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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福分場長 屆齡榮退 王仕賢博士 接任

本場場長侯福分於99年7月15
新任場長王仕賢博士雲林縣人，美國伊利諾大學園藝
日屆齡榮退，由台東區農業
學博士，是位園藝專家，與本場淵源深厚，從最基層的
改良場副場長王仕賢博士
助理做起，歷經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兼作物改良課
接任，7月16日下午舉行
課長、研究員兼秘書等職，由於表現優異，98年奉
交接儀式，行政院農業
派升任台東區農業改良場副場長，無論在農業研究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興
及行政管理皆經驗豐富。
華監交。
王仕賢場長在民國86年以「基因上位性對分子標
侯福分場長自民國97年
記偵測數量遺傳基因座關連之影響」獲得國科會甲
調任本場，今（99）年7月
種論文獎，87年獲得第36屆青商會十大傑出青年獎，
15日屆齡榮退，服務公職近40
93年因推動夏菜冬花設施生產模式及突破甘藍類蔬菜
年，對台灣農業發展貢獻卓
亞熱帶採種技術成績斐然，獲農委會頒發優秀農業人
↑農委會胡興華副主任委員主持交
著。侯場長歷經台中區、台
員獎。王場長的研究成果包括育成黃色小果番茄臺南
接儀式（左起：侯福分場長、胡
東區農業改良場、種苗改良
12、24號新品種、甘藍臺南1、2號新品種、研發甘藍及
興華副主任委員、王仕賢場長）
繁殖場、台南區及花蓮區農
花椰菜大量苗木春化處理技術及技術移轉、研發甘藍
業改良場等單位服務，曾參與台灣水稻機械化栽培之研究
及花椰菜親本春化採種技術及技術移轉、花卉燻蒸機新型
與推廣，建立稻作機械化栽培體系之基礎，並參與水稻台
專利等，各項成果均獲得長官及農民之讚賞與肯定，未來
9號、台南17號等多個品種之育成。尤其在本場嘉義分
也將以其豐富的專業知識及素養，帶領本場同仁繼續試驗
場期間，建立水稻品種之原種繁殖體系，徹底解決水稻品
研究及推廣工作，為提升雲嘉南地區農業發展打拚。
種純度不良的問題，此一技術至今仍在沿用，對水稻生產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穩定的效益貢獻良多。

農業 親子體驗 活動
暑假為親子旅遊旺季，本場規劃辦理文心蘭產業及
有機農業親子體驗活動8梯次，活動日期預定為8月
14日（星期六）、8月17日（星期二）、8月19日（星期
四）、8月24日（星期二）、8月26日（星期四）、8月
28日（星期六）、8月31日（星期二）、9月2日（星期
四），體驗行程有認識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參訪巨農有
機農場、一粒一絲瓜有機休閒農場、大林鎮文心蘭產銷
班等農業之旅，活動DIY有簡易有機質肥料製作、有機葉

歡迎報名

菜類田間採收體驗、絲瓜絡手工藝品製作等
活動，藉由農業達人帶領的知性產業
導覽及體驗，讓參與者能更深入認
識農業，瞭解農產品的
多樣性利用與促進親
子和樂關係。報名請
上農業漂鳥網 http://
straybirds.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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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文旦 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本場於8月4日上午，在麻豆
鎮施坤寶農友的果園，召開「麻
豆文旦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
會」，由本場王仕賢場長親自主
持，麻豆鎮農會協助辦理，吸引
225位農友前往參加。
麻豆文旦品質好壞影響價格甚
鉅，果園栽培管理及合理化施肥
措施為影響之關鍵，合理化施肥
之重點應依照果園土壤之條件植
株生育況狀及肥料特性來進行施
用，可有效節省肥料用量，提高肥料之利用效率，避免過
量施肥所造成土壤酸化、鹽化及水源環境污染等問題。並
配合田間管理作業等整合性的田間管理技術，確保果品品
質及產量，提高麻豆文旦產業之競爭力。
說明會分別由本場推
→示範果園施坤寶農友發表
廣課謝元德先生說明“兩
經驗談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果樹研究室
張汶肇先生講解“麻豆文
旦栽培管理技術”、植物
保護研究室林明瑩先生講
解“麻豆文旦病蟲害防治

↑土肥專家卓家榮在田間
說明合理施肥成果
←果樹專家張汶肇向農友
說明文旦整合性栽培管
理

←麻豆農會李總幹事、本場王
仕賢場長與文旦合理化施肥
專家團隊（左起：林明瑩、
張汶肇、卓家榮）在果園檢
視合理化施肥成果
↓王仕賢場長主持上任後第一
場觀摩會

技術”及土壤肥料研究室卓家榮先生講解“麻豆文旦合
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並由示範果園園主施坤寶農
友發表經驗談，隨後至示範果園實際進行觀摩，現場農
友反應相當熱烈。
觀摩示範田區根據實際土壤檢驗結果，配合本場之推
薦施肥量，每分地節省了77公斤的化學肥料施用量，每
分地可節省562元（32％），同時果實品質較佳。
與會農友在田間紛紛針對果園操作管理、病蟲害及肥
料施用，提出相關問題及看法，本場專家同仁均給予詳細
答覆。藉由召開麻豆文旦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可
加深農友對果園合理施肥管理重要性的認知，確保果品品
質、產量及收益。
【文/張汶肇 圖/黃鵬戎】

