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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場衛生管理訓練班
《臺大農推會》臺灣大學農學院附設動物醫
院之家禽保健中心於 88 年 4 月 14 日至 17 日
假動物醫院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五期
的「家禽場衛生管理訓練班」，14 日上午辦

「疫苗防疫計畫與免疫評估」；農委會畜牧
處陳保基處長講授「台灣家禽產業展望」；
農委會畜牧處陳晉蒼科長主講「養雞產業的
使命」；台灣區家禽發展基金會陳敦芳董事

理報到，來自全省各地之養雞業者、家畜防

長講授「養雞產業的演進」；家禽保健中心
管理委員會施義燦召集人主講「家禽保健中

治所及動物用藥公司之學員，共計 64 人參加
該項訓練，自費報名參加受訓之學員中，不
乏居住花蓮縣、臺東縣或屏東縣之遠處學
員，更有渡海遠從澎湖縣來參加之養雞業者。

心檢測業務」；中華民國養雞協會尤弘亮理
事長主講「未來家禽產業的調適」；中華民
國養雞協會林興誠秘書長主講「專業產業團

始業式由獸醫系兼家禽保健中心之班主
任王金和教授主持，並由家禽保健中心管理
委員會施義燦召集人致開訓詞，為訓練班課
程揭開序幕。由於家禽場衛生管理範疇廣

體之理念與運作簡析」------等等。17 日下
午受訓學員與班主任在拍完團體照後，由班
主任頒發結業証書給予受訓成績及格之學員
們，晚間惜別餐會互換這幾天的學習心得與

泛，因此為期 4 天的訓練課程安排極為緊
湊，每天由早上 8 點直至晚間 9 點方結束，
並嚴格規定無故缺席 2 門課以上或每天課後
測驗成績平均不及格者，均不得授予結業証

看法，學員們雖然在歷經 4 天來如此馬拉松
式的訓練課程，但都覺得受益良多，更對家
禽場衛生管理有了更深的瞭解。

書，總計 4 天的訓練班講授 33 個主題，師資
與課程包括：台大獸醫系王金和教授講授「大
腸桿菌、葡萄球菌疫防疫」、「慢性呼吸興
疾病防疫」、「雞傳染性支氣管炎防疫」、
「雞白血病防疫」、「雞腦脊髓炎防疫」、
「孵化室絨毛細菌檢測」；台大獸醫系張照
夫教授講授「黴菌毒素之控制」、「雞白痢
防疫」、「家禽霍亂防疫」；台大獸醫系蔡
向榮教授講授「雞痘、產蛋下降症候群防

王金和教授主持訓練班開訓典禮

疫」、「家禽場衛生消毒」、「疫苗使用干
擾問題」；中興大學獸醫系謝快樂教授講授
「家禽流行性感冒防疫」
、
「新城雞病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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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銷技術諮詢會 --三民村花卉產銷班--

農推活動

加，所以養分不多，在吸收陽離子後放出氫
離子，泥炭土便成酸性，而外面土壤因常有
雨水沖刷或輪作下，其酸化速度較盆栽中之

《臺大農推會》台大農推會與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於 3 月 12 日赴桃園縣復興鄉三民村召開
農業產銷技術諮詢會議，本會鍾仁賜、謝煥
儒二位推廣教授與李育才技士會同桃改場推
廣中心邱發祥主任、傅仰人、劉政宗與王斐
能等研究人員均出席該諮詢會議。
復興鄉三民村花卉班早於 77 年成立，目

泥炭土緩和，建議可用苦土石灰調整之。2.
盆栽聖誕紅有灰黴病，聖誕紅來自熱帶，熱
帶花卉比溫帶花卉之抗病性差，所以對灰黴
病較敏感，冬天低溫高濕環境下容易發生，

前班長為張樹誠先生，班員 12 人，生產面積
共 9.5 公頃，生產花卉之項目有 1.聖誕紅：
年產量 16 萬盆，年產值約 112 萬元；2.觀葉
植物及小品盆栽：白鶴芋、發財樹、長春藤、

病癥由尖端腐爛到莖部，大部份市售殺菌劑
均有效，但需常換藥以免抗藥性產生，除噴
藥外也應注意栽培管理，在溫室內利用風扇
增加通風，時常保持花卉之葉面與莖部乾

多肉植物等共計 20 萬盆，年產值約 300 萬
元；3.盆花植物：大岩桐、瓜葉菊、荷包花、
報春花、繡球花、長壽花、水仙、麗格海棠、

燥，可減少罹患此病。3.堆肥製作是否需外
加微生物？通常是不需要再外加微生物，如
有合適市售菌種加之也無妨，然應在堆肥醱

桂花、含笑花等，年產量 10 萬盆，年產值約
500 萬元；4.切花：如白子蓮、炮盛花、大
手球花、西洋水仙、彩色海芋、百合花等，
年產值約 300 萬元。其產銷現況，在切花方

