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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龍教授率中興大學園藝系師生蒞場參訪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李金龍教授率碩士班及

博士班師生一行共17人，於5月9日蒞臨本場進行

產業及實務參訪，由場長侯鳳舞博士親自接待，

行程後，並前往十大神農獎得主范銹龍班長所經

營的山頂果園農場，師生反應熱烈，成果豐碩。

　　當日上午師生到達本場，侯場長先向李教授

及同學，簡報了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近年來的業務

成果與績效，讓同學可在短時間瞭解改良場的定

位及業務方向。李教授對於本場在人力物力缺乏

的條件下，仍能於農業、生物科技開創出卓越績

效，深表肯定。隨後，在農業推廣課同仁精彩生

動的解說下，巡禮了台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的農

業博覽館、天敵及夜間昆蟲展示區、蜜蜂展示區

及台灣蠶業文化館，看到本場活化廢棄廠房，營

造展示的成果，亦表贊同。

　　下午至大湖生物防治分場參觀，由黃勝泉分

場長、張廣淼副研究員及吳怡慧助理研究員，講

授有關寄生蜂、螳螂、草蛉等天敵昆蟲飼育技術

，以及草莓高架床栽培等專利技術，同學們瞭解

到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更訝異在五月的環境條件

下，高架床的草莓，果實依舊嬌豔欲滴、生機盎

然。

　　最後，轉往范銹龍班長經營之山頂果園農場

，范班長在產業界經營30餘年，種植草莓、高接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李金龍教授率碩士班及博士班師

