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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小米新品種─臺東 號」 栽培示範觀摩會

各部落農友參與踴躍
本 場 於 5月
5日，在太麻里鄉
香蘭村「拉勞蘭
小米工藝坊」小
米生產地，舉辦
「小米新品種─
臺東8號」栽培示
範觀摩會。參與
本次觀摩會的農
友逾百人，九成以上為原住民朋友，分別來自大
武、大鳥、大竹、土坂、達魯瑪克與泰安等部
落。此外，金峰鄉公所農觀課吳善德課長亦親自
率部落產銷班員近30人與會，農友參與討論與意
見交流熱烈，對本場積極推廣原民特色作物並舉
辦講習觀摩會，表達感謝與肯定。
本次講習會，由本場黃場長率一級主管、植
物保護、雜糧研究同仁與研究人員與會。講習會
首先由雜糧研究室王助理研究員柏蓉介紹「小米
臺東8號」特性與栽培要點，接著由許助理研究
員育慈講述「小米病蟲害防治技術」，最後由雜
糧研究室主持人陳助理研究員振義帶領農友至小
米臺東8號示範田間實地觀摩與解說，會後發放
由小米臺東8號做成的阿拜(A Bai)佐野菜餐盒，
營養成分高且美味健康。由於本次與會農友多為
原住民，講習進行同時，本場邀請拉勞蘭部落的
獵人叔叔─戴明福長老同步翻譯，讓農友更清楚
易懂講習的內容。
小米的營養成分優於一般穀物，而小米臺東

活
動
看
板

8號是本場近年來所選育出來的優質品種，穗型飽
滿集中且產量高，幾無病蟲害並適合旱地耕種，
是最適有機栽培的作物之一，且經實驗結果顯
示，在良好的管理條件下，小米臺東8號，春作每
公頃約可產出2,500公斤的小米，較地方品系高出
近2~3成；秋作每公頃可產出約3,000公斤，亦較
地方品系高出近2~3成。其中，農友最擔心的鳥
害問題，本次示範田以雷射反光彩帶試驗，透過
雷射彩帶在風中反光與產生的噪音，可有效驅逐
鳥類避免危害；另外，本場也正積極測試改良小
米脫殼脫粒機，希望短時間內能提供農友使用，
以節省勞力。同時特別強調，有機栽培不是放任
小米自由生長，必須施用足夠有機肥料當基肥，
要定期進行除草，兩期作間應輪種綠肥植物，例
如綠肥大豆等，才能生產豐產的優質小米。
歡迎有需要的農友向本場索取小米臺東8號
的種子，每戶農友以一分地500公克份量贈送，
第一期作收割後，則自行留種即可。同時，建議
農友以條播取代傳統灑播方式，且要間拔並適時
施追肥料，若耕種在山坡地或石礫地質時，由於
水份不容易保持，需在耕種前與抽穗前全面灌
溉，使土壤保持濕潤，以利小米生長。
本場未來將舉辦相關原民作物，如小米、樹
豆、臺灣藜（紅藜）等為主要材料的創意糕餅研
發競賽，將原民作物充分發揮及多元化利用，促
進市場需求，形成生產與銷售的供應鏈，進一步
創造特色中、小型產業，提升農友收益。

◎田間成果說明會(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網址：ttdares.coa.gov.tw)
活動日期
6月07日
6月08日
6月09日
6月10日
6月15日

活
動
名
稱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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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鹿野鄉陳仕琳農友示範田
關山鎮吳昌誠農友示範田
關山鎮潘萬義農友示範田
池上鄉黃肇倫農友示範田

小米新品種─臺東8號栽培示範觀摩會

海端鄉加拿村

◎農民專業訓練
活動日期
6月21~25日

活
動
名
稱
農民專業訓練─保健及香草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二)

