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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雅玲、丁昭伶

文/何超然、鍾國雄　圖/徐金科

七月份為紅龍果盛產期，加上今年高溫少雨，有利於果實生長發育，產量較往年多，為穩定市場供

應平衡，本場配合農糧署於七月初即成立技術服務團，前往產地輔導合理留花及留果數，並加強宣導病蟲

害防治，以維持市場價格及保障農民收益。

苗栗縣全縣紅龍果栽培面積約43公頃，果實銷售方式以自產自銷為主，進入果品拍賣市場者較少。

惟部分農民為提高產量以密植方式，導致果實品質較差，因而賣價不佳。呼籲農友為保有商譽及售價，以

生產高品質果為目標，採行草生栽培及施用合理之有機肥料，依據市場需求彈性調整花果數量為管理原

則。

提醒農友近日午後常發生短暫性降雨，果實容易發生潰瘍病及濕腐病，造成品質下降且不耐貯藏。為穩定市場的價格，須落實果品分

級與誠實包裝，剔除病蟲害果實，出貨前再次檢視產品，而價格較低之格外品以加工方式處理，切勿流入市場影響市價。為達到留好果賣

好價目標，亟需農友鼎力配合，讓產銷有雙贏之局面。

為了展示蠶業研發成果並推廣蠶業，本場於

今(107)年7月14日舉辦「浪漫蠶桑-彩繪文創親子

遊」活動，本場呂場長秀英開幕引言後，農業委

員會張主任秘書致盛亦蒞臨致詞，農糧署北區分

署、苗栗縣政府及臺灣蠶業文化發展基金會等單

位均熱情參與，因活動具知識性、趣味性、娛樂

性、消費性及增進親子互動性，參加人數近2,500
人，盛況空前。

活動前開幕即吸引許多大朋友帶著小朋友到

本場臉書打卡按讚拿蠶寶寶，並由幼兒們跳舞打

鼓後揭開序幕，蠶業文化館內除有本場研發成果

「蠶寶寶酷炫聯盟」首次聯合公開亮相及冬蟲夏

草等科研成果展示外，還有蠶繭文創作品展、難

得一見的拉蠶絲被表演秀、黃太平大師於平面繭

的創意揮毫及定時的蠶業文化展館導覽解說。戶

外則有蠶桑尋寶遊戲、兒童彩繪、蠶寶寶蠶繭花

製作及桑葉拓印DIY等活動，及炸桑葉、桑葉麵、

桑椹汁、桑椹冰棒等產品試吃，雖然天氣酷熱，

仍不減民眾整日的遊興呢！

本次活動以蠶業為主軸平台，除了讓民眾了

解本場蠶桑研發能量外，還有蠶桑在產業上的應

用與發展，進而實際體驗蠶業文創製作與產品試

吃，可謂全面性了解整個產業發展，希望本活動

帶給有意投入者一些靈感啟發與動能，進而結合

同好，寓教於樂，相信能使蠶業發展更進一步。

彈性調整紅龍果花果數，穩定產銷好方法

本場「浪漫蠶桑彩繪文創親子遊」活動，
熱鬧非凡

  本場派員進行紅龍果田區輔導

  黃太平大師（右
一）揮豪贈送與
來賓互動

  親子桑葉拓印同樂

  蠶繭創意競賽第一名作品：歡
樂「咕咕幼兒園」（創作者李
吟珮）

  呂場長秀英（右三）向張主任
秘書致盛（左三）介紹首次聯
合公開亮相的「蠶寶寶酷炫聯
盟」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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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場長秀英以「友善農業IPM」主題，分享
本場IPM生物防治技術研發

  稻細蟎危害葉鞘腐敗病菌的感染變黑的穀粒（左）及稻細蟎在葉鞘的情形（右）

苗栗地區一期稻作已逐漸收割完

畢，並準備二期作的插秧，由於水稻稻

細蟎是二期作重要的害蟲，並於去(106)

