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於1月30日盛大舉辦「第31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
範農民頒獎典禮」，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特別蒞臨頒獎典禮

致詞表達祝賀之意，肯定各得獎人對農業的努力與貢獻，

並由陳吉仲主任委員頒發十大神農獎當選人證書、匾額及

獎金20萬元，另12位模範農民也獲頒當選證書及獎金10萬
元，表揚其在農業上的卓越表現。

蘇院長表示，本屆22位得獎者，皆以改變栽培方式、
取得標章認證及加工農產品作為產業升級的基礎，部分提

升至企業化經營模式及取得國外農產品通路，還獲得許多

國際認證、國內外媒體及雜誌爭相報導，實屬不易。而本

屆得獎者裡面，4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有10位，這代表著農
業的傳承與希望；所有得獎人代表著農業的創新與表率，

更具有「傳承、創新、新農業」的劃時代意義。

陳吉仲主委指出，農委會非常鼓勵青年投入農業生產

行列，因為農業是陽光的、是健康的，農業要永續，就要

有年輕世代加入，青年的創意農業，科技化行銷農產品，

創造了無限的希望與驚奇，青年從農，是臺灣的新希

望，更是農業轉型發展的舵手。

本場轄區有臺南謝明樹 (紅龍果、棗子) 及雲林鄧進
得 (桂丁雞) 榮獲全國十大神農；雲林李星辰 (竹筍加
工)、嘉義王國輝 (有機花生)、雲林吳如瀅 (段木香菇) 
及雲林高宗懋 (老農青農新合作模式) 則是全國模範農
民，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恭喜以上得獎人!!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圖/許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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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巴拉刈全面禁用，農委會責成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研發

可使用於蔬菜園的除草劑－壬酸，1月24日開始由各區試驗改良場
所配合藥毒所，於全國蔬菜主要產地進行宣導推廣。為避免囤積

衍生風險，農委會於108年2月1日公告將「24%巴拉刈溶液」原來
販賣及使用之禁令延後1年，自109年2月1日起禁止販售及使用，
但禁止加工、輸入及分裝的時程仍依原公告辦理。另「33.6%巴達
刈水懸劑」經盤點庫存量因無前揭問題，禁用時程不變。

本場自1月24日起，分別於雲林縣二崙鄉農會、嘉義縣新港鄉農
會、臺南市柳營區農會、本場 (臺南市新化區)、臺南地區農會灣
裡辦事處、南化區百瑩生產合作社，辦理6場次宣導講習會；2月
以後除配合已規劃之產銷班諮詢座談會，2月20日並在雲林縣莿桐
鄉農會加辦1場雜草管理講習。
有關壬酸製劑的特性、施用方法、藥效、及使用注意事項，茲

