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政府 7月 14日於花蓮知卡宣綠森
林親水公園，舉辦 107年度生物多樣性活動－
森羅萬象‧生生不息，當日本場「有種大聲說」

攤位，介紹多種部落常見作物之種子，另有種

子辨認活動，以及免費贈送原民常見作物種子，

並鼓勵民眾進行種子交換，受到現場大人小朋

友的熱烈歡迎。

由於原住民食用多種豆類，因此本場選出

菜豆、豇豆、米豆、鵲豆以及樹豆，讓民眾依

種類辨認，研究同仁並解說其營養價值及原民

食用方法。另外除了以上豆類種子外，還贈送

紅藜、紫蘇、秋葵等部落常見作物種子，而種

子交換也是過去部落常見的做法，因此本場亦

鼓勵現場民眾進行交換，並請大家說出這些種

子的故事。

即使是農業生產，也可以維護環境生物多

樣性，因此本場推廣生態服務農業，並研究部

落特色之抗逆境作物，不但維持了農田生態，

也照顧到了農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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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生物多樣性

原民特色作物種子保存及交換

▲本場「有種大聲說」攤位，受到現場大人小朋友的

熱烈歡迎

▲五種部落常食用豆類，你可以辨別出哪幾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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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米飯為主食的臺灣，相信家政班的班員

媽媽們都很熟悉中式米料理，其實臺灣在地稻米

也可以應用於西式餐點與甜點，本次 8月 2、3日
的「花宜好食在 -米食多元料理研發工作坊」，
本場邀請花蓮高農餐飲科林秀英主任，以及花蓮

艾斯可菲創意料理林仁中老師，教導大家西式米

食料理。

為提升轄區農會家政輔導人員及所屬家政班

員對米食料理的應用程度，本場舉辦本次米食多

元料理工作坊，內容以西式料理及甜點為主，菜

色包括法式奶油螃蟹卡布奇諾附海鮮橄欖油脆飯

餅、馬告烤雞鑲栗子飯附肉桂桑葚醬、義式茄汁

燉米獅頭等 9道前菜、沙拉及主菜，以及英式米
布丁附芒果與麵包果甜酸醬、米提拉米蘇千層、

肉桂米糯團附焦糖蘋果 (香蕉 )與鳳梨醬等 3道甜
點。

本場特別邀請學界及產業界 2位老師，即希
望除了以技術面去推動產業外，更能以消費者的

角度作為出發點，讓米食能更多變化，讓更多人

吃到優質的宜花好米，進而提升臺灣米食消費量。

花宜好米　西式料理應用也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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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金針開發與應用

海外交流

除了今歸仁座間味農場外，沖繩睡眠研究專家江口直美

博士研究金針萃取物，產生的睡眠腦波和自然睡眠相似，以

誘導正常睡眠產生，可以改善失眠，並以金針萃取物開發錠

劑、金針作成的酵素飲品，或金針助眠飲品等不同型態產

品。金針飲品非醫療食品，由金針中提煉出具助眠的成分，

可促進血液循環及有效深度睡眠，加入 GABA或維他命 C
等，製作成助眠飲品食用，以改善睡眠障礙、憂鬱情緒、促

進末梢血液循環，相關產品已在沖繩商店及網路等各通路販

售。

結　語

承襲沖繩古代傳統，沖繩人民將金針的特

殊功能廣泛開發運用，並進行調查研究。今歸

仁座間味農場所經營的金針產業，於金針花期

和台灣一樣開放賞花及體驗活動，雖其產地栽

植的金針面積雖不到 1公頃，卻能開發出不同
多樣化的金針產品，如 :金針花茶、金針花果
醬、醋漬金針花、金針黑糖塊、金針花粉末、

金針酵素飲等產品。而台灣金針栽培面積遠遠

超過沖繩，金針產品常見乾燥金針花及鮮食花

蕾或碧玉筍，若能效仿沖繩金針產業，提升機

能性利用，開發金針多元加工品，不僅較鮮食

可延長食用期限，更能提升金針附加價值，增

加金針農之經濟收益，將助益台灣金針產業之

推動。

 8  位於沖繩北部今歸仁村的農業生產法人有限公司今

歸仁座間味農場

 9 金針加工廠內部情形

 10  運送至加工廠的金針葉片，進行分類及排列，放入

洗滌機進行清洗

 11  清洗完畢的金針葉排水瀝乾後，送入截切機分切成

均勻大小

 12  分切完成的金針葉片，平舖放入乾燥機內，降低水

份含量

 13 乾燥後的金針葉片，置入真空機包裝

 14 真空包裝完畢的金針乾燥葉片，一袋約 7公斤

 15  鮮豔的醋漬金針花，口感爽脆，呈現優美艷橘色的

金針花

 16  金針葉片乾燥磨成粉末後，用途多元廣泛

 17  農產直賣所內販售金針葉片茶飲及可直接飲用的金

針酵素飲品

 18  具養顏美容及助眠效果的金針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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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告烤雞鑲栗子飯附肉桂桑葚醬，米飯

在雞肚內更香醇好吃！

▲家政學員們直呼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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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農產業

苓雅部落推展有機水稻友善美麗田野

苓雅部落推動有機水稻栽培緣起

美麗的苓雅部落座落於風景秀麗的秀姑巒

溪支流苓雅溪匯流口東側河階的緩斜坡上，行

政區域隸屬花蓮縣玉里鎮德武里，住民多為阿

美族原住民。苓雅住民主要栽培經濟作物以水

稻為主，稻米同時也是部落最重要的經濟收益

來源，全區稻作栽培面積約 30 公頃。區內地

理環境優越，加上山區潔淨水源充沛，發展有

機農業極為合適。本場多年前即曾規劃在此區

推動有機水稻栽培，發展有機農業，然因部落

農友當時尚未形成共識，只得再等待時機成熟

時，推動部落農耕轉型有機耕作。

苓雅部落推展有機水稻
友善美麗田野

作者：潘昶儒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農藝研究室                               

　　　林 立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徐仲禹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土壤肥料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2903