年2期作造成臺灣地區稻作嚴重減產損

失，而苗栗地區亦有發現危害的情形，

本文闡述稻細蟎的基本介紹，以供農友

在防治應用參考。

一、傳播生態

稻細蟎在氣溫高的環境能迅速繁

殖，孵化後最快4-8日就能發育為成蟲輪

迴一世代，故大發生危害記錄多是二期

稻作。在發生危害之前，稻細蟎藏匿於

一期稻作採收後遺留的稻樁上，另有孤

雌生殖產雄蟲特性，雌蟲並與後代雄蟲

交尾，繁殖建立群體，再藉由風或附於

稻殘體上經漂流水的傳播，有時也會附

於農業機械設備的水稻殘體上，進而成

為次期稻作剛插秧臨田的滋生源，傳播

方式示意圖如下：

二、危害方式

細蟎會吸食稻株汁液，取食時造成

傷口，引發葉鞘腐敗病菌的感染，而被

該病原感染後，葉鞘會出現褐色條紋狀

病斑，而且感染後抽穗過程受到阻礙，

有時呈現扭曲狀，嚴重危害時無法正常

抽出稻穗，另受危害的穀粒會呈現暗褐

色，如下圖所示。行株距空間如果密集

度越高，細蟎蟲體密度也會隨之增加。

三、防治建議

(一 )耕作防治：依照前述細蟎生活習

性、傳播方式制定預防方式，是現

行推薦的防治方法，臚列如下：

1.在整地後至少先淹水兩周後才開始

插秧，可以減少蟲體密度。

2.綠化場的秧田，於插秧工作前要消

毒，使用秧苗潔淨無帶細蟎，再行

插秧工作。

3.等臨田收穫完再進行二期稻插秧的

工作。

4 .利用稻稈分解菌加速稻稈殘體腐

爛，再進行次期作插秧工作。

5.相關農業機械插秧機或收獲機工作

前先清潔，避免攜帶蟲源殘體散

播。

6.插植密度不要過密，保持田間通風

良好，避免高溫高濕環境有利細蟎

和葉鞘腐敗病菌發展。

7.避免過重氮肥增進細蟎族群發展。

8.應避免種植再生稻，以新播二期稻

才能降低田間細蟎族群，但是如果

臨田都是未翻除一期殘餘稻樁或是

再生稻則無效果。

9.因混雜未管理一期殘餘稻樁會成為

細蟎孳生源，鄰田休耕時應請鄰地

該將稻樁翻埋再撒播綠肥。

(二)緊急防治用藥：防檢局已在本(107)

年5月10日公告培丹粒劑為「水稻稻

細蟎」緊急防治藥劑，如有發現稻

細蟎危害時，可用6%培丹每公頃施

用20公斤粒劑作為防治之用，也是

水稻二化螟的推薦用藥，能藉此藥

防治多種害蟲。

本場呂場長秀英於7月15日受臺中

市政府之邀參加「2018年中都農業論

壇」，中都農業論壇以產、官、學界齊

聚交流，共有6大主題內容，呂場長於

「友善農業IPM」主題進行「入侵害蟲

荔枝椿象防治和草莓友善耕作模式的技

術研發及應用」簡報，與防檢局、養蜂

協會及豐原農會進行與談，從化學、物

理及生物防治釋放平腹小蜂3種方式介紹

荔枝椿象田間整合性防治技術，共同分

享本場荔枝椿象天敵平腹小蜂防治技術

之相關研究與心得。

有關本場研發之「荔枝椿象天敵平

腹小蜂及替代寄主蓖麻蠶量產技術」目

前已由必麥農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

中市政府農業局技轉委由豐原農會及霧

峰區公所執行共3家技轉，期能提高平腹

小蜂生產量共同進行防治。

文/吳怡慧　圖/呂秀英

文、圖/劉東憲

2 0 1 8年中都農業論壇-I P M生物防治技術
研發之分享

防除二期稻作水稻稻細蟎危害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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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施秘書佳宏（右三）、朱副研究員盛
祺（右二）與地球村公司蘇董事長新章
（右一）共同為參訪貴賓解說優守菌

  泰國參訪團與本場同仁合影留念   泰國參訪團至生物防治分場展覽室參觀天
敵昆蟲飼養

  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石川成壽教授（前右
2）、美國佛羅里達大學Dr. Natalia Peres
（前左2），會場與呂場長秀英 (前中)
及所有參與人員合影

