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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農學院召開八十八年度農業推廣委員會會議
《臺大農推會》本會於 87 年 10 月 26 日假台
大農業綜合館三樓會議室，召開 88 年度台大
農業推廣委員會委員會議，會議由農學院院

產銷班輔導工作，除蘆竹鄉蔬菜產銷班第一
班繼續輔導外，並由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與苗

長吳文希教授主持，出席人員有農學院各系
(所)主任(當然委員)；本會推廣教授及推廣

栗區農業改良場各推薦一班產銷班，今年度
共重點輔導三班。3.繼續發行「台大農業推
廣通訊」，並充實內容。4.配合桃園區農業

組長；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宋勳場長；桃改場
推廣中心之邱發祥主任、楊克仁副研究員與
劉政宗先生；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推廣中心林
洋三主任；台北市農會陳梅小姐等與會參

改良場辦理農業技術諮詢服務與推廣工作，
5.於八十八年度辦理「農業產銷班之農企業
經營輔導」、「農業產銷班蔬菜高級班」、
「農業產銷班花卉高級班」、「農業產銷班

加。會中主席致詞指出，農業科學與國民生
活最為密切，息息相關，且農學院教師們在
教學與研究上，絕非僅侷限在學校內或課堂
中，鄉村與田間也常見到老師們的蹤跡，台

果樹高級班」等訓練班。

大農學院從日據時代到現在，老師們皆兢兢
業業，非常勤奮的在教學與研究的崗位上努
力，如此優良傳統下也繳出了相當傑出的成
績單，然如何將農學院 262 位教師的研究心
得與成果推廣給農友們知道，這便是農業推
廣委員會的工作。台大農推會自民國 71 年成
立以來，在歷屆院長與執行秘書的策劃與執
行下，已多有建樹，但以能力而言，本會絕
非僅侷限如此，今後仍需扮演台大農學院與
農民間的橋樑，造福農民。隨後李文瑞執行
祕書、四位推廣教授以及組長作上年度工作
報告，接著提出今年度工作計畫，經委員們
討論及建議後，本年度的重要工作業務有 1.
編印農業推廣手冊二輯，由農機系陳世銘與
馮丁樹教授分別執筆「蔬菜播種與育苗機械」
與「蔬菜室內生產設施」。2.繼續辦理農業
１

吳文希院長(中)主持推廣委員會會議；
(左)李文瑞教授、(右)宋勳場長
此外，各與會人士對本會的檢討與建議
有以下三點：(1)上年度前往各地召開之農業
技術諮詢會議，平均每場出席農友人數約二
十人，並不踴躍，且大多僅為當地產銷班某
一班之成員，建議今後儘可能聯絡鄰近各鄉
鎮具相同背景或相同產業別之產銷班員共同

參與，以提高推廣效率。(2)這兩年農業推廣
委員會所配合改良場之業務較偏重於山地鄉
原住民之輔導，建議除山地鄉外，平地鄉鎮
也應納入輔導範圍。台北市雖不包括在桃改

加強與台北市農會的互動關係。 (3)往年四
位推廣教授因教學或研究時間無法配合，未
能同時下鄉服務輔導，希望能協調推廣教授
在一週中騰出同一天不排課，使能一併下鄉

場之轄區，但因台大地處台北市內，今後需

輔導，以增推廣效果。

農業產銷班技術諮詢會—關西鎮石光產銷共同經營班—

農推活動

不合時宜撤回，所以目前尚無法可管。4.岩
棉使用在蕃茄的種植上，重覆使用是否有疾

《臺大農推會》新竹縣關西鎮石光產銷共同
經營班於 10 月 2 日於該班班場所（亞森觀光
農園）召開農業產銷班技術諮詢會，本會陳
昭郎、鍾仁賜、洪淑彬、謝煥儒四位推廣教
授及李育才技士，會同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劉
政宗先生與會參加。會中農友發言踴躍並帶

病之發生？國外每年均會回收岩棉，但國內
則無，若不計成本，可將之燒毀，但卻不好
燒，且燒不完。少數不堪使用的岩棉可將其
攪碎置於花卉土壤中廢物利用。重覆使用之

領教授們到鄰近農場勘察。
有關諮詢內容綜合如下：1.該班班員所
種植之蕃茄，多年來均賴進口之熊蜂進行受

岩棉可先經高溫處理後，曝曬 10 日再燻蒸，
應可去除 90%以上的病源菌。

粉任務，惟今年農委會新成立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依規定不得進口熊蜂，因此造成蕃茄
受粉上的困難。專家們建議可委託苗栗區農
業改良場(前身為蠶蜂良場)前來做田間實
驗，如實驗結果顯示引進熊蜂並不會對生態
與環境造成衝擊，且對產業助益良多，則可
持此官方實驗報告，向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申
請許可。2.水耕彩色甜椒在轉色時有缺鈣之
現象發生。專家們認為每種作物所適合之氣
候均不同，而彩色甜椒可能較不適合台灣高
溫的氣候，尤其是夏季，高溫氣候下造成水

