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提高甜瓜栽培技術與競爭力，本場採實務推動與

研究同步進行方式，將健康管理模式導入設施甜瓜栽培

中，選定嘉義縣六腳鄉謝嶸生農友的園區為示範點，於8
月24日辦理田間成果觀摩會。當天才9點多現場就已聚集
不少農友，甚至還有從臺中、南投及高雄遠道而來，10
點開場時現場人數已近300人，如此的熱情讓工作人員覺
得「就甘心」！

王仕賢場長強調，甜瓜健康管理強調整合各種農業技

術成為知識，以知識及遵循自然生態原則，來營造植生

環境並創造產業利潤；以預防醫學及保健方法，配合標

準作業流程，從健康種苗、營造栽培環境及隔絕病蟲源

等角度多管齊下，培育健康的作物，增加對病蟲的抵抗

力，再配合非農藥防治的管理，達到生產健康安全農產

品的目標。

黃圓滿副研究員除說明設施甜瓜直立式栽培管理

外，並介紹本場新育成並技轉之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3
號」。本品種為網紋綠肉品種，具有抗病、耐熱等特

性，可提供夏作設施高經濟栽培作物新選擇。其優良生

長勢、著果率高以及對白粉病之抗性，

相較於其他商業品種更容易管理。

於防雨之溫網室中栽培，善用各類

有機資材或非化學農藥資材進行防

治，可生產有機或安全之洋香瓜。

黃瑞彰副研究員針對設施內土壤問

題做深入淺出的講解，並依園區土壤

檢驗分析結果進行土壤改良、推薦施肥

量、施用有機肥並配合微生物肥料 (溶磷菌) 使用，促進
植株養分吸收；並建議接近採收期時，土壤水份應維持

在穩定濕潤就好，若為了甜度而刻意限水，土壤水份的

落差讓滲透壓急遽變化，反而容易造成生理裂果，得不

償失。

黃秀雯助理研究員則強調病蟲害的誘發，是當病害金

三角－環境、作物、害物，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才會發

生，因此防治策略應從各方面打破這些環節。而粉蝨族

群一旦上升即難以壓下，務必及早防治才能避免病毒病

的猖獗，近採收期參考使用有機資材如純度較高的礦物

油或乳化之油劑 (窄域油、苦楝油、保護露..等)，防治傳
播病毒的媒介昆蟲如粉蝨、蚜蟲、薊馬等，儘量於傍晚

溫度較涼爽時噴灑。

謝嶸生農友分享栽培心得，表示往年對合理化施肥操

作不了解，造成園區多年下來，累積了過高鹽基，以致

甜瓜栽培上屢屢失敗，三年前開始配合臺南場進行綠肥

水稻輪作土壤改良，與整合性管理，所栽種甜瓜不只著

果率良好，臍處不良現象如凸臍或裂紋等

都極少，果實外觀圓潤，色澤美觀，終於

能在這個園子收到甜瓜！

【文/黃瑞彰　圖/黃瑞彰、張顥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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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為鼓勵青年回鄉務農，活絡臺灣農業，持續

推動「吉時從農、青春築夢」專案，第二屆首度受理團

體組申請，本場轄內第二屆青年獲選個人組15位、團體
組2組，於104年度開始專案輔導工作，至今已輔導半年
多，為了確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經營目標、提升農業經