優質菌種、守護環境 -「優守菌」一極棒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專家參訪生物防治分場

紀實

草莓病害防治技術跨國交流

本場與國立臺灣大學植物醫學研究

中心，共同邀請兩位國際知名草莓病害

專家，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石川成壽教授

與美國佛羅里達大學Dr. Natalia Peres，

於本年7月3日（二）於本場專題演講，

7月6日（五）於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

與微生物學系專題演講。

本次交流特別針對草莓炭疽病之預

防與管理方式提出討論，炭疽病具潛伏

感染之特性，無論在日本、美國或是國

內，育苗場區管理首重清園，園區內不

得有發生病徵之植株（或殘體），病殘

株應立即移出育苗場區不可隨意棄置。

石川教授建議清除的病殘株宜裝入肥料

袋內加水並綁緊，減少田間傳染源。炭

疽病的分生孢子可由雨水飛濺傳播，因

而育苗期間藉由遮雨設施之輔助及目

前大多農民使用之頂頭灌水(overhead 

irrigation)給水方式盡可能改為滴帶給

水，將可降低炭疽病的發生。

佛羅里達草莓栽種面積達4,000公

頃，草莓苗購買自加拿大、北卡羅萊納

州、加州，從無病毒之組培苗開始於網

室內進行不同階段之育苗，於較為冷涼

之地區所育之苗，較無炭疽病發生之問

題。美國佛羅里達大學Natalia Peres教

授的研究團隊，開發以熱蒸氣處理來自

其他州之裸根苗，可有效降低疫病菌及

炭疽病菌之發生。

由於育苗期使用藥劑防治病害，採

果期亦會使用藥劑防治，頻繁使用下菌

株非常容易產生抗藥性，Dr. Peres建議

育苗期及採果期用藥應有所區隔，降低

抗藥性發生之風險，而其所參與之團隊

結合氣象資料與葉表濕度，發展出"草莓

預報系統"，該系統不僅僅能提出病害

發生預警，還可以對照田間菌株抗藥性

發生情形，建議農民該使用何種防治藥

劑。

非常感謝兩位專家分享該國的寶貴

經驗，無論栽培管理、新品種育成及肥

培管理，對於病害之預防與防治，皆息

息相關，並與農民共喜、悲，期勉未來

藉由政府單位、學術團體和農民，彼此

間的緊密合作，得以讓臺灣的草莓產業

更上一層樓！

文、圖/朱盛祺、羅玉滿

文、圖/吳怡慧、陳泓如

文、圖/鐘珮哲

「2018年亞太農業技術展」於7月

26-30日假臺北市世貿一館盛大展出，本

場於農業技術形象館展示技轉商品溶磷

微生物肥料“地球村優守菌”，與地球

村生態公司聯合參展，展場無論國內、

外廠商及農友均參觀踴躍，並對優守菌

產品具高度興趣，該菌擁有極高的溶磷

活性，可溶解長期大量被土壤固定的磷

肥，使無效性磷活化再利用，替代和減

少化學肥料使用，並有助於根系生長、

開花結果、提高產量增加農友收益。

地球村優守菌為本土安全多功能益

生菌，屬於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繁殖快

速酵素強、耐高溫酸鹼逆境，易儲存保

存期限達2年，能幫助作物有效吸收土壤

中的肥分，並加速分解土壤有機質，增

加營養吸收利用，協助減少農民施肥成

本，也可間接提升作物的抗病力。

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蔬果病蟲害綜合防治計畫專家7月11日至生物防治分場進行

交流，此次專家為「果實蠅防治與病蟲害管理」研習團，由溫帶果樹組組長Dr. Unaroj 

Boonprakob帶隊共6人來訪，由吳副場長登楨

主持交流會議。會後至分場展覽室參觀本場

天敵基徵草蛉、黃斑粗喙椿象、小黑花椿象、

格氏突闊小蜂及平腹小蜂，本次參訪主要因泰

國東方果實蠅危害嚴重，而本場已有害蟲東方

果實蠅及天敵格氏突闊小蜂量產技術，與泰方

進行飼養及東方果實蠅綜合管理等田間經驗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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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生物科技大展 - 草蛉智慧生產、草莓炭疽病

