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人：侯福分︱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總編輯：李月寶︱主編：黃惠琳︱地址：台南縣新化鎮牧場70號︱電話：(06)5912901︱傳真：(06)5912928
網 址：http://www.tndais.gov.tw︱農友暨消費者服務專線：(06)5912905︱GPN：2008500150︱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創刊︱印刷所：農世股份有限公司︱定價：10元

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日出版

本場積極協助莫拉克風災農業復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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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 積極協助莫拉克風災農業復建工作
莫拉克颱風災損，由於轄區雲嘉南五縣市皆公告為現
金救助地區，為配合複勘抽查工作早日完成，本場各業務
單位皆全力配合，到9月29日止本場已出動110人次。

1

台南區88水災災後復耕技術服務團：本場自98年8月
17日成立台南區88水災災後復耕技術服務團，並分農
藝、蔬菜、花卉及果樹作物等四技術服務組，投入復耕復
建技術輔導工作。至10月1日止共出團160場次，輔導人力
240人次，其中農藝作物組技術服務出團26場次、果樹技
術服務出團39場次、蔬菜作物技術服務出團60場次及花卉
作物技術服務出團35場次。

2

水稻病蟲害防治講習宣導：9月3日至9月24日分別於台
南縣下營、後壁、新營、善化、新化；嘉義縣民雄、
大林、水上、朴子、鹿草、太保、新港、六腳；雲林縣斗
六、莿桐、元長、林內、古坑、二崙等鄉鎮，計20場次。

3

災害復耕講習：9月14日至10月7日分別於大內鄉、麻
豆鎮、下營鄉、玉井鄉、南化鄉、佳里鎮、竹崎鄉、
梅山鄉辦理木瓜、文旦、白柚、芒果、釋迦、楊桃、番石
榴、柑橘類等果樹類復耕講習共10場，宣導災前防範與說
明災後復耕措施，期能協助各產業迅速復建。

4

莫拉克風災農業復建措施座談會：本場支援88水災高
屏受災地區，於9月16、17、18日晚上，分別在鳳雄營
區、黃埔營區及金陵營區，辦理「莫拉克風災農業復建措
施座談會」共3場次，協助災民災後農業復耕的問題。

↑莫拉克風災農業復建措施
座談會－鳳雄營區

↑莫拉克風災農業復建措施
座談會－金陵營區

↑侯場長巡視麻豆文旦受災果園
→本場出版之農作物災害復耕
技術文宣

5

編印農作物災後復耕
技術文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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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稻、甘藷、落花生、甜玉米、文旦柚、木瓜、
楊桃、番石榴、釋迦、設施蔬菜、設施瓜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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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場長並責成勘災同仁，針對本次莫拉克颱風災害
情況，將不同時間點所拍攝照片加以整理，並撰寫拍攝記
錄與災害情形，以便彙編成冊，提供同仁未來損害等級認
定之參考。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張汶肇】

↑辦理農作物災損複勘抽查
工作

↑辦理農作物災後復耕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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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規定，
農委會提供受災農漁民舊專案農貸本金展延期間利息免收措施
為減輕莫拉克颱風受災農漁民舊專案農貸還款壓力，
農委會前於8月21日已公告因應莫拉克風災之農業金融協
助措施-舊專案農貸本金、利息寬緩1年措施。因應莫拉克
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於8月28日發布，農委會進一步公
告受災農漁民舊專案農貸本金展延期間利息免收。
農委會表示，本次修正後舊專案農貸本金展延1年，
各期應還本金順延1年償還；本金展延期間之利息免予計
收，免收利息由政府予以補貼。本次修正措施並溯自8月
21日起生效。

農委會呼籲受災農漁民舊專案農貸有還款困難者，於
12月底前，檢具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受災證明
書，向原貸款經辦機構提出展延申請。若受災農漁民因事
實困難無法取得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受災證明書
時，經檢具相關農業受災證明或文件，由經辦機構調查遭
受損失屬實者，亦得適用。農民若有疑問，請洽當地農會
信用部、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服務專線：02-23752275）
或農委會農業金融局。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洋香瓜收成好，病毒病預防不可少
台南地區洋香瓜陸續進入生產季節，洋香瓜栽培期間
很容易遭受病毒病害感染，輕者出現嵌紋或植株生長不
良，嚴重者葉片皺縮變形，植株矮化，生長停止，導致枯
萎及果實畸型，對產量及商品價值影響極大。植物病毒病
害目前仍無法以藥劑防治，因此首重預防。