營知能，滿足青年農民於生產技術層面以外的需求，本

場特於7月29、30日兩天舉辦「青年農民經營管理」研習
課程，邀中國生產力中心楊超惟總監、台江農業生技公

司顏榮宏總經理及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許應哲院長擔任講

師，分別講授「商業模式創新」、「產業經營經驗

分享」與「農場經營策略及競爭力提升」，參

訓的青年農民與農場經營夥伴共計21位，期
望經由本次研習訓練，協助其穩健營農之路。

本場王仕賢場長講授「現代農業發展」為研習

訓練揭幕，以分享國外案例擴大青農經營視野，

尋找自己特別的農業藍海。中國生產力中心楊

超惟總監講授「商業模式創新」，從商業模式觀點去架

構創新加值經營，並學習撰寫經營計畫。漁業產業達人

台江農業生技公司顏榮宏總經理分享創業經歷，頂著中

山大學企管碩士光環回鄉接掌養殖漁業，至今9年當中一
直不斷嘗試跳脫傳統養殖思維，利用有機草本飼料取代

人工藥劑，養殖的虱目魚及白蝦通過了農委會產銷履歷

認證，並開發加工產品銷售。

本場盧子淵副研究員講授「問題分析及解決」，每年

或每期作檢視經營成果，從中發現及確立問題後，再尋

找解決對策，進而提高經營效益；參訓青農經由分享各

自經營目標，再從團體討論分析中發現自己

從農的問題，未來由陪伴輔

導師及輔導工作團隊協助擬

訂對策解決問題。臺南應用

科技大學許應哲院長講授「農

場經營策略及競爭力提升」，

內容以經營策略為基本理論，

佐以實例分析從農可能面臨的問

題，並提供克服方案及如何提升

競爭力的參考指標。

研習結束前座談，王仕賢場長再度勉勵青年農民面

對挑戰時，激發腦力創造新契機，也期望這兩天授課內

容，青年農民能運用於農場實際經營。

【文/圖　盧子淵】

創造產業長期競爭力～青年農民經營管理研習

↑王仕賢場長與楊超惟總監及學員合照

台江公司顏榮宏總經理創業經驗分享

2015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開始報名

比賽時間：104年12月25日上午8時10分
比賽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行政大樓四樓

報名截止日期：104年12月4日止
田間現場勘查日期：12月18∼20日
繳交小果番茄日期：12月24日下午1∼4時
詳情及報名表請見本場官網公告。

道農市集   招商

農糧署104年規劃於國道服務區設置「道農市集」，
辦理農產品行銷推廣，預計於9月第三週於古坑站召開
記者會後啟動開賣，為媒合優秀農民至國道服務區行

銷優質農產品，有意願之農民即日起可上網報名，報

名方式及相關資訊可參見本場官網或臉書粉絲團，另

同步於臺灣安全高品質農業推廣協會網站公告。

為提昇國產稻米品質，自去 (103) 年2期起農糧署
公糧已不收購宿根或落粒方式生產之稻穀 (再生稻)，
本 (104) 年將持續本項措施。經實地查核以再生方式
栽培之田區，將自當期申報繳交公糧清冊中刪除，

不受理繳交公糧。本年第2期作並已委託中華民國航
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農會辦理現地勘查，再生

稻田區將不具繳交公糧資格，呼籲農民勿種植以維

護自身權益。

各區農業改良場自去年起即舉辦上百場次之進口

替代、外銷潛力或地區特產作物栽培示範觀摩會，

輔導再生稻田區適地適種，另部分縣市配合再生稻

轉作政策，亦提供加碼補助，請農友積極配合轉

作。 【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104年2期公糧持續不 收購再生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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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迪勒颱風過境後，造成文旦柚果園嚴重落果、落葉

及植株倒伏等災情發生。為能使文旦柚受損植株能儘速恢

復生長，本場提供文旦柚災後復耕措施，並籲請農友即刻

進行適度管理措施，以減少損失。

一、加強果園排水

雨後果園積水應儘速排除，避免積水時間過長，影響

土壤通氣性及根系生長。果園畦溝及周邊排水溝應清理，

以維持排水暢通。

二、加強田間衛生管理

為維持田間環境衛生及避免病原之滋生，災後儘速清

理園區內殘枝及落果，勿長時間置放於果園內，以杜絕病

原潛伏及影響。強風造成植株葉片破損及果皮嚴重損傷，

為防止病害發生及蔓延，可採殺菌劑進行災後防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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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亞托敏水
懸劑3000倍，安全採收期6天或植物保護手冊中推薦藥劑
擇一使用。此時期已近文旦柚果實採收階段，噴施殺菌劑

應注意農藥安全採收期。

三、適時採收、以免影響品質

南部產區文旦柚果實已近成熟階段，颱風帶來強風及

降雨，造成樹體之損傷及大量落葉後易刺激新梢生長，

間、直接影響果實風味及口感，災後採摘植株上果實試

吃，若果肉風味偏淡、酸度低，則應

評估進行採收，以免過熟。

四、枝條斷裂、倒伏植

株之處理措施

災後儘速修整果園內

斷裂枝條。倒伏植株若

為幼年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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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及早採收及修剪部分

蘇迪勒颱風災後文旦柚復耕措施
枝葉，以降低樹體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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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葉片破損植株之處理措施