摘錄資料如下：

壬酸製劑的特性：

主成分為一種特定脂肪酸。速效、非選擇性接觸型藥劑。對一

年生雜草效果佳，噴後1∼5日內死亡。

壬酸製劑的藥效 (案例)：

蔬菜雜草防除～ 壬酸製劑 介紹
壬酸製劑施用方法：

1. 噴施適當時間：清晨無風、無露水時噴施。
2. 藥劑配製：加水充分混合均勻再倒入藥桶，立
即噴施。大面積施用時，需持續混拌藥劑。

3. 適用噴頭：大扇D5 (例如:壓力3 kg/cm2，粒徑

300μm)
4. 建議稀釋倍數：幼苗 (40倍)，禾本科雜草開花
植株 (30倍)。用水量：600公升/公頃。

5. 將藥液均勻噴施於雜草植株上。

影響「接觸型藥劑」藥效的因素：

✽植體表面的構造：絨毛、角質、臘質

✽藥滴大小：中等 (300-400 µm)
✽噴嘴型號 (扇型D5)、噴藥壓力
✽均勻分布：藥液於植株葉片和莖桿的藥量

✽藥液滲透及作用速度

✽環境因素：溫度、雨水

壬酸製劑的安全性：

✽低毒：小鼠口服急毒 LD50：5,000 mg/kg
✽分解快速，無作物殘留疑慮

✽環境中無殘留、積累現象

✽對環境中鳥類、魚類和蜜蜂毒性低

✽皮膚刺激性：中等刺激性，噴施時需有防護裝

備

✽美國EPA：允許壬酸除草劑在作物採收前4小
時仍可噴施，允許施用於校園、高爾夫球場、

溫室等場所

注意事項：

1. 避免在下雨前施藥，以免雨水沖刷而減低藥
效。

2. 不可噴及作物，以免發生藥害。避免於風勢過
大時施藥，以免藥劑飄散，造成鄰田作物的藥

害。

3. 加水後充分攪拌均勻再噴施。
4. 建議使用大扇D5噴頭。
5. 噴藥速度宜緩慢，務必讓雜草完全接觸到藥
劑。

6. 禁止自行混合其他藥劑及界面活性劑，以免發
生不可預期的化學反應。

7. 噴藥防護裝備：本藥劑弱酸具刺激性。請配戴
手套、口罩及護目鏡，避免直接接觸藥液。

【壬酸資料摘錄自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袁秋英研究員簡報、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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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椿象 睡醒沒？ 請農友留意防治
目前本場植保人員已在南化地區發現部分越冬荔枝椿

象成蟲開始取食龍眼及荔枝新梢，為避免越冬後荔枝椿象

成蟲擴散、繁殖，請果農留意荔枝椿象活動狀況，及時防

治，以避免荔枝椿象危害。

荔枝椿象1年一個世代，生活史包括卵、若蟲及成蟲3
個時期，每年2∼8月為其繁殖季節，4∼5月為產卵盛期，
若蟲期分布於4∼10月，以成蟲越冬。等到氣候回暖，越
冬成蟲開始活動於荔枝、龍眼的枝梢或花穗上吸食危害，

待性成熟後開始交尾產卵。越冬後的荔枝椿象對藥劑耐受

度較低，活動力較差且尚未產卵，此時防治可達到最佳的

效果。

由於龍眼、荔枝是蜜蜂

重要的蜜源，為避免蜜蜂

採蜜時受藥劑危害死亡，

建議農民於1月下旬至2月
底開花前施藥二至三次，

並於開花前10天 (施放平腹
小蜂前) 停藥，切勿於開花
期施藥，避免誤傷蜂群。

荔枝椿象防治管理策略：

1. 於開花前的停藥時間，搭配平腹小蜂卵片施放，進行
整合性防治。

2. 於4∼5月間荔枝椿象產卵盛期，以人工摘除樹上卵
塊。

3. 參考登記用藥如賽洛寧等，並應加強葉背與枝條縫隙
的施藥。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
tactri.gov.tw/ppm/)，或於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
(https://www.tndais.gov.tw/ws.php?id=382) 點選所種植
的作物選用登記藥劑。農友若有用藥或防治等相關問

題，可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金豬喜氣賀新春，蘭花新境歡迎您

～2019臺灣國際蘭展即將到來
寒冬已過，三月春風吹拂、百花盛開之際，一年一度的蘭界盛

事─「2019臺灣國際蘭展」即將於108年3月2∼11日，在臺南市後
壁區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隆重登場！目不暇給之餘，近百攤的蘭花

販售區更是讓您能盡情遊覽選購，將美不勝收的蘭花們帶回家，

既增添生活樂趣、亦為怡情養性，何樂而不為呢？

蘭花是臺灣農業外銷的奇蹟，以深厚長久的栽培歷史及育種底

蘊獨步全球，素有「蘭花王國」的美譽，107年1∼9月為止，外銷
蘭花產值即達1.4億美元，其中又以蝴蝶蘭為大宗，外銷國家以美
國、日本、越南、荷蘭為主。臺灣國際蘭展舉辦至今已邁入第15
年，與世界蘭展、東京蘭展共列三大蘭展，吸引各國專家及業者