酵高溫期多次翻堆後，溫度不再高升時加
之，否則將受高溫殺害市售菌種，但放射菌
則不受溫度影響，堆肥製作應注意堆積高度
與水份(約 60%)，且醱酵溫度應達 70℃，經

面為運送至台北花卉產銷公司拍賣與直銷花
店及飯店各半；盆花則主要運送至台北花卉
產銷公司拍賣、餘者或運送田尾公路花園、
花店至班園區批購、或桃園假日花市販賣。

多次翻堆後溫度穩定便成，通常完全腐熟最
快 3 個月，若醱酵不完全則施肥後會跟植物
爭取養份，如此便喪失肥料的意義。

該班目前遭遇的困難有 1.全省花卉面積成長
太快，國人花卉消費習慣尚不普及，造成供
過於求，花卉價格下降，生產成本逐漸增高，
獲利不及往年，還請農政單位多加宣導推廣
及教育民眾養成多消費花卉的習慣。2.該班
尚無固定的班集合場所。3.未來將配合週休
二日發展觀光農業。
諮詢會議由邱發祥主任主持，會中農友
問及若干花卉栽培與病蟲害問題，專家學者
們回答指出：1.盆栽中之泥炭土為何容易酸
化？泥炭土只是介質，因具疏鬆性所以根系

鍾仁賜教授勘查聖誕紅

發展好，基本上市售之泥炭土養分均是外

農業產銷技術諮詢會 --新竹市蔬菜產銷班-《臺大農推會》本會與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於
4 月 2 日假新竹市香山區蔡清郎農友之大福

市農會鍾祥銘總幹事、新竹市王明魁市議
員、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劉政宗先生、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吳永祥助理、本會鍾仁賜、謝

自然農園召開農業技術諮詢與座談會，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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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儒二位推廣教授與李育才技士等與會參
加。

劑，應輪流使用以免抗藥性產生。5.甜椒細
菌性斑點病，建議使用 81.3%嘉賜銅可濕性

農業技術諮詢主題為青蔥之栽培管理與
病蟲害防治，青蔥原產於中國的西部和西伯
利亞貝加爾湖一帶，為家常必備的香辛蔬
菜，臺灣青蔥早年係由大陸引進，因種植容

粉劑、或 27.12%三元硫酸銅水懸劑。6.蒜毒
素病，可能由大陸進口之種球所帶來，毒素
病無法根治，下雨過後容易罹患，而薊馬最
容易傳播毒素病，所以防治薊馬應做好，建

易，全省各地均有栽培，栽培面積約有
5000~6000 公頃。
會中農友問及若干栽培農作物所遭遇的
問題，專家學者們回答簡述如下：1.青蔥根

議使用 40%丁基加保扶可濕性粉劑稀釋 1200
倍，採收前 15 天停止用藥。

部有根，目前植物保護手冊中尚無推薦用
藥，可參考使用佈飛松或普硫松。2.如何防
治甜菜夜蛾？田間發生以 4~5 月與 9~11 月為
高密度期，1 年約有 11 世代的甜菜夜蛾，可
使用 2.8%畢芬寧乳劑稀釋 1000 倍，採收前
14 天停止用藥，或 19.7%得芬諾水懸劑稀釋
2000 倍，採收前 9 天停止用藥。3.如何防治
黃條葉蚤？黃條葉蚤之幼蟲會咬根，而成蟲
則危害葉片，可勤加清除菜園內之黃條葉蚤
的蛹，如急需治療則用藥，可用加保利或培
丹。4.甜椒疫病，建議使用 5%滅達樂粒劑、

鍾仁賜(左)與謝煥儒(右)推廣教授於
青椒園中診斷病蟲害

或 25%依得利乳劑、或 35%依得利可濕性粉

H9N2 禽流感病毒也感染香港幼童
王金和

教授

農業新知

《臺大獸醫系》繼前年香港發生 H5N1 家禽流
行性感冒 (簡稱禽流感) 事件，造成 18 人被
感染 6 人死亡的紀錄，今年 4 月 7 日香港衛

體的醣鍵型式為 2-3 鍵連結，人呼吸道上皮
細胞接受體的型式為 2-6 鍵連結，已知禽流
感病毒僅與 2-3 鍵者給合，而人流感病毒僅

生署又發佈原本只感染禽類的 H9N2 亞型禽

與 2-6 鍵者結合。1997 年感染給人的禽流感

流感病毒也會感染人類。二名受感染的女童
分別為 1 歲及 4 歲，症狀包括發燒、頭痛、
喉嚨痛、嘔吐等，沒有併發症，且都已完全
康復。此種原本只感染家禽的禽流感病毒為
何感染人仍是個謎。病毒要進入細胞，需先

