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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積極協助莫拉克颱風災後復耕
農作物災後復耕技術
■ 颱風過後，注意預防木瓜果疫病及黑腐病發生
■ 莫拉克颱風侵襲後，宜加強水稻白葉枯病防治工作
■ 颱風過後，柑橘類慎防褐腐病及潰瘍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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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積極協助莫拉克颱風災後復耕
莫拉克颱風造成農業災損嚴重，本場立即動員全場技
術人員組成農業技術服務團，深入各災區協助農作物復
建及勘災工作，並陸續在網站提供相關產業重建之技術
資訊，農友有農作物災後復耕問題，歡迎撥打電話065912936、0800-888-864（上午8時至晚上10時），將有專

人提供諮詢服務。
另農委會宣佈調降莫拉克風災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年息，由1.25％再降為1％，請受災農漁民儘速提出申
請，以利現金救助或產業輔導專案措施補助金之核發，加
速進行復耕復建。
【文/編輯室】

農作物災後復耕技術
為儘速協助農民復耕，本場出版一系列農作物災後復
耕技術文宣，包括設施蔬菜、設施瓜果、水稻、甘藷、落
花生、甜玉米、文旦柚、木瓜、楊桃、番石榴、釋迦、蘆
筍、竹筍等11種，歡迎有需要的農民來電索取，或上本場
網站下載使用。茲將部份復耕技術摘錄如下：

設施葉菜
1. 災後若菜株仍屬幼小且受損不嚴重者，建議於放晴前
應搭掛黑色遮蔭網覆蓋約2∼3日，減緩蔬菜萎凋與失
水速率，以利菜株恢復生長勢。
2. 中耕培土：等待表土乾濕適當後，實施中耕，並酌予
培土及扶正植株，促進蔬菜恢復正常發育。
3. 補施肥料或葉面施肥：豪雨或淹水後，菜株根系受損
之際，可酌施肥料或噴施營養劑，惟建議以葉面施肥
為主，以促進根系生長加速恢復生育勢。
4. 防治病害：災後蔬菜容易發生露菌病、疫病、軟腐病
等病害，應依照植物保護手冊，加強防治。噴藥後，
應注意安全採收期，避免農藥殘留於蔬菜上。

設施瓜果
1. 小果番茄待植株恢復生長後，新葉已開始發生時，可
使用約100ppm之平均肥 (氮磷鉀三要素等量) 進行葉面
噴施，促進植株恢復生長勢，之後則進行一般正常管
理。

↑葉面施肥以促進根系生長加速恢復生育勢

2. 洋香瓜開花期間，如遇颱風來襲，則雌花難著果，預
留的結果枝常成無效蔓，適時葉面施用較高磷鉀比例
的複合即溶肥，促進較高節位留果蔓上的雌花能著
果，減少無果株。受損葉片與例行之整枝理蔓須於天
氣放晴時進行較佳，可減少傷口感染。中果期∼成熟
期之植株，亦可藉葉面施用較高磷鉀比例的即溶肥，
使植株可儘速恢復生長勢並維持果實品質。
3. 小胡瓜於颱風季節後應立即摘除瓜形不正、彎曲果或
發育不良果，減少植株著果負擔，有利於提早恢復生
長勢。
4. 防治病害：雨後疫病、白絹病及露菌病易發生，可針
對不同作物參考植保手冊噴灑殺菌劑加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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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1. 補植：颱風過後，秧苗田受損缺株者，應儘快進行補
植工作。
2. 肥培管理：積水退去後應讓田區暫時保持排水狀態，
待秧苗植株挺立生長後再行灌水，但灌溉水不宜過
深；此時每分地施用硫酸銨10公斤加氯化鉀5公斤，或
台肥1號複合肥料10公斤，促使稻株恢復生長後再行一
般正常管理。
3. 病蟲害防治：積水退後首要之務為注意福壽螺之防
治。(防治藥劑：70％耐克螺可濕性粉劑、80％聚乙醛
可濕性粉劑)。颱風過後易造成水稻葉片受損破裂，細
菌容易由傷口入侵，引起白葉枯病發生，早植田區應
加強白葉枯病的防治工作。

