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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陪同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視察葡萄豪雨災情

「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農藥減量成果觀摩會」活動紀實

「土壤肥料及微生物管理進階班」精進學員肥培管理新知

秋行軍蟲來勢洶洶，農友需及早因應

本場陪同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視察葡萄豪雨災情

農業推廣人員農產行銷培訓課程

效率及接地氣的親民作風，並表示下鄉就是要解決農民的問題。

本場李紅曦場長及葉文彬副研究員向陳主委說明彰化葡萄產業

概況及晚腐病的發生及防治技術，提早套袋及防雨設施皆能有效減

少晚腐病的發生。陳主委視察後除了肯定本場輔導農民的用心外，

也責成本場與農友合作，進行晚腐病防治及栽培管理對照試驗並辦

理宣導，讓農民更有感。本場另已特別完成葡萄腐病防治宣導影片，

分成藥劑防治、栽培管理及農友經驗分享共三篇，發布於本場臉書粉

絲專頁，提供農友參考，以確實降低晚腐病之發生。

文圖/蔡本原

6月 13日本場陪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委員至彰化縣
大村鄉視察葡萄豪雨災情，另陳素月立法委員、農委會輔導處、農糧

署、大村鄉公所、大村鄉農會、埔心鄉公所等相關單位，一行人前往

劉姓農友果園了解葡萄災情及晚腐病、裂果損害情形，陳主委展現高

文圖/林靈、吳建銘

為提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推廣人員農產行銷

知能，本場 6月 18日至 6月 19日辦理農業推廣人員農產行銷培訓課
程。本場李紅曦場長致詞表示，農友不僅著重於栽培管理，更希望瞭

解多元行銷方式與管道，期許同仁應用課堂所學輔導農友，拓展更多

元的行銷管道。

多媒體行銷已成近年行銷顯學，如何快速抓住消費者的目光，

引起消費者共鳴是行銷的重點。本次課程特別邀請影音創客鄧皓元導

演與陳繼遠導演進行「多媒體行銷與實務」教學，以手機為工具，將

隨手拍攝的照片、影片，透過免費軟體，快速剪輯成行銷短片，大幅

降低影片製作的門檻與成本。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蔡樸教授講授「商

業模式建構及實際案例分

析」，分析農業獲利的商

業模式，並由創億學堂林

杰銘老師講授「社群網絡

經營技巧」，為大家解惑

點擊率與瀏覽率的差別，

以及如何提升瀏覽率的技

巧。最後邀請桃園區農業

▲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右 2)至彰化縣大村鄉視察葡萄豪雨災情，由本場李紅曦場長
(左 1)陪同，並由葉文彬副研究員 (左 3)解說葡萄晚腐病的防治技術

▲ 本場李紅曦場長 (前排右 2)、創億學堂林杰銘老師 (右 1)、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洪
巍晉技佐 (右 3)與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農業推廣人員合影

▲ 葡萄果實晚腐病發病情形

▲ 學員認真練習短片製作技巧

改良場洪巍晉技佐進行「農業電子商務平台營運實務」經驗分享，不

藏私的分享「好菜在我家」電商平台建立之理念及建置之心路歷程。

兩天課程學員收穫滿滿，希望未來能應用於農業推廣輔導業務上，並

提升農友的行銷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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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加工蔬果醃漬班」培育
學員蔬果醃漬能力

好茄在這裡 ~永靖鄉農業技術
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農藥減量成果觀摩會」活動紀實
文圖 /廖君達

田間施用化學農藥並非是防治水稻病蟲害的唯一選擇，

輔導農民採用多樣的管理技術來推動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

可達到化學農藥減量 41.7%。本場於 6月 27日假彰化縣和美
鎮水稻田召開「水稻病蟲害綜合管理農藥減量成果觀摩會」，

由本場蕭政弘秘書主持，吸引近 80位農民前來參加，觀摩
會現場互動熱烈。

本次示範分為二氧化矽處理區及農民慣行管理區 2區。
二氧化矽處理區於細整地前施用二氧化矽 80公斤 / 0.1公頃，
可增加葉片及葉鞘組織強度，提升水稻對病蟲害的抗性；慣

