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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26日
共同舉辦「2016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20屆種苗節活
動」，今年為兩機關第6度合作辦理開放日活
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來呈現研究成果，加上

種苗節成果展，內容豐富多元。

活動當日天公作美賞了個溫暖的大晴天，上

午8時起，參觀人車便絡繹不絕進入場區，鑑於
去年活動造成台20線大塞車，今年特別加派人力指揮交
通、多規劃停車空間，大批的參觀與採買人潮，讓各攤

位都卯足勁，要交出漂亮成績單。當天估計約11,278人次
入場參觀，民眾熱情捧場讓各主協辦單位「足感心」！

10時在畜產試驗所舉行活動開幕式，農委會曹啟鴻主
委蒞臨現場致詞。11時長官及貴賓們移師到本場行政大
樓前舞台，參加「第20屆種苗節」開幕
典禮，各試驗及行政機關首長、立

委、亞蔬中心主任及雲嘉南縣市

政府農業處長、農會總幹事等皆蒞臨參與

盛會。當天並頒發雲嘉南地區十大神農及

模範農民獎牌，以表彰其優秀成績。

今年種苗節活動11月25日先發的三場專題演
講，提供抗病分子標誌應用、小孢子培養技術、產業發

展與外銷潛力等新知。今年主題為「花椰菜」，各種苗

公司配合展出各色各樣花椰菜品種，本場還特地製作海

報，教導民眾花椰菜營養價值、花椰菜家族、花椰菜與

青花菜的區別⋯等，還有公私部門為共同呈現一年來的

種苗研究成果、種苗與植物防檢疫展示、世界蔬菜中心

展示、種苗資材展示、蔬果花藝設計插花展示、種苗常

識有獎徵答、趣味活動等，有吃、有玩、又有拿。

2016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20屆種苗節活動  花椰菜主題吸睛

今年種苗節主

題 -花椰菜，
各色品種吸睛

一百！

以花椰菜做

成的果菜雕

綿羊，超卡

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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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展示的研發成果有：黃金廊道農業生產專區及

活化休耕地、滴灌節水設施栽培、油茶及蘆筍研發成

果、技轉研發成果、優良稻米品種展示、有機農業推動

成果、土壤速測及合理化施肥、蚓糞堆肥、病蟲害診斷

鑑定、新型農機具、臺南市農會三部門聯合成果展等；

另外，本場邀請優質安全農特產品業者、青年農民共襄

盛舉，並規劃米食熱食區，計90個單位參與展售，方便
消費者採買。今年邀請蘇程隆、謝汶樺、陳朋修、王

建富、林宜賢、陳昀鎂、郭明源等7位本場輔導的青
農，以及雲林、嘉義、臺南在地青農聯誼會來擺攤

銷售產品，與往年相同都賣得嚇嚇叫。

農業DIY教學由種苗改進協會開辦多肉植物組合盆
栽教學，人手一盆仙人掌組合盆栽，超有成就感。西

螺鎮農會今年榮獲香米全國總冠軍，特別友情贊助提

供豆花製作、壽司製作等DIY課程，有玩又有得吃！

為了提高本場負責的主題館點閱率，今年設計有火鶴

花、洋桔梗、落花生、蘆筍主題館QR-code掃描闖關活
動，遊客集滿戳章即可領取紀念品一份，主客雙贏。本

場出版品也如往常銷售一路長紅，開放日共售出42,170
元，感謝民眾的愛用與選購。

今年開放日活動從一開始臉書貼文宣傳，到陸續的活

動報導，都獲得不少迴響，民眾讚譽有嘉，

感謝網友的熱情支持。

期待明年再相見，本

場將持續提供知性、

感性兼具的農業體驗

活動，讓大家都能滿

載而歸！

今年九月連續3個颱風，農作物災情不斷，尤其兇猛的
梅姬颱風讓這幾年努力振興的國產大豆2,900公頃嚴重受
創。為重振大豆栽培面積，本場於11月29日上午在雲林縣
水林鄉蔡素滿農友田區，辦理「大豆 (黑豆) 栽培管理田間

