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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7月
6日上午由農委會農田水利
處張敬昌處長、李允中科

長、本場王仕賢場長、農糧

署中區分署林美瑄分署長、

林富元組長等人陪同，視察

雲林縣黃金廊道規劃及高鐵

沿線地層下陷情形。

陳副主委首先赴元長鄉

農會，與元長鄉農會李美容

總幹事、北港農會蔡錦棟總幹事等農會人員研商高鐵沿線

作物類別。陳副主委向與會人員說明規劃構想後，李美容

總幹事建議於高鐵沿線造林，並規劃興建自行車道來結合

旅遊行程。陳副主委表示此行主要探討黃金廊道作物規劃

方案，中央與地方齊力便可達成效果。

之後一行人赴快速道

路78線與高鐵交會處勘
查地層下陷情形，雲林

縣政府農業處許永瑜副

處長、蔡蘭芬技正加入

研商，隨後轉往西螺鎮

農會，瞭解西螺鎮高鐵

沿線作物類別。陳副主

委現場指示農田水利處

及本場研究轉移水稻田

及短期葉菜類用水，建立節水栽培模式，檢討以雜糧旱

作、造林方式來減少高鐵沿線繼續抽用地下水，或使用設

施栽培滴灌技術，減緩地層繼續下陷危機，同時創造農業

收入，提昇產業競爭力。 【圖/王仕賢】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南下視察 黃金廊道雲林沿線作物

8月2日蘇拉颱風來襲重創北、中臺灣，雲林縣西螺鎮、二崙鄉水稻及葉菜類受到嚴重淹水，林內鄉木瓜設施損壞、鳳
梨淹沒等災情。8月3日上午本場雲林分場即會同農糧署中區分署、蘇治芬縣長等人，在鄉鎮公所引導下進行災害勘察。
下午，行政院陳冲院長在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農糧署李蒼郎署長、中區分署李美瑄分署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等人陪同

下，訪視雲林西螺鎮等蔬菜作物受災田區，實地關心受災農民，並在瞭解農作物受災情形及慰問農民後，陳揆當場指示

農委會督導縣政府會同各相關單位，利用

GPS定位之數位相機針對受損田區於一週
內取證完畢，讓受災農民能夠迅速復耕。

隨後農委會陳主委繼續前往雲林二崙

鄉蔬菜專業區瞭解蔬菜淹水受損情形，並

關心當地區域排水問題。二崙鄉農會陳

惠珍總幹事希望政府能補助改善集貨場設

備，以因應淹水狀況、降低農業損失。

行政院陳冲院長及農委會陳保基主委
赴雲林地區 視察農損

高鐵沿線農地面積大，可規

劃種植省水作物、平地造林

或設施生產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處長張敬昌

在現場向陳副主委說明目前高

鐵雲林路段地層下陷情形

↑陳保基主委赴二崙新庄仔線3號橋視察，
指出大排內雜草叢生，恐影響水流

↑陳冲院長赴雲林地區視察農損，聽取

農民心聲

蘇拉颱風災情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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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保基主委及葉瑩處長至

會場參觀

↑花卉團隊展出洋桔梗臺南1-4號 ↑良質米團隊展出水稻臺南

14號及米麵包
↑有機團隊展出

微生物肥料

「2012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7月26日至29日在台北
世貿展覽1館展出，有別於以往，本年度「農業科技主題
館」活動主軸為「農業科技之產業化」，由農委會十大重

點產業研究團隊展出近年來花卉、熱帶果樹、植物種苗、

種畜禽、水產種苗、觀賞魚、良質米、有機農業、動物疫

苗及節能減碳等10項重點產業之研發成果。本場配合十大

團隊展出者計有花卉團隊之洋桔梗臺南1號至4號，星辰花
臺南1號及2號；種苗團隊之基改作物檢監測、不結球白菜
臺南1及2號；良質米團隊之水稻臺南14及米麵包成果、有
機團隊之微生物肥料在瓜果作物應用，呈現出本場優質農