行管理區則依照農民現行的作業方式。此外，插秧後預留秧砧監測

葉稻熱病、配置性費洛蒙誘蟲組監測二化螟成蛾的族群動態，並

依據本場發布的水稻病蟲

害發生警報及水稻生育階

段等資訊，來決定病蟲害

的防治時機及施用藥劑種

類。

農民慣行管理區於水

稻分蘗期、抽穗前 3天及

文/陳世芳、王念慈

為延長蔬果賞味與保存期限，本場 7月 10日至 7月 12日辦理農

產品加工蔬果醃漬班。李紅曦場長主持開訓時表示，農委會重視農產

品簡易加工，於本場、高雄、臺南、臺東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及農

業試驗所設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提供農友即時且有效的輔導服務，

並於中部設立農產加工整合服務

中心；另外歡迎學員參加此次訓

練課程，充實農產品加工知識。

此次訓練課程安排本場、東海大

學食品科學系、中興大學食品暨

應用生物科技學系、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與義美食品公司前廠長

擔任講師，分別講授農產品加工

技術概論、食品基礎衛生安全知

識與食安自主管理、農產品初級

加工場規劃與管理實務、食品包

裝特性與選擇、食品添加物的功

能性與安全性，並教導學員實作

低升糖紅龍果、鳳梨果醬，以及

醬冬瓜、炒冬瓜磚及柳橙蜜餞，

本場並將製作過程拍攝影片，置

於學員 line群組，幫助學員記憶

操作步驟。經由課程讓學員從消

費者與市場的角度，思考投入蔬

果產品加工前做好規劃與準備，

提升加工產品品質。

文圖/吳建銘、林靈

永靖鄉為彰化縣茄

子主要產地之一，為精

進農友茄子栽培管理技

術，本場於 6月 27日假

永靖鄉農會辦理「彰化

縣永靖鄉農業技術講習

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由洪梅珠副場長與永靖

鄉農會林秀惠總幹事共同主持。洪副場長致詞時表示，茄子是連續

採收作物，栽培管理與用藥需特別注意，農改場會持續作為農友生

產技術的後盾，並希望透過本次會議讓農友了解目前重要農業施政。

課程由戴振洋副研究員講解茄子栽培管理技術，王照仁助理研究員

細說茄科病蟲害防治、新型安全除草劑 (壬酸 )技術、秋行軍蟲防治

宣導等，吳建銘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農認定政策，防檢局臺中分局

莊國新技士宣導非洲豬瘟防疫措施。現場農友仔細聆聽，並提出問

題向與會人員進行討論，達到精進栽培技術與政策宣導目的。

▲ 洪梅珠副場長 (左 )、永靖鄉農會林秀惠總幹事
(右 )共同主持會議

▲ 學員分組切鳳梨準備製作果醬

▲ 學員分組實作紅龍果醬

▲ 學員將製作醬冬瓜材料裝罐情形 ▲ 現場農友仔細聆聽並與研究人員進行討論

▲ 和美鎮農會張進益總幹事 (左 3)於觀摩會致詞

乳熟期各施藥一次，全期施藥 3次，共施用 12種化學藥劑；二氧
化矽處理區施藥 3次及 7種藥劑，較慣行管理區減少 41.7% 的施藥
量。而且，穗稻熱病、紋枯病及斑飛蝨於二氧化矽處理區及慣行管

理區間無明顯差異；白葉枯病於二氧化矽處理區及慣行管理區的罹

病率分別為 0.4及 0.6%；二化螟危害造成的白穗率於二氧化矽處理
區為 1.9%，慣行管理區則達 5.6%。 

農民對於水稻病蟲害的防治，應做好料敵機先、病蟲監測、病

蟲預警、適期防治及考量藥劑特性等綜合管理技術，同樣可以有效

防治水稻病蟲害及降低化學藥劑使用，達到農藥減量的目標。▲ 廖君達副研究員向與會農友說明水稻病蟲害
綜合管理農藥減量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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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料及微生物管理進階班」
精進學員肥培管理新知