1. 清園：
廢除的瓜園，應清除老瓜藤及其他瓜類寄主植物，以
避免再次成為感染源。栽培園鄰近及田埂若有茄科或葫蘆
科作物均應加以剷除，以避免成為病毒的孳生源。

2. 選種及育苗期間的管理：
(1) 選擇有商譽或願出具無病毒證明之種苗商的種子或
瓜苗，以減少苗期攜帶病毒的風險。
(2) 育苗期應加強蟲害防治，尤其針對蚜蟲、薊馬及粉
蝨進行防治，以降低媒介昆蟲傳播病毒的機率，減
少苗期感染病毒。由於這一類昆蟲極小，觀察不
易，可於苗圃內設置黃色黏紙監測蚜蟲及粉蝨或以
藍色黏紙監測薊馬密度，並依害蟲發生情況，於洋
香瓜苗期噴灑殺蟲劑，降低這些媒介昆蟲的密度。

3. 本田管理：
(1) 積極預防：許多造成嚴重損失的洋香瓜病害皆肇因
於定植初期的感染，例如南瓜捲葉病毒所引起的洋
香瓜捲葉病，都是在定植初期即已感染，並造成後
期的嚴重病害損失。因此，在育苗場出苗前，建議
施用保護性藥劑(含殺菌與殺蟲劑)。瓜苗自育苗場出
來後立即種植，並將隧道塑膠布拉下。在定植後至
主蔓生長至60公分之前，必須加強防治，嚴格壓制
粉蝨及薊馬等媒介昆蟲的棲群密度，並產生忌避作
用使媒介昆蟲不願靠近。

↑罹病毒田毫無收成

↑罹病毒植株翹尾生長停止

(2) 清除病株：瓜苗定植於本田後，若發現可疑病株應
立即拔除，並帶離園區丟棄、掩埋或燒燬。進行母
蔓或子蔓摘心、整蔓時，若遇到疑似罹病株時，應
先行跳過，並做標示，待健株整蔓完後再一併整
理，或另戴手套整理，以避免因為人為接觸而傳
播。摘心整蔓時，手或器具若有接觸到罹病株，應
先以肥皂清洗後，才可再接觸健株，以降低病原傳
播的風險。生育中後期罹病者不建議拔除，須以小
刀於莖基部切斷植株，亦應盡量避免摘心、整蔓，
以降低機械傳播的機會。
(3) 蟲害防治：除藉目視來檢視害蟲的發生外，最好以
不同顏色的黏紙來進行監測，黃色黏紙可監測如蚜
蟲、粉蝨、潛蠅、瓜實蠅等類害蟲，藍色黏紙則監
測薊馬類密度，並依害蟲發生情況，噴灑殺蟲劑以
降低媒介昆蟲密度。推薦之防治用藥，可參閱防檢
局農藥資訊服務網，或植物保護手冊，並應遵守藥
劑之安全採收期，切勿任意使用未推薦藥劑，以免
徒然增加防治成本，或甚至造成藥害的不良後果。
積極進行洋香瓜病毒病預防工作，並配合合理化施
肥，可以強健洋香瓜植株，植株強健更能抵抗病毒的侵
染。
【文/圖 彭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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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雲林縣麥寮鄉蔬菜產銷班第

嘉義縣中埔鄉蔬菜產銷班第

↑班向心力極佳
→田間絲瓜採收作業

本班特色：
1. 以『好心情』品牌共同
銷售及計價，除新鮮絲
瓜外並與農會合作開發
絲瓜水、絲瓜清潔系列、絲瓜絡系列..等加工品。
2. 資材共同採購極佳，年降低成本約148萬餘元。生產
安全蔬果，並向有機農產品驗證與休閒農場邁進。
3. 班人數多（64人），領導幹部整合能力極強，組織向
心力、團結力強，成立10多年來，逐步成長，隨時歡
迎新血加入之態度足為產銷班經營運作最佳典範。

台南區農情月刊 160 期

榮 譽 榜

本班特色：
1. 建立以產銷班為
中心之中衛體系
生產模式（約
120公頃）：建
47
立班員為主要生
產基地，並與周圍
農民契作生產，形成
↑外國客戶來台考察
衛星生產基地，以充
分因應外銷訂單之需求。
2. 因應外銷需求，班附設管理中心，以掌握結球萵苣產
量、品質、整齊度、檢驗、運送..等各流程完善的運
作，以「計畫生產、穩定供應、安全栽培、健康蔬
果」為宗旨，為青年回農成功經營之楷模。
3. 班拓展外銷，帶動社區收益成長，結合地方文化產業
共同舉辦「台灣生菜村美食文化節」，產業結合社區
文化，凝聚社區向心力，對社區之貢獻極大。
【文/圖 陳勵勤】

班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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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十大經典好米選拔結果出爐
雲嘉南3 位上榜
全國稻米產業界年度關注盛事－「十大經典好米」選拔活動，經過一連串嚴謹程
序，以及專家們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得獎名單於9月29日揭曉，雲嘉南地區入
選者有雲林縣莿桐鄉蔡昇平農友（品種：台農71號）、嘉義縣朴子市莊有志農友（品
種：台農71號）、台南縣新營市程淑霖農友（品種：台農71號）等3位。
今年係辦理第7屆全國稻米品質競賽，參賽鄉鎮數達47鄉
鎮，參賽農友人數1,493人，為歷年最多。全國稻米品質
競賽已成為稻米產業界共同關心的活動，除成功引導農
友重視品質的生產觀念、肯定辛勤農民努力的成果、
增加農民收益外，並突顯優良產地知名度，進而帶動
鄉鎮發展。
「十大經典好米」預定10月17日上午於台北展演
二館（原世貿二館）進行頒獎典禮，原地點同時舉行
「2009優質台灣米博覽會」活動，本次得獎之「十大經
莊有志農友
典好米」產品將參加展售。
【文/編輯室】
（朴子市農會提供）