產品，帶給國人健康樂活百分百的科技農業。

【文/圖　楊藹華】

2012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本場展出 研究成果

本場與國立臺灣大學農藝系合作，利用先進的分子輔助選種技術

改良日本越光品種，推出米粒外觀晶瑩剔透，米飯口感及稻穀產量

更甚於越光的新品種「臺南16號」(商品名：晶鑽)。本品種為我國
第一個利用分子輔助選種技術育成的水稻品種，以非基因改造的方

式，將越光品種導入臺灣水稻品種特有的日長不敏感基因，育成適

合於臺灣環境栽培的優質品種，極力

推薦給稻米生產業者及消費者。

臺灣的越光米品種「臺南16號」～晶鑽

原產於日本的水稻越光品種，具有

米粒外觀優良、黏性強及口感風味佳

等優點，常作為高級食米輸出日本海

外，價格較其他種類的食米高昂；在

臺灣，越光米亦深受消費市場歡迎，

價格居高不下。然而直接自日本引種

越光種植於臺灣環境時，由於對日照

長短的敏感性，在臺灣短日照環境

下，呈現抽穗開花極度提早，產量及

米質降低的情形，不利於農民栽培生

產與市場行銷。

水稻新品種「臺南16號」的主要特
性為遺傳背景與越光相近，僅抽穗期較越光延遲，於一、

二期作延遲約13.3∼20.4天，與臺灣栽培品種相近。米粒
外觀晶瑩剔透，米飯口感軟黏，富有彈性及光澤，比越光

更加優異。產量較越光增產30％以上，已明顯改善越光之
極早熟、產量低等缺點，適合臺灣地區栽培。本品種的推

出，可符合國人對高品質米食的需求，並且對於持續提昇

我國稻米品質、建立本土稻米品牌及增加農民收益等方面

均有所助益。

本品種育成所採用的分子輔助選種技術，可將傳統育

種時程由7∼8年縮短為3∼4年，選拔效率甚高，未來也將
應用此技術進行食味、產量、病蟲害抵抗性、倒伏性及節

約灌溉水的水稻品種開發。 【文/圖　陳榮坤】

→王仕賢場長8月8日在農委會
發表水稻新品種臺南16號，
記者爭相採訪

↑水稻臺南16號(中)與越光(左)及臺灣栽
培品種臺農67號(右)抽穗期比較

↑水稻臺南16號的白米外觀晶瑩剔透(右)，
承襲越光(左)優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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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嘉義分場

羅正宗分場長，

獲選為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第36屆全國十
大傑出農業專家，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於

8月11日下午在高雄市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澄
清會館舉行表揚大會。

羅正宗於82年7月初任公職，從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的
助理做起，民國95年11月商調至本場服務，目前擔任本場
嘉義分場的副研究員兼分場長，從事水稻育種及試驗研究

工作。羅正宗18年來致力於水稻育種及栽培技術改良，並
大力推廣良質米品種與提高米質之栽培技術，解決轄區許

多稻作產業面臨之問題，甚受農友信任與推崇，無論在水

稻新品種育成、栽培技術研發、天然災害之防範與復耕等

均有相當傑出的成就與貢獻。

羅正宗早期配合糧食穩定政策，協助育成的良質水稻

品種有台農秈22號、台農74號、台農80號及台農84號等；
近年則掌握現代消費者需求，育成營養保健優質水稻品

種，包括台灣第一個糙米專用品種台南14號、高營養價值

之巨大胚品種台南15號及早熟香米台南13號。
羅正宗協調與整合能力優異，近年來水稻多次因天然

災害衍生農民抗議事件，均由他參與協調，因具深厚之專

業學養，均能說服農民達成任務；擔任良質米研究團隊執

行祕書期間，首先提出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稻研究方向，協

調整合全國稻作研究資源，以利產業之永續發展。另外兼

任行政工作，除率領同仁努力工作，獲得斐然的成果外，

個人之研究創作、栽培技術與深耕稻作文化之推廣及協助

服務農友等各方面，均持續有優異的工作表現，深獲同

仁、長官及農友之肯定，此次獲選國際同濟會全國十大傑

出農業專家，真是實至名歸。 【文/編輯室　圖/羅正宗】

→馬總統頒發全

國十大傑出農

業專家匾額給

羅正宗分場長

(右一)

為提高設施香瓜栽培技術與經濟栽培競爭力，本場

將健康管理模式導入設施香瓜栽培中，選定嘉義縣

太保市東勢寮龔上魁農友的園區為示範點，於7月11
日上午辦理田間成果觀摩會，超過160人參與盛會。
本次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