由於部落水稻多年來都採慣行栽培法，化

學農藥及肥料的長年施用日漸對當地的自然生

態環境帶來不小的壓力。為減緩農事生產對環

境帶來的壓力，及因噴施化學農藥對農友健康

的威脅，部落農友開始有了轉型有機耕作農法

的共識，希望藉由友善耕作農法的推行，讓苓

雅豐富多樣化的自然景觀得以永續利用，也渴

望以生產附加價值高的有機稻米來增進農友收

益，改善部落經濟。

輔導部落農友轉型栽培有機水稻

苓雅部落現有水稻栽培產銷班目前多與當

地花蓮縣龍鳳甲良質稻米運銷合作社合作，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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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秀姑巒溪支流苓雅溪畔美麗稻田景觀

2 �苓雅部落入口處壯觀石雕

 3 �展現苓雅族人勤奮健壯的石製雕像

 4 �包裝精美的苓雅部落小包裝有機米 (轉型期 )產品

 5 �苓雅部落鄭德財班長所帶領的稻米產銷班榮獲 104
年全國優良產銷班殊榮

6 �清晨的苓雅部落雲霧繚繞，彷彿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7  苓雅部落有機水稻栽培示範田區稻株健壯、穀粒飽
滿

 8  有機水稻示範觀摩會圓滿成功，本場研究人員、產
銷班與現場參與農友合照

2 3 4

作生產高品質良質稻米，雙方合作多年來已建

立起良好的稻米產銷運作體系。當社方在 104
年下半年得知苓雅稻作農友期盼轉型種植有機

水稻的心聲後，隨即與本場聯繫，希望場裡能

予以協助有機水稻栽培技術，讓有機水稻產業

能就此在苓雅部落生根，進而日漸發展茁壯。

在獲知此一訊息後，本場立即指派稻作研究人

員與苓雅當地稻米產銷班第十三班鄭德財班長

聯絡，商討如何推動有機水稻栽培相關事宜。

也多虧了熱誠、積極的鄭班長全力協助，號召

有志轉型有機栽培的班員共同參與，為成立有

機聚落的願景一起努力。由鄭德財班長所帶領

的原民稻米產銷班，由部落 14 名阿美族人組

成，因班務運作表現優良，曾榮獲全國優良產

銷班殊榮，也創下全台第一個原住民稻米產銷

班獲獎紀錄。

為讓苓雅部落有機耕作水稻的夢想能早

日實現，本場在經過多次與在地農友溝通說明

後，達成 105 年一期作先行試種 6 公頃有機水

5 6

8

7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五期 /107. 09 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3