豪雨過後，水稻田應加強防除 福壽螺
雲嘉南地區近日遭受豪雨侵襲，部分農田因間接性大雨而積水，致使剛插植之秧苗
浸泡水中，若因灌溉溝渠排水不及，將導致溝渠內及鄰近未插秧田區之福壽螺溢入
已插秧田區，造成嚴重危害。

豪雨停歇後，水稻應注意事項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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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積水退後首要之工作應加強福壽螺之防治（防治藥劑：70％耐克螺可濕性
粉劑、80％聚乙醛可濕性粉劑）。
【文/羅正宗】

↑福壽螺
←福壽螺產卵
於稻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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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過後，注意預防 木瓜果疫病 發生
西南氣流帶來大量的雨水，樹上的果實
害常由近地面果實開始發生，且較易出現
極易因病原菌隨雨水傳播而發生腐爛落果
在果實下半部位，又可藉由雨水將患部產
現象，請果農在颱風過後確實做好清園及
生之孢囊及游走子，再次往上感染健康果
病害防治工作，以降低病害蔓延的機會。
實。清除罹病果及田間落果為目前防止病
豪雨過後木瓜果疫病病原菌會藉由雨水
害繼續蔓延的首要工作，惟有清除田間病
飛濺傳播，且環境中濕度極高，利於病原
果後再配合施藥防治，才能有效控制病害
菌侵染及繁殖，造成果實腐爛。木瓜果疫
之蔓延。純白鏈黴菌素700PCU/g水溶性
病之被害果，先出現水浸狀病斑，並有膠
粉劑800倍為預防性藥劑，宜於發病前開
↑木瓜果疫病病徵
狀物滲出，隨病勢進展於果表產生白色菌
始施藥，請果農參考施用。此外，可配製
絲體，菌絲體上產生之孢囊可直接或間接產生游走子而感
1000倍亞磷酸再以1000倍氫氧化鉀中和之溶液，於雨季前
染健康果實。此類真菌性病害，通常發生於雨季，該病原
每10天施用一次，連續3∼4次，可提高植株對病害之抵抗
菌主要來自土壤，隨著雨水飛濺帶往果實侵入危害。故病
力，惟需發病前施用才有效。

豪雨過後，柑橘類果園儘早清園
並防治 褐腐病 及 潰瘍病
果實褐腐病主要是藉由雨水將病原菌從土中飛濺至果
採收前停止
病害
稀釋倍數
實造成感染，罹病果實表面初呈水浸狀病斑，隨病勢進
藥 劑 名 稱
用藥天數
名稱
（倍）
（天）
展，患病部位腐爛、褐化，甚至落果。由於病徵類似開水
50％達滅芬可濕性粉劑
3,000
9
燙過，農民俗稱「滾水病」、「水菇病」或「水傷」。果
1,000
9
木 瓜 23％亞托敏水懸劑
實褐腐病為真菌性病害，通常發生於雨季，病原菌主要來
果疫病 9.4％賽座滅水懸劑
2,000
12
自土壤，雨水飛濺將病原菌帶上果實侵入危害，故病害常
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
1,000
6
由近地面果實開始發生，且較易出現在果實下半部位，高
27.12％三元硫酸銅水懸劑
800
6
濕度環境下，患部產生白色菌絲體及孢子囊，藉由雨水飛
80％福賽得可濕性粉劑
200
6
柑橘類
濺，再次往上感染健康果實。
58％鋅錳滅達樂可濕性粉劑
500
21
果實褐腐
33％鋅錳乃浦水懸劑
500
40
清除罹病果為目前防止病害繼續蔓延的首要工作，惟
50％貝芬硫 可濕性粉劑
800
30
有清除田間病果後再配合施藥防治，才能有效控制病害之
4-4式波爾多液
發生，已進入採果期之園區請嚴守安全採收期之規定。此
600
柑橘類 56％氧化亞銅可濕性粉劑
外，草生栽培是防治果實褐腐病發生及蔓延的理想栽培方
潰瘍病 72％波爾多可濕性粉劑
500
6
式，防止雨水直接沖擊到土面，而將土中病原菌飛濺帶上
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
1,000
6
果實。
潰瘍病為細菌性病害，好發於高溫多雨的季節，颱風
但表面木栓化更甚，外觀甚
過後葉片的傷口更增加其侵染的機會，本病危害葉片，枝
為粗糙。病斑內有無數病原
梢及果實等部位。發生於幼葉上，初呈細小透明水浸狀暗
細菌，如遇雨露即溢出，以
綠色斑點。逐漸擴展
水滴濺散傳染為主，或藉昆
變為白色或灰色，最
蟲或其他因子傳播危害。施
後表皮破裂，呈現鮮
藥前罹病葉片、枝條及果實
褐色海綿狀木栓化，
無論掉落地面或掛在樹上，
↑柑橘果實褐腐病病徵
病斑之邊緣有黃色暈
均需徹底清除，減少田間病原菌密
環。果實上的病斑缺
度是最積極的防治對策。
←柑橘果實褐腐病發生
嚴重，造成大量落果
乏鮮明之黃色暈環，
【文/吳雅芳 圖/鄭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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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類作物瘋欉元凶－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本場近日調查雲林縣麥寮、台西、四湖、東勢、二崙
及崙背等鄉鎮瓜類產區，發現西瓜、香瓜及洋香瓜等瓜類
在生育中後期，全園均發生植株黃化瘋欉徵狀，取樣檢測
確定受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危害，甚至在南瓜、胡瓜、扁
蒲、佛手瓜等瓜類作物也有檢測到該病毒，並非媒體報導
受六輕公害所造成。種植瓜類農友應及早防治媒介昆蟲銀
葉粉蝨，以杜絕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病傳播的機會。
瓜類退綠黃化病毒病徵，可分退綠型及黃斑型。退綠
型先在葉尖及葉柄產生退綠小斑點，以不規則邊緣擴大，
而形成斑紋狀，僅於葉脈呈綠色。黃斑型則在葉片發生不
規則狀小黃斑，逐漸擴大整葉片，僅於葉脈呈綠色。黃斑
型及退綠型皆經由銀葉粉蝨傳播，也會發生在同植株。植
株苗期感染後，於生育中後期呈現嚴重病徵，故加強苗期
及生育初期銀葉粉蝨的防治，是清除病原首要工作。除銀
葉粉蝨外，瓜類其他病毒
可藉薊馬、蚜蟲等媒介昆

