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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張善政院長 訪視青年農民 吳宗翰
行政院張善政院長於105年4月2日，在張麗善立委、農
委會陳志清主任委員、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雲林縣
農業處張世忠處長、行政院雲嘉南聯合服務中心姜滄源代
理執行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等人陪同下，前往雲林縣西螺
鎮紅斗笠農社田區訪視。張院長對於青年農民返鄉承接家
業，積極改善苦瓜栽培管理及品種研發，並著手開發苦瓜
附加產品加值，及協助推動在地農業教育，表示肯定與欣
慰。
吳宗翰為農委會遴選輔導的第一屆百大青農，由臺南
區農業改良場以1對1的陪伴師輔導，依青農經營狀態與需
求提供協助，並鼓勵朝加值方向發展加工產品與體驗服
務。
張院長聽取青年農民吳宗翰說明「紅斗笠農社」的經
營理念，吳宗翰自退伍後返鄉從事農業已9年，在既有經
營基礎上，配合農委會政策推動有機生產與產銷履歷，並
逐步銜接溯源生產。張院長並親自採收及品嚐有機蘋果苦
瓜及彩色甜椒等作物。第2屆專案輔導百大青農程裕誠及

廖志偉，提出雲林縣有機農業在產品行銷所遭遇之困難，
張院長回應：政府將設法利用希望廣場攤位，讓青農提升
市場知名度，也協助建立品牌，經由電子商務以網路行銷
農產品。
目前農委會已完成第1屆百大青年農民專案輔導2年歷
程，成果極為豐碩，第2屆正持續輔導中，而第3屆已開始
受理申請，將於今年6月30日遴選輔導對象。此專案計畫
由工作小組安排陪伴輔導師，密切輔導青年農民，2年的
期間不僅從栽培管理技術提升產量，也提供市場行銷通路
及農產品加工技術等各方面的諮詢，協助青年農民穩健經
營。
參訪活動結束前，張院長再度表示欽佩青農吳宗翰及
其父親吳秋榮先生專注苦瓜產業數十年，不僅田間管理技
術專精，更能創新開發苦瓜加工產品，提升附加價值，讓
消費者吃到優質生鮮農產品及加工品，並期勉青年農民將
對農業的熱情與創意，升級成為臺灣農業創新的進擊力量。
【文/盧子淵、黃怡禎、郭苓音 圖/黃鵬戎】