活
動
地
點
本場區域教學中心1樓會議室

勘 第125期第二版：
誤 1.內文第三段第十三行：種植前施用驗證合格的有機肥及矽酸爐渣（2~3公頃）， 其中
啟 (2~3公頃)修正為(2~3公噸/公頃)。
示 2.圖片說明：水稻病蟲害修正為葉稻熱病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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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鄉局部地區水稻胡麻葉枯病發生嚴重，本場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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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麻里地區玉荷包荔枝評鑑暨促銷展售活動，熱鬧滾滾
▊本場舉辦「臺東區咖啡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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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小米新品種─臺東８號」栽培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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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鄉局部地區水稻胡麻葉枯病發生嚴重
本場籲請 該 地 區 農 民及時防治
本場於進行水稻病蟲害監測調查及相關試
驗時，發現鹿野鄉瑞源地區的第一期水稻，局
部發生嚴重的水稻胡麻葉枯病，籲請農民儘速
防治，且已分派植物保護同仁至田間指導農友
適時適藥，進行有效防治；由於該病通常好發
於二期作水稻，本場請農友儘早做好土壤肥培
管理之防病準備，以降低該病危害程度，減少
損失。
水稻胡麻葉枯病由病原真菌所引起，病菌
感染水稻
葉片後，
初呈現褐
色 小 斑
點，不容
易與葉稻
熱病初期
病 斑 區
別，漸擴
黃場長親自指導農友防治水稻病蟲害技術
大成胡麻
粒狀或橢圓形之暗褐色病斑，具淡黃色暈環；
葉鞘受害則呈不規則的淡褐色大病斑；節部、
穗及枝梗被害時，病斑呈暗褐色或淡褐色。發
病嚴重時會造成大量枯葉，對產量與品質均有
嚴重影響。目前在臺東普遍栽植的高雄139號、
臺東30號、臺稉2號等水稻品種，均無抗病性，
且此時正值生長期轉為生殖期，抗病力更為降
低，應特別注意防範本病發生與蔓延。
水稻各生育期均可能受本病危害，肥料養

分對該病影響與其他病害不同，稻株缺乏氮肥
容易發生，足量氮肥可抑制發病，與稻熱病、
紋枯病及白葉枯病的發生條件恰好相反；鉀肥
及矽酸肥則可增強抗病；砂質壤土、泥炭土壤
或土壤表層淺、土壤貧瘠田區，較容易發生本
病。本次鹿野鄉瑞源地區局部發生嚴重的水稻
胡麻葉枯病，除因高溫高濕的環境外，主要因
素為該地區土壤屬砂質壤土、土層較淺、土壤
貧瘠且保肥力差。
根據以往調查結果，水稻胡麻葉枯病於第
二期作較第一期作發生嚴重，本場除呼籲瑞源
地區農友儘速進行防治外，為防範未然，也請
各地區農友於一期作收成後，做好肥培管理工
作，以防該病於第二期稻作再度發生為害。

防治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一、施行稻種消毒：勿選用罹病老熟秧苗，以
免傳播病原。
二、發病嚴重田，於種植前應施用經驗證通過
的矽酸爐渣，每公頃3,000~4,000公斤，以
增強水稻抗病性。
三、因為此時仍有穗稻熱病的威脅，可噴灑能
同時防治稻熱病與胡麻葉枯病的25%「克
熱淨」溶液500倍稀釋液。但必須於採收前
23天停止用藥。
四、其他防治藥劑及方法可參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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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胡麻葉枯病推薦防治藥劑：

藥 劑 名 稱
25％普克利乳劑

每公頃施藥量
0.8公升

抽穗期前2.5公升
33％鋅錳乃浦水懸劑 抽穗期後3.0公升
37％錳乃浦水懸劑

抽穗期前1.67公升
抽穗期後2.0公升

稀釋倍數
1,300

400
600

施藥方法及注意事項
分蘗盛期病斑出現時開始施藥，每隔14天再施藥
一次，連續四次；抽穗期避免用藥。採收前21天
停止施藥。
分蘗盛期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齊穗期
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採收前20天停止
施藥，施藥次數不得超過四次。
分蘗盛期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齊穗期
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採收前20天停止
施藥。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胡麻葉枯病發病嚴重田葉片乾枯

