結束後便開始萌發春
梢，此春梢為翌年結果母枝，若今年著果量過
多，則春梢數量較少，隔年的開花結果量亦會減
少；若抽梢的數量多且生長勢強，代表植株營養
生長過於旺盛，會影響幼果生長，情況嚴重時會
造成大量生理落果。臍橙由於花粉無效及胚珠異
常的關係，果實內無種子，此一特性使得臍橙對
於植體內在營養狀態及外在環境變化反應相當敏
感，常造成幼果著果穩定度低；開花著果量雖
多，卻容易發生嚴重的落果，為低產的主要因素
之一。從3月下旬到5月中旬為臍橙生理落果高峰
期，正常的情況下約有50%的落果率；而此時也
是春梢抽梢期，若植株營養生長調節控制不當又
逢春雨連綿，導致春梢生長過度旺盛（圖2），
則如同雪上加霜般，生理落果率將可能高達七、
八成以上。因此，春梢管理得當與否將直接影響
產量的高低。

文 /圖 陳奕君

圖2.臍橙的春梢生長過度旺
盛之現象

農友為了增產及提升品質，常會增施化學肥
料，但不知施用化學肥料過量，會發生土壤酸化
的問題。本場102年度果園土壤樣品分析件數共
366件，其中土壤酸鹼值在5.5以下者有132件，
占所有分析樣品的36.1％，而土壤酸鹼值在5.5以
下即為強酸性土壤，由此結果顯示臺東地區果園
仍存在著土壤偏酸的問題。雖然有許多因素會導
致土壤酸化，但過量施用酸性化學肥料是主要因
素之一。

酸性土壤會造成作
物營養元素吸收障礙，
由圖1可以得知土壤酸
鹼值低於5.5時，土壤
中的氮、磷、鉀、鈣、
鎂、硼等營養元素的有
效性會降低，而當這些
營養元素有效性降低，
就會導致作物營養元素
缺乏的問題，進而影響
作物的生長，導致作物

產量下降，品質降低。
因此當土壤酸鹼值低於
5.5時，就應進行土壤
改良，而改善酸性土壤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施用
苦土石灰、蚵殼粉等石
灰資材，施用量則依土
壤質地之不同而異。每
分地用量，砂質壤土100公斤，壤土或坋質壤土
150公斤，粘壤土200公斤，每年施用一次，直
到土壤酸鹼值達到6.0�6.5為止。除了施用石灰資
材，亦可藉由施用鹼性肥料代替酸性肥料的方式
改善土壤酸化問題。此外藉由土壤及植體營養診
斷分析，進行合理化施肥，以避免過量施用化學
肥料。而為了幫助農友得知果園土壤是否酸化，
本場提供免費之土壤營養診斷分析服務(圖2)，可
得知土壤是否為酸性，亦可了解土壤肥力狀況，
供施肥作業之參考，相關資訊可洽詢聯絡人：
張繼中，電話：089-325110#720，專線：089-
345756。

圖 1. 土壤酸鹼值與植物營
養元素有效性關係模式圖

圖 2. 本場提供免費土壤營
養診斷分析服務，幫助農友
了解果園土壤肥力狀況。

文 /圖 張繼中

臍橙春季新梢之管理要點

圖1.臍橙萌生之無
花新梢(上圖)及少
葉新梢(下圖)

果園土壤酸化要改善



第3版 臺東區農情月刊《第一七○期》中華民國一○三年二月

臺東地區番荔枝已逐
漸進入萌芽期，本場籲請
農友加強巡視果園，注意
小黃薊馬防治，適時採行
防治措施，以降低害蟲密
度，減少損失。

小黃薊馬雌成蟲以產
卵管將卵產於番荔枝幼嫩
組織，孵化後之幼蟲即以
此幼嫩組織為食，進入蛹
期時會爬行或掉落至土表
化蛹，成蟲體型小活動性
強，可藉風或氣流進行長
距離移動。小黃薊馬的成
蟲及幼蟲主要為害番荔枝
新梢、花及幼果，造成被
害嫩芽捲曲、畸形且局部黑化。至開花結果期，
移至花器及幼果上危害，造成不規則褐色條斑疤
痕影響果實外觀。為避免小黃薊馬為害，影響果
實品質，請農友注意於萌芽期或授粉前進行防治。

有關小黃薊馬防治法，本場建議採行下列防
治方法：

1. 加強果園樹體通風，有利於藥劑噴施，同時減
少小黃薊馬棲息環境。

2. 小黃薊馬化蛹時會掉落至樹冠下之落葉堆或土
表，防治時土表亦應適度的噴灑殺蟲劑，以確
保效果。

3. 小黃薊馬為雜食性之昆蟲，清除果園中雜草等
其他寄主，以減少孳生源。

4. 番荔枝嫩心葉發現每 10 枚嫩心葉有薊馬
30~40 隻時，或每 1 嫩心葉有一幼葉呈不規則
褐色條斑疤痕應選用下列化學藥劑防治： 2.8%
畢芬寧乳劑 1,000 倍、9.6% 益達胺溶液 1,500
倍、2.8% 賽洛寧乳劑 2,000 倍或 34% 硫敵克
水懸劑 1,500 倍等任選一種全園噴施。

參考上列藥劑，藥液以動力噴霧器作全園噴
施；但必須注意避免在 11 點 ~ 下午 3 點間噴藥，
以免造成高溫藥害。此外，嫩芽對藥劑較敏感，
請務必選用植物保護手冊所核准使用之藥劑，並
嚴格遵守用藥規定，依推薦稀釋倍數正確使用；
其他防治藥劑及方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若有
防治上的問題請洽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089-
325110 轉 737）或洽各區病蟲害診斷服務站（免
付費專線電話：0800-069-880）。