原住民農產業

苓雅部落推展有機水稻友善美麗田野

稻共識，並指派人員協助申請有機農產品驗證

相關業務。在確立了未來工作方向及目標後，

本場相繼投入推動部落有機水稻驗證業務及栽

培技術輔導工作。並立即邀集場內水稻、土壤

肥料及植物保護等各類技術專家籌組團隊予以

協助。首先透過辦理栽培技術講習等活動，讓

農友對有機栽培水稻有初步認識，並藉此建立

農友栽培信心。104 年 11 月當苓雅部落二期

稻作收穫後，本場工作人員立即前往當地稻田

進行土壤取樣以分析當地土壤肥力，並於班會

及講習會場合解說土壤肥力分析結果及肥培管

理技巧，以利農友於隔年一期稻作插秧時即可

應用於田間有機肥料施用。

有機稻田在苓雅部落正式投入生產行列

在建立了農友對有機水稻栽培的認識及操

作技巧後，花蓮農改場技術團隊 105 年一期作

於苓雅地區設置一處有機水稻綜合栽培管理示

範田，希望透過實地施作，提供給初試有機水

稻耕作農友參考仿行。示範田管理農戶曾志成

副班長有感於長年施用化學農藥對農友健康及

生態環境之傷害，因此在鄭德財班長的盛情邀

約下，應允將自有及委託經營的 1 公頃餘稻田

全部轉型有機耕作，並配合設置有機水稻示範

田及協助田間管理工作，讓初次種植有機水稻

的班員得以依循參考，讓有機水稻就此在苓雅

落地生根。相較於慣行栽培稻田，有機水稻栽

培示範田除透過放寬插秧行株距以增加田間通

風減少病蟲害發生外，謹守合理化施肥原則不

過量施用肥料；同時應用灌排水管理防除雜草

及噴施亞磷酸稀釋液預防稻熱病發生等技術，

讓水稻在良好的生長環境下日漸茁壯，確保成

熟期時能有好的收成。 

積極辦理有機教育訓練講習及田間示範

觀摩

苓雅部落水稻多年來都採慣行栽培，轉型

有機耕作後，農友勢必對有機稻田病蟲害威脅

深感憂慮，為消除農友疑慮及建立有機操作之

信心，花蓮農改場研究人員多次於班會及講習

會場合講授有機水稻栽培技術及病蟲害防治方

法，以加深農友對有機耕作之信心。105 年度

9

13

1110

1412

4



產高品質稻米著

稱，為守護及永

續經營這片美麗

的山野田景，族

人希望轉型有機

水稻栽培，友善農耕大地。苓雅部落 105 年一

期稻作收穫後已有 6 公頃稻田取得有機轉型期

驗證，經兩年來的努力，107 年栽培面積已擴

增至 10 公頃，預定本年一期作收穫後可陸續

取得有機驗證。當地稻米產銷班第十班班長楊

文雄農友也響應投入有機米生產行列，種植有

機水稻 0.6 公頃，希望經由在地多位農友的參

與，成就苓雅有機聚落的美夢。花蓮農改場研

究人員深感推行部落轉型有機水稻意義之重大

及責任之深重，研究團隊當即傾全力投入部落

有機水稻栽培技術輔導，讓有機產業在這秀姑

巒溪畔美麗的部落裡落地生根，永續茁壯。

 9 �有機稻田施用苦茶粕防除農友最厭惡的金寶螺

 10 �本場研究人員示範有機資材亞磷酸配製技巧及說明
操作注意事項

 11 �有機水稻栽培農友於稻田噴施亞磷酸預防稻熱病

 12 �本場研究人員與農友進行有機水稻栽培技術輔導及
意見交流

 13 �苓雅稻作農友參加本場農民學院舉辦之有機水稻病
蟲草害管理訓練班

14 �本場研究人員密集陪伴，參加班會與農友互動及建
立農友信心

 15 �本場辦理原住民農業行動教室，傳授有機水稻栽培
技術

 16 有機稻田不噴施除草劑，田埂植被草相豐富多樣化

一期作苓雅部落有機水稻插秧前，花蓮農改場

即規劃辦理一系列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行動

教室），首先在 1 月中旬安排於苓雅地區辦理

有機水稻栽培管理訓練，邀集有機水稻栽培、

田間肥培管理、病蟲害防治及有機驗證等專家

為農友講授有機水稻栽培技術，以便將來落實

於有機水稻田間管理作業。講習會場合除解說

稻田土壤肥力分析結果及肥培管理技巧，以利

農友於一期稻作插秧時即可應用於田間有機質

肥料施用。水稻栽培及植物病蟲害等專家也於

講習會時分別講授最實用的有機水稻田間栽培

管理及病蟲草害防治技術，提供農友種植有機

水稻田間管理參考。

105 年及 106 年本場連續兩年於苓雅部落

曾志成農友水稻田辦理有機水稻栽培管理及病

蟲害防治示範觀摩會，示範成果良好，農友多

予肯定。示範農友曾志成先生表示，經過本場

輔導採用有機水稻整合栽培管理技術後，田間

稻熱病控制良好，水稻生長也很健壯，省錢又

好處多，以後有機水稻田間栽培管理一定要利

用這套栽培管理技術來種植，也期盼族人未來

能擴大種植有機水稻，以友善環境的耕作法共

同維護苓雅的自然生態資源。

結　語

苓雅部落環境優美，土壤肥沃，向以生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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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蟲害防治

金柑常見蟲害之生態及綜合防治

1

2

前　言 

目前在金柑栽培上害蟲多樣，可危害莖基

部、葉片、枝條與果實，常見蟲害包括東方果

實蠅、天牛、潛葉蛾及小型害蟲 ( 蟎 )，本文茲

就金柑蟲害之生態、危害徵狀及防治方法依種

類分敘如下，以供農友參考： 

果實蠅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為臺灣果樹危害度最大之害蟲，周年可

見，成蟲於早晨及午後 2、3 點時於果園中覓

食 ( 圖 1) 產卵，具強繁殖力，且能長距離遷移

危害。雌蟲產卵於果皮內，孵化幼蟲鑽蛀果肉

造成水浸狀 ( 圖 2)，嚴重時導致落果。

防治方法：

一、 可參考植保手冊推薦藥劑如 20% 芬化利

乳劑 2,000 倍進行防治。

二、於果園外圍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器 (

3

4

作者：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謝文棟 研究助理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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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害蟲防治藥劑稀釋適量從蛀洞口注入防

治。

潛葉蛾

發生生態及

危害徵狀：俗稱

畫圖蟲，主要危

害金柑嫩葉、嫩

枝，成蟲為小型

蛾 類， 終 年 發

生，以春、夏及

秋稍等發生密度

較高，通常夏稍

為出現最高峰。幼蟲孵化後潛入葉肉，使葉片

形成蜿蜒曲折狀 ( 圖 6 )，影響枝梢發育，常成

為潰瘍病菌入侵口。 
防治方法：

一、 在萌芽前可加強肥培管理促使枝芽生長迅

速整齊，提高樹勢與耐受力，以減輕被害

程度。

二、 在夏稍初期可參考植保手冊施藥防治，而

在秋稍時期可減少用藥，以保護其天敵寄

生蜂生存，發揮生物防治功能。

三、 有機或友善耕作的農友可噴施苦楝油 ( 稀
釋倍數及施用方式請依產品標示建議 ) 防
治尚未蛀入葉肉內的幼蟲。

 1 �果實蠅成蟲取食病果之流汁

 2 �果實蠅產卵後造成金柑果實水浸狀受害

 3 �以甲基丁香油誘殺果實蠅雄蟲

 4 �網室栽培金柑可有效阻隔果實蠅，本場經全年監測
均無果實蠅危害

 5 �星天牛成蟲常於四月開始出現

 6 �潛葉蛾造成金柑幼葉蟲痕及捲曲

6

圖 3) 誘殺雄蟲，如蟲數激增時以藥劑進行防

治。

三、 可以 0.02% 賜諾殺濃餌劑 ( 市售商品名為

香兒寶 ) 稀釋 8 倍或以蛋白質水解物加入

硼砂及推薦藥劑混合配製，於開花前及果

實成熟前數週開始以局部點噴方式於果園

四方位外圍或雜木林，或塗於誘蟲盒內，

雨後須檢視是否需補施。

四、 可懸掛黃色黏板或黏蟲膠瓶誘捕，亦可利

用酵母錠加水置於麥氏誘蟲器誘殺。

五、 網室栽培可有效阻隔果實蠅。本場業於礁

溪鄉網室金柑果園設置果實蠅監測點 ( 圖
4)，經長期調查結果顯示防治成效良好，

且已辦理觀摩會予農友參考。惟需特別注

意設施出入應隨時關門及巡檢風災後是否

破損，以免果實蠅侵入為害。

斑星天牛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成蟲一般於每年 4 至 7 月出現 ( 圖 5)，常

以口器咬破樹皮後產卵。被害株基部可發現蛀

口，嚴重被害時葉片黃化掉落，樹勢日漸衰弱

枯死。

防治方法：

一、 每年成蟲

出現前，

在樹基部

一公尺高

度以下塗

佈石灰乳或石灰硫磺劑，亦可以細目漁網

纏繞。 
二、 於早晚人工捕捉蟲體，或在夜晚時利用成

蟲趨光性設置白燈光，底下以清潔劑水溶

液之容器誘殺。

三、 若發現已經危害時，可參考植保手冊柑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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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蟲害防治