生至本場進行參訪

梨等多種作物，經驗豐富，秉持提攜農業後輩理

念，對於管理及栽培經驗、同學的提問，無不傾

囊相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詳實答覆。直至

夕陽餘暉照映，同學們帶著滿滿的收獲，才依依

不捨的結束全日的活動。

　　李金龍教授對於臺灣農業的政策擘劃，有深

入的見解，興大師生到訪本場，創造了學術與實

務一個非常好的交流機會，也帶給本場許多寶貴

的建議，對於我們未來研究的推動，深具啟發之

價值。

范銹龍班長於草莓高架床田區解說育苗相關技術

李金龍教授率中興大學園藝系師生蒞場參訪

警報發佈：水稻穗稻熱病、白葉枯病



中華民國102年6月15日 苗栗區農情月刊 第　　版2

文/圖 朱盛祺、劉雲聰

　　疫病為真菌性病害，喜好於高溫高濕環境下

，4-5月梅雨季節連日豪雨，部分排水不良的文

旦園區，已出現黃化落葉，半側枯萎的病徵，其

疫病菌可感染根部為根腐病，感染樹幹基部引起

裾腐病，感染幼苗葉芽為芽疫病，若感染果實則

為果實褐腐病，常造成嚴重損失；病原菌主要來

自土壤，藉雨水飛濺將病原菌帶上植株及果實侵

入危害，尤以雨季最容易發生。根腐病為害包括

主根、支根及細根，均可受感染而出現病徵。細

根被害時，表皮脫落、腐敗，植株生長停頓；粗

根被害時，組織發生褐變、流膠而黏結土壤顆粒

。罹病初期植株之地上部無明顯病徵，但隨病勢

進展後植株逐漸出現黃化現象，嚴重時，葉片黃

化脫落、枝條枯萎、生育停頓。

 管理策略

1. 加強排水作業

　　水分為病原菌傳播之重要途徑，故梅雨季節

需加強園區排水，減少根部浸水缺氧，導致衰敗

增加染病的機會，維持土壤之通透性，可促進根

系正常生長，而增加抗病力。

2. 應用抗病砧木進行根接

　　砧木以枳殼較為抗病，其次為酸桔、枳柚及

廣東檸檬，粗皮檸檬則最為感病。至於罹病輕微

之植株可用抗病砧木根接，然嫁接部份宜離地面

低窪地區排水不良，導致根部浸水缺氧，增加感病的機會

(左)文旦黃化落葉，半側枯萎的病徵；(右)生長正

常的植株

梅雨季節加強防範柑桔、文旦疫病危害

30公分以上，以避免土壤中之病原菌飛濺至接穗

部位，嫁接後避免於根部培土，以免將砧穗癒合

部份埋於土壤中而造成感染。

3. 田間衛生

　　罹病之枝葉、果實為重要的感染源，需隨時

整修、清除，以降低感染源而減少病害之傳播。

4. 藥劑防治

　　已正式推薦應用之藥劑分別為：80%福賽得

可濕性粉劑200倍、76.5%銅滅達樂可濕性粉劑

1,000倍及53%鋅錳右滅達樂水分散性粒劑500倍

。發病初期開始噴藥，以後每隔一個月噴藥一次

，連續4次。

5. 全園預防措施

　　”亞磷酸”可以誘導植株產生抗病性，罹病

田區可以400~800倍稀釋液，每個月全面噴施1~2

次，之後視實際狀況酌予提升濃度，但不超過

400倍為原則。但因亞磷酸強酸性，必需以氫氧

化鉀中和，當日配製完當天使用完畢，避免亞磷

酸氧化成磷肥及鉀肥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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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青年從事農業，農委會推出「吉時從

農、青春逐夢」專案，提供2年之專案輔導，讓

其穩健經營，並持續擴大規模，以活絡台灣農業

發展，經過2個月的受理、遴選作業，已遴選出

100名青年農民，並公布於農委會網站最新消息

。

　　該專案計畫自4月1日起至26日止，農委會各

區農業改良場合計受理355件申請案，每個申請

青年均相當優秀，於5月起邀請專家、學者等，

分區辦理初審面談後，將初審結果送農委會辦理

複審，順利選出100位專案輔導青年農民，期待

能成為農業的明日之星。本場轄區獲選之青年農

民計有：張智傑、陳百科、施彥同、盧炎及曾暐

迪等5名，其經營概況詳如附表。

　　獲選100名青年中，平均年齡為33歲，以主

要經營類別區分，蔬菜33位、果樹21位、雜糧4

位、水稻輪作綜合經營21位、飼料芻料作物4位

、花卉3位、茶業5位、種苗2位、菇菌2位、其他

特色栽培5位；其中多位青年提出創新經營或跨

域經營之構想，希望發展創新或加值產業。另外

，為了強化政策間之連結性，針對黃金廊道鄉鎮

、從事進口替代作物、新進農學院校畢業生，均

納入遴選考量。 

吉時從農、青春逐夢，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名單出爐

　　獲選青年將與各區農業改良場簽訂專案輔導

同意書，未來將透過陪伴式之專案輔導，協助其

穩健經營，另對於想跨域與創新發展之青年農民

，將輔導其成功踏出一級生產範疇進而發展二、

三級產業，以逐步成為農業加值產業的明日之星

，進而吸引更多青年回流農業，提升農業競爭力。

吉時從農、青春逐夢，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名單出爐

警報發佈

苗栗場「吉時從農青春逐夢」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名單

 

一、病蟲害別：水稻穗稻熱病、白葉枯病。

二、防治地點、時期：

三、防治穗稻熱病藥劑及方法：

    (1)6%撲殺熱粒劑每公頃每次用藥量30公斤。

    (2)20%嘉賜三賽唑可濕性粉劑1,500倍。

    (3)50%護粒三賽唑可濕性粉劑1,500倍。

    (4)54%保米熱必斯可濕性粉劑1,500倍。

    (5)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

    (6)15%加普胺水懸劑2,000倍。

四、防治白葉枯病藥劑及方法：

　(1)10%克枯爛可濕性粉劑1,000倍。

  (2)10%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1,000倍。

  (3)6%撲殺熱粒劑每公頃每次用藥量30公斤。

五、防治應注意事項

　(1)6％撲殺熱粒劑用於預防用。

　(2)10％克枯爛可濕性粉劑宜單劑使用，勿混

　　　合其他藥劑。

　(3)施用藥劑應注意稀釋倍數、安全採收，農 

　