太麻里地區玉荷包荔枝評鑑暨促銷展售活動，熱
又到了一年一度品嘗玉荷包的最佳季節。
太麻里地區農會特於5月29日，在臺東鐵道藝術
村，舉辦「99年度太麻里地區玉荷包優品果評
鑑暨展售活動」，本次評鑑、展售及促銷活動
由農糧署東區分署及本場補助經費，內容包
含：玉荷包評鑑與頒獎、農特產品展售、
DIY親子活動、摸彩活動與卡拉OK歡唱等。另
外，參加活動民眾可免費兌換玉荷包，因此，
一大清早即吸引許多民眾前往會場排隊，活動
發放近千份的玉荷包，現場氣氛熱鬧滾滾。
本年度本場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於太麻
里地區，全面推動以性費洛蒙防治荔枝粗腳姬
捲葉蛾、花姬捲葉蛾、細蛾及東方果實蠅區域
共同防治，除降低農友生產成本，也確保果品
安全，成效
良好，果實
受害率顯著
降低。雖然
今年受天候
異常影響，
產量約減少
20％，所幸
農民的栽培
現場展售玉荷包農友─我生產的玉荷包
技術精湛，
最好吃

鬧滾滾

本年度太麻
里所生產的
玉荷包品質
與 風 味 俱
佳，值得全
國消費大眾
踴躍購買品
嘗。
盧主任等委員於現場評鑑太麻里地區
本次玉
玉荷包品質
荷包果實評
鑑由本場斑鳩分場盧主任柏松、農糧署東區分署
張課長碧蓮及臺東縣政府賴技士福瑞等3人擔任
評審，評鑑項目包括：果串之粒數、平均大小、
果實色澤、果實重量、糖度、小籽率、口感及病
蟲害等。本次參賽之果品，平均果實糖度達
17.5％(玉荷包荔枝果實糖度18％即為滿分)，有
40％以上之參賽果品糖度滿分，外觀色澤鮮麗，
肉質Q且香甜可口，僅果實重量受氣候影響較去
年略輕，平均果粒重37公克。整體而言，今年臺
東地區玉荷包荔枝之品質仍屬特優級。本次活動
共計有14位農友參加競賽，結果由黃靜雄農友奪
得冠軍。其它分別由第二名：張恆毫、邱瑞章，
第三名：林明裕、劉文祥、陳宏榮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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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臺東區咖啡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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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專校陸集珊老師講述咖啡栽培

胡麻葉枯病感染葉片及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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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石灰硫磺合劑可防治銹病、炭疽病及粉介
殼蟲、銹蟎、薊馬等害蟲。現場並分發本場彙
整的「咖啡病蟲害參考防治方法」摘要供參考
運用。
許助理研究員育慈講述「咖啡蟲害綜合防
治技術」時，提醒農友咖啡木蠹蛾與東方果實
蠅是咖啡最重要的害蟲，有機栽培農友可每
10天噴射一次蘇力菌1,000倍或以苦楝油400倍來
防治咖啡木蠹蛾、黃毒蛾、捲葉蛾等；防治東
方果實蠅，可施行區域共同防治，於田間懸掛
含甲基丁香油的長效型誘殺器，每公頃4~6個，
以降低東方果實蠅的密度。同時提醒大家隨時
清除枯枝落葉，並加強冬季防治，以除滅病蟲
害傳染源。張助理研究員繼中講述「咖啡土壤
肥料管理技術」時，鼓勵農友多多利用本場免
費的土壤檢測服務，同時現場發放土壤採樣
袋。本場已增購感應電漿光譜儀（ICP），可檢
測有機及一般農地的土壤肥分及重金屬含量，
農友可不必長途奔波至外縣市送檢。蔡志賢老
師講述「咖啡烘焙技術」時，強調咖啡生豆品
質好壞決定咖啡產品的品質，並詳細說明咖啡
的烘焙程度與產生口感的差異，建議農友記錄
每一次的烘焙過程，經反覆測試累積經驗，方
可純熟掌控咖啡豆烘焙程度與風味。
講習會中再三的強調，咖啡世界市場競爭
激烈，有的以高品質取勝，有的以價格低廉主
攻市場，臺東的咖啡產業正值起步階段，未來
發展尚待觀察，建議農友應多吸取相關的知識
與技術，未來再結合休閒農業，發展咖啡文化
體驗行程及開發特色伴手禮，才能提升競爭
力；且同時呼籲與會農友，不要盲目擴大栽培
面積，以免有行無市，導致血本無歸。