金柑常見蟲害之生態及綜合防治

三、 於開花至幼果期間內施藥操作時注意噴施

仔細，可適量添加展著劑增加藥效。

四、 有機或友善耕作農友可用苦楝油 200-500
倍稀釋液防治。

五、 建議加強果園管理，適度進行整枝修剪，

維持良好通風有助於降低蟲口。

葉　蟎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俗稱紅蜘蛛，經年為害，集中於葉背或幼

嫩葉吸食汁液危害，溫暖乾燥氣候易猖獗。以

葉背基部主脈兩側分布最高，亦能在葉柄、嫩

枝、果實等處，表皮呈現密集灰白色斑點 ( 圖
10)，而果實被害則使商品價值降低。

防治方法

一、 合理化施肥，勿過施氮肥。

二、 葉蟎對藥劑容易產生抗藥性，建議以每用

兩次即輪用其他作用機制藥劑，可依植保

手冊推薦藥劑以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用防

治。

三、 有機或友善耕作的農友可參考使用農皂、

窄域油、苦楝油、葵花油乳化液 ( 葵無露

) 等資材 200-400 倍，或施用可濕性硫磺

或石灰硫磺合劑。因高溫期葉蟎發生較猖

獗，如為施用窄域油等油劑需注意施用倍

數及盡量於傍晚或陰天施用，以免造成傷

害。

薊　馬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全年均發生，

乾旱時期發生最多。

本場以黃、藍色黏板

定期監測薊馬在金

柑果園的族群變動，

發現其族群在 5-10
月較多，高峰在 8-9
月，於抽新稍至長

嫩葉期間或開花期，

由其他寄主飛來危

害。薊馬棲息的葉

背面處出現灰黃色

斑點，並顯現黃褐色或灰黃色不規則斑塊，嚴

重被害新葉皺縮捲曲變形，開花前亦能侵入花

苞內危害花瓣 ( 圖 7) 及柱頭造成淺褐色壞疽斑

點，致果實增大後轉為灰白色網紋膜狀及使果

皮有粗糙表面或龜裂痕跡 ( 圖 8)。也能造成果

皮形成圓圈狀食痕，隨果實的增長而擴大成黃

褐色銹痕，影響果實外觀。

防治方法

一、 溫暖乾燥時期易發

生，可於樹冠處懸

掛黃色黏板及藍色

黏板，以監測及誘

殺薊馬 ( 圖 9)。
二、 由於薊馬具世代短、

繁殖率高及棲息隱

蔽處等特性，對接

觸性殺蟲劑易產生

抗性，因此必須適

時更換或輪用不同

作 用 機 制 藥 劑 防

治。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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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　蟲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

狀：常見種類為捲葉蚜

和大桔蚜，四至七月之

春稍及夏稍期發生頻

繁，而幼苗新稍更易受

害。蚜蟲會群集在嫩芽

葉及枝條上吸食汁液並

分泌蜜露，誘引螞蟻及

誘發煤煙病 ( 圖 11)，且造成新稍生長受阻，

而捲葉蚜可使嫩葉變形捲縮扭曲。 
防治方法

一、 在新稍萌發初期建議重點噴施於嫩芽部

位，可節省用藥；可選用植保手冊推薦藥

劑如 20% 免扶克乳劑 800 倍進行防治。

二、 如為有機或友善耕作，可用苦楝油、窄

域油、葵花油乳化液或矽藻土等資材

200~400 倍防治，於冬季時以高濃度礦物

油或夏油 100~200 倍全面清園。

三、合理化施肥，勿偏施氮肥。

介殼蟲

發生生態及危害徵狀

常見種類包括有褐圓盾介殼蟲 ( 圖 12)、
粉介殼蟲類 ( 桔粉介、球粉介、白粉介 )，成

蟲和若蟲喜群集於陰濕和通風不良環境，好發

於乾旱季節，雨季時族群會大幅下降。可造

成果實發育延

遲、易熟前落

果或畸形，誘

發煤煙病沾染

枝葉或果實。 

防治方法

一、  平時注意植株修剪，使植株通風及日照良

好。

二、 化學防治法：在害蟲開始發生時以 40%
布芬凈防治褐圓介殼蟲或以 50% 加福松

乳劑防治，亦可於冬季採果後至春芽萌發

前以 50% 馬拉松乳劑 800 倍混合 95% 礦

物油乳化劑 95 倍全面清園，可同時防除

蚜蟲、木蝨、潛葉蛾及葉蟎等。

三、 有機或友善耕作者可選擇苦楝油、農皂、

窄域油或矽藻土稀釋 200-400 倍於蟲害發

生初期時進行連續施用。冬季時建議以礦

物油 100-200 倍全面清園。

四、 加強園區通風與日照，適當修剪被害或附

著蟲體的枝葉，並帶出園外銷毀。

結　語

金柑可連皮食用，無論加工或鮮食都應特

別注意農藥殘留問題。蟲害發生情況常依地區

氣候、週遭臨近寄主及管理方式等因素使主、

次要害蟲不盡相同，本場提醒農友多加了解園

內蟲害發生情形並即時防治，對易產生抗藥性

的薊馬或葉蟎須輪用藥劑防治，並恪遵安全採

收期，可採整合性健康管理栽培或在採收期間

選用非農藥資材防治，以生產安全高品質金

柑。

 7 �薊馬藏匿於金柑花器中

 8 �薊馬危害金柑幼果之徵狀

 9 �懸掛黃色及藍色黏紙可誘殺薊馬

 10 �葉蟎在葉部為害情形

 11 �蚜蟲數量多時造成煤煙病

 12 �褐圓盾介殼蟲危害果實情形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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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蟲害防治

金柑常見病害之生態及綜合防治

前　言 

金柑又稱金棗，為芸香科金柑屬灌木果

樹，也是宜蘭地區重要果樹產業，以往金柑以

加工為主，近年來因發現金柑果皮中含有類黃

酮類抗氧化物，而漸受消費者重視，也越來越

多農友轉做鮮食金柑，因此對於果實外觀品質

及安全性要求亦隨之提高 ( 圖 1)。然宜蘭地區

因地處臺灣東北角，受先天氣候條件影響，雨

水較多，濕度較高情況下，疫病等病害常發生

嚴重，甚至造成植株死亡，影響產業甚鉅。金

柑病害以疫病、黑點病及綠黴病最為常見。本

文茲就上述病害之生態、病徵及防治方法依種

類分敘如下，供農友參考： 

疫　病

病害生態

俗稱「水傷」，係因其造成之水浸狀病徵

及落果而得名。是由 Phytophthora spp. 造成。

在水分多、濕度高（90% 以上）及溫度 20℃ -
28℃間的環境下容易發生，該菌可殘存於土壤

中，可藉由風雨飛濺、灌溉水或傷口傳播。若

植株因颱風風雨過後、天牛等昆蟲或除草時對

枝葉或樹幹產生傷口，則更易遭疫病菌侵入為

害。

病　徵

金柑的葉、枝條、莖及根部均會受疫病菌

為害，幼苗期葉片及嫩枝條常受害，罹病枝葉

初期呈水浸狀病斑，最後褐化而乾枯死亡 ( 圖
2)；成株發病時，多由樹幹基部或根冠處開始，

並向上延伸，被害部樹皮呈水浸狀，有褐色膠

質流出。樹皮內面及木材均腐爛 (亦稱裾腐病，

圖 3)，陰雨天氣特別明顯，病株之地上部葉片

變黃或落葉，罹病嚴重時全株死亡 ( 圖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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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一、 注意田間衛生及保持果園通風、日照充足。