2019 彰化縣優質安全葡萄
夏果評鑑活動

文圖/陳世芳

肥料為農業經營

重要資材，農友對於

肥料種類的需求日趨

多元，本場特於 6月
10日至 6月 14日辦
理土壤肥料及微生物

管理班。李紅曦場長

主持開訓，期許學員

以農民學院為交流學習平台，不斷吸取先進肥培管理技術，友善農場

環境。

訓練課程包括：肥料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認識土壤種類及特性、

有機質肥料資材常見問題與施用管理實務、節水省肥智能技術介紹、

養液栽培管理與調配技術、土壤和植體採樣技術及分析數值解析、作

物推薦施肥量、合理化施肥量與施肥時期之估算、問題土壤診斷和解

決對策、土壤和肥料肥力檢定實作、堆肥製作與實習、作物營養需求

與失調診斷和解決對策、認識微生物肥料及運用技術、微生物製劑在

作物栽培之應用與實作等。學員也提出農場土壤肥料與作物營養管理

的疑難雜症，由講師逐一為學員解析適地、適時、適量、適法之施肥

方法。

文圖/葉文彬

彰化縣政府於

6 月 13 日假埔心
鄉農會辦理優質安

全葡萄夏果評鑑活

動，由本場葉文彬

副研究員、農糧署

中區分署陳尚仁秘

書、彰化縣政府張

萌芬技士、葡萄技

術團陳本源秘書長

及徐思東顧問等擔

任評審委員，並由本場果樹研究室派員協助分析工作。雖然本 (2019)
年葡萄成熟採收期適逢一波又一波梅雨影響，但農友平常即注意田間

栽培管理，減少氮肥使用以降低裂果，豪雨期間加強田區排水，因此，

品質仍相當穩定。另一方面，參賽農友採用套袋處理，評鑑前由相關

單位進行農藥殘留抽檢，全數合乎標準，讓消費者可以安心購買國產

巨峰葡萄。本次評鑑結果由大村鄉陳秀評小姐榮獲第一名，會後於現

場和與會農友分享栽培經驗，期望大家一起為葡萄產業努力。

找樂紫吧 ! 胡志宏翻轉農創新思維
文/蔡本原 圖 /胡志宏

「年輕人既然回來務農，就別再用舊思維做事」，這是第 4屆
百大青農胡志宏以過來人的體驗，同時也是對自己從建築跨域農業經

營的期許，他表示當手上的工具從繪筆變成鋤頭，桌上的文案設計轉

換為阡陌縱橫的農田，要不是家人的支持，他說他早就放棄，因為從

農不只是在田間拿鋤頭工作，要學的還有很多。

志宏出社會後曾在學校及私人公司工作過，後來發現這些業務

並不是他追求的目標，101年配合太太的工作規劃，回到農村，開始
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務農生活。為了彌補專業技術的不足，積極參

與農民學院及農業單位舉辦的訓練課程，漸漸讓他對農業產生莫大的

▲ 胡志宏不只是農夫，同時也是創意設計者，紫色
糯玉米時尚的手提包裝深獲消費者青睞

▲ 農忙之餘胡志宏積極推廣食農教育，讓學童學習
國產雜糧的栽種過程

▲ 土壤肥料及微生物管理進階班學員全體合照

▲ 學員分組實作土壤和肥料肥力檢定

▲ 本場葉文彬副研究員、埔心鄉農會張旗聞總幹事、農
糧署中區分署陳尚仁秘書、葡萄技術團陳本源秘書
長、徐思東顧問及彰化縣政府張萌芬技士等 (由右至
左 )於評鑑會場共同為彰化縣葡萄讚聲