為提升臺東地區咖啡的產量與品質，本場
5月25日在場內區域教學中心舉辦「臺東區咖啡
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會」。臺東縣成功鎮、達仁
鄉、太麻里鄉、卑南鄉、鹿野鄉與臺東市等地
區的咖啡產銷班班員與民宿業者近百人參與，
會場座無虛席。
近來在臺東咖啡議題被炒熱，經實地了
解，部分栽培農友在肥培管理、病蟲害管理及
整修剪技術，都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又近年
來在農產品展售活動會場，有少數農友標榜其
所生產的咖啡為有機，特別提醒農友，有機農
產品需符合主管機關所訂定的有機規範，並需
經過驗證，方可標示為有機農產品，農友請勿
自行認定及張貼有機的標籤，以免受罰。陸集
珊老師講述「咖啡栽培技術」，講解咖啡栽植
條件與整枝修剪技術，強調優質的咖啡大多產
自南北緯25度以下區域之中高海拔及有遮蔭的
園區，平地生產者品質通常不佳。在整枝修剪
方面，建議去除地表20到25公分以下的第一支
幹，以促進空氣流通，增加結果量並能減少病
蟲害的發生。另外，強風會傷害植株，農友可
於咖啡園區外圍種植防風林。
黃場長講述「咖啡病害發生與防治技術」
時，提醒大家銹病及炭疽病是咖啡最常見的病
害，銹病曾在世界咖啡主要產區
造成重大危害，其孢子必須有水
才能發芽入侵；這二種病都好發
於8~12月，建議農友適時進行防
治，以避免其嚴重發生。採行有
機栽培的農友，可自行調配波爾
多液或石灰硫磺合劑，波爾多液
能阻止病原菌孢子發芽，具保護
炭疽病是咖啡果實最重要的病害，
作用，可用於預防多種作物病
農友應注意防治。

銹病是咖啡重要病害，曾在世界咖啡
主要產區造成重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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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胡麻葉枯病推薦防治藥劑：

藥 劑 名 稱
25％普克利乳劑

每公頃施藥量
0.8公升

抽穗期前2.5公升
33％鋅錳乃浦水懸劑 抽穗期後3.0公升
37％錳乃浦水懸劑

抽穗期前1.67公升
抽穗期後2.0公升

稀釋倍數
1,300

400
600

施藥方法及注意事項
分蘗盛期病斑出現時開始施藥，每隔14天再施藥
一次，連續四次；抽穗期避免用藥。採收前21天
停止施藥。
分蘗盛期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齊穗期
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採收前20天停止
施藥，施藥次數不得超過四次。
分蘗盛期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齊穗期
施藥一次，經14天再施藥一次。採收前20天停止
施藥。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胡麻葉枯病發病嚴重田葉片乾枯

太麻里地區玉荷包荔枝評鑑暨促銷展售活動，熱
又到了一年一度品嘗玉荷包的最佳季節。
太麻里地區農會特於5月29日，在臺東鐵道藝術
村，舉辦「99年度太麻里地區玉荷包優品果評
鑑暨展售活動」，本次評鑑、展售及促銷活動
由農糧署東區分署及本場補助經費，內容包
含：玉荷包評鑑與頒獎、農特產品展售、
DIY親子活動、摸彩活動與卡拉OK歡唱等。另
外，參加活動民眾可免費兌換玉荷包，因此，
一大清早即吸引許多民眾前往會場排隊，活動
發放近千份的玉荷包，現場氣氛熱鬧滾滾。
本年度本場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於太麻
里地區，全面推動以性費洛蒙防治荔枝粗腳姬
捲葉蛾、花姬捲葉蛾、細蛾及東方果實蠅區域
共同防治，除降低農友生產成本，也確保果品
安全，成效
良好，果實
受害率顯著
降低。雖然
今年受天候
異常影響，
產量約減少
20％，所幸
農民的栽培
現場展售玉荷包農友─我生產的玉荷包
技術精湛，
最好吃