沊張善政院長與農委會陳志清主
委、張麗善立委、吳秋榮先生、
青年農民吳宗翰及吳宗佑合影
1

沝張善政院長與陳志清主委、各級
長官、雲林縣青年農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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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青年農民吳宗翰 (左1)
向張院長說明紅斗笠農社
經營現況及加工農產品
沴張院長至田間瞭解
苦瓜栽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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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臺灣國際蘭展～齊天來獻瑞，臺南猴幸福！
本次蘭展以「齊天來獻瑞，臺南猴
幸福」為主題，以「猴面蘭」(臺語
諧音「好命人」) 作為吉祥物，並以
「幸福七喜」規劃七大主題館，包含
「猴 (Hold) 祝幸福」、「童年」、
「青春」、「戀愛」、「成家」、「旅
行」、「圓滿」等人生六景，藉由壯麗
的蘭花花藝造景，人生各階段的酸甜幸
↑農委會陳副主委上台致詞勉勵，隨後由賴清德市長及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共同
福也點滴在心，令人驚艷。
宣布本次蘭花競賽全場總冠軍，現場掌聲如雷
今年研討會主題為「科技與蘭花產
業」，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包括臺大植物科學研究
2016臺灣國際蘭展於3月11日在臺南市後壁蘭花生物科
所葉開溫博士、世界蘭花會議基金會主席Sandra Tillisch
技園區盛大開幕，當天貴賓包括賴清德市長、農委會副
Svoboda、美國國際蝴蝶蘭協會Carri Raven-Riemann、中
主委陳文德、外貿協會董事長梁國新、臺灣國際蘭展大
研院農業生物科技中心主任施明哲博士等人蒞臨演講，講
會主席陳石舜、臺灣蘭協理事長高紀清、總統當選人蔡
題含括了基因工程創造白花文心蘭的新穎科技，蝴蝶蘭雜
英文、世界蘭花會議基金會 (WOC) 主席Sandra Tillisch
交育種的新思維及韓國、巴西、中國蘭花產業介紹，期望
Svoboda、國際蝴蝶蘭聯盟 (IPA) 理事長Carlos F. Fighetti等
透過國際研討會互相交流、腦力激盪，一同為蘭花產業蓄
嘉賓出席典禮。本場也陪同國際園藝學會 (ISHS) 理事團
積能量，再創臺灣蘭花奇蹟。
【文/圖 胡唯昭】
出席，隔日國際園藝學會理事長也參訪蘭展與蘭園。
農委會陳副主委致詞表示，臺灣國
際蘭展已連續舉辦12年，與世界蘭展、
東京蘭展並列為國際間3大蘭展之一，
臺灣亦已爭取到2020年世界蘭展的主辦
權，相當難能可貴。臺灣蘭花產業未來
應持續建構健全的蘭花產銷鏈，產、
官、學界的合作密不可分，同時亦需注
重國際間合作，往後產業走向也應與藝
術、生活相結合，提升附加價值。
↑本次蘭展主打的幸福主題，希望大家都能「猴 (Hold) 住幸福」，壯觀的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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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怪異氣候，本場啟動 蘆筍技術講習 ，農友都說讚！
今年度開春以來，雲嘉南地區天氣異常於往年，出現降雨日數偏
多，降雨量也偏高。蘆筍植株受雨水浸漬，使得蘆筍根系中的貯藏根
表皮上根毛受損，而根毛是蘆筍吸收水分與養分主要工具，受損後植
株生育受阻，進而導致植株敗壞。故降雨期間務必加強田區排水，避
免根系受到雨水浸漬。
莖枯病好發於多雨氣候，濃霧高濕天氣也易促使此病害傳播。病原
菌可侵害蘆筍莖、枝及葉，初發生時沿著莖生出紡錘形或線狀暗褐色
病斑，周緣呈水浸狀，病斑逐漸擴大後圍繞莖枝，致使病斑部位乾枯
而死。採防雨設施栽培可有效降低莖枯病的發生，惟露天栽培田區則
宜從土表割除病枝及老枝，割除後立即施藥，且務必全面噴施莖部。
雨後應加強防治莖枯病，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藥劑50％免賴得可
濕性粉劑、2.2％保粒黴素 (丁) 可濕性粉劑、40％腐絕可濕性粉劑，
41.8％腐絕水懸劑或33％鋅錳乃浦水懸劑，並遵守安全採收期。
本場於3月29日及31日分別於臺南市將軍區、安定區及西港區農會
辦理3場「春季蘆筍生產與健康管理技術講習會」，由蘆筍栽培專家
陳水心及病害專家鄭安秀、吳雅芳，在現場傳授最實用管理撇步。將
軍區農會吳明成總幹事、安定區農會王气每主任、及西港區農會陳月
英總幹事亦出席共同主持講習會，3場共計有196名農友參加。
本次講習著重在宣導露天蘆筍園在梅雨季來臨前應完成留母莖作
業，以確保春季溫度一旦回升即可開始採收綠蘆筍，避免受降雨影
響，穩定收穫量。在栽培技術方面，主要傳授如何依據植株成熟度進
行留母莖及整枝作業；病害管理技術重點，則在於莖枯病病徵判斷
及掌握最佳防治時期。本場特別叮嚀，因應本年度氣候較為異常，降
雨量多易致蘆筍根系養分吸收活力變差，施肥量務必節制，施肥模式
需改變為少量多次施用，以確保肥料不浪費，及即時供應蘆筍生育所
需。
【文/圖 謝明憲】

↑陳水心技佐在將軍區農
會講授蘆筍栽培管理
↓莖枯病罹病度嚴重，須
儘速割除罹病母莖

↑莖枯病罹病度屬輕
微，母莖可暫時保
留毋須割除，但需
進行藥劑防治

造景讓人嘆為觀止、目不暇給

加強防治水稻 葉稻熱病

本場蝴蝶蘭新品種，2016國際蘭展再獲評審肯定
本場優秀蝴蝶蘭品種參加2016臺灣國際蘭展，再次
獲得大會及各國專家評審肯定，其中一株金黃唇
瓣、柔白底色新品種得到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TOGA) 頒發新品種個體獎，亦獲頒美國蘭花協會
(AOS) 優質獎 (Award of Merit, AM) 84分，可說是雙料殊榮。另
一株斑紋小花新品種，也同時獲頒美國蘭花協會優質獎85分。
本場優良品種‘Tainan White’，本次在蝴蝶蘭小花
組競賽獲得大會 (TIOS) 第二獎，本株花色雪白、花
朵圓潤且多花、多梗性佳且穩定，排列整齊優美， →具濃黃唇瓣的小白
花新品種同時獲頒
格外清新優雅。此外，本場參賽的萬代蝶蘭，是
新品種個體獎及美
特殊的異屬雜交品系，花朵橘紅亮麗，也得到
國蘭花協會AM獎
TOGA銅牌獎殊榮。
【文/圖 胡唯昭】
84分肯定