病毒（A/HK/156/97）具有與 2-3 鍵結合的能
力，但不與 2-6 鍵結合，因此在人之間不會
造成大流行。
H9N2 病毒無法在攝氏 70 度以上生存，
進食煮熟的家禽不會被感染；農民在飼養家

與細胞表面的接受體結合，不同動物的細胞
有不同的接受體，因此某些病毒只感染某種
動物而不感染另外一種動物。家禽細胞接受

禽時應穿工作服，帶口罩及手套，接觸家禽
後應馬上以肥皂洗手。不過請大家放心，台
灣並沒有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發生。

桃流膠病（Gummosis）
謝煥儒
《臺大植病系》桃流膠病為普遍發生在世界
各國的一種病害，在臺灣很早就知道有本病

副教授
的發生，但以往因無人研究，故其詳細的發
生年代及發病情形並不清楚。1986 年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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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產孢（子囊孢子及分生孢子），但何時
產孢最多，目前尚未明瞭。一般而言，本病

縣東勢鎮栽培之平地熱帶桃病勢發生極為嚴
重，始引起研究人員的重視，並且發現本病
的發生在台灣地區有逐漸增加之趨勢。本病
主要發生在較低海拔的桃樹上，在較高海拔

原菌在台灣產生的孢子，以分生孢子較多。
產孢及孢子分散與溫度及雨量有密切關係，
病原菌在果園間之散播，主要是分生孢子靠
雨滴之飛散。孢子發芽適溫為 28－32℃。寄

栽植的水蜜桃以往發生較少，但近年來在水
蜜桃栽植區中，流膠病的發生似乎也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除了桃樹外，本病也能感染蘋
果、梨等其他果樹。
病原菌：
病原菌：
在台灣目前所發現的桃流膠病菌為
Botryosphaeria dothidea（Moug. ex Fr.）
Ces.＆ de Not.，本菌係一種子囊菌。根據
國外的報告，能引起桃流膠病的病原菌還有
Botryosphaeria obtusa 及 B. rhodina 兩
種，但在台灣尚未發現。

主表面需有水膜或相對溼度在 96﹪以上。本
病之新感染於春夏之際較多，顯示此時孢子
之釋放較多，且氣候條件也適合病原之侵入
寄主。傷口為侵入之重要條件，但病原菌也
可自皮目、生長之裂口及初生芽之芽痕處侵
入。根據觀察，修剪下之枝條常被棄置於果
園內，或堆積於果園之四周，其上所產生的
子囊孢子及分生孢子為重要之接種源。
防治方法：
防治方法：
本病目前尚無較好之防治方法，也無正
式推薦之防治藥劑。下列措施可供參考：
1. 枯死或得病的枝條、樹幹應該予以修

病徵：
病徵：
本病主要感染枝條及主幹，最初在枝條
或樹幹上出現小形的泡狀腫起，腫起部位中
間之皮目會流出膠狀物質，初為褐色透明，

剪，並從果園中移除，或是燒毀，以避免
成為傳染之來源。
2. 春季桃樹開始生長時，定期噴施殺菌
劑，如鋅乃浦、鋅錳乃浦等，每二週一次，

漸轉為黑褐色而呈污穢狀。最初僅在被害部
位附近呈點狀出現，後逐漸增多並擴及其他
枝條或主幹其他部位。如將膠質堆積物除
去，其下組織呈水浸狀褐色，亦有樹脂分泌
物，此壞疽部份可深及木質部。小枝被害時，
有梢枯死亡現象，但通常仍能維持生長，只
是植株會變衰弱。如發病嚴重，尤其是在環
境因子惡劣，如溫度、水分等不利於樹勢生
長時，可導致枝條枯死，甚至全株死亡。

連續 4－5 次。防治措施應自幼株開始，可
保護以後之健康。
3. 對已罹病之樹幹或大枝幹，可用刀將樹
皮刮掉，再用殺菌劑處理，以抑制病原菌
之蔓延及產孢。

診斷要點：
診斷要點：
在枝條或主幹上出現腫大的小點，並流
出褐色的膠狀物質，此物質後期會變為黑褐
色污穢狀。樹幹或枝條上腫大處的樹皮常會
破裂。
發病生態：
發病生態：
流膠病在管理不善或排水不良的果園發
生較為嚴重。本病之病原菌在枝條上或已死
之枝條或枝幹上越冬，但在台灣，本菌終年

桃流膠病，攝於新竹橫山 199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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