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人：楊宏瑛︱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總編輯：陳勵勤︱主編：許涵鈞︱地址：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電話：(06)5912901︱傳真：(06)5912928
網 址：https://www.tndais.gov.tw︱農友暨消費者服務專線：(06)5912905︱GPN：2008500150︱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創刊︱印刷所：農世股份有限公司︱定價：10元

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 110 年二月十日出版

■

第32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典禮

■

寒流澆不熄熱情，109年成果發表研討會圓滿落幕

■

橘子紅了~古坑柑橘類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

■

新春吉祥~大桔大利、棗到美好、好事花生

■

馬鈴薯及番茄晚疫病好發 加強清園及防治

■

濕度高 易發生蔥、蒜紫斑病 加強防治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56號
新營雜字第17號

雜

誌

第32屆全國十大神農 及 模範農民頒獎典禮

農委會於1月27日舉辦「第32屆全國

第32屆全國
十大神農合照

耕作，且多成立自有品

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典禮」，總統

牌，持續堅持生產安全農

蔡英文及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特別蒞臨並

產品，呼應政府把關食安的

致詞表達祝賀之意，肯定各得獎人對農

政策目標，以及消費者購買安心農產品

業的努力與貢獻，並頒發十大神農獎當

的需求。面對農業轉型升級挑戰，此次

選人證書、匾額及獎金15萬元，另12位

獲獎的農民導入智慧科技投入生產及管

模範農民也獲頒當選證書及獎金5萬元，

理，包括以智慧科技管理提升鳳梨耕種

表揚其在農業上的卓越表現。

效率的陳映延、開發自動化及標準化蛋

章盛 (咖啡) 及嘉義縣

第32屆全國
模範農民合照

布袋鎮邱經堯 (白蝦&

虱目魚) 獲得第32屆全國

十大神農獎；臺南市鹽水區陳坤生 (水稻

&有機果樹)、臺南市楠西區蔡勝峰 (蜂

蜜) 及嘉義縣竹崎鄉沈世政 (酪梨) 獲得第
32屆全國模範農民。

陳主委期勉現場得獎者，作為種子在

本屆22位得獎者，以改變栽培及養殖

鴨飼養的吳鴻基，以及使用AI科技管理

全國各地萌芽、茁壯，發揮帶動農業發

方式，並永續經營農漁業、取得標章驗

養殖石斑魚的陳啟宏等，這些成果都值

展的示範效果；將持續輔導各縣市成立

證及加工產品作為產業升級的基礎，提

得政府及農民借鏡，一起讓臺灣農業進

在地青年農民聯誼會，共同營造交流、

升至企業化經營模式及導入智慧農業科

步成長。

互助及合作發展的平臺，讓青年農民在

技，更帶領其他農民精進技術及協助解

本場轄區共有六位農民獲獎。嘉義縣

從農這條路，透過同儕的合作、鼓勵和

決問題，實屬不易。本屆得獎者中，最

民雄鄉陳映延 (鳳梨)、雲林縣古坑鄉郭

政府的幫助下，以農業為終身志業共同

年長者是來自臺南市，70歲的陳坤生先
生；最年輕者是來自南投縣，31歲的王
朝偉先生，其中45歲以下的青年農民有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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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得獎者都十分優秀，包括十大
神農的吳成富、謝瑞裕、黃治鴻、陳弘
儒及邱經堯等人皆具備有機、產銷履歷
等農產 品安全驗證，以友善環境方式

來打拼。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荔枝椿象 訊 息

1
2

目前轄區內荔枝椿象已有少數個體開始活動，但多數個體
仍在荔枝及龍眼葉背下越冬。

共同訂定雲嘉南地區荔枝椿象化學共同防治期程。嘉南地

區之荔枝防治期為2月17日至3月19日；龍眼防治期為3月3
日至4月2日。雲林地區之荔枝及龍眼防治期為2月17日至
3月19日。

3

本場預定2月16日在番路、2月23日在東山、2月
24日在南化、2月26日在古坑辦理防治說明會。

中華民國 110 年二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96 期

寒流澆不熄熱情 109年成果發表研討會圓滿落幕
1月7日寒流來襲，氣溫驟降，適逢本

場舉辦109年成果發表研討會，將同仁的
研究精華與大家分享。參加人員絡繹不
絕，絲毫不受寒流及疫情影響，將會場
擠得水泄不通，與會人員突破150位。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鄒慧娟副局長、新竹分
局陳宏伯分局長，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張瑞璋所長、徐慈鴻副所長，桃園區農
業改良場施錫彬秘書，農試所鳳山熱帶
園藝試驗分所李文立分所長，嘉義大學
植物醫學系郭章信系主任等亦出席。