蟲傳播，所以鄰近的田區對小型昆蟲的共同防治工作也相
當重要。一般瓜類開始育苗後隨時要注意蟲害的防治，特
別注意在定植後至瓜藤60公分左右之植株，若觀察到每葉
葉背超過2隻銀葉粉蝨就需加強防治，以杜絕病毒傳播的
機會。
在藥劑防治方面，可選用接觸型藥劑如克凡派水懸
劑、達特南水溶性粒劑、第滅寧水懸劑等，再配合昆蟲生
長調節劑類如百利普芬乳劑，也可參閱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農藥資訊服務網或參考農委會編印之植物保護手冊用藥。
此外需注意田區及周邊環境的清潔，加強清園及清除附近
雜草。因多種瓜類病毒可藉由機械傳播，應避免在瓜類
生育期間進行摘心、整蔓等作業時造成病毒的快速蔓延。
若發現有罹病毒株，進行去除時所有操作工具包括剪刀、
小刀及手，均需做好消毒工作，如使用酒精消毒或配戴手
套。 【文/圖 彭瑞菊】

↑洋香瓜田全園植株下位葉黃化

↑西瓜感染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洋香瓜感染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西瓜田全園植株下位葉黃化

農村再生條例三讀通過
「農村再生條例」於7月14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政府
將以專法有秩序的推動農村發展，實質照顧台灣4千個農
漁村、60萬戶農漁民，突破農村長期的發展瓶頸，從產
業、文化與實質建設，打造有生活品質、安居樂業的富麗
新農村，吸引年輕人回鄉，活化農村。
推動農村再生以成立基金專款專用方式辦理，立法院
依照原來行政院版通過1,500億元。另在條例中明定支出
用途項目，並依照社區居民所提計畫撥款，可嘉惠全臺灣
農漁村社區。同時將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農業部將成立
農村發展署，成立推動農村永續發展的專責機關。
本條例共有38條，條文具有下列特色：
1. 由農村居民共同參與，以農村再生計畫有秩序美化環
境、活化產業、傳承農村文化，打造具在地特色的發
展願景。
2. 編列基金可永續使用，用途涵蓋整體環境改善、產業
活化、農村基礎生產條件改善，兼顧生活、生產、生態。

為農村活化發展開啟新頁
3. 將社區人力培育列為提報農村再生計畫之必要條件，
讓地區農民真正當家做主，凝聚社區意識，共同打造
他們想要的美麗家園。
4. 綠建築及再生能源設施等列為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
共設施建設之重要補助項目，全面打造低碳社區。
5. 透過社區公約強化社區自主管理，防止濫建及破壞景
觀，創造社區整體風貌。
面對社區民眾殷殷期待，「農村再生條例」將正式上
路，農委會將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研訂相關子法規，並
加強宣導，讓各級政府單位、農村社區與民眾等充分暸解
本條例內容，以利各界正確認識農村
再生推動的宗旨與方式，並扮演
各部會資源整合平台的角色，
為農村重建人文、產業與
土地和諧共處的新秩序。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