程淑霖農友
（新營市農會提供）

蔡昇平農友
（莿桐鄉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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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瘤野螟族群密度持續上升 請加強防治
雲嘉南地區二期作水稻已陸續進入分蘗盛期，原停留
稻株上危害的瘤野螟即將進入成蟲盛期，下一世代幼蟲孵
化後會加劇對稻葉之危害，嚴重影響水稻之生長及稻穀的
稔實率，請農友加強瘤野螟防治工作，以免影響水稻的收
成。
水稻瘤野螟又稱縱捲葉蟲、捲葉蟲、葉尾蟲。一般在
二期作水稻分蘗盛期即可發現被害葉片，而孕穗末期至抽
穗期間為發生盛期。縱捲葉蟲產卵於水稻葉片上，每隻雌
成蟲可產卵100至300粒。初孵化之幼蟲啃食嫩葉葉肉，形
成細白線之食痕，二齡後會將葉尖捲成筒狀，並藏匿其
中，取食葉肉，殘留長條白色斑紋。一般一個蟲苞內藏匿
幼蟲一隻，在蟲苞內幼蟲通常於啃食數條食痕後，便遷移
他葉繼續危害。成蟲有趨嫩綠性，生長特別嫩綠繁茂之稻
田，縱捲葉蟲產卵量較多，被害亦較嚴重，又葉片較寬厚
之品種被害也較葉狹而薄之品種嚴重。當大部分稻田接近
成熟而晚植者仍處於孕穗或抽穗期時，受害亦較嚴重。

↑瘤野螟成熟幼蟲

↑瘤野螟成蟲

↑瘤野螟將稻葉捲起取食危害狀 ↑瘤野螟嚴重危害白葉滿田

在瘤野螟防治上可採行 (一)清除田邊雜草：田邊溝渠或
山邊雜草常為大量瘤野螟成蟲在水稻繁茂前棲息之場所，
因此清除雜草可減少成蟲入侵。(二)合理施用氮肥：偏施
氮肥造成稻株生長過密及特別嫩綠，均有利於縱捲葉蟲的
繁殖與危害，故合理化施肥可減少蟲害的發生與蔓延。
(三)藥劑防治：在二期作稻田周圍具茂密之雜草或作物，
且避風之地區，應注意水稻分蘗期及孕穗末期之防治，而
一般普植稻田應特別注意孕穗末期至抽穗期之發生情況。
防治的基準如下：（1）水稻田若發現每平方公尺（20叢
稻）平均有1隻成蟲，在成蟲發生盛期後7天。（2）平均
每叢稻有1隻幼蟲時。上述的發生密度時便需進行防治。
防治上可施用10％得芬諾可濕性粉劑1,000倍、75％歐殺
松可溶性粉劑1,500倍或2.8％賽洛寧乳劑2,000倍液。農友
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進行施藥，若有防治上的問題可與本
場研究人員聯絡。
【文/圖 林明瑩】

成大有機農產品市集 邀您共襄盛舉
由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台南縣、市政府及成功大學主
辦，成大先進系統中心綠色產品驗證部門承辦的「成大有機農產品市集」，6月
27日起在台南市辦理13場展售。該市集的舉辦，將可作為農戶與民眾間之直接溝
通的橋樑，農民可以現場解說符合環境永續之有機農產品生產技術，增加消費者
對有機農產品之認同，進一步擴大有機產品銷售量，提高農民收益，進而鼓勵更
多農民投入有機農業生產，達成擴大節能減碳之目標與效果。
前來擺攤的不只有台南本地的有機農場，鄰近的高雄、嘉義地區的有機農場及
農友也來共襄盛舉。現場除了五花八門的蔬果之外，還有來自南投的有機茶、花
蓮銀川有機米、台灣香蕉研究所的有機香蕉、有機豆腐試吃等，都吸引不少有機
愛好者捧場。
本場負責教育展示部份，輪流展出有機肥料製作、有機資材、有機病蟲害防治
等技術，讓民眾在選購農產品之餘，對有機農業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想了解有機農產品生產、驗證或購買新鮮好吃有機農產品的民眾，10∼12月
每個月的第二、四週六8:30∼12:30，在台南公園(兵工廠對面)都會有相同市集熱
賣，歡迎民眾共襄盛舉。
【文/編輯室 圖/黃瑞彰、黃鵬戎】
→9月12日在台南公園展出有機病蟲害防治技術

↑侯福分場長訪視有機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