尤其已發生疫病�柑園，應�即修剪被害

枝、葉，並隨即將病葉及枝條等運出園外

燒燬，勿留置於樹下 ( 圖 5)。修剪後園區

可噴 76.5% 銅滅達樂可濕性粉劑 1,000
倍或 58% 鋅錳滅達樂可濕性粉劑 500 倍
藥劑防治。

二、 雨季來臨前一個月開始全株噴施 500 至

1,000倍中性化亞磷酸，每 7天施用一次，

連續 2-3 次；或以 100-200 倍亞磷酸澆灌

樹頭，每個月一次，連續 2 次。

三、 施用腐熟有機質肥料，另由於不同的堆肥

成分會影響疫病菌的殘存時間，建議使用

堆肥時建議應避免直接施用於地表並適當

覆土。

四、 為減緩雨水的飛濺，建議採用草生栽培，

草種可用百喜草或埃及三葉草，而修除草

皮時應避免傷及樹幹，以免傷口成為病原

侵入點。

五、 平地栽植需注意保持果園排水性，避免田

區積水，可適當開溝或埋暗管方式加強土

壤水分排出。

六、 使用健康種苗。若金柑幼苗枝葉已出現褐

化病徵，建議定植前修除並施藥防護。

七、 修剪近地面枝條，減少低垂枝結果，減少

土中病原因雨飛濺感染果實及枝葉。

八、預防星天牛在樹幹基部蛀食與產卵，誘發 
　　裾腐病。

黑點病

病害生態

用手觸摸病斑會有粗糙感，因此俗稱「沙

皮病」，其病原為 Diaporthe citri。每年 4-6
月梅雨季或 7-10 月颱風期之多雨季節或濕度

較高時均為其適宜發病環境 ( 圖六 )，在金柑

春梢萌芽期與幼果期，如遇連綿陰雨時發病最

為嚴重。再者，植株於日照不足、缺肥、施氮

4

5

2

3

 1 �鮮食金柑出貨對果實外觀品質要求高，且需農藥殘
留檢驗合格

 2 �芽葉疫病之病徵

 3 �疫病造成樹幹水浸狀病斑及流膠�

 4 �疫病造成全株死亡，防治不可不慎�

 5 �建議農友勿將枯枝留置樹下，成為病害感染源

 6 �雨季時黑點病感染新梢葉片之初期病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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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蟲害防治

金柑常見病害之生態及綜合防治

肥過多、乾旱或感染病蟲害等情況下，易產生

枯枝，枯枝被黑點病菌侵入後則成為其感染

源。

病　徵

在葉片、嫩枝條及果實上，會形成粗糙之

紅褐色或黑色突出密集小點 ( 圖 7)。不同齡期

果實染病時病徵不同，病果後期病斑多會結合

形成泥塊狀或淚狀病斑。

防治方法

一、 預防勝於治療，果園建議盡量保持通風及

排水良好、日照充足。

二、 避免偏施氮肥及特別加強田間衛生，因病

害接種源主要來自枯枝，修除枯枝可大幅

降低感染源 ( 圖 8)。
三、 4-8 月間可施用 56% 貝芬硫醌可溼性粉劑 

800 倍、22.7% 睛硫醌水懸劑 1,000 倍或

80% 鋅錳乃浦可溼性粉劑 500 倍等任一

推薦藥劑。

四、 有機農友可施用 4-4 式波爾多液 ( 為硫酸

銅及生石灰各 4 份以及 1,000 份的水配製

而成 ) 或亞磷酸 500-1,000 倍進行預防，

或參考國外使用枯草桿菌成功防治黑點病

的經驗。無論為慣行或有機農法，建議施

用藥劑或資材前先盡量修除枯枝，並盡早

於雨季前施用防治。 

綠黴病

病害生態

綠黴病 ( 病原菌為 Penicillium digitatum)
是金柑果實採收期及貯藏期常見病害。綠黴菌

在溫暖多濕環境下容易繁殖，當果實上有傷口

時，病菌即可侵入感染。綠黴病病原菌會隨風

與氣流擴散感染其他樹上的果實，也會感染地

上的落果 ( 圖 9)，並隨樹上金柑採收後一起進

入貯藏庫，在貯藏或運輸期間如遇環境高溫多

濕，發病較為嚴重 ( 圖 10)。
病　徵

果實在染病後表皮出現水浸狀斑點，並長

出少許白色黴狀物，之後病斑擴大，病斑中心

轉為淡綠色（病原菌的分生孢子），至後期果

皮軟化並長滿綠色孢子 ( 圖 11)。 

7 8

9

病原菌經雨水傳播感染葉

片，初期病斑為紅褐色至

黑褐色針頭狀的突起小點，

周圍有黃暈

枯枝上病原菌感染源

12



防治方法

一、 可利用 2 刀法來採收鮮食金柑，第 1 刀
自樹上剪下果實，第 2 刀將果梗修平 ( 圖
12)，可有效降低果實傷口。

二、 盡量避免於雨天時進行採收，如遇下雨，

採收後可先放置於陰涼通風處或吹電扇增

加空氣流通，以除去果實表皮上多餘水分

( 圖 13)。
三、 適�修除下垂枝，避免下垂枝結果受到感

染。

四、 一般在陽光充足及金柑樹中間部位結果者

之腐爛率較低，結果量過多時腐爛率亦較

高，因此建議盡量保持果園內日照及通風

良好。

五、 可選用免訂定容許量之農藥進行預防性噴

藥，如三元硫酸銅等。如發病較為嚴重時，

可於果實採收前 4 天噴施 40% 腐絕可濕

性粉劑 1,000 倍或 50% 免賴得可濕性粉

劑 4,000 倍。

10 11

結　語

金柑開花習性特殊，開花期一年 3-4 次，

造成果實的成熟度及採收次序不一致，因此在

防治上需注意遵守藥劑安全採收期，避免在鮮

食上或加工後有安全疑慮。金柑病害在臺灣的

研究報告較少，病害發生情況亦常依地區氣候

條件、土壤環境、管理方式等因素而異，本場

提醒農友於田間亦應多加了解病害發生情形，

注意適時防治，運用整合性管理栽培方式或善

用亞磷酸及微生物製劑等非農藥資材，勿過度

依賴化學農藥，以生產安全高品質之金柑。

12

13

7 �黑點病在葉片上形成黑點狀病徵

 8 �若植株有枯枝常成為病害感染源，建議剪除

 9 �落果感染綠黴病後成為園區中重要感染源，且易感
染下垂枝結果

 10 �金柑保存時濕度高且有傷口時易感染綠黴病

 11 �綠黴病造成金柑果實腐敗，雨季濕度高時長滿綠色
孢子在園內隨風雨傳播蔓延

 12 �可利用 2刀法來採收鮮食用金柑，將果梗修平 (左
方果實 )，可降低果實放置時果梗可能刺傷其他果

實而感染病原菌

 13 �帶果梗與葉片果實採收後小心整理，放置通風處除
去果表多餘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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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
科技新貴轉戰農夫 展開不一樣
的人生 - 洪亮宇青農 作者：林正木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60