檢測大亮點

苗栗第三屆百大青年農民 - 曾喜南

人事動態

「2018年臺灣生物科技大展」於7月
19-22日在南港展覽館盛大開幕，本場特

別展出了「草蛉智慧生產系統」、「草莓

炭疽病分子檢測技術之應用」兩個新技

術，解決產業缺口，成功吸引諸多長官、

廠商及民眾參觀。

草蛉智慧生產系統是由本場與國立臺

灣大學生機系江昭皚老師團隊一起開發的

草蛉自動化生產系統，本研究計畫自2017
年開始執行，系統雛型目前已大致開發完

成，這次藉由模型、影片及實體展示，以

簡單的概念傳達智慧化生產技術，讓農委

會林聰賢主委、臺大農學院盧院長及其他

長官讚譽有佳，智慧化天敵昆蟲生產之路

已經不遠了，明年預計會在本場建立自動

化生產的示範場域，成為國內自動化生產

昆蟲的標竿，期望吸引更多人投入這個產

業。

另外，草莓炭疽病一直是草莓育苗時

期的重要病害，造成許多損失，因此本次

展出的技術利用nest-PCR技術能快速篩檢

草莓母株是否罹病，若罹病則可盡速將病

株清除，避免疫情擴散，培育健康種苗，

提升草莓苗育成率，成為農民一大福音。

鮮紅欲滴的蜜番茄，形狀飽滿，一口

咬下，噗滋！酸甜又多汁的口感，讓人難

以 自 控 的

一顆接著一

顆品嚐，這

驚艷的小番

茄，即來自

苗栗縣銅鑼

鄉的阿牛哥

溫室番茄農

場。由父親

曾義永，栽

種番茄九年

多，喜南於

退伍後即投

入種植小番

茄行列，分

擔父母的辛

勞，與家族一同打拼這小番茄市場，打造

優良的品牌形象。

曾喜南先生於2016年獲選的農委會第

三屆百大青農，與父母一同打拼種植小番

茄，種植了蜜番茄3號。它與市面上常見

的番茄不同，因耐熱性較高，產期較長，

更適合銅鑼鄉的氣候，而且酸甜適度的口

感，獲得了不少人的讚賞。為了讓番茄成

長的更好，種植於規模化的專業溫室，還

有避免病蟲害的毀損，讓這些備受呵護的

蜜番茄，能在安全又衛生的環境生長結

果。於近年來更引進釋放荷蘭熊蜂，增加

授粉機率，讓牠們與小番茄共生存，也創

造另類商機。

近年來開始經營觀光果園，遵循著父

母親的腳步，嚴格掌控土地和水源的無害

性，堅持以安全、衛生、無農藥的方式培

育，獲得吉園圃標章認證，這些要求，他

就是要確保消費者採在手上的蜜番茄都新

鮮美味。並且將客戶資料數位化，即可量

身打造出行銷策略，這就是未來阿牛番茄

面對消費者和活動規劃的珍貴依據。

除了經營觀光果園外，還積極的參加

臺北希望廣場的展售，而自家商品可以讓

更多顧客熟悉，並加以購買。這1年多來

除了栽種小番茄以外，還栽種了小黃瓜、

美濃瓜等農產品，不僅增加產品的多元

性，更提升了農場的價值。

黃課員蓓馨於107年6月29日到職，黃員係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班畢業，103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一般行政職系及格。目前服務於本場祕書室，主要負責業務為一般行

政庶務事項、採購、工友管理、辦公處所管理、財產管理及車輛管理等相關業務。

辦公室連絡電話：037-222111#266
E-Mail：upei75@mdais.gov.tw

文、圖/陳泓如、鐘珮哲

文、圖/鍾彩膺

文、圖/人事室

 黃課員蓓馨

 曾喜南先生（中）遵循著父母親（左與
右）的腳步經營觀光果園

 呂場長秀英 (中)向林主委聰
賢（右）介紹草蛉智慧生產系統

 第三屆百大青農-曾喜南先生

 呂場長秀英（左）與開發草莓炭疽病檢測
技術之鐘副研究員珮哲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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