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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本場研發之微生物農藥產品已技轉上市！

無人機在水稻栽培的應用

再造竹塘洋菇新風華 - 李美玲

夏季高冷地區牛番茄生產策略

好消息！本場研發之微生物農藥產品已技轉上市！

2021創意綠療育活動方案徵選
開跑了

文圖 /林靈、郭建志

近年環保意識提升，對人與動物安全及環境

友善的微生物農藥漸受大眾青睞，成為現今農藥

開發的焦點。因農友反應豆類在採收期間常發生

萎凋病，該病目前尚無有效的防治技術，本場郭

建志副研究員乃於 101年開始著手進行微生物農
藥研究。結果發現，Tcba05菌株對菜豆萎凋病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可降低萎凋病罹病度，之後

並陸續完成登記所需之田間試驗，並同時委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完備理化性

質與動物毒理等試驗報告，成功開發「微生物農

藥用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菌株及其量產
技術」。該菌株與技術於 105年 7月 1日專屬授
權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歷經多年努力終於在

109年取得農藥許可證，推出福壽牌菌力寶一號
與福壽牌菌力寶二號產品，可作為豆菜類慣行與

友善栽培之萎凋病防治資材，歡迎有菜豆病害防

治需求的農友逕洽福壽公司 (04-26350539)詢問
相關產品。

▲ 左為處理組 Tcba05 250x有效控制病害傳播，右為對照組發病嚴重

 菌力寶產品，左為菌力寶一號可濕性粉劑，
右為菌力寶二號水懸劑

文 /陳蓓真

本場首次辦理創意綠療育活動方案徵選。只要對本徵選活動有

興趣者，歡迎腦力激盪、創意思考並創新創作出各式具有新意的療

育活動方案，以期未來可推廣應用於綠色照顧場域、學校、社區及

老人福利機構等，獎勵金最高 2萬元，請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另

參考本場 tdais.gov.tw官網。

【主辦單位】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協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

聯絡人：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徐祥薰助理

電　話：04-23323000#7662、0912255857

E-mail：httdais@gmail.com

詳情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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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在水稻栽培的應用 戰神 653 葡萄園
母子攜手產銷一起來文 /吳以健 

近年傳輸科技與定位技術的精

進，使得無人機應用越來越廣，目

前於水稻栽培應用最為普及的當屬

無人機農藥噴施作業，無人機噴施

均勻度佳與作業的高效率，且可避

免人員直接接觸藥劑的健康風險，

成為病蟲草害管理的新寵兒。無人

機搭載高光譜或多光譜攝影配備

下，可在田間進行高效、高廣度及

高解析度的影像拍攝，再加上影像處理技術的分析，短時間內

可完成水稻株高、葉色、分蘗、病蟲害及倒伏等調查，作為大

規模栽培智慧管理的重要依據，藉由無人機高解析度的拍攝，

甚至可協助水稻育種家進

行試驗田育種選拔，增進

育種效率。此外，無人機

亦可搭載聲納，探測水田

湛水下的平整度，提供地

面整平機具進行作業調

整。綜上，無人機具有高

效率的優勢，除栽培管理

外，並作為智慧化田間管

理的重要助手，對未來精

準栽培，提供一有力的工

具。但由於無人機屬空中

作業，操作時應注意環境

與人員的安全性，並遵守

民航局的遙控無人機操作

各項規範。

文 /陳世芳 

黃家麒成長在有葡萄故鄉

之稱的大村鄉，家中從爺爺就

開始種植葡萄，經營葡萄園已

30餘年，栽種巨峰葡萄約 8分
地，農忙時跟著母親張玉治到

果園幫忙，農場命名為「戰神

653」是為了感懷父親。父親於
653期警察大學畢業後，曾任
維安特勤隊副隊長一職，帶隊

攻堅，親力親為，從不怯戰，

弟兄尊稱維安戰神。

張玉治瞭解要深耕葡萄產

業不能單打獨鬥，除了參加大

村鄉葡萄產銷班第 21班與班員
交流栽培技術外，並擔任臺灣

葡萄發展協會幹部，且參加多

種訓練課程。她說受氣候變遷

的影響，葡萄栽培須配合因應

與調適，同時考慮果品的安全性，因此全區覆蓋紗網來降低園區發生

害蟲入侵的機率，並減少農藥使用的次數，在幼果期便將葡萄進行套

袋，杜絕農藥的污染。生產過程依照葡萄良好農業規範操作，已取得

產銷履歷驗證。張玉治堅持葡萄甜度超過 18度方可開採，在採收前
1個月停止用藥，園內採草生栽培，並人工除草以永續經營，這樣的
堅持讓家中生產的葡萄獲得 2012年國家優良商品金牌獎的肯定。