1

前　言

近年青年進入農業，為了汲取農業知識及

技術，參加農民學院課程，俾以返鄉從事農業

工作。這些青農們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除了成

為未來繼承老農的中堅份子外，並具備創新的

想法及不同領域專長等，帶來農業新氣象，開

創新的農業格局。因此，多鼓勵及輔導這些未

來可能是農業明日之星的青農，藉助各式各樣

的媒體報導，協助為台灣農業努力的青農們打

開知名度，同時希望作為未來想從農的新進農

民借鏡，並起拋磚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青

農加入農業行列。以下將介紹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農民學院結訓學員的從

農事蹟，一位從台北移居到花蓮的 42 歲洪亮

宇。

健康遇瓶頸 人生大轉彎

在科技業打滾超過 10 年的洪亮宇，好不

容易累積了工作經驗及人脈，而且收入優渥又

穩定，是人人稱羨的科技新貴。不過冗長的工

作時間，加上長期看著螢幕的後遺症，經年累



 1 �叫我快樂農夫 !洪亮宇青農

 2 �採多樣少量及分區種植方式��確保工作步調的平穩

 3 �友善耕作益處�營造生物多樣性

 4 �輪作休耕的田區��讓土地得到足夠的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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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首當其衝造成眼睛的傷害，經醫生診斷出

是視網膜產生了病變，不建議他再繼續過度使

用眼睛。亮宇於是開始在健康及事業的交叉點

徘徊，深思熟慮後選擇了一條親近大自然的工

作，也讓同事及主管感到驚訝及惋惜，結果是

健康的重要性戰勝事業，寧願放棄百萬年薪的

科技新貴，轉向陌生的領域傳統農業，從白領

轉向藍領階級，開啟人生的嶄新一頁。亮宇是

學電子工程背景，踏入農業後，人生大轉彎，

為了要增加農業知能，積極參加農民學院課

程，並也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堅持友善耕作 以自己家人食用為生產信

念

亮宇自稱是農一代，享受不到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的優勢，不過卻也自喜不被傳統的農

業觀念及經營模式框架所限制。104 年開始務

農後，就直接採用有機的栽培方式種植農作

物，主要的生產信念就是以自己家人要吃當作

標準，亮宇認真地表示自己都不敢吃的話，將

心比心，別人哪敢吃呢！因此，亮宇認為採用

友善環境的有機農法，好處是可以生產優質的

農產品，還能維護生態環境平衡。礙於生產規

模小、農場人力缺乏及繁雜生產紀錄填寫等因

素，雖然目前尚未申請有機驗證，不過亮宇會

讓消費者到農場體驗或參觀，真正瞭解到生產

基地的環境及耕種方式，進而認同他的產品。

消費意識抬頭，有機農產品在市場上仍佔有一

席之地，亮宇未來會向驗證單位申請，因為有

機驗證可以開拓通路、提升消費者食的信心及

迎合未來市場的趨向。

輪作模式 找到自己的工作能量及作業程

序

為了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務農前找到了

位於花蓮的生產基地，並買下了近 4 分地的農

地，終於定下心落腳在壽豐。買地之前不會盲

目購地，會先找認識的農民或學員一起討論，

收集一些建議及意見，因此讓自己的想法更加

周詳。當時購地時除了考慮到資金、經營模式

外，工作負荷量也是頗重要，因此在開始種植

農作物前，會去觀摩有機農民的農田，他發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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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種作物不會一直在同一塊田種，而且會輪

流著種，農民告訴亮宇這是輪作制度，雖然經

常要換地很麻煩，但是它帶來的效益非常大，

舉凡土地改良、病蟲草害減少等。

觀摩其他農民的種植方式後，亮宇亦悟出

若全部的農地拿來種植玉米，相信會產量過多

而滯銷，採收時自己也會應接不暇，造成血本

無歸。因此，他會適當地依自己的田區環境調

整作物種類及田區規劃，並採取輪作及多樣化

種植，亮宇表示，這樣的種植模式，比較有系

統性、規律性，不會讓他忙得不可開交，而且

在輪作換地時，會讓採收完作物的農田，保持

一段無作物狀態，讓土地休養生息。由於這樣

輪作及少量而多樣化種植，亮宇也抓到自己作

業的步驟，從容地面對每一產季。

賣的是商品 也賣自己的商譽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的亮宇，大概是因為擔

任了 10 年多的工程師，責任制的工作型態養

成他要把事情做好。進入農業後，也把認真的

態度發揮到農事工作上，例如洗薑黃、玉米預

冷等就可以看出的他的工作態度。薑黃採收完

後，送至加工廠切片及磨粉前，先在農場把薑

黃清洗乾淨，然後才送到工廠加工。亮宇一定

會先把薑黃清洗得一乾二淨，也讓加工廠的負

責人眼睛為之一亮，並向亮亭說，我很少看到

農民會洗得那麼乾淨！亮宇說，只要帶點土的

薑黃，在切片及磨粉時就會一起混在一起，再

來清掉就不容易了。為了讓消費者吃到百分之

百的薑黃粉，賣力的清洗工作是最基本功夫，

也因此在他的加工產品裡，薑黃粉是網路熱賣

的寵兒；另外，玉米採收後，為了吃到鮮甜多

汁的超甜玉米，一定會先在家進行冷水處理，

留住最佳的糖度及風味狀態，遇到趕工時還會

做到半夜，亮宇表示若沒有做好預冷步驟，超

甜玉米的品質就會大打折扣。

善用通訊軟體  提升農產品產值

農產品銷售是許多農民頭痛的問題，就算

有通路也不一定有理想的價格，因為會依通路

型態而改變。最佳的通路是直銷，也就是直接

賣給消費者，利潤才能夠全回饋給生產者。這

點對於亮宇倒是不成問題，因為具備善用通訊

軟體技能，如臉書、Line 等，因而創造出農產

品的價值。亮宇說，旁邊田區也有農民在種玉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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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生產的新鮮玉米都直接送往果菜市場賣，