↑109年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內容多元豐富，吸引150人參加
→鄭安秀秘書以「植保40年」講題，分享其經驗與心得

研討會由鄭安秀秘書的專題演講「植

砧對生長勢及果實的影響，以及利用分

應用微生物拮

保40年」揭開序幕，分享鄭秘書自踏入

生技術定位茄子抗青枯病基因，還有病

抗防治？如何正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40年來在植物病害防

蟲害診斷服務之資訊化應用。栽培及推

確施用亞磷酸以有效防

治上的經驗分享及淬鍊精華，內容精采

廣議題則有，探討農業長期生態系耕作

治病害？等問題，鄭秘書均給予精闢的

萬分，與會人員也當場請益，都一一獲

制度對生產力之影響，魚菜共生系統中

見解。另有人建議成立諮詢平台及案例

得解惑。緊接著由同仁分享蓮的重要病

氨檢測模組的設計與應用，耐寒性秈稻

分享可供農民詢問及自行學習，本場場

蟲害整合防治技術，應用叢枝菌根菌在

幼苗的育成及定位其數量性狀基因，釀

甜瓜的生產及無人植保機在防治荔枝椿

酒高粱臺南7號及8號之育成，探討設施

長說明可加入本場LINE@ (ID：@591-

象的效果及兼具省工、省水的成效。研

洋桔梗連作障礙原因及改善方法，評估

收集案例分享也提出有其複雜性及困難

討會內容多元豐富，包括設施蘆筍及九

農業訓練學員從農風險及調查農校學生

度的看法。所有與會者都帶著滿滿的收

層塔的友善防治技術，外銷愛文芒果以

對從農風險的認知與留農意願。

穫踏上歸途。

溫湯處理防治炭疽病，番茄嫁接苗之茄

2905)，透過聊天室回覆相關問題，對於

在綜合討論時間，與會人員提出如何

【文圖/陳昇寬】

橘子紅了～古坑 柑橘類 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
古坑鄉飄搖著咖啡香，而柑橘類也是

員介紹柑橘類常見的病蟲害與安全用藥

當，以至於後期修剪及採收上的困擾。

古坑重要作物，本場1月26日在古坑鄉

的觀念，像是傷害果皮而造成價格降低

對於柑橘類的用藥，農友則希望可以使

辦理柑橘類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

的小黃薊馬，就要把握花苞尚未綻放

用著果劑與陶斯松等藥劑，嘉義大學農

會，農友們也非常配合全程戴口罩並且

的防治黃金時期，才能真的「藥到蟲

業推廣中心林明瑩主任回應陶斯松為劇

很認真地上課，還有人埋頭疾筆狂抄筆

除」。

毒農藥，為確保農友安全及環境，動植

現場農友提出許多田間遭遇到的問

物防疫檢疫局已逐年淘汰，改良場再次

楊宏瑛場長開場致詞時表示提高農友

題，甚至提出請專家到田區進一步說明

們的技術就是提高臺灣農業的競爭力，

修剪方式，避免初期種植的時候修剪不

呼籲沒有登記在作物上的農藥 (所謂的未

記。

推薦用藥) 不要使用，除了檢出會有相關

古坑鄉農會推廣部林主任則鼓勵農友認

罰則之外，對環境與施藥者都有可能造

真上課，趁著專家在場，趕緊把遇到的

成傷害。

問題提出來。
課程由果樹研究室張汶肇副研究員
打頭陣，講解目前柑橘類果樹生長發育
以及修枝所要注意的重點。接著由土壤
肥料研究室潘佳辰助理研究員說明柑橘
合理化施肥概念，節水灌溉的方式等，
更提醒大家別忘了替自己的田區健康檢
查，才能知道欠什麼再補什麼 (肥料)。