黃家麒有感母親一人在太陽底下辛苦農忙，一年前從彰化憲兵

隊退役，回鄉後加入大村鄉青年農民聯誼會，與在地農業前輩互相

切磋學習，並利用農忙空檔參加農民學院各類農業課程以提升實務技

術。有了兒子加入經營行列，張玉治在產銷上多了得力助手，乃透過

社群媒體將葡萄行銷到全國各地。面臨新冠肺炎疫情警戒，為讓消費

者可以安心食用在地葡萄，目前已進入葡萄夏果盛產期，農場也對葡

萄的品質衛生做好把關，努力共度疫情。

 ▲ 整平作業若以無人機搭載聲納輔助，平整
度可望更為提高

 ▲ 無人機遙測影像，經處理後可呈現不同田
區水稻株高、葉色及分蘗，作為栽培管理
依據 (圖 /楊明德 )

 ▲ 無人機種類繁多，小型無人
機續航力佳，可高空飛行，
常執行空拍任務；大型無人
機載重較多，可執行噴藥或
施肥作業

 ▲ 戰神 653葡萄精選禮盒 (圖 /黃家麒 )  

 ▲ 張玉治 (左 )與黃家麒 (右 )在葡萄園一
起豐收耕耘 (圖 /黃家麒 )  

大村鄉大崙社區療育庭園介紹
文圖 /陳蓓真、蔡易芯

為接軌行政院長照 2.0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綠色照顧政策，讓高齡長輩可
以在地健康老化，本場以園藝療育為方法，協助社區布建綠場域，作為社區高

齡長輩健康促進、情緒舒緩及社交增進的場域。

109年本場與轄區彰化縣大村鄉大崙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以社區長輩健康
促進為考量，透過多次現勘與討論後，勾勒出大崙社區療育庭園的藍圖，並在

社區居民、高齡長輩、志工及本場團隊努力下，完成高齡長輩可親近植物與散

步的療育庭園，包括環繞型碎石健康步道、懷舊植栽如艾草、芙蓉菊及香草植

物等，讓長輩漫步庭園時有觸覺與嗅覺的體驗，同時也運用大量廢棄輪胎作為

盆器，象徵大崙社區永續發展。除布建療育庭園外，本場也以在地居民為對象

導入園藝療育培訓課程，讓居民可設計提升高齡長輩身心健康促進的園藝療育

活動，希冀園藝療育能在社區深耕發芽。該療育庭園也交由大崙社區發展協會

維護管理，且可鏈結社區長輩健康促進活動使用，讓大崙社區成為社區推動園

藝療育的亮點。

▲ 大崙社區療育庭園設置環繞型碎石健康步道，讓長輩可以安全散
步與親近植物，並讓植栽與長輩一起健康茁壯

 步道旁種植鮮豔的草花吸引長輩散步並增加話題性，另一處艾草種植區 (右 )
則讓長輩找回年輕時期每逢清明節與端午節家家戶戶作艾草粿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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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竹塘洋菇新風華 -李美玲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杜易倉 

大家對彰化縣竹塘鄉的農產印象通常是優質的稻米與蔬菜，鮮少人知道竹

塘鄉過去曾是洋菇重要生產基地，然而之後受到市場與氣候因素影響，種植洋

菇的人越來越少，但卻有李美玲女士堅持投入洋菇生產，希望重現竹塘鄉洋菇

產業新風華。美玲姐改變傳統菇寮易受天候影響的生產模式，以環控設施來專

業化周年生產洋菇，期避免受到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為了穩定洋菇的品質與

產量，特制定洋菇生產 SOP，從稻草堆肥製作、發酵、覆蓋及生長，層層嚴格
把關，也因如此用心，所生產的洋菇品質與產量均高，還能種出高比例的霸王

洋菇 (菌傘直徑5公分以上 )，而這碩大的霸王洋菇也成為美玲姐「興家洋菇場」
的招牌。

目前興家洋菇場年產量約 150公噸，因生產量大，為提升產品價值，建立
洋菇 4種等級分級制度，除改變過去盤商總量收購 (未分級 )之產業困境，更
提升產值與農民收入。另創建商標品牌「興家洋菇」，積極拓展大型量販生鮮