釋迦果園的病蟲害防治，首重田間衛生及清
園管理，若清園管理作得好，可有效降低全園病
蟲害危害程度，減少農藥的使用次數和用量，確
保果實的品質與安全。

釋迦常見病害包括果實
病害 ( 黑腐病、疫病及炭
疽病 )、赤衣病、葉部炭
疽病、藻斑病及立枯型
( 褐根病、根朽病及青枯
病 ) 病害。這些病害的病
原菌及其孢子，經由罹
病的果實、枝條、葉片
及根系，藉由風吹、降
雨、噴灌及根系接觸，在果園內傳播及危害，也
是釋迦生育期間病害發生的最初及最嚴重的感染
源。至於重要蟲害主要有粉介殼蟲、蟎類、薊馬
類、斑螟蛾及東方果實蠅等，這些害蟲大多危害
果實、葉片和枝條，可藏匿於落果、葉片及枝條
上，再移行至枝條分叉處或樹幹裂縫越冬，成為
下一季的蟲源。為避免病蟲源殘留在釋迦果園內，
建議農友於果園徹底執行清園管理。

清園管理的唯一原則即是保持果園環境的清
潔衛生。釋迦果園於果實採收後、進行冬季強剪

清園時，可參考下列原則及方法進行。

1、 儘可能將枯死植株挖除，徹底清除罹病根系。
清除之枝幹及根系，應移出果園或燒燬。

2、 強修剪之枝條、葉片及殘果宜移出果園，或
燒燬或加以粉碎促加速分解，降低病蟲孳生
機會。

3、 罹病蟲害之果實及落果均以塑膠袋收集封死，
並移出果園，杜絕病原菌孢子飛散傳播，悶
死果實上的蟲體，勿直接置於園中。

4、 適當整枝修剪，調整樹型，使萌芽後樹冠內
保持通風，減少病蟲害發生。

5、 修剪後萌芽初期期間，
是病蟲害防治最佳時
期，尤其對越冬介殼蟲、
蟎類及其他病害，可以
推薦藥劑混合礦物油或
可溼性硫黃粉，以徹底
防治殘存病蟲害。

值此釋迦採收後整枝
強剪之際，是採後病蟲害管
理的關鍵時刻。徹底清園可
有效降低果園內病蟲源的密
度，對新一季的病蟲害防治
工作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對果園管理與結果品
質，將有很大的助益。

小黃薊馬銼食，造成葉
柄不規則褐色疤痕。

薊馬危害嚴重時造成被
害嫩芽捲曲、畸形且局
部黑化。

文 /圖 許育慈

文 /圖 李惠鈴

枯死的釋迦植株宜徹底挖
除並移出果園

釋迦強剪後枝條落果徹
底清除保持園內乾淨

徹底的清園管理降低釋
迦生育期間病蟲害發生

番荔枝萌芽期注意小黃薊馬防治

釋迦果園之清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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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同同 仁仁 紹紹介介進進

文 /圖 余建財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活 動看板

現場講解並示範人型驅鳥器使用情形 喜願小麥農民壯遊團與林場長合影

本場 103 年度 農 民學院 課程即將登場

本場103年度農民學院訓練班課程即將開
辦，今年度課程規劃原則將以落實農業技術觀念
及實務操作訓練為主，積極發展保健植物、有機
栽培及特色農業等實務性課程，提供有志從事農
業的民眾或在職農友進修機會。

103年度本場預計辦理7班次，依據在地核
心產業需求，規劃系統性之農業訓練班（如附
表），各班別於開班前2個月陸續開放線上報
名。此外，農民學院各訓練中心已於2月12日起
陸續開放報名，歡迎有興趣從事農業工作者至農
民學院網查詢及線上報名，農民學院網址（http://
academy.coa.gov.tw）或本場網址（http://www.

ttdares. gov.tw），亦歡迎您親自至農業推廣課洽
詢（聯絡電話：089-325110#830）。

訓練班別 天數 班數 開班期程

農藝入門班 3 1 4/22-24

園藝入門班 3 1 5/6-8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班(初階) 15 1 10/13-31

有機農業班(進階) 10 1 9/15-26

番荔枝栽培管理班(進階選修) 3 1 5/20-22

果樹有機栽培技術班(進階選修) 3 1 6/10-12

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班(進階選修) 5 1 11/17-21

2月14日喜願小麥農民壯遊團蒞場參訪活動花絮～

2 月 14 日喜願小麥
農民壯遊團一行 20 餘人
蒞場參訪，並參觀本場研
發太陽能人型驅鳥器之成
果，現場由林學詩場長及
相關同仁陪同。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2 月 13 日 番荔枝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日昇之鄉會館農民活動中心

2 月 14 日 硬質玉米機械採收栽培示範觀摩會 東河鄉泰源村高原段 533 地號

2 月 19 日 番荔枝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技術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室

2 月 20 日 有機大豆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長濱鄉中濱段掃別段 40 地號

2 月 21 日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長濱鄉中濱段掃別段 166 地號

2 月 24 日 二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機研究室二樓會議室

2 月 26 日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池上鄉萬福段 384 號
3 月 5 日 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示範觀摩會 東河鄉北源村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學系
經歷： 經濟部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員山

榮民醫院、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
桃園縣立凌雲國民中學、衛生署竹東
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竹東分院。

到任日期：103 年 1 月 28 日
任職：秘書室主任
電話：(089)325110 轉 300 或 
           (089)310594

學歷： 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
發展研究所公共事物管理
碩士班

經歷： 行政院衛生署臺東醫院醫
用放射線技術師、台東縣
衛生局技佐、衛生稽查員

到任日期：103 年 1 月 21 日
任職：秘書室專員
電話：(089)325110 轉 311 或
           (089)329092

吳 英 政羅 中 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