最後是植物保護研究室陳盈丞助理研究

↑張汶肇與農民探討葉片萎凋原因及解決對策
→潘佳辰向農民說明土壤檢測報告及肥培管理重點

【文圖/許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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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吉祥～大 桔 大利、 棗 到美好、好事 花生
新春到！正是國產柑橘、臺灣棗、落花生等多種農產品盛產季節。其中茂谷柑酸

↓茂谷柑相當適合年節期間
送禮、祭祀

甜濃郁風味、果肉多汁、皮薄色豔且耐貯運，果皮橙黃色，且具有「大吉大利」的寓
意，相當適合年節期間送禮、祭祀。臺灣棗品種優良且栽培技術獨步全球，果實碩
大鮮亮、皮薄多汁、甜脆可口，食用品質極佳，素有「臺灣蘋果」的美稱。自古
花生有「長生果」美名，具有多樣化風味，焙炒、油炸皆宜，既香又酥又脆，蒸
花生則香、Q、綿密，每樣產品都令人無法抗拒，是家家必備的傳統年貨。
根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表，每100公克茂谷柑含有維生素A 643 I.U. (國際單位)，

為蘋果的53倍 櫻桃的32倍 奇異果的6倍；維生素C 26mg (毫克)，為蘋果的9倍 櫻桃

的2倍；臺灣棗含維生素C 37 mg，為蘋果的12倍及櫻桃的3倍；菸鹼素 (維生素B3) 為

1.15 mg為蘋果的23倍及櫻桃的11倍，花生蛋白質含量是核桃1.4倍、松子的1.5

倍，更有其他堅果類所缺乏具可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白藜蘆醇，及大量的前花青
素、花青素等天然的高抗氧化物質獨特成分。
選購茂谷柑時，挑選果皮橙黃色、有光澤，表示果實已成熟度；果實用手輕握
要飽滿、有彈性，不能呈皺縮、失水狀，且果蒂不能脫落，果實新鮮度佳；挑選
較沉重的果實，果肉發育較充實、水分也較多。臺灣棗選購時以果型飽滿，果色淺
綠具光澤，果蒂周圍寬廣及平順無皺褶為佳，採買後趁新鮮儘早食用，若吃不完應
以塑膠袋包好，置於冰箱冷藏保存。優良花生莢果外觀飽滿、莢殼乾淨而無破損現
象，一般現作及零售新鮮花生加工產品都會具有花生特有之香味，不會有明顯油耗

↑臺灣棗品種優良且
栽培技術獨步全球，
素有「臺灣蘋果」
的美稱

味，不帶殼之花生產品，因沒有外殼保護，更容易受外界溫度、濕度、光、空氣等環
境之不良影響而變質，保存期限也比帶殼之花生莢果短，故開封後花生產品應盡
速食用、或以密封低溫貯存可維持較佳之品質。
現正值國產柑橘、臺灣棗、落花生產期，更是年節期間祭祀、送禮及自用最
佳選擇，讓您吃了「鴻運茂谷福滿堂」、「棗到美好」、「好事花生」。
【文圖/編輯室】

←花生有「長生果」美名，
是家家必備的傳統年貨

雲嘉南青年農民聯繫會議
農業勞動人口急速降低，且農業人力年齡結構中，超過65歲
者佔將近20％，引入新血才能活化整體農業競爭力，本場特地
邀請縣市政府、農糧署及各農會指導員，分別於1月19日、27日
於雲林、嘉義以及臺南辦理與青農聯誼會暨分會的聯繫會議，
聆聽及回覆青年農友們的建議與疑惑。
本次會議有請農糧署協助現場說明目前農委會重大補助以及
新增水稻休耕四選三等措施，農糧署網頁上對於補助規定及內
容有詳細說明，有補助需求的農友可洽詢農糧署及各分署辦公
室。
現場青農針對保險、補助、貸款及用水等問題提出熱絡討
論。農友提出建議包括希望政府能夠開辦酪梨農作物保險與
簡易設施保險，保障農友生產成本；建議將智慧農機、對災
害防範機具及用電等納入補助項目；參訪學習能夠開放跨
縣市參訪及多日參訪，建議增加放水時間或使用地下水，
也建議開放產銷履歷母子包裝補助，取消級別限制等。
其他項目則有從農經營準備金採認時數的課程標準、農務士
及茶園管理師供不應求與課程需求等，在課程需求上，本場及