與電商通路。

美玲姐除個人在洋菇產業經營成功外，也無私指導班員，共同提升產銷班菇農種植技術與品質，並

擔任竹塘鄉青農聯誼會顧問，熱心協助地方青農返鄉創業。同時配合政府食安政策與提升農產品安全，

輔導班員導入洋菇產銷履歷驗證。而為減少農業廢棄物，使用可分解性包裝材質，將回收稻草堆肥作為

田間改良介質，利用環控設施回收水作為養殖與清洗機具用水，達到資源循環與環境永續的目標。此外，

也積極推動食農教育，協助周邊學校學童參訪解說與受訪。美玲姐因在洋菇產業與地方協助等優異事

蹟，故榮獲第 32屆全國模範農民的肯定。

悠遊於蔡永春的
「瓜瓜樂」蔬果園

近年中部地區白粉病之發生與管理

文圖 /陳蓓真

來到臺中市潭雅神綠園道，一定不能錯過蔡永春的瓜瓜樂蔬果

園，蔬果園位於綠園道旁 5.5公里處，是一力霸型溫室，生產產銷
履歷驗證的蔬果，包括洋香瓜、小黃瓜、櫛瓜及香菇等，也提供消

費者採果體驗。104年蔡永春偕太太轉行投入農業，並參加本場辦
理的農民學院蔬菜栽培管理課程，循序漸進累積農業專業知識、作

物栽培技術及農場經營實務。蔡永春原為產險業損害防阻工程師，

服務客戶在投保前評估各項可能遭遇之風險，他將此專業運用在農

業經營上，故農場生產的產品遵循產銷履歷制度並通過驗證，讓消

費者信賴瓜瓜樂與蔡永春，買得安心也吃得放心。

為回饋在地，蔡永春參與公共事務，分享自己的從農經驗，他

主動與臺中市大雅區農會合作，除了榮任第 2屆臺中市青農聯誼會
大雅區分會分會長，也兼任大雅青農市集市長，藉由青農聯誼會讓

大雅青農們分享與交流農業資訊，也讓更多廠商透過大雅青農市集

直接採購在地農產品。並於 110年經參加農糧署產銷履歷產地樂悠
遊評比，瓜瓜樂蔬果園獲選為績優產銷履歷體驗場域之一，提供消

費者體驗農村，認同農民，並採買在地、當季、優質及安全之農產

品。蔡永春未來除持續穩定生產，並開創農場永續與多元經營面向

外，希望整合更多青

農朋友，共同行銷臺

中市優質蔬果。

文圖 /沈原民、蕭伊婷

是否看過在植物葉片上出現白

白的粉狀物呢？當白色斑塊逐漸擴

大、侵入葉片組織，植物的生長會

受到影響！這一類病菌屬於絕對寄

生在植物上的白粉病菌。近年來，

本場觀察到不同植物上遭受白粉病

菌感染，由於其寄主專一性，有些

白粉病菌為同一種類，而也有許多

屬於不同種類的白粉病菌寄生在不

同的植物上。中部地區 2-5月左右、
涼爽的氣候條件下，即可發現豌豆、

大豆、甜椒、番茄、

胡瓜及葡萄等作物葉

片受到白粉病菌危

害，以及芒果白粉病

感染花序。此外，本

場研究新發現 Erysiphe 
lespedezae這類白粉病
感染抹草 (小槐花 )、
羊蹄甲及艷紫荊，

Podosphaera xanthii 感
染在百日草等花卉作物，以及 Leveillula taurica能夠同時感染金蓮
花與甜椒，這些研究可供作國內生物多樣性資料與病害防治管理策

略擬定之參酌。白粉病之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有關不同

作物白粉病病害管理的方法，白粉病之友善管理可參考豆科作物白

粉病，即以 95-99%礦物油乳劑稀釋 500倍、80%碳酸氫鉀稀釋 1,000
倍、枯草桿菌生物農藥稀釋 800倍作綜合管理。

 ▲ 農場採離地介質栽種，配合養液滴灌系統定時
灌溉 (圖 /蔡永春 )

  蔡永春以瓜瓜樂作為農場品牌行銷，農場小黃
瓜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產地現採直送，受消費
者青睞

 ▲ 芒果白粉病感染芒果花序影響
果實發育

▲ 再造竹塘鄉洋菇產業風華的模範農民李美玲女士

▲ 白粉病感染大豆葉片之病徵

▲ 模範農民李美玲生產的產銷履歷洋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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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場 LINE 作物
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