鬧滾滾

本年度太麻
里所生產的
玉荷包品質
與 風 味 俱
佳，值得全
國消費大眾
踴躍購買品
嘗。
盧主任等委員於現場評鑑太麻里地區
本次玉
玉荷包品質
荷包果實評
鑑由本場斑鳩分場盧主任柏松、農糧署東區分署
張課長碧蓮及臺東縣政府賴技士福瑞等3人擔任
評審，評鑑項目包括：果串之粒數、平均大小、
果實色澤、果實重量、糖度、小籽率、口感及病
蟲害等。本次參賽之果品，平均果實糖度達
17.5％(玉荷包荔枝果實糖度18％即為滿分)，有
40％以上之參賽果品糖度滿分，外觀色澤鮮麗，
肉質Q且香甜可口，僅果實重量受氣候影響較去
年略輕，平均果粒重37公克。整體而言，今年臺
東地區玉荷包荔枝之品質仍屬特優級。本次活動
共計有14位農友參加競賽，結果由黃靜雄農友奪
得冠軍。其它分別由第二名：張恆毫、邱瑞章，
第三名：林明裕、劉文祥、陳宏榮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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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臺東區咖啡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會」

課程豐富實用

臺東專校陸集珊老師講述咖啡栽培

胡麻葉枯病感染葉片及穀粒

第

害；石灰硫磺合劑可防治銹病、炭疽病及粉介
殼蟲、銹蟎、薊馬等害蟲。現場並分發本場彙
整的「咖啡病蟲害參考防治方法」摘要供參考
運用。
許助理研究員育慈講述「咖啡蟲害綜合防
治技術」時，提醒農友咖啡木蠹蛾與東方果實
蠅是咖啡最重要的害蟲，有機栽培農友可每
10天噴射一次蘇力菌1,000倍或以苦楝油400倍來
防治咖啡木蠹蛾、黃毒蛾、捲葉蛾等；防治東
方果實蠅，可施行區域共同防治，於田間懸掛
含甲基丁香油的長效型誘殺器，每公頃4~6個，
以降低東方果實蠅的密度。同時提醒大家隨時
清除枯枝落葉，並加強冬季防治，以除滅病蟲
害傳染源。張助理研究員繼中講述「咖啡土壤
肥料管理技術」時，鼓勵農友多多利用本場免
費的土壤檢測服務，同時現場發放土壤採樣
袋。本場已增購感應電漿光譜儀（ICP），可檢
測有機及一般農地的土壤肥分及重金屬含量，
農友可不必長途奔波至外縣市送檢。蔡志賢老
師講述「咖啡烘焙技術」時，強調咖啡生豆品
質好壞決定咖啡產品的品質，並詳細說明咖啡
的烘焙程度與產生口感的差異，建議農友記錄
每一次的烘焙過程，經反覆測試累積經驗，方
可純熟掌控咖啡豆烘焙程度與風味。
講習會中再三的強調，咖啡世界市場競爭
激烈，有的以高品質取勝，有的以價格低廉主
攻市場，臺東的咖啡產業正值起步階段，未來
發展尚待觀察，建議農友應多吸取相關的知識
與技術，未來再結合休閒農業，發展咖啡文化
體驗行程及開發特色伴手禮，才能提升競爭
力；且同時呼籲與會農友，不要盲目擴大栽培
面積，以免有行無市，導致血本無歸。