↑受損嚴重植株立
即採重度修剪進
行搶救
→植株倒伏應扶起
約45度，以支柱
固定，並行基部
培土

↑秧苗田受損缺株應儘快補植

文旦
1. 倒伏植株處理：應儘速將果園內斷裂枝條剪除。倒伏
植株若為幼齡株，因根系淺，尚不致造成嚴重斷根，
應趁土壤仍濕潤鬆軟及早扶正，並加立支柱固定，若
植株有果實者，宜視受損程度摘除果實及剪除部分枝
葉以減少水分散失，降低樹體負擔。倒伏角度過大之
植株，根系傷害嚴重，勿強行扶正，避免二次傷害，
應剪除接觸地面之枝幹及疏除部分枝葉後，加立支柱
固定。
2. 田間衛生管理：為維持田間環境衛生，及避免病原之
滋生，應儘速清理園區內殘枝及落果，勿長時間置放
於果園內，以完全杜絕病原潛伏。為有效防止病菌滋
生蔓延，應儘速噴施殺菌劑進行消毒，三元硫酸銅
27.12％水懸劑800倍，安全採收期6天；福賽得80％可
濕性粉劑200倍，安全採收期6天；銅滅達樂76.5％可濕
性粉劑1000倍，安全採收期9天或植物保護手冊中推薦
藥劑擇一使用，此時為文旦柚果實生育後期，需注意
採收時農藥殘留問題。
3. 受損植株之處理措施：(1).災後果園巡視時若發現新梢
及果實已呈現失水時，應儘速將其剪除；視程度疏除
30∼50％枝梢、葉片，減低根部負擔，以恢復植株樹
勢；並配合葉面施肥方式補充營養元素。(2).受損症狀

嚴重之植株，成熟葉及枝條呈現明顯反捲、枯萎狀。
此時應採短截修剪，除預留更新之主幹外，植株枝條
及葉片應全部剪除，以求受損及修剪後的樹體迅速萌
發新梢恢復樹勢；修剪後應加強傷口保護措施，如：
可塗抹樹脂或包覆報紙及稻草等，以防止水分散失。
衰弱株避免翌年大量開花及著果，以免影響樹勢恢復。