臺中區農改場
大小事推播

苦瓜細菌性果斑病之發生與管理

文圖 /郭建志、張世杰

苦瓜屬於一年生蔓性草本植物，為國內重要蔬果作物之一，本場轄區苦瓜種植面積最大在南

投縣埔里鎮，面積達 108公頃。苦瓜栽培期間會受到多種病害危害，其中細菌性果斑病為苦瓜重
要的細菌性病害之一，屬於種子傳播病害，病原菌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可危害多種葫
蘆科作物。此病原菌可殘存於苦瓜罹病組織、種子內部或表面，帶菌種子與種苗為初次感染源，

發病幼苗定植於田間後，可藉由雨水或灌溉水傳播至田間其他植株。病原菌感染苦瓜葉片時，罹

病葉片初期呈現水浸狀褐色斑點狀，周圍有黃暈，後續病斑擴大成為黑褐色壞疽病斑，在危害的

果實表面呈現水浸狀褐色病斑，遇高濕環境，病斑會逐漸擴大，影響苦瓜果實產量與品質。

提供苦瓜細菌性果斑病管理策略如下：

一、 選擇適當栽培區域：此病原菌可以殘存於罹病組織上，避免
於罹病嚴重之田區附近種植。

二、 使用健康種子與種苗：病原菌可存活於瓜類種子長達數十年
之久，因此種植健康種子或種苗為首要避免病原菌入侵田區

的方法。

三、 種子處理：將種子浸泡 1%稀鹽酸 15-20分鐘消毒，再以清
水沖洗 20分鐘後進行催芽。

四、 田間衛生管理：適時清除田間雜草或罹病植株，儘速移除田
間，避免成為二次感染源。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8月 17日 -20日 農民學院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 線上遠距課程

8月 30日 -9月 3日 農民學院土壤肥料及微生物資材班 線上遠距課程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夏季高冷地區牛番茄生產策略
文圖 /戴振洋

臺灣夏季高溫多濕，造成牛番茄平地栽培極為困難，即使在高冷地牛番茄果實著果

也已漸趨困難。依據 108年農情報告資源網資料顯示，本場轄區番茄栽培以南投縣仁愛
鄉、信義鄉、南投市及埔里鎮為主，面積約 711公頃，彰化縣 273公頃及臺中市 96公頃，
其中仁愛鄉、信義鄉及埔里鎮為主要夏季番茄生產基地。番茄為果菜類蔬菜，以食用果

實為主，因此如何促進高溫逆境下番茄正常著果是栽培技術的關鍵。本文介紹夏季高冷

地區牛番茄生產策略，提供農友栽培參考。

一、 品種選擇：由夏季栽培之環境溫度得知，當夜溫 27℃時即造成中度耐熱品種著果率
低於 85%，因此，宜選用耐熱品種以確保植株著果。可選擇‘全福 993’、‘全福
994’、‘TMB-768’及‘TMB-688’，著果率顯著較其他品種高。

二、 肥分與水分管理：夏季高溫下氮素吸收效果佳，應依番茄生長勢降低氮肥用量，尤
其是銨態氮，以免與鈣競爭產生拮抗作用，致使發生尻腐病。另外水分不足也是引

發尻腐病發生的重要因素，建議水分應供應充足，避免土壤表面乾燥，以手握土團

鬆開後不散開為原則。

三、 植物生長調節劑應用：以外加植物生長調節劑提高著果率，番茄推薦使用番茄美素
(cloxyfonac-sodium)與番茄生長素 (4-CPA)兩種處理方式。方法為在一花序已有 2-3
朵小花盛開時噴布全花序 1次，避免噴到頂芽，以免造成頂芽萎縮與葉面變狹小。
而濃度過高容易造成空洞果，可配合使用植物生長素 GA(激勃素 )5-10ppm，降低
發生機率。目前核准使用之番茄著果劑有 9.8%番茄美素與 0.15%番茄生長素。

四、 病蟲害防治：夏季高溫病蟲害較嚴重，尤其是銀葉粉蝨為害，如其族群密度高更容
易引起病毒傳播。建議定植後至開花前加強病蟲害防治，可確保基本收益。

▲ 高溫期授粉困難，可利用植物生長調節劑提高著果率

▲ 夏季高溫期應注意尻腐病發生 

 苦瓜葉片感染苦瓜細菌性果斑病，
嚴重時葉片褐化枯萎

▲ 細菌性果斑病感染苦瓜葉片之情形
(圖 /林有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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