▲  2019葡萄夏果評鑑由大村鄉陳秀評小姐 (右 2)榮獲第一名，接收媒體專
訪分享栽培管理經驗

興趣與熱情，也累積經驗與心得，開始為青

年發聲、為地方產業奉獻心力；105年曾擔任
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同年

獲推薦為草根大使前往韓國農村交流訪問；

106年擔任清水區青年農民聯誼會會長及清水
區蔬菜產銷班第 7班班長。

目前胡志宏種植糯玉米、蔥及洛神葵共

約 2公頃，皆採友善耕作經營，自創「囍朵
農創」品牌，以色彩學推廣安心農產品，將紫色糯玉米包裝融入創意

元素，時尚手提的包裝設計不僅吸睛且深獲許多消

費者青睞。現今網路上電商林立，但由農民實際經

營的「電農」屈指可數，他將經營的觸角延伸至農

產品電子商務行銷，未來將著手改變制式的農營體

制，加入創新設計元素，讓農產品具有話題性，並

發展網實整合行銷模式，運用智慧科技工具，結合

物流業者共同行銷。

▲ 七年級的志宏，從建築
業跨域農業，重新學習
探索農業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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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編輯室

本場 LINE作物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已上線，本服務提供轄區農
友一個便捷的作物病蟲害諮詢管道，農友可直接搜尋 LINE ID:@04-
8523101或掃描下方QR Code加入好友。若碰到相關作物病蟲害問題，
可利用本服務上傳病蟲害照片並直接與本場專家討論諮詢，幫助轄

區農友於第一時間作問題的初判與因應，歡迎轄區農友踴躍利用！

秋行軍蟲來勢洶洶，農友需及早因應

本場 LINE 作物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
已上線 歡迎轄區農友利用！

文圖 /于逸知

6月初於苗栗發現第一起秋行軍蟲案例開始，至今秋行軍蟲在

臺灣北、中、南、東皆已發現其蹤跡。隨著媒體大幅報導，民眾不

但認識了這隻蟲，甚至心生恐懼，深怕其對農作物帶來毀滅性的災

害。據文獻記載，秋行軍蟲可為害 350餘種植物，其中含 80餘種

不同的作物，並偏愛禾本科雜糧作物。目前臺灣所發現的案例，大

多為害玉米，於

輪生期可明顯看

到葉片遭啃咬的

痕跡與粒狀蟲糞，

撥開葉鞘即可發

現藏匿其中的蟲

體；秋行軍蟲有

互噬的習性，田

間通常一株只有

一隻幼蟲。秋行

軍蟲幼蟲與其他

夜蛾類害蟲最大

的差異，就是其

背部每一體節都

有四個成梯形分

佈的黑點，且最

後四個黑點明顯

較大，此外，頭

縫周遭的 Y字型黃斑也可做為區分的參考依據。

雖然秋行軍蟲來勢洶洶，但臺灣的農友也不需太過驚慌。此蟲

在非洲疫情較嚴重，秋行軍蟲大約會造成 1-2成的損失，主因為當

地小農大多不用農藥防治，且可用的藥劑多屬已具抗性的有機磷與

胺基甲酸鹽類藥劑。臺灣的蟲害防治技術和藥劑品項與國際同步，

可用的防治工具很充足，且此蟲在亞洲地區的抗藥性尚未長期發

展，大多藥劑都有良好防治效果。防檢局也已針對玉米，公布了包

括賜諾特、剋安勃、蘇力菌等 9種緊急防治用藥。目前 (7月 )仍

為第二階段防疫期，農友發現疑似蟲體或危害狀，應及早通報防檢

局 (0800-039-131)或相關單位，並配合後續防治管理；若之後進入

第三階段 (自主管理 )，農民也應該按照推薦的防治方法與用藥進

行自主管理，切勿因一時輕忽，造成後續無法彌補的農業損失。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農業缺工好幫手

Android 載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07月 24日 -07月 26日 農民學院農產品加工班 (二 )餅乾冰品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07月 25日 -07月 28日 2019亞洲生物科技大展 -農業科技館 南港展覽館

07月 30日 臺中市新社區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新社區農會

07月 30日 -08月 27日
(每週二 ) 農民學院園藝療育輔導人員培訓班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08月 15日 108年農業研發成果保護實務工作坊 本場農業推廣課 2樓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 秋行軍蟲背部每一體節都有四個黑點，且最後四個
黑點明顯較大

▲ 玉米遭為害時，可明顯看到心部葉片遭啃咬的痕跡
與粒狀蟲糞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LINE
作物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