楊宏瑛場長於青
農聯繫會議宣導
農民退休金

嘉義大學皆可協助，本場亦可提供學習時數，其
他建議則轉請有關單位研擬或參酌，讓農業環境
日益友善，以保障農友從農的收益及增加一般民眾

從農的意願。
【文圖/許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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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人員異動
✽鄭安秀秘書於1月16日退休，由謝明憲擔任秘書
✽羅正宗副場長於1月15日榮陞南區分署分署長，

鄭安秀秘書

謝明憲秘書

羅正宗副場長

陳昱初副場長

陳勵勤課長

彭瑞菊站長

許華芳

石郁琴

由原臺東場副場長陳昱初調派本場副場長
✽陳勵勤1月16日陞任農業推廣課課長
✽彭瑞菊1月16日陞任義竹工作站站長
✽農業推廣課農業經營研究室主持人由許華芳擔任
✽農業推廣課推廣教育研究室主持人由石郁琴擔任

馬鈴薯及番茄 晚疫病 好發 加強清園及防治
年關將至，冷氣團接連南下，偶有

←馬鈴薯晚疫病葉片病徵，中心褐化，病斑上
佈滿白色似發霉之粉狀物
↓番茄晚疫病病徵，莖部褐化

微雨，中南部地區也能感受到入冬的寒
意，逢濕冷氣候最怕番茄與馬鈴薯晚疫
病的發生與蔓延，農友應注意田間管理
與防治工作，以減少損失。
由於冷氣團帶來的低溫伴隨零星降
雨，低溫高濕環境極適晚疫病的發生，
且在田間的蔓延將極為快速。晚疫病初
期病徵為葉背初現綠褐色水浸狀斑點，

的發生與蔓延。如田間已有病害發生，

好像被熱水燙到，濕冷天氣持續時，病

除施藥外，清園工作更不可少，降低田

斑會迅速擴大、中心褐化，病斑上佈滿

間病原菌密度是防治病害成功的關鍵。

白色似發霉之粉狀物，是其傳播來源，

此外，改善田間排水與通風以降低濕

用藥」(網址:https://www.tndais.gov.tw/

可藉氣流或水噴濺傳播，嚴重時全株焦

度，也是預防病害的重要措施。

ws.php?id=382) 點選所種植作物之登記藥

枯死亡。為掌握病害防治期，應密切注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

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

意氣象預報，在冬春之際有連續陰雨的

統」(網址: https://otserv2.tactri.gov.tw/

安全採收期，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問題

氣象出現之前，應立即施藥以控制病害

p p m /) ， 或 於 本 場 網 站 「 農 作 物 登 記

可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文圖/蔡孟旅】

濕度高 易發生蔥、蒜 紫斑病 加強防治
時序入冬，鋒面來襲，中南部地區偶

隨即形成而造成二次感染。本病原菌可

有陣雨或濃霧，日夜溫差大導致濕度偏

在種子內存活，亦可以菌絲和孢子在寄

高，蔥、蒜類作物易發生紫斑病，提醒

主殘體物內存活，但需有雨水或持續性

農友注意田間狀況，掌握防治先機。

露水期才能侵入植物組織和繁殖。

紫班病病原菌可危害蔥、蒜類作物，

病害發生初期即應施藥防治，需特別

被害葉初呈淡褐色小型病斑，漸擴大成

注意的是本病原菌可危害青蔥、洋蔥、

紡錘狀，稍後凹陷為暗紫色紡錘型病

珠蔥及蒜，但於蔥、蒜登記之藥劑不

斑，邊緣為淡紅色至淡紫色，邊緣黃

同，切勿自行延伸使用，防治藥劑請參

化，在病斑上產生黑色黴狀物之輪斑，

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

病斑部位常因帶狀乾枯而由此部位凹
折。此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可經由氣流傳

tactri.gov.tw/ppm/) 查詢所種植作物之登
記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

播，8∼34℃均適合生長，但以氣溫25℃

遵守安全採收期，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

較及相對溼度90%為好發環境條件。溼

問題可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度高時，病原侵入一週內即可再產生分
生孢子，若氣候適合則第二代分生孢子

【文圖/蔡孟旅】

↑蔥紫斑病病徵，初呈淡褐色小型病斑，建擴
大成紡錘狀
→蒜紫斑病病徵與蔥相似，病斑上產生黑色黴
狀物之輪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