示範觀摩會」，藉此說明國產大豆 (黑豆) 契作方式、栽培

管理要點、一期水稻二期大豆之耕作模式成本收益，以及

災後田間管理重點。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與水林鄉農會蔡

瑞堂秘書共同主持，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張勝宇技士、農糧

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林庚蔚技士等長官蒞臨指導，與會

農民共計約80位熱烈參與。
王仕賢場長表示，目前政策推動大

糧倉計畫，獎勵生產國產雜糧等進口

取代作物，豆科作物扮演土壤永續經

營重要角色，加上國產大豆非基因改

造，且減少食物運輸里程，鼓勵農民

加入生產行列。

吳昭慧副研究員說明田區於8月31日
播種，品種為黑豆臺南5號，9月28日

梅姬颱風來襲，植株尚未開花，但嚴重倒伏。災後迅速協

助排水及進行肥培管理，目前植株狀況良好，已進入果莢

充實期，預計12月中旬可進行採收。國產大豆契作模式目
前大都採用企業化經營管理，契作農民主要負責田間施肥

與灌溉排水，其餘由農民代表安排播種、病蟲害防治、

採收與調製，減輕農民工作負擔，降低生產成本，且契作

生產無產銷失衡疑慮，省工省肥，增加農民活化農地之選

擇。

陳盈丞助理研究員說明大豆安全用藥重點，示範田之

契作主體謝明拴先生也分享其栽培管理的心得，表示豆類

作物根部可與土壤根瘤菌共生，因

此不需要施用太多肥料，而目前採

用病蟲害共同防治及濕豆收購，比

水稻省工省肥利潤亦不差，歡迎有

興趣農民明年可與他簽約契作。

【文/圖　吳昭慧】

風雨過後豆陣行～大豆(黑豆)栽培管理觀摩會

←大豆栽培觀

摩會現場

↑本場技轉成果展示由專家同仁 
現場解說

↑大人小孩齊手DIY忙著製作壽司捲 ↑亞蔬中心展示由世界各地蒐集來的

蔬菜種源

↑Lion Flower~
以青花菜、甜椒、

南瓜雕成的小獅子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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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多變，日夜溫差大，容易出現晨露的氣候正適合

作物露菌病發生，請農友注意防治，以減少損失。

葫蘆科作物如胡瓜、絲瓜、洋香瓜，蔬菜類如十字花

科作物、豆科作物、菠菜、萵苣、青蔥等均易發生露菌

病，病原菌由下表皮侵入葉部，於氣孔處伸出白色如霜徽

狀物，然後在上表皮的相對位置形成黃化褪色斑。發病初

期，葉面可見黃褐色小斑點，然後逐漸擴大，形成被葉脈

限制、不正形、淡褐色、四周變黃的病斑。多數病斑連

接呈多角形病斑，可使葉片

乾枯。若侵害葉菜類之莖、花梗或果莢時，呈現膨脹之病

徵。夜間濕度大時會促進病原菌產孢，於病斑葉背形成灰

褐色黴狀物，為其分生孢子，晨間露水會促使分生孢子梗

扭轉而釋放出孢子，造成病害之傳播，尤其設施栽培在目

前的氣候下易產生露水效應，因此，夜間盡可能降低田間

或設施內的濕度，改善環境通風，有利於病害的管理。

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藥劑，或於本場官

網查詢相關用藥，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

採收期。 【文/圖　吳雅芳】

氣候多變日夜溫差大，注意防治作物露菌病

↑十字花科蔬菜露菌病

病徵(葉面)

目前氣候乾燥及正值季節轉換期間，適合斜紋夜蛾繁

衍，容易在田間大發生，為確保作物正常生長及良好收

成，請農友注意斜紋夜蛾的防治。

斜紋夜蛾一年可發生8∼11世代，雌蛾交尾後飛至植株
葉背產下數百粒卵，卵上附有雌蛾的鱗毛。初孵化的幼蟲

為灰綠色，具群集性，三齡以後幼蟲漸轉為黑色。幼蟲晝

伏夜出，雜食性，可危害作物如葉菜類、茼蒿、落花生、

田菁、毛豆、豌豆、大蒜、青蔥、甘藷、玉米、蓮花及花

卉等數十種作物。幼蟲食量極大，會大量啃食植株心梢及

葉片，阻礙作物的正常生長，影響產量及品質，嚴重時常

導致全園廢耕。

農友在防治上應注意下列事項：

(1)田間如發現斜紋夜蛾卵塊、幼
蟲，應立即捕殺或摘除；(2)斜紋
夜蛾的幼蟲及成蟲大多於太陽下山

或傍晚時分開始活動，傍晚噴藥效

果較佳，噴灑時應注意使用充足水

量；(3)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
藥，選擇藥劑交互使用，以避免害

蟲產生抗藥性；(4)利用性費洛蒙長
期誘殺雄蛾，以降低其田間密度。

每公頃設5∼10個點，放置高度約

為離地150公分或作物生長點上方30∼60公分，每月更新
誘餌一次。作物種植密集地區應採共同防治，成效更佳；

(5)注意清園之工作，間作之作物應同時施藥，徹底清除
蟲源；(6)旱田作物於種植前整地翻犁後浸水一天以上，
可將土中的蛹或幼蟲淹死；(7)收穫前注意化學藥劑的使
用，或改用蘇力菌防治，注意安全採收期，以免造成農藥