木瓜
1. 受損及倒伏植株管理：風雨過後傾斜倒伏之植株儘速
以支柱支撐扶起約45度，避免強行扶正，勿使果實接
觸地面，根部裸露處進行幹基培土，以免根部積水腐
爛。因木瓜葉片受損，缺乏遮蔽，果實應以覆蓋資材
如報紙、黑網等包覆，以防止日燒發生。木瓜經風雨
搖動或浸水，造成根部斷裂受損或腐爛，影響養份吸
收，可酌施液肥或營養劑行葉面噴佈，以促進植株恢
復生長。若根部腐爛及葉片受損嚴重，導致樹勢衰弱
或半萎凋，宜視受害程度進行疏果(上段小果、受傷果
及病果優先)或割除部分葉片，減少樹體負擔及水分蒸
散，以利樹勢恢復。
2.田間衛生管理：強風造成木瓜枝葉折損，莖幹折斷及落
果等傷害，應先將受損枝葉果實撿拾清除至園外，勿
長時間置放於果園內，以杜絕病原潛伏及成為病媒源。
3.復耕與設施修復：幼株遇災害嚴重者，應儘速補植，
以免生育期參差不齊，老株受損嚴重，已無經濟效益
者，則可砍除廢耕，避免留存植株成為病蟲害根源，
影響鄰近木瓜園。網室及支架破損應儘速修復，以有
效隔離帶病蚜蟲，避免感染木瓜病毒病。
【文/圖 編輯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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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過後，注意預防木瓜果疫病及黑腐病發生
莫拉克颱風帶來大量的雨水，除了直接吹落木瓜果實
外，樹上的果實也可能因病原菌隨雨水傳播而發生腐爛落
果現象；網室栽培之木瓜園多遭強風掀網，植株上造成許
多傷口，木瓜黑腐病菌極易隨風雨傳播而侵入感染，雖然
在目前高溫狀況下不會造成嚴重病徵，卻會潛伏於植株上
而在溫度降低時迅速發病危害。本場提醒果農在颱風過後
確實做好清園及病害防治工作，以降低病害蔓延的機會。
颱風過後木瓜果疫病病原菌會藉由雨水飛濺傳播，且
環境中濕度極高，利於病原菌侵染及繁殖，造成果實腐
爛。木瓜果疫病之被害果，先出現水浸狀病斑，並有膠狀
物滲出，隨病勢進展於果表產生白色菌絲體，菌絲體上產
生之孢囊可直接或間接產生游走子而感染健康果實。此類
真菌性病害，通常發生於雨季，該病原菌主要來自土壤，
雨水飛濺將病原菌帶往果實侵入危害。故病害常由近地面
果實開始發生，且較易出現在果實下半部位，藉由雨水將
患部產生之孢囊及游走子，再次往上感染健康果實。清除
罹病果及田間落果為目前防止病害繼續蔓延的首要工作，
惟有清除田間病果後再配合施藥防治，才能有效控制病害
之蔓延。
藥劑防治上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之木瓜果疫病藥
劑：50％達滅芬可濕性粉劑3,000倍，安全採收期9天；
23％亞托敏水懸劑1,000倍，安全採收期9天；9.4％賽座滅
水懸劑2,000倍，安全採收期12天；81.3％嘉賜銅可濕性粉
劑1,000倍，安全採收期6天，另外純白鏈黴菌素700PCU/
g水溶性粉劑800倍為預防性藥劑，宜於發病前開始施藥，
請果農參考施用。此外，可配製1000倍亞磷酸再以1000倍
氫氧化鉀中和之溶液，於雨季前每10天施用一次，連續

↑木瓜果疫病病徵

↑木瓜黑腐病造
成葉背水浸狀
病斑
←木瓜黑腐病造
成維管束褐化

3∼4次，可提高植株對病害之抵抗力，惟需發病前施用才
有效。
木瓜黑腐病菌可能隨風雨傳播而侵入感染，黑腐病病
徵初在木瓜葉片呈現水浸狀斑點，高濕時泌膠，最後病斑
組織壞疽枯死。植株心部呈水浸狀病斑，隨即葉柄下垂，
葉片呈黃色，株心內部變褐色，葉片未脫落前植株心部轉
黑枯死。病徵由株心向下擴展，但在成熟組織上進展緩
慢，有時株心已呈現黑腐狀，但仍會長出未罹病之側芽。
無論成熟株、幼株或幼苗皆可被感染。被害果果皮上有
明顯水浸狀黑色病斑。該病原細菌在高溫35℃以上無法生
長，故於目前的氣候下，病害進展不易，但也因此不被農
民察覺而疏忽防治，此時病原菌潛伏在植株內，俟秋冬氣
溫降低，環境條件適宜時，就可能迅速發病蔓延而造成嚴
重損失。
登記於植物保護手冊可供參考防治之藥劑為81.3％嘉賜
銅可濕性粉劑。目前即使沒有嚴重病徵出現，為消滅感染
源，仍建議施藥預防。
【文/圖 陳紹崇．鄭安秀．吳雅芳】

98年1月11日起，三人以上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1萬元。
菸害申訴專線：0800-5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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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侵襲後，
宜加強水稻白葉枯病防治工作
雲嘉南地區二期作水稻已陸續進入插秧期，由於
莫拉克颱風強力襲台，造成秧苗長期泡水，葉片傷
痕累累，放晴後溫度飆高極適合白葉枯病之發生，
本場呼籲農友加強防治，以確保病害不致蔓延，影
響日後收成。
由於莫拉克颱風超大暴雨不斷，極有利於白葉枯
病發生與蔓延。白葉枯病之病原細菌可由水孔及傷
口侵入，在葉片邊緣形成波浪狀病斑，病原細菌隨
著葉脈往下蔓延，在葉脈兩側形成黃化病斑，露水
未乾時，細菌會溢泌在葉緣水孔形成菌泥，隨人員
走動或雨水而傳播。在第二期作高溫環境下，偶而
會發生白葉枯病急速萎凋型病徵，更值得注意。防治上，
除種植中抗或耐病品種、注意合理化施肥，避免偏施氮
肥以強健植株增加抗病性外，避免清晨露水未乾前行走