推廣教授於亞森觀光農園現場勘察，由左而
右依序為：彭金勇場長、謝煥儒教授(前排)、

耕液之 pH 改變，進而影響到根部鈣離子之吸
收率，因氣候無法改變，惟有藉噴灑硝酸鈣
可改善若干。3.班員 3 人同種蕃茄，過程中
之施肥、病蟲害防治均類似，但卻有 1 人之
蕃茄患有青枯病，懷疑買進之種子帶菌所
致。專家們回答：有關種子帶菌在國外可向

鍾仁賜教授、陳昭郎教授及洪淑彬教授

—峨眉鄉湖光村蔬菜產銷班—
《臺大農推會》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蔬菜產
銷班於 10 月 2 日下午召開農業產銷班技術諮
詢會，該班計有班員 18 人，班長為黃秀雄先
生。該班種植之作物以蕃茄為最大宗，會中
班員與教授們討論熱烈，簡述如下：1.常年

種子公司尋求賠償，因國外有「種苗法」之
法規，因此國外種子公司始終戰戰兢兢，嚴
防種子生產過程中帶菌的發生，然台灣並未
有「種苗法」相關之法令得以規範種子公司，
以致發生上述類似的情事時，種子公司均一
口咬定是農民自己管理不好導致，其實多年
前國內植物病蟲害專家早就草擬好種苗法之
法令，但立法院擱置多年後又因時光變遷，
２

來將苦瓜與蕃茄輪作，然產量一年比一年下
降，何因？教授們答覆：苦瓜與蕃茄在生長
過程中，其根部會有分泌物產生，而分泌物
具毒效，將對下一種植物有害，最好與水田
輪作，因為水能將該分泌物洗掉。2.蕃茄園
區靠近路邊水銀燈者，有較嚴重病蟲害發

後並未有乳白色煙霧狀之白色黏性菌液產

生，而遠離水銀燈者，則病狀輕或無。教授
們指出，今年雨水少，溫度高，在此大環境

生，因此斷定此造成蕃茄萎凋之病害非農友
先前認定的青枯病，而是更難治療的萎凋
病，萎凋病的起源多係土媒病原，惟有改變
土壤方可減少病害之數量，使用一般的保護

下很適合蟲類生長，據到現場實際勘察後發
現，確有蚜蟲與粉蝨肆虐蕃茄園，通常蚜蟲
會被黃或綠色所吸引，粉蝨則會被綠色吸
引，至於水銀燈應是較易吸引蛾類的聚集，

性殺菌劑無法達成效果，必須使用系統化的
殺菌劑。

然蛾類較不易傳播病害，可能因路邊雜草遭
蛾類危害導致枯黃，然後再吸引蚜蟲或粉蝨
前來傳播病害，可清除園邊雜草或用黃色黏
板防治之。3.今年病害嚴重，以往 1 分地頂
多 10 棵蕃茄患病，今年 1 分地則多達 200 棵
蕃茄患病，不知是不是感染到青枯病。與會
教授實地採樣檢視後認為，青枯病或萎凋病
均有可能，因兩者外觀上大同小異，均會使
蕃茄凋萎，經謝煥儒推廣教授以橫切被害
莖，發現維管束有褐變，隨後更將切下之莖
置入裝有清水的透明玻璃杯中觀察，數分鐘

新竹縣峨眉鄉召開產銷班技術諮詢會

台北市士林區第一市民農園(荷鋤茗園)訪問記
《臺大農推會》農推系蕭崑杉教授與本會李
育才技士等師生一行 10 人，於 11 月 2 日前

元，荷鋤茗園每單位土地租金為 1000 元。由
於民眾近來盛行食用無農藥蔬菜，又適逢週

往台北市陽明山之士林區第一市民農園(荷
鋤茗園)進行農家訪問。荷鋤茗園位於台北市
士林區菁山路 131 巷 18 號，園主為何發吉先
生，何發吉先生的尊翁與大哥也是照顧與整

休二日的政策開放，所以在經報章雜誌的報
導後，曾出現一位(田)難求的盛況，但隨著
新鮮感的消失、時間的沉澱，如今出租率僅
五成。

理園區的人手。進入園區內映入眼簾的是何
發吉先生自己所雕刻的石雕與木刻等藝術

除耕種實習服務外，該園服務項目還包
括提供幼稚園教學服務，諸如鄉土童玩製

品，園區前面為規劃成 72 單位(每單位約 10
坪)給市民承租的田地，後面則有一天然小溪

作、土窯烤地瓜、園內生態解說、拔蘿蔔、
花卉盆栽與賞螢火蟲等。至於經營上面臨的

流，在溪流旁設有烤肉與泡茶的休閒區，園
區中更有風車、水車、草屋、獨木橋或石雕、
木刻點綴其間，而這些創意與陳設皆出自何
發吉先生。
民國 78 年台北市農會開始推廣市民農

困難處，何先生嘆道，交通是極需改善的要
點，因為陽明山每到例假日實施交通管制，
而大眾運輸間隔 2 小時一班，且再需步行一
段路方能到園消費，造成市民假日前往農園
的極不方便。另一需加強的是廣告資訊，如