如果用相同的面積及產量與品質下比較，我的

玉米收益一定不會輸，他很有自信地說，我半

分地的玉米田在臉書賣就有 3 萬元的獲利，因

此這位農民對於亮宇能賣到好價錢非常羨慕不

已。為了要配合網路販賣及增加農產加工品的

辨識度、防止自己品牌被盜用，已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申請商標，並預定於今年 8 至 10 月

取得合法的標章，申請中的商標是以「巡田水」

字樣作為商標，亮宇說商標的含義是要發揚農

村的巡田文化，並從傳統農業注入新的創意及

思維。

自許成為年收入百萬年薪的農業新貴

亮宇說到未來從農的夢想時，就娓娓道來

說，未來的目標是要達成一年要賺 100 萬以上

的農業新貴。務農已2年多的亮宇，購買土地、

農機具、農業資材等，已投資了約 8 百萬，投

入的資金還沒有回收，而且目前的收入與在科

技業不能相提並論，甚至入不敷出，支出的錢

與收入的錢尚未打平。亮宇不會因為收入少就

打退堂鼓，他反向思考說，剛從事農業也像是

在創業，任何職業要創業，一開始大部份的人

都是在燒錢，農業也不例外，他用試算表瞭解

自己每年的收入變化，他高興地說，每年的收

入都在逐年增加中，而且今年上半年的收入，

就勝過去年整年度的收入，顯示事業正穩定發

展中。

為了期待能成為年收入百萬年薪的農業新

貴，亮宇說未來會擴大經營規模，除了穩定生

產一、二級產品外，還會導入三級休閒服務概

念，與附近不同生產品項的農友合作辦理食農

教育及體驗活動，彌補自己的不足，甚至要推

廣「才藝換宿」，吸引多才多藝的人以換宿為

由，分享及貢獻自己的才藝，未來還會蓋起民

宿，提供住宿及餐飲服務，拓展服務項目，百

萬年薪的目標指日可待。

結　語

農村人口老化，有些農二代不願傳承農業

薪火，反觀這些不是農二代，半路出家的青農，

創造出另類的人生。藉由本篇的經驗分享，希

望能鼓勵各地青農或新進農民燃起返鄉務農的

信心，並讓這股新興勢力與潮流，引領臺灣農

業走向康莊大道！一起創造「青」出於農的藍

海農業！

 5 參加農民學院加工課程��汲取農業新知

 6 急速進行預冷處理��麻煩卻能確保產品品質

 7 申請中的巡田水商標��深具農業文化的意涵

 8 純淨的薑黃粉配上精緻的包裝��提高產品的價值

 9 亮宇的洛神花蜜餞��深受消費者青睞

 10 帶消費者來體驗��提升對產品的認同感

 11 製作簡單試算表��掌握農場資金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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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建置及應用

前　言

為培育優質農民，兼顧產業職能理論及生

產實務，本場特別透過產業觀點與訓練需求，

建構產業人才知能標準及課程規劃。提供農業

人才培訓所需之農業產業系統性課程，增進農

民所需之知識、技術與企業經營能力，以提升

農業整體競爭力。因此，為推動農業專業系統

化訓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結合各相關試驗改良場所，成立課程規劃小

組。包括：有機農業、水稻雜糧等，盤點分析

農業產業之專業能力及分類，並建構有機農業

初階班之標準化課程規劃。

以下將介紹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建

置及應用，除了展現花蓮農改場建置農民學院

標準化課程之外，亦著重在未來如何應用在課

程規劃，建構農業產業課程發展邏輯性，完整

建立學員的知識系統。

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建置

一、標準化課程規劃流程

為了讓標準化課程具有公信力及嚴謹性，

由農民學院管理中心結合各試驗改良場所成立

了有機農業課程規劃小組，由花蓮農改場擔任

總窗口，召集產官學界專家進行腦力激盪的工

作坊。課程規劃小組依據課程規劃流程，如圖

一，盤點有機農業主要核心能力及細項核心能

力，建構核心能力地圖。並以初階班進行標準

化課程規劃，透過專家會議的審查，修訂完成

標準化課程規劃。

二、標準化課程建置成果

經過數次的工作坊及專家焦點座談會後，

已確定了有機農業主要核心能力及細項核心能

力，並建構有機農業類知識地圖。接著依據知

識地圖，進行歸納及整合花蓮、台南、苗栗等

農改場的有機農業初階班課程，規劃出有機農

業初階班課程。以下將介紹有機農業之知識地

圖及標準化課程表：

（一）有機農業類知識地圖

有機農業類主要核心能力可分為 4
種，包含栽培管理能力、環境安全管理

能力、農產品加工利用能力、經營管理

與行銷能力等；細項核心能力再分為 15
項，其中，栽培管理能力 2 項、環境安

全管理能力 5 項、農產品加工利用能力

標準化課程規劃流程

籌組有機
農業課程
規劃小組

建構核心
能力地圖

專家會議
完成標準
化課程規

劃

盤點主要
核心能力
及細項核
心能力

18

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
課程建置及應用

作者：林正木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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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應用