主持，出席的貴賓有嘉義縣

農業處林良懋處長及李秋瑩

科長、嘉義縣農會簡秀娟小

姐、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同

仁、太保市農會推廣股陳聯

楷股長等。首先引導到示範

田區進行田間觀摩，50分鐘
後重回東安宮會場，多數農

民對於園區媒介昆蟲防治得如此徹底相當訝異。

黃圓滿副研究員說明「香瓜直立式栽培整枝技術」著

重在適當栽培密度下整體葉面積的觀念，以及有效葉數、

主蔓去頂、留果枝摘心、疏果時機等都需要互相配合，不

同生長勢的植株在管理技巧的運用上有其差異，方能維持

基本產量，並栽培出合於市場要求的高等級香瓜。黃瑞彰

副研究員說明「香瓜合理化施肥與微生物菌處理技術」，

需藉由土壤的檢驗資料了解適當的施肥量，尤

其設施內施肥量須更精準，方能對植株與土壤有

幫助。至於示範區所施用的2種有益微生物菌處
理技巧與其效益，也都一一進行詳細解說。

彭瑞菊助理研究員於「香瓜病蟲害綜合管

理」方面，強調示範園區田間衛生良好，進出門

採雙層防蟲網，有效阻隔媒介昆蟲入侵；植株發育期間適

時運用推薦之不同作用機制的藥劑針對銀葉粉蝨進行有效

防治，使得病毒病發生的情況微乎其微。配合氣候條件適

時施用其他病蟲害防治藥劑，並注意安全採收期，就能生

產出合於健康栽培需求的優質香瓜。會場上發放最新整理

的「香瓜病蟲害防治藥劑」資料供農友參考，並整理示範

區的管理工作日記，列印成大張海報，供參訪農友了解栽

培過程所進行的操作事項。     【文/黃圓滿　圖/黃瑞彰】

香瓜健康管理 暨 合理化施肥
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三贏

↑王場長主持成果觀摩會

←與會農友拍照學習

↑示範區香瓜個個長得頭好壯壯

榮獲國際同濟會第36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水稻育種達人

羅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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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雖已過，夏季仍常見炙熱陽光，本場呼籲農友加

強果園管理及果實防曬，降低夏季的高溫及強日對果樹植

株及果實造成傷害，相關防護措施說明如下：

1避免植株過度修剪：於夏季強日下，應避免植株枝條及葉片過度修剪，以致果實缺乏保護作用，易造成果

實及樹幹曬傷。

2加強疏果工作：將容易日燒部位或生長過於擁擠的果實疏除，可促進果實發育，並降低果實日燒之發生。

3加強土壤水份管理：夏季高溫時期，果樹葉片蒸散作用強烈，水份供應不足，將造成植株萎凋或影響果實

生長發育，應加強果園土壤水份補充，避免果園土壤處於

乾旱環境。

4果園施行覆蓋或草生栽培：果園可利用有機材質，如稻草、蔗渣覆蓋於樹冠周圍處，或進行草生栽培，以

維持土壤濕潤及溫度恆定，減少土壤流失及增加土壤有機

質，可有效強化果樹根群生長，並減緩果實日燒之發生。

5防曬資材之利用：鳳梨等漿果類作物，果實可利用果帽、報紙或遮光網等資材覆蓋，或

利用紙袋套袋，避免直曬陽光；茂谷柑等柑橘

類果樹，可利用碳酸鈣 (CaCO3) 50∼100倍噴佈
樹冠及果實，或使用南寶樹脂：碳酸鈣＝1：4
以清水調和至適度的黏稠度後，以油漆刷將上

述白色溶液塗佈果實，以降低果實日燒發生。

【文/圖　張汶肇、黃士晃】

柑仔鳳梨防中暑敷 戴面 帽膜 子

颱風豪雨災後  復耕措施
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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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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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粕
等)。

笏部份早植田區水稻正值分蘗盛期，颱風所帶來的風

雨，極適合水稻白葉枯病發生，宜於風雨停歇後進行藥

劑防治，白葉枯病可施用14％嘉賜克枯爛可濕性粉劑1500
倍、33％克枯三賽唑可濕性粉劑1000倍、10％鏈四環黴素
可溶性粉劑1000倍、10％克枯爛可濕性粉劑1000倍。

↑鳳梨採果帽進行果實防曬

←茂谷柑用南寶樹脂加碳酸鈣塗佈果實

降低日燒發生

水稻

笓葉菜類蔬菜在豪雨侵襲

及浸水後，植株已達可收穫

程度者需儘速採收，以免雨後天晴陽光普照造成快速萎

凋，若災後放晴仍無法及時迅速採收，應搭掛黑色遮陰網

覆蓋，避免陽光直射，減緩蔬菜萎凋及失水速率。

笅豪雨後植株含大量水分，且常有水傷，採收時應注

意避免使植株再受外力傷害，增加產品腐爛率。

笏災後若菜株仍屬幼小且受損不嚴重者，應於放晴前

網室蔬菜(短期葉菜)

搭掛黑色遮陰網覆蓋約2∼3日，
減緩蔬菜萎凋失水速率，以利菜株恢復生長勢。

笈排除積水：疏通或加深縱橫水溝，亦可利用沉水式

抽水機抽水，以利積水迅速排除。

笊及時復耕：請蔬菜育苗場加速供應種苗，水耕栽培

農場由於不受天候之影響，亦請加速生產。至於流失、埋

沒之菜園應及時復耕，重新播種蔬菜，且選擇在潮濕土壤

條件下發芽良好且生育日數短的小白菜、千寶菜、葉蘿

蔔、青梗白菜、芥藍、莧菜、蕹菜、萵苣等為早期復耕菜

種。部分菜種如蕹菜，可於颱風侵襲時先行浸種催芽，以

利災後即時播種，縮短生育時間。

笎實施清園：剪除枯枝敗葉，清除落葉，以避免病害

蔓延。

笉中耕培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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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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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根系生長加速

恢復生育勢。

粄防治病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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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羅正宗、謝明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