園，而荷鋤茗園則至 81 年才受士林區農會輔
導成立為士林區第一市民農園，據何園主指
稱，在未受輔導轉型為市民農園前，其土地

何告知消費者知道該園的優點與地點，使喜
歡的人能入園享受。近來電腦網路盛行，該
園計畫將上網介紹園地以吸引顧客。此外陽

為何尊翁種蔬菜，當時其所得年收入僅 8 萬
元左右，而今之年收入則有 70 萬元左右，而
收入主要靠出租田地供市民耕作，其收費依
輔導單位規定上下限，為每單位 600~1200

明山冬季為雨季，且長達 3 個月，如何開發
下雨天與非假日的客源，也是當前荷鋤茗園
所需克服的經營瓶頸。

３

蘆竹鄉蔬菜產銷第一班慶祝集貨場落成舉辦農特產品展示活動
且站在台上致詞，由衷感謝各農政機關單位
與來賓的大力協助，本班才有今天的面貌與
成績」。典禮儀式中，該班特別頒獎給桃改
場的張粲如與楊克仁、農試所葉節耀、茶改

《臺大農推會》位於桃園縣蘆竹鄉南興村的
蔬菜產銷第一班為本會重點輔導的產銷班，
該班於 11 月 4 日舉辦集貨場落成典禮暨農特
產品展示活動，蘆竹鄉李清彰鄉長、該鄉農
會徐德治理事長及賴文雄總幹事均到場致
賀，本會李文瑞執行秘書、賴爾柔推廣組長、
陳雅美技正與李育才技士均前往參加。該班
現有班員 14 人，班長為徐泰皇先生，全班種

場的廖文如等四位輔導該班的農企業經營管
理師。儀式完後更有土風舞班表演、家政烘
焙研習班所做的各式餐點與健康生機飲食供
品嚐。

植面積共有 4.05 公頃，生產蔬菜種類有莧
菜、萵苣、小白菜、油菜、刈菜、芥藍菜、
地瓜葉等 7 種。當日 10 點半吉時一到，先舉
行剪綵儀式與女子舞獅精彩表演，隨後進行

該班未來展望有 1.年產量希望達到 60
萬公斤供共同運銷。2.購置齊全的共同運銷
設施，如軌道式吊車、撒肥機等，以提升品
質，降低成本。3.改善產品包裝，建立本班

開幕典禮儀式，班長徐泰皇先生在開場白中
以感性語氣道出：「他是典型的鄉村種田人，
今天很高興以娶媳婦的心情舉辦今天的活動

品牌特色。4.配合縣農會推廣上網訂貨，增
取更多的銷售管道。

水蜜桃縮葉病之診斷及防治
謝煥儒

植病專欄

推廣教授

《臺大植病系》大概全世界所有種植桃樹地
區都有水蜜桃縮葉病發生，因為桃樹原產地
為中國，一般認為本病源自於中國，但並無

發病生態：水蜜桃縮葉病一般發生在較寒冷
的地方，在溫暖的地方發生較少。在臺灣一

強有力的證據。嚴重危害時，會引起落葉，
以致果實變小或落果。
病徵：水蜜桃縮葉病主要感染當年生的葉
片、也可為害新梢、果實、花等。起初感染
葉片使被害葉變厚、膨大、並向下向內捲曲。
感染葉片初期為紅色、紫色或黃綠色，而後
變為紅黃或黃灰色。此時病原菌在膨大部位
產生孢子，產生孢子多時，表面會呈現灰粉
狀。然後葉片會變為黃至褐色，而後掉落。

般於海拔較高的果園發生較嚴重。本病的發
生最適合溫度在 13~17℃左右。另外高溼度
也是很重要的發病條件。另外遮陰及枝條過
密也有利於病害之發生。病原菌以孢子在枝
條及芽之鱗片上越冬，次年春天桃樹發芽
時，如遇到下雨或較潮濕的氣候，病原菌即
可發芽，而侵入剛發芽出之新葉或其他器官。
防治方法：水蜜桃縮葉病防治不難，若在適

新梢被害時，患部變肥厚，嫩梢形狀不正常，
其生長會停止，並容易枯死。果實在幼果期
也會被感染，被害果實表面因被害表面肥厚
腫起，而呈現瘡痂狀，被害果實在生長初期
就容易落果。花被害時，其病徵類似葉片，
在生長初期即容易脫落。

當時期以適當殺菌劑防治，只要噴藥一次就
可以收到防治效果，所謂適當的噴藥時期係
指 1.休眠期（12 月至翌年 2 月）。2.發芽前
的一週左右。但若在花落後仍繼續發病，可
每隔 5－7 天施藥一次，連續 1－3 次。
推薦藥劑：「植物保護手冊」推薦之藥劑為
80﹪得恩地可濕性粉劑（Thiram），稀釋倍
數為200倍，使用時添加展著劑。

診斷要點：病患部表面異常肥厚，在葉片上
常捲縮變形，患部表面常生成白色粉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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