颱風後造成植株葉片大量被吹落及破損，尤以果園

西、南側邊最嚴重，災後豔陽下植株葉片易呈現褐化、乾

枯狀，進而掉落。災後落葉受損枝條適度回剪、疏剪部分

密生及纖細等枝條，以降低災後乾枯比例及之後生長的枝

條過纖細。植株大量落葉後，短期間(約2-3星期)會刺激
樹體再萌發新梢，此時的重點應加強病蟲害防治，避免新

梢受危害，並配合肥培管理，如速效性氮肥或微量元素等

之補充，加速植株枝葉重新養成、以利樹勢恢復。受損植

株果實因沒葉片保護，災後日燒果比例易提高，視實際成

熟度及早進行採收，減輕樹體負擔及損失。

六、葉片及果實萎凋受損植株之處理措施

受損植株成熟葉於午間易呈現反捲、枯萎狀，但失

水、萎凋的葉片於傍晚能迅速恢復正常，處理措施：優先

採收果實，並修剪30-50%枝葉，以葉片不持續凋萎為原
則，如配合50%黑色遮光網遮陰，降低植株蒸散量，植株
萎凋改善效果更顯著；為彌補根群吸收之不足，可採葉面

施肥，如：速效性氮肥或微量元素等之補充，促進樹勢恢

復生長。若受損植株成熟葉於傍晚或清晨不易恢復，則植

株受損程度更嚴重，處理措施：除預留更新之主幹外，植

株枝葉及果實應儘快剪除，以刺激樹體萌生新梢。修剪後

為防止水分散失，可於修剪傷口處塗抹樹脂保護；同時為

避免樹幹曬傷，可塗佈石灰或覆蓋遮陰以避免傷害。修剪

後萌發之新枝應加強病蟲害防治，加速植株枝葉重新養

成，以利樹勢恢復。災後因根系受傷害，根群吸收能力有

限，適時補充水分及保持土壤微濕狀，以利根群生長，請

少量或採葉面施肥，避免根部二次傷害。

【文/圖　張汶肇】

↑應儘速清理園區內落果，及

避免病原之滋生及蔓延

↑果實生育後期需噴施殺菌劑，

應注意農藥安全採收期

↑植株葉片若大量被吹落、避免

日燒果比例易提高，可評估及

早進行採收，以降低損失

↑災後視植株實際受損輕重程度

進行修剪，降低植株蒸散量及

減輕樹體負擔，以加速植株樹

勢恢復

↑災後豔陽下受損葉片易

呈現褐化、乾枯狀，進

而掉落，適度回剪以降

低減少乾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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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過後長期降雨，田間水稻紋枯病及白葉枯

病已開始發生，且近期仍陰雨不斷，病害恐繼續

蔓延，請農友加強對白葉枯病與紋枯病之防治，

以減少損失。

水稻白葉枯病的病原細菌可由水孔或傷口侵

入，常在葉片邊緣形成波浪狀病斑，隨著葉脈往

下蔓延，在葉脈兩側形成黃化病斑；另有一種病

徵表現在葉片上，病斑初呈暗綠色水浸狀小斑，

很快在葉脈間擴展為暗綠色至黃褐色的細條斑，

嚴重時條斑融合成不規則形黃褐色至枯白病斑，

對光看可見許多半透明條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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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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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清晨露水未乾前行走於已發病之

稻株間是相當重要的，施肥或噴藥工作

建議儘可能於下午進行。防治藥劑，白

葉枯病可選用下列之一進行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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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枯爛可濕性粉劑1000
倍、10％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1000倍，每7到10天施藥
一次，連續三次，並持續留意發病情況。

紋枯病主要初級感染源為菌核，初期隨水漂流的紋枯

病菌核接觸到水稻植株即附著在葉鞘外側，菌核發芽後侵

入葉鞘組織進而往上蔓延，初期在葉鞘上形成灰綠色水浸

狀的橢圓形病斑，後來逐漸擴大變成中間灰白色邊緣褐

色，有時數個病斑癒合成虎斑狀。葉部受害時初呈濕潤狀

灰綠色病斑，迅速擴大成雲紋狀或不正形的枯褐色大病

斑。稻穗被害則局部呈污綠色，後腐朽枯死。環境適宜，

病斑上或附近稻表面組織上的菌絲會形成菌核。

防治藥劑可選用25％賓克隆可濕性粉劑2000倍、20％
褔多寧水懸劑2000倍、10％菲克利乳劑1500倍、53％維利
熱必斯可濕性粉劑1000倍、23.2％賓克隆水懸劑2000倍、
55％貝芬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或參考植物保護手冊之推
薦藥劑，適時進行水稻紋枯病的防治工作。

   【文/圖　林國詞】

水稻紋枯病現蹤、白葉枯病探頭，注意加強防治
←白葉枯病沿葉緣發展成 
波浪狀灰白色條斑

↓白葉枯病發生嚴重的稻田

↑水稻紋枯病之虎斑狀病徵 ↑水稻罹患紋枯病田間乾枯狀

新進人員介紹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畢

業，92年高考三級一般行政，曾
任職交通部專員、臺北市湖山國小主任、農

委會漁業署專員，104.8.12到職，現職人事
室主任。

台灣大學昆蟲研究所碩士畢業，

曾任職防檢局台中分局台中港檢

疫站，104.6.1到職，現職作物環境課植物保
護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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