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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寒流造成農損 農委會公告全臺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
臺灣地區自本 (105) 年1月23日起受寒流影響，造成全
面性農業嚴重損失，為加速辦理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事宜，
協助受災農漁民及早復耕、復建、復養，農委會已於1月
25日公告發布全臺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
款地區，請各直轄市、縣 (市) 政府轉知轄內鄉 (鎮、市、
區) 公所，宣導受災農漁民週知，並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辦法第12條規定，自本年1月26日起至2月4日止10日內，
受理農漁民申請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假日照常受
理，並請基層公所儘速依救助程序辦理災害救助事宜。
農委會表示，該會已於104年10月29日修正發布農業天
然災害救助辦法，將原為現金救助額度80％之專案補助刪

除，對於農漁民申報救助項目如經實地勘查確認損失率達
20％以上符合規定者，救助額度均提高為現金救助額度，
以確實保障受災農漁民權益。
農委會特別提醒此次寒害受災農漁民，儘速於期限內
向基層公所申請現金救助，或申請受災證明書以辦理低
利貸款。該會特別籲請地方政府及其轄內鄉 (鎮、市、區)
公所儘速辦理勘災作業，並可分批報送，該會定儘速核
定，另該會已責成各試驗改良場所組成產業技術服務團，
積極指導農漁民復養、復耕、施肥及病蟲害防治技術，以
儘速恢復產業穩定生產經營。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陳副主委 視察玉米及高粱試作現況、關心外銷蔬菜產業發展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於元月3日特別前往嘉義縣及雲林
縣，分別訪視本場玉米及高梁研究重地－朴子分場及外
銷結球萵苣主要產地－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除視察活
化休耕田推動及黃金廊道之節水作物研究與推廣進度，
並訪視外銷結球萵苣生產團體，以了解104/105年期經營
現況。
游添榮分場長在朴子分場試驗田及嘉義縣義竹鄉
農民試作田，現場解說各品系之耐逆境特性及產

量表現，陳副主委指示，除現有高產早熟玉米新品系、
風味特殊的釀酒用高粱新品系，可納入其它優勢作物如
大豆新品系，建立更省工、獲益的耕作制度。
義竹工作站謝明憲站長陪同陳副主委到麥寮果菜生產
合作社了解外銷結球萵苣產業，農糧署中區分署蘇宗振
分署長、朱慧敏課長、江永煜主任、農試所呂椿棠
副研究員也到場，以掌握產業問題及需求。
陳副主委建議農糧署應優先輔導生產團
體導入應用智能機械輔具，並建議農
試所與臺南場共同協助生產團體，
建構生產環境監測與作業管理決策
的數位資訊平台，提升外銷結球萵
苣產業國際競爭力。
←陳副主委訪視麥寮果菜生產
合作社，郭進展理事主席解
說衛生管控設備

←陳副主委視察朴子分場高粱試作田，
游添榮分場長解說新品系生育表現

【文/圖 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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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頒獎 傳承意味濃
1月18日上午在本場舉行「2015
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頒
獎，王仕賢場長、藥毒所費雯綺
所長、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
署長、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賴三
省秘書長等應邀擔任頒獎人。嘉
義縣是這次比賽的大贏家，名符其
↑藥毒所費雯綺所長
↑冠軍顏宏裕與農委會各級長官、縣政府及農會
實「整碗捧去」，農業處林良懋處
接受感謝狀
代表合影
長笑得合不攏嘴。會場亦準備得獎
人的番茄讓大家品嚐，分享何謂
「勝利的滋味」。
質樸敦厚的冠軍得主顏宏裕是
8年級生、農二代，父親顏文良是
2011年的冠軍得主，兩人今年各以
2分地面積比拼，結果青出於藍。
當天父子上台分享種番茄經驗，兒
子對父親提攜的感謝、父親對後繼 ↑亞軍得主沈國全、蔡建中與莊老達分 ↑季軍得主楊奇限、鄧舜圭及楊景翔與費雯
署長、嘉義縣政府林良懋處長合影
綺所長、嘉義縣政府林良懋處長合影
有人的欣慰，含蓄卻溫暖的互動交
流，令人動容。「傳承」在今年
明顯可見。得獎者很多都是7年級
生，或剛入行1、2年的新手。本場
多年來推廣健康優質小番茄的努
力，也開始向下穩固紮根了。
本場番茄專家劉依昌特地到小果
番茄競賽冠軍顏宏裕、顏文良父子
↑佳作得主賴宏銘、游世峰、黃源益、
↑佳作得主徐菊霞、顏文良、鄭柏祥、陳國
檔田間，實地採訪他們的栽培管理
呂藍平、蔡智文與賴三省秘書長、嘉
欽、龔慧宗與賴三省秘書長、嘉義縣政府
經驗，影片由推廣課黃鵬戎協助錄
義縣政府林良懋處長合影
林良懋處長合影
影剪輯，於頒獎典禮現場播放，並
當日同場加映《番茄品種展示平台田間觀摩會》，邀
上傳至本場Youtube分享，歡迎大家有空上去看看。
集14家公司，共展示100個品種的果實及田間種植概況，
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的幕後功臣之一∼農業藥
包含44個大果番茄品種、56個小果番茄品種，除一般常見
物毒物試驗所，多年來協助農藥殘留檢驗，不僅未收取
的紅色系列外，還有橙色、暗紅色、綠色、橘色、粉紅
分毫，同仁還要加班熬夜來完成檢測，對提升農民健康
色等多樣色彩，供與會農業先進參考。
安全觀念貢獻良多。農友基金會賴三省秘書長特別頒發
【文/黃惠琳、張嵐雁 圖/張汶肇、黃鵬戎】
感謝狀給藥毒所，由費雯綺所長代表接受。