為提升臺東地區咖啡的產量與品質，本場
5月25日在場內區域教學中心舉辦「臺東區咖啡
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會」。臺東縣成功鎮、達仁
鄉、太麻里鄉、卑南鄉、鹿野鄉與臺東市等地
區的咖啡產銷班班員與民宿業者近百人參與，
會場座無虛席。
近來在臺東咖啡議題被炒熱，經實地了
解，部分栽培農友在肥培管理、病蟲害管理及
整修剪技術，都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又近年
來在農產品展售活動會場，有少數農友標榜其
所生產的咖啡為有機，特別提醒農友，有機農
產品需符合主管機關所訂定的有機規範，並需
經過驗證，方可標示為有機農產品，農友請勿
自行認定及張貼有機的標籤，以免受罰。陸集
珊老師講述「咖啡栽培技術」，講解咖啡栽植
條件與整枝修剪技術，強調優質的咖啡大多產
自南北緯25度以下區域之中高海拔及有遮蔭的
園區，平地生產者品質通常不佳。在整枝修剪
方面，建議去除地表20到25公分以下的第一支
幹，以促進空氣流通，增加結果量並能減少病
蟲害的發生。另外，強風會傷害植株，農友可
於咖啡園區外圍種植防風林。
黃場長講述「咖啡病害發生與防治技術」
時，提醒大家銹病及炭疽病是咖啡最常見的病
害，銹病曾在世界咖啡主要產區
造成重大危害，其孢子必須有水
才能發芽入侵；這二種病都好發
於8~12月，建議農友適時進行防
治，以避免其嚴重發生。採行有
機栽培的農友，可自行調配波爾
多液或石灰硫磺合劑，波爾多液
能阻止病原菌孢子發芽，具保護
炭疽病是咖啡果實最重要的病害，
作用，可用於預防多種作物病
農友應注意防治。

銹病是咖啡重要病害，曾在世界咖啡
主要產區造成重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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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小米新品種─臺東 號」 栽培示範觀摩會

各部落農友參與踴躍
本 場 於 5月
5日，在太麻里鄉
香蘭村「拉勞蘭
小米工藝坊」小
米生產地，舉辦
「小米新品種─
臺東8號」栽培示
範觀摩會。參與
本次觀摩會的農
友逾百人，九成以上為原住民朋友，分別來自大
武、大鳥、大竹、土坂、達魯瑪克與泰安等部
落。此外，金峰鄉公所農觀課吳善德課長亦親自
率部落產銷班員近30人與會，農友參與討論與意
見交流熱烈，對本場積極推廣原民特色作物並舉
辦講習觀摩會，表達感謝與肯定。
本次講習會，由本場黃場長率一級主管、植
物保護、雜糧研究同仁與研究人員與會。講習會
首先由雜糧研究室王助理研究員柏蓉介紹「小米
臺東8號」特性與栽培要點，接著由許助理研究
員育慈講述「小米病蟲害防治技術」，最後由雜
糧研究室主持人陳助理研究員振義帶領農友至小
米臺東8號示範田間實地觀摩與解說，會後發放
由小米臺東8號做成的阿拜(A Bai)佐野菜餐盒，
營養成分高且美味健康。由於本次與會農友多為
原住民，講習進行同時，本場邀請拉勞蘭部落的
獵人叔叔─戴明福長老同步翻譯，讓農友更清楚
易懂講習的內容。
小米的營養成分優於一般穀物，而小米臺東

活
動
看
板

8號是本場近年來所選育出來的優質品種，穗型飽
滿集中且產量高，幾無病蟲害並適合旱地耕種，
是最適有機栽培的作物之一，且經實驗結果顯
示，在良好的管理條件下，小米臺東8號，春作每
公頃約可產出2,500公斤的小米，較地方品系高出
近2~3成；秋作每公頃可產出約3,000公斤，亦較
地方品系高出近2~3成。其中，農友最擔心的鳥
害問題，本次示範田以雷射反光彩帶試驗，透過
雷射彩帶在風中反光與產生的噪音，可有效驅逐
鳥類避免危害；另外，本場也正積極測試改良小
米脫殼脫粒機，希望短時間內能提供農友使用，
以節省勞力。同時特別強調，有機栽培不是放任
小米自由生長，必須施用足夠有機肥料當基肥，
要定期進行除草，兩期作間應輪種綠肥植物，例
如綠肥大豆等，才能生產豐產的優質小米。
歡迎有需要的農友向本場索取小米臺東8號
的種子，每戶農友以一分地500公克份量贈送，
第一期作收割後，則自行留種即可。同時，建議
農友以條播取代傳統灑播方式，且要間拔並適時
施追肥料，若耕種在山坡地或石礫地質時，由於
水份不容易保持，需在耕種前與抽穗前全面灌
溉，使土壤保持濕潤，以利小米生長。
本場未來將舉辦相關原民作物，如小米、樹
豆、臺灣藜（紅藜）等為主要材料的創意糕餅研
發競賽，將原民作物充分發揮及多元化利用，促
進市場需求，形成生產與銷售的供應鏈，進一步
創造特色中、小型產業，提升農友收益。