殘留過量之問題；(8)受害嚴重之綠肥作物或廢耕田區應
儘速翻犁淹水，避免斜紋夜蛾滋生蔓延。

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藥劑，或於本場官

網查詢相關用藥，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

採收期。 【文/圖　陳盈丞】

夜盜蟲密度持續升高，注意防治確保收成

↑結球萵苣露菌病病徵

↑瓜類作物露菌病病徵

↑蔥露
菌病病

徵

↑聚集危害的斜紋夜蛾幼蟲 ↑斜紋夜蛾危害洋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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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農作物保險 106年水稻推廣品種及特色米品種

詳情請洽服務人員：

因發生寒害、颱風或豪雨，導致被保險芒果受損害。當達一定損害程度，且符合政府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資格時，僅需

提供理賠申請書並且檢附該筆土地獲得政府現金救助之證明，無須現地勘損，保單將依約按政府核定之受害面積來計算理

賠金額。

商品簡介



承保颱風、豪雨

、寒害三大天然

災害



與政府災害救助

連結，無須現地

查勘，理賠迅速



獲雙重保障，進一

步填補農民損失

未投保
僅有政府
災害救助

有投保
多了

保險補償
多了保險

補償

政府災害
救助政府災害

救助

多了保險
補償

政府災害
救助政府災害

救助

認證編號：190105010　　105.11

因寒害、颱風或豪雨導致之損害因寒害、颱風或豪雨導致之損害 損害程度達政府天然災害救助標準損害程度達政府天然災害救助標準

農業保險-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系列之光芒四射

國泰產物芒果農作物保險(政府災助連結型)/備查文號：105.10.28 (105)企字第200-361號
主要給付項目：因耕種芒果所發生之直接成本

農委會推動試辦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於104年10月22日
訂定發布「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補助要點」。國泰世

紀產物保險公司配合農委會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政策，

推出「國泰產物芒果農作物保險 (政府災助連結型)」保險
商品，並於105年10月28日函送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備查在案，為國內合法保險商品。另依據補助要點第2點規
定，於105年11月1日函送此保險商品至農委會審查，請農委
會公告列為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之補助保險商品。

考量芒果開花期將至，國泰產險已配合農委會於105年11
月7日至18日間，陸續至芒果主要產區 (臺南市、高雄市及屏
東縣) 辦理7場宣導說明會。芒果 (寒害、颱風及豪雨) 投保
截止期限為105年12月15日截止。
本保險與政府災害救助連結，無需現地會勘，因發生寒

害、颱風或豪雨，導致被保險芒果受損害達一定程度，且符

合天然災害現金救助資格時，僅需提供理賠申請書，並且檢

附該筆土地獲得政府現金救助之證明，即可申請理賠。一旦

災害發生，有投保的芒果農民除了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外，也

多了保險補償，保險期間自被保險芒果開花期起至當期果實

成熟採收期止。當然農民也需多付出保費成本，目前推出3
個方案，保險金額分別為每公頃3萬、6萬及9萬元，保費則
每公頃為14,978元、29,955元、44,933元。請農民朋友基於天
然災害風險考量，踴躍投保。 【文/陳勵勤】

106年水稻推廣品種一覽表

品種名稱 適栽期作及區域

1 臺 8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 14號
全臺第1、2期作，另雲林以南第1
期作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3 臺 16號 全臺第1、2期作

4 臺中192號 全臺第1、2期作

5 臺南11號
適苗栗(含)以南及花東地區第1、
2期作

6 臺東30號
全臺第1期作及嘉義、臺南、花蓮
臺東第2期作，另雲林以南第1期
作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7 臺東33號 全臺第1、2期作

106年水稻特色米品種一覽表

食用品種

1 臺 2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 4號 全臺第1、2期作

3 臺 9號 全臺第1、2期作

4 桃園3號 臺中以北第1、2期作

5 臺農71號
全臺第1期作  (特別適合於臺南 
(含) 以南地區種植) 及全臺第2期
作

6 高雄139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7 高雄145號 全臺第1、2期作

8 高雄147號 臺中以南第1、2期作

9 臺南16號 全臺第1、2期作

10 臺中秈10號 全臺第1、2期作

加工品種

1 臺農糯73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 糯1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3 臺 糯3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4 臺東糯31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5 臺中秈糯2號 全臺第1、2期作

6 臺中秈17號
彰化、雲林、嘉義、

臺南地區第1、2期作

7 高雄秈7號 南部地區第1、2期作

8 苗栗1號 北部地區第1、2期作

【資料整理/呂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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