為了整合各訓練單位的資源，發揮教育訓

練效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民國 100 年成立

農民學院，建置系統性課程，從入門、初階、

進階、高階等階層性課程，有效運用及整合教

育資源，使得課程規劃邁入新的里程碑。

雖然系統性課程，可以解決學員不同的學

習需求，但是在同一階層同樣主題的課程會有

不同單位辦理，造成課程內容不一致或不連貫

等情事，資源未達到有效之整合運用。因此，

為了整合相同主題及層級的課程內容，並在即

有的系統性課程基礎下，再進一步推動標準化

課程，建立一體適用的共同性課程。建立有機

2 項、經營管理與行銷能力 6 項；細項

核心能力可依授課深淺及課程屬性，核

心能力分級為基礎、進階、高階，如表

一。

（二）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規劃

依有機農業類主要核心能力規劃初

階班，以培育農民從事有機農業類栽培

生產之基礎執行能力，完成 10 天共 76
小時課程規劃。課程分成三類，包括共

同課程 ( 共同必要課程 )、主題課程 ( 因
各訓練場所特色安排之相關課程 ) 與配

合共同課程安排的實習課程 ( 指實作、

參訪等 )，有機農業類初階班對應之課

程，如表二。

表一、有機農業類知識地圖

主要核心能力 細項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分級

基礎 進階 高階

1. 栽培管理能力
1-1 有機農作物基本栽培及收穫調製能力 ν

1-2 有機農作物栽培品質管理與分析能力 ν

2. 環境安全管理能力

2-1 有機農田優質土壤環境營造能力 ν

2-2 有機農作物土壤肥力及營養障礙應變能力 ν

2-3 有機農作物病蟲草害辨識及防治能力 ν

2-4 有機農作物整合性管理防治能力 ν

2-5 有機農產品加工驗證認知能力 ν

3. 農產品加工利用能力
3-1 有機農產品採收後處理與加工能力 ν

3-2 有機農產品加工技術能力 ν

4. 經營管理與行銷能力

4-1 有機農場核心經營能力 ν

4-2 有機農產品行銷能力 ν

4-3 有機農場人力資源管理能力 ν

4-4 有機農業研發管理能力 ν

4-5 有機農場財務管理能力 ν

4-6 有機農業資訊管理應用能力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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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建置及應用

表二、有機農業初階班課程規劃表

主要核
心能力

細項核心
能力

共同課程及時數
（對應核心能力之共同
必要課程）

主題課程
（因各訓練場所特色所
安排之相關課程）

實習課程及時數
（指操作參訪等
課程）

時數 ( 小時 )
共同 +
實習

主
題

栽培管
理能力

有機農作
物基本栽
培及收穫
調製能力

蔬菜有機栽培技術概論
（1）、水稻有機栽培技
術概論（1）、果樹有機
栽培技術概論（1）、
雜糧有機栽培技術概論
（1）、農業機械概論
（1）

【設施區塊】如：設施
在有機栽培應用等。【特
色作物區塊】如：保健
植物有機栽培技術概
論、香草植物有機栽培
繁殖技術概論等。【氣
象與防災區塊】如：農
業氣象及災害防範介紹
等。

特色作物有機
栽培田間操作
（16）、農業機
械操作、保養及
維護（2）

23 14

環境安
全管理
能力

有機農田
優質土壤
環境營造
能力

有機栽培土壤管理概論
（2）、植物營養與有機
質肥料概論（2）

堆肥特性、製作
及施用實習（4）

8

有機農作
物病蟲草
害辨識及
防治能力

有機防治資材概論
（1）、
有機農作物病蟲害辨
識、生態與防治概論
（4）
、有機農田雜草管理概
論（2）

【有機防治資材特論區
塊】
如：天敵防治、不列管
有機防治資材介紹等。

有機農作物病
蟲害防治實習
（2）、有機農作
物病蟲害防治資
材製作及使用實
習（4）

13

有機農產
品及加工
品驗證認
知能力

有機農產品驗證基準及
程序（2）

【政策法規區塊】如：
國內有機農業法規、政
策及輔導措施、有機加
工法規等

2

農產品
加工利
用

有機農產
品採收後
處理與加
工能力

有機農產品採收處理及
包裝貯運概論（2）、有
機農產品加工概論（1）

有機農產品採收
處理實作（2）、
有機農產品加工
實作（2）

7

經營管
理與行
銷能力

有機農場
核心經營
能力

國內外有機農業發展現
況及願景（2）、有機農
業理念介紹（1）

【經驗分享區塊】如：
有機農場經營經驗談、
有機農產品展售經驗分
享等。【經營管理區塊】
如：有機農場規劃與經
營管理概論、有機農田
生態系規劃概論、有機
農業發展願景、有機農
產品行銷與傳播等。【農
業發展趨勢區塊】如：
專案農業貸款介紹等。

有機農場參訪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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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應用性相當廣泛，縱

向可以有效銜接各階層訓練課程，�向可以讓

各試驗改良場所辦理相同課程時能有一致的訓

練水準。以下介紹標準化課程應用：

一、提供訓練單位規劃一致性的課程

有機農業是未來的趨勢，全台各地都有農

友加入有機生產之行列，農業試驗改良場所也

積極從事有機農業相關試驗研究，並配合農民

學院規劃有機相關課程，提供各地有機農友汲

取新知。目前花蓮、台南、苗栗區農改場每年

常態性辦理有機農業初階班，雖然為主題相同

的課程，但是各自的課程名稱及上課內容不一

致，因不同的講師所教授的內容深度及廣度有

差異。如果建立標準化課程後，其教學重點、

教材內容就可以標準化、規格化，變成公版教

材，只要講師依照公版教材授課，就不會有太

大的落差。

二、作為各階層課程目標訂定之基準

制訂有機農業類知識地圖及初階班標準化

課程後，未來在縱向可以有效銜接各有機農業

階層之訓練課程。例如未來規劃系統性之有機

農業類入門、初階、進階、高階等階層時，講

師在撰寫課程講義及上課簡報時就可以有依

循，容易訂出適合該層的程度及教材內容，例

如園藝或農藝入門班要介紹有機農業時，可以

參考初階班的教學重點做為基準，俾以安排比

初階班較為淺顯的入門課程，也不會有課程內

容重複的現象發生。另外，若要安排有機農業

進階及高階班的課程時，同樣也以初階班的教

學重點做為基準，發展較為深入的課程內容。

三、農業知識傳承及增修訂有依循

由於某一堂課程的講師，不會一直是固定

講師擔任，可能會因退休、轉調及其它因素等

而換人，使得講師會有所變動，但是惟一不變

的是課程內容，講師如何變動，內容仍能維持

一定品質。雖然講師換人了，卻不會影響教材

內容，只要把標準化的課程延續下去，新講師

依照標準化的課程來上課，就可以一直傳承下

去。即便是隨著時代變遷，課程內容與時俱進

也要做修正及增修時，標準化課程就可以扮演

修正依據的角色。

四、建置各產業標準化課程及數位化課程

建立標準化的課程規劃發展流程及表單

後，針對非農民學院的課程，仍可據以參考，

建置屬於自己核心技術的標準化課程，