來臺參觀，促成不少海外訂單，加深臺灣為全球重要的蘭花生產

基地的印象。

本年大會主題為「Orchid Land蘭境」，希望藉由此次展覽，讓全球蘭花產、官、學研重要人士
聚集於臺灣這個「蘭花之境」，交流蘭界最新訊息，讓臺灣在世界發光發熱、邁向全球。

每年蘭展除了美不勝收的蘭花群芳競豔外，不可或缺的是國內外學者、研究人員齊聚一堂

的蘭花國際研討會，將於3月2日 (六) 首先登場，精彩可期！讓2019國際蘭展的蘭境群芳，陪
伴您豬事如意，好運滾滾來！ 【文/圖　胡唯昭】

↑越冬荔枝椿象成蟲聚集在葉背 ↑荔枝椿象成蟲取食龍眼嫩梢

【文/圖　陳盈丞】

↑2018年主景「蘭亭薈萃 以蘭會友」，千萬蘭海之
中融合人文氣息，頗有文人雅士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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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8時30分
地　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大樓1樓視聽教室
議　程：

時　間 題　　　　目 主持人／報告人

08:50∼09:00 長官致詞 鄭榮瑞場長

第一單元 優質作物育種 楊藹華課長

09:00∼09:20 1.胡麻機械化栽培品種之選育 黃涵靈助理研究員

09:20∼09:40 2.甜玉米臺南28號之育成 游添榮研究員兼分場長

09:40∼10:00 3.耐熱青油菜臺南四號之育成 謝明憲站長

10:00∼10:20 4.大果種油茶品種 (系) 選育及栽培技術之研究 王瑞章助理研究員

第二單元 作物安全生產 鄭安秀秘書

10:40∼11:00 5.胡麻病蟲害健康管理模式 陳昇寬副研究員

11:00∼11:20 6.建立番茄優良育苗場認證制度 吳雅芳副研究員

11:20∼11:40 7.外銷作物非疫生產地管理制度之評估與建立 黃秀雯助理研究員

11:40∼12:00 8.番茄抗 (耐) 病根砧品種選育 朱詠筑助理研究員

第三單元 智慧用肥與省工農機研發 鍾瑞永課長

13:00∼13:20 9.生物性肥料在有機洋香瓜應用研究 黃瑞彰副研究員

13:20∼13:40 10.開發蚓糞堆肥省工製作流程 潘佳辰助理研究員

13:40∼14:00 11.蚓糞於盆植蔬菜栽培之運用 黃圓滿副研究員

14:00∼14:20 12.開發批次式果類削皮機 李健助理研究員

第四單元 高效生產與經營管理 黃惠琳課長

14:40∼15:00 13.建立蕹菜高效水分利用灌溉模式 劉依昌助理研究員

15:00∼15:20 14.臺南地區重要農產品加工現況及銷售通路之研究 石郁琴助理研究員

15:20∼15:40 15.臺南地區果樹作物栽培模式經營效益之研究 陳勵勤助理研究員

15:40∼16:00 綜合座談 鄭榮瑞場長

本次參加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時數認證6小時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07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會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

研究所碩士，107年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農業技術類

科，108.1.31到職，現職朴子
分場助理研究員。曾任職彰化

縣埔鹽鄉公所技士、本場朴子

分場研發替代役役男。

謝禮臣

新進人員

● 2/14 臺印尼青農實習計畫及外展服務模式計畫說明會 (本場)
● 2/15 臺印尼青農實習計畫及外展服務模式計畫說明會 (嘉義縣太保市農會)
● 2/18 臺印尼青農實習計畫及外展服務模式計畫說明會 (雲林縣農會)
● 2/19 臺南區洋香瓜防災體系建置說明會 (本場)
● 2/20 蔬菜田雜草管理技術講習暨宣導會 (雲林縣莿桐鄉農會)
● 2/22 農產品分級包裝暨鳳梨栽培管理產銷班座談會 (臺南市關廟區農會)
● 2/26 芒果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 (臺南市楠西區農會)
● 3/05 鳳梨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 3/12 鳳梨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 (雲林縣林內鄉農會)

近期將辦理之講習宣導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