↑嚴重感染白葉枯病之稻田
←水稻白葉枯病病徵

於已發病之稻株間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施肥或噴藥工作儘可能在下午
進行。藥劑防治上，白葉枯病可施
用10％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1000
倍、6％撲殺熱粒劑、10％克枯爛
可濕性粉劑1000倍。如選用克枯爛可濕性粉劑應單劑使
用，切勿混合其他藥劑，以免發生藥害。
【文/圖 陳紹崇．鄭安秀．吳雅芳】

颱風過後，柑橘類慎防褐腐病及潰瘍病
此次莫拉克颱風滯台3天帶來大量的雨水，雲嘉南地區
柑橘類果園除了果實直接吹落外，殘留樹上的果實也容易
發生潰瘍及腐爛落果現象，本場提醒果農確實做好清園工
作，以降低果實褐腐病及潰瘍病蔓延的機會。
果實褐腐病主要是藉由雨水將病原菌從土中飛濺至果
實造成感染，罹病果實表面初呈水浸狀病斑，隨病勢進
展，患病部位腐爛、褐化，甚至落果。由於病徵類似開水
燙過，農民俗稱「滾水病」、「水菇病」或「水傷」。果
實褐腐病為真菌性病害，通常發生於雨季，病原菌主要來
自土壤，雨水飛濺將病原菌帶上果實侵入危害，故病害常
由近地面果實開始發生，且較易出現在果實下半部位，高
濕度環境下，患部產生白色菌絲體及孢子囊，藉由雨水飛
濺，再次往上感染健康果實。
清除罹病果為目前防止病害繼續蔓延的首要工作，惟
有清除田間病果後再配合施藥防治，才能有效控制病害之

↑柑橘果實褐腐病發生嚴重，造成 ↑柑橘果實褐腐病病徵
大量落果

發生，已進入採果期之園區請嚴守安全採收期之規定，
參考施用藥劑有27.12％三元硫酸銅水懸劑，安全採收期6
天、80％福賽得可濕性粉劑200倍，安全採收期6天、58％
鋅錳滅達樂可濕性粉劑500倍，安全採收期21天；33％鋅
錳乃浦水懸劑500倍，安全採收期40天；50％貝芬硫醌可
濕性粉劑800倍，安全採收期30天；或植物保護手冊中其
他推薦藥劑。此外，草生栽培是防治果實褐腐病發生及蔓
延的理想栽培方式，防止雨水直接沖擊到土面，而將土中
病原菌飛濺帶上果實。
潰瘍病為細菌性病害，好發於高溫多雨的季節，颱風
過後葉片的傷口更增加其侵染的機會，本病危害葉片，枝
梢及果實等部位。發生於幼葉上，初呈細小透明水浸狀暗
綠色斑點。逐漸擴展變為白色或灰色，最後表皮破裂，呈
現鮮褐色海綿狀木栓化，病斑之邊緣有黃色暈環。果實上
的病斑缺乏鮮明之黃色暈環，但表面木栓化更甚，外觀
甚為粗糙。病斑內有無數病原細菌，如遇雨露
即溢出，以水滴濺散傳染為主，或藉昆蟲或其
他因子傳播危害。參考施用藥劑有波爾多72％
可濕性粉劑500倍、4-4式波爾多液、氧化亞銅
56％可濕性粉劑600倍、嘉賜銅81.3％可濕性粉
劑1000倍等藥劑。施藥前罹病葉片、枝條及果
實無論掉落地面或掛在樹上，均需徹底清除，
減少田間病原菌密度是最積極的防治對策。
【文/圖 陳紹崇．鄭安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