警報發佈

縣市別

苗栗縣

鄉鎮別

各鄉鎮市稻作栽培區

防治時期

抽穗前後施藥預防

雜糧、

水稻

種植有機米、有機黃(黑)豆，於苗栗縣西湖

鄉龍洞有機村耕種，具有機驗證。將打造有

機專區、深化產製儲銷作業及拓展多元通路。

種植黑大豆、山藥、稻米、西瓜，具吉園圃

認證，開發山藥、黑豆相關加工品，已成立

農企業，未來將設置農產品加工廠，朝企業

經營。

中興農藝系及農村規劃研究所畢業，從農場

見習、農民學院、租地、籌備、銷售等，有

計畫性地規劃從農。將種植短期葉菜、瓜果

(番茄、洋香瓜)、飼料玉米、甜玉米等。

志同道合之夥伴共同經營，分工合作。已陸

續種植青椒、甜玉米、短期葉菜、小黃瓜等

，具面積、產量擴大潛力。

種植有機短期葉菜、根莖類、瓜果類，積極

擴大產能及新增品項，以因應消費者需求，

並且應用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協助農

場管理。

雜糧、

水稻

蔬菜、

雜糧

蔬菜

蔬菜

友如果有任何技術上的疑問，可以直接         

洽 詢 苗 栗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諮 詢 專 線

037-236583或病蟲害診斷專線037-236619

，或各鄉鎮市公所、農會。



　　苗栗縣的九大休閒農業區近年在行政院農委

會及苗栗縣政府聯手打造下，已成苗栗觀光新亮

點，除了提供採果、住宿、體驗等精緻行程，也

不斷引爆新的創意，展現農村生命力，為了行銷

苗栗九大休區，強化與消費者的深情互動，苗栗

縣政府農業處計畫推出「苗栗樂活農業創意微電

影大賽」，最高獎金3萬元，有興趣的朋友不妨

趁著暑假放空心情前往體驗，順便拍製作品參賽

，說不定冠軍就是你！ 

　　苗栗縣的九大休閒農業區，從南到北，分別

是卓蘭壢西坪休閒農業區、三義舊山線休閒農業

區、大湖鄉薑麻園休閒農業區、大湖鄉馬那邦休

閒農業區、三義鄉雙潭休閒農業區、通霄鎮福興

南和休閒農業區、公館鄉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

西湖鄉湖東休閒農業區、南庄鄉南江休閒農業區

，各區隨著海拔高度分布不同，特產、特色各自

不同，可以暢述的故事也不相同，值得參賽者逐

一體驗，並用微電影做工具挖掘動人的樂章。 

　　苗栗縣是標準的客家縣，民風雖然淳樸保守

，但天性好客熱情，只要有緣進得此山中，就算

冬雪也能換桐花，比陶淵明的桃花源更能引人入

勝，這樣棒的地方以及這樣好的人情，使微電影

的題材到處垂手可得，不管是舊山線鐵道記憶的

回響、馬那邦賽德克抗日的英勇事蹟，或者薑麻

園「薑薑薑薑」的麻辣傳奇，都值得入鏡，供為

創作的題材。 

　　比賽從即日起開跑，收件日至8月31日止，9

月6日將公佈得獎名單，擇期舉行頒獎典禮。參

賽影片須上傳至YouTube，參賽作品上傳名稱需

中華民國102年6月15日 苗栗區農情月刊 第　　版4

苗栗樂活農業創意微電影大賽 首獎三萬元

以「苗栗樂活農業_作品名稱」方式命名，再至

「苗栗樂活農業創意微電影大賽」活動官網，

http://event.bhuntr.com/miaoli/mainpage.php

填寫報名表並附上參賽影片連結網址，完成報名

與繳件。

　　評選標準將依「主題表達」、「創新表現」

、「影像品質」三項嚴格審核，第一名新台幣三

萬元，第二名新台幣一萬元，第三名新台幣五千

元，佳作５名，每名新台幣兩千元。此外，特色

入圍獎１５名，每名精美禮品一份，以資鼓勵。

詳細活動內容可上「苗栗樂活農業創意微電影大

賽」活動查詢。

大湖鄉馬那邦休閒農業區

卓蘭壢西坪休閒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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