↓斑點小花新品種
獲頒美國蘭花協
會AM獎85分

←本場已登錄之優
良品系｀Tainan
White´獲得大
會小花組第二獎
←獨特萬代蝶蘭，花朵橘
紅亮麗，得到臺灣蘭花
產銷發展協會銅牌獎

水稻葉稻熱病在田間已
普遍發生，請農友加強防治
工作，清除田間感染源，較
早植之水稻如欲施穗肥者，
勿施用過量氮肥，避免使病
情加重，影響水稻收成。
稻熱病於相對溼度高時 ↑田間葉稻熱病病斑
容易發病，溫度高低變化
劇烈時，水稻的抵抗力降低，使病情更加嚴重。稻熱病在一
期作較容易發生，一般而言，水稻插秧後35至50天最容易遭
受感染，尤其在施高量氮肥、密植而通風不良的稻田更容易
發生，因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間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
病勢進展，應立即施藥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
【文/圖 林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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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後壁地區水稻一期作發現 水稻水象鼻蟲 為害
→水稻水象鼻蟲的食痕
↓水稻水象鼻蟲田間危害狀

蟲

本場接獲後壁區菁豊農民通報，田間水稻葉片發生不明蟲
害，受害葉出現白色細條狀食痕，與葉脈平行，長短不一。
嚴重受害者，單一葉片上可出現十數個食痕。經研究人員至
現場檢視並採集蟲體，確認為水稻水象鼻蟲為害，請農友注
意防治。
水稻水象鼻蟲主要為害秧苗期，成蟲於插秧後遷入田間取
食，造成寬0.1公分，長0.5至數公分不等的白色細條紋狀食
痕。幼蟲則在水中取食根系，使得水稻生育受阻，影響分
，嚴重時造成缺株。由於幼蟲的主要危害時間為水稻生育初
期，若開始曬田，水生的幼蟲則無法繼續存活。成蟲體型相
當小，長約0.3公分，日間棲息於稻株基部，傍晚時會爬至
葉片上活動，具有趨光特性。若疑似發生，可於傍晚時觀察
葉片上是否有米粒大小的灰褐色成蟲出沒。
在防治上，需注意水位管理，盡量保持低水位，可減少成
蟲在水面下之葉鞘組織產卵的機會。目前登記於水稻水象鼻
蟲的防治藥劑有9％培丹粒劑、5％免扶克粒劑、3％丁基加
保扶粒劑等，施用粒劑時，田間應保持水位1∼2公分，施藥
後一周內避免灌水，確保防除效果。 【文/圖 張淳淳】

↑秧苗上的水稻水象鼻蟲成蟲

↑水稻水

蟲
象鼻

成

中早熟優良硬質玉米新品系－臺南育29號
101公分。乾籽
中早熟優良硬
實產量臺南育
質玉米新品系
29號7,610公斤
臺南育29號
/公頃，臺農1號
6,690公斤/公頃，
明豐3號6,220公斤/公頃，
臺南育29號公頃產量較臺
農1號及明豐3號增產13%及
22%。
105年1月22及23日超級寒流及
強烈東北季風吹襲造成農作物受損，
同時期播種的明豐3號葉片受寒害變乾枯，
但臺南育29號葉片受損輕微，生育期間未
發生銹病及抗倒伏性佳。
臺南育29號以每公斤收購價格9元，再加
上契作獎勵金45,000元/公頃及籽粒乾燥補
助費10,800元，扣除生產成本55,000元/公
頃，全期作淨收益可達69,290元/公頃。欲
購買臺南育29號種子者，可洽本場朴子分
↑3月17、22日在臺南市後壁區及鹽水區舉辦地方試作成果觀摩會，
場 (05) 3792060。
【文/圖 詹碧連】
吸引320人參加

本場配合農委會政策，積極進行硬質玉米品種改良及
推廣工作，選育出中早熟硬質玉米新品系臺南育29號，比
明豐3號更早熟，與臺農1號成熟期相近。配合水旱田輪作
之耕作制度，一期作種植水稻或其他作物，二期作種植臺
南育29號，可增加農友收益。
朴子分場進行硬質玉米栽培試驗，播種後臺南育29號
53天達開花期，較明豐3號提早約8∼12日，較臺農1號約
晚1日。約112日苞葉開始轉變枯黃色，132日籽粒含水率
臺南育29號為34%，臺農1號為30.5%，明豐3號為37.6%。
臺南育29號株高258公分、穗位高96公分，臺農1號株高
257公分、穗位高99公分，明豐3號株高240公分、穗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