↑44個大果番茄品種展示，有特別 ↑56種小果番茄品種果實展示 ↑蔬菜研究室劉依昌助理研究員
的橘色、粉紅色，也有傳統的黑 ，有橙色、暗紅色、綠色及
介紹田間展示種植的品種概況
柿及37個牛番茄系統展示
紅色等

↑與會來賓在田間展示圃
記錄有興趣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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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在手希望無窮～本場開辦農業學習護照
為促進地區農業發展，建立民眾參加本場農業訓練的完整紀錄，本場於
105年1月1日開始啟動農業學習護照制度，歡迎民眾踴躍申辦。
本場每年於雲嘉南各地舉辦各項農業講習訓練，來提升農業知識及栽培
管理技術，如健康管理技術與合理化施肥講習會、安全用藥及病蟲害綜合防
治講習會及田間示範觀摩會等農業專業訓練，長久以來頗受各界及參訓者好
評。為落實各項農業教育訓練成效，並協助農民規劃更為多元的學習項目，
本場規劃結合既有之農業專業訓練及教育資源，以農業學習護照制度方式，
不僅提供學習時數認證與完整紀錄，亦可協助農友有系統地參與本場各項訓
練課程，進而擬訂再進修的方向，確保學習權益。
本場農業學習護照的申請資格，為年滿18歲以上，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民
眾，凡有志修習農業相關課程者，可向本場轄區雲林、嘉義、臺南各縣市政
府農業局(處)、各鄉鎮(區)農會，填寫申請書，並檢附最近六個月內2吋正面
半身相片2張，逕寄至本場，或親至本場收件窗口（新化本場農民暨消費者
服務中心，或各講習會報到處等）申辦，經核定後寄發農業學習護照乙本。
持有本護照者可依本場官網(http://www.tndais.gov.tw/)、
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tndais)或公文等訓練
講習公告，準時前往訓練地點，完成報到參訓並全程參與
104年高普考農業類科
課程，再由主辦單位在護照上核蓋認證章或核發研習時數
條。學習護照課程登錄表使用完畢後，憑原護照向本場農
新進人員實務訓練
業推廣課申請換發。因故遺失(或毀損)須辦理補發本護照
為強化104年高普考農業類科新進人員，於實務訓練
者，須填妥申請書，由本場檢索學習認證登錄資料，核定
期間充實農業專業知識與實務，提昇農業專業服務素
後始得補發。
質，農委會委託本場辦理「104年度農業技術專業知能
最後特別提醒，本場農業學習護照只適用於臺南區農
集中實務訓練」，第一梯次於1月18日開訓，第二梯次
改場所公告舉辦的農業講習訓練課程，認證時數以小時為
於1月25日開訓，各為期5天。在冷吱吱的寒冬中，本
單位。另為鼓勵農友終身學習，本場將於每年農畜聯合開
場熱情的迎接68位來自全台各機關農業職系的新進公
放日(約11月底)，依據學習時數紀錄資料，推舉年度農業
僕，期待這批年輕的農業生力軍在公務生涯中對社會
學習績優人員3名公開表揚，獎勵農友終身學習不打烊。
有所助益！
【文/范傳馨 圖/黃鵬戎】
【文/李郁淳】

104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場於1月29日辦理「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04年農業
研究成果發表會」，由21位同仁分享試驗研究與推廣
成果，現場與會者超過100人，超出預期地踴躍，感謝
眾多的農友、農會夥伴、學校老師同學，有你們的激
勵與期待，我們會做得更好！
【圖/黃鵬戎】