◎田間成果說明會(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網址：ttdares.coa.gov.tw)
活動日期
6月07日
6月08日
6月09日
6月10日
6月15日

活
動
名
稱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水稻臺東30號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暨有機栽培」田間成果說明會

活
動
地
點
鹿野鄉陳仕琳農友示範田
關山鎮吳昌誠農友示範田
關山鎮潘萬義農友示範田
池上鄉黃肇倫農友示範田

小米新品種─臺東8號栽培示範觀摩會

海端鄉加拿村

◎農民專業訓練
活動日期
6月21~25日

活
動
名
稱
農民專業訓練─保健及香草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二)

活
動
地
點
本場區域教學中心1樓會議室

勘 第125期第二版：
誤 1.內文第三段第十三行：種植前施用驗證合格的有機肥及矽酸爐渣（2~3公頃）， 其中
啟 (2~3公頃)修正為(2~3公噸/公頃)。
示 2.圖片說明：水稻病蟲害修正為葉稻熱病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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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勿 退 回

鹿野鄉局部地區水稻胡麻葉枯病發生嚴重
本場籲請 該 地 區 農 民及時防治
本場於進行水稻病蟲害監測調查及相關試
驗時，發現鹿野鄉瑞源地區的第一期水稻，局
部發生嚴重的水稻胡麻葉枯病，籲請農民儘速
防治，且已分派植物保護同仁至田間指導農友
適時適藥，進行有效防治；由於該病通常好發
於二期作水稻，本場請農友儘早做好土壤肥培
管理之防病準備，以降低該病危害程度，減少
損失。
水稻胡麻葉枯病由病原真菌所引起，病菌
感染水稻
葉片後，
初呈現褐
色 小 斑
點，不容
易與葉稻
熱病初期
病 斑 區
別，漸擴
黃場長親自指導農友防治水稻病蟲害技術
大成胡麻
粒狀或橢圓形之暗褐色病斑，具淡黃色暈環；
葉鞘受害則呈不規則的淡褐色大病斑；節部、
穗及枝梗被害時，病斑呈暗褐色或淡褐色。發
病嚴重時會造成大量枯葉，對產量與品質均有
嚴重影響。目前在臺東普遍栽植的高雄139號、
臺東30號、臺稉2號等水稻品種，均無抗病性，
且此時正值生長期轉為生殖期，抗病力更為降
低，應特別注意防範本病發生與蔓延。
水稻各生育期均可能受本病危害，肥料養

分對該病影響與其他病害不同，稻株缺乏氮肥
容易發生，足量氮肥可抑制發病，與稻熱病、
紋枯病及白葉枯病的發生條件恰好相反；鉀肥
及矽酸肥則可增強抗病；砂質壤土、泥炭土壤
或土壤表層淺、土壤貧瘠田區，較容易發生本
病。本次鹿野鄉瑞源地區局部發生嚴重的水稻
胡麻葉枯病，除因高溫高濕的環境外，主要因
素為該地區土壤屬砂質壤土、土層較淺、土壤
貧瘠且保肥力差。
根據以往調查結果，水稻胡麻葉枯病於第
二期作較第一期作發生嚴重，本場除呼籲瑞源
地區農友儘速進行防治外，為防範未然，也請
各地區農友於一期作收成後，做好肥培管理工
作，以防該病於第二期稻作再度發生為害。

防治方法及應注意事項：
一、施行稻種消毒：勿選用罹病老熟秧苗，以
免傳播病原。
二、發病嚴重田，於種植前應施用經驗證通過
的矽酸爐渣，每公頃3,000~4,000公斤，以
增強水稻抗病性。
三、因為此時仍有穗稻熱病的威脅，可噴灑能
同時防治稻熱病與胡麻葉枯病的25%「克
熱淨」溶液500倍稀釋液。但必須於採收前
23天停止用藥。
四、其他防治藥劑及方法可參考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