↑第一梯次高普考農業類科受訓學員35人

↑成果發表會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第二梯次高普考農業類科受訓學員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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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過後勿施過多氮肥，避免 稻熱病 嚴重發生
而言，水稻插秧後35至50天最容易遭受感染，尤其在施用
霸王冷氣團來襲，夜間溫度常低於10℃，農友們習慣
高量氮肥、密植而通風不良的稻田更容易發生，因此請農
施用氮肥來幫水稻禦寒，但溫度過低水稻根部無法吸收土
友密切注意田間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病勢進展，應
壤中的氮肥份，易導致田間累積過多氮肥，易於日後回
立即施藥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
溫，水稻因吸收過多氮肥導致水稻增加罹患稻熱病的機
配合合理化施肥，勿施用過多氮肥，回溫後田間若發
率，故請農友謹慎控制施肥量，避免日後罹患稻熱病嚴重
而需投入更多防治成本，或者造成後續產量的損失。
生稻熱病，可選用下列藥劑進行防治，如35％護粒丹可濕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
性粉劑1,000倍、三賽唑可濕性粉劑
節及葉舌，發病初期於葉面上形成
3,000倍、41.7％三賽唑水懸劑1,500
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若環境適合
倍、40％亞賜圃乳劑1,000倍、45％
病勢進展，則擴大呈紡錘型，病斑
喜樂克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
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重時
CS-7 2000倍)、15％加普胺水懸劑
葉片枯萎，如感染稻穗則造成榖粒
2,000倍或50％護粒松乳劑1,000倍
不充實。稻熱病於相對溼度高時容
等，其他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
易發病，溫度高低變化劇烈時，水
手冊或上本場官網查詢。
稻的抵抗力降低使病害更加嚴重。
【文/圖 林國詞】
稻熱病在一期作較容易發生，一般 ↑水稻葉稻熱病紡錘狀病徵

檬果開花季節，掌握 炭疽病 及 白粉病 防治適期
近日南部地區出現罕見的冬季陰雨氣候，逢檬果進入
抽花期，田間炭疽病及白粉病的病原菌蠢蠢欲動，為掌握
病害防治適期，農友應密切注意果樹開花情形，抽穗前後
應立即施藥，以預防及控制炭疽病與白粉病的發生與蔓
延。
炭疽病可危害果實、花穗、嫩葉及嫩枝等。新抽出的
幼嫩葉片極易受侵染，初期產生紅色小斑點，逐漸擴大呈
褐色病斑，後期會形成穿孔。花穗被感染後花梗變黑褐
色，小花亦褐變後脫落。該病害於開花期始、生育期中、
採收後運輸及貯藏期皆可發生。在高濕的環境下，病斑上
產生許多稍突之小點，由此溢出粉紅色黏狀物，為病原菌
的分生孢子，遇雨水時分生孢子容易藉雨水的飛濺與氣流
的帶動傳播，故檬果樹下掉落的病葉與病果，可視為炭疽
病主要的感染源之一。藥劑防治應從檬果秋梢開始，防止
新梢受病原菌感染，雨後需要加強防治。
白粉病主要發生於冬末春初較
乾旱的檬果開花季節，而以盛花期
發生最嚴重，花穗及幼果果柄為主
要被害部位，但管理不良的果園，
病原菌亦可感染幼葉。開花時期花
穗及幼果果柄被害呈現白粉狀，此
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如抹上一層
白粉，時間一久被害部轉為黑色枯
萎，整朵花穗會完全掉落，幼果果 ↑檬果花穗上炭疽病

柄被害時幼果亦會脫落。病原菌分生孢子主要靠風吹送，
訪花昆蟲亦可能加以攜帶而蔓延。白粉病以初春乍暖還寒
時節發病嚴重，偶爾降雨可以促進病害快速蔓延。其防治
方法為：開花初期開始施藥，至幼果期為止。
此外應清除園中落葉及落果，注意枝葉的修剪，保持
良好的通風狀況，避免形成適合發病的條件，並於果實約
雞蛋大小時行人工疏果後提早套袋，套袋前先行施藥一
次，待藥水乾後才套袋，提早套袋可降低炭疽病的侵染及
減少施藥次數。
本場已將檬果病蟲害圖鑑及防治藥劑、輸日可用之藥
劑建置於官網，果農亦可自行上網查詢。藥劑應輪流施用
以避免抗藥性產生。又撲克拉系列的藥劑不可施用於懷特
系列檬果(如金煌品種等)。施藥時請依農藥標示使用，並
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文/圖 吳雅芳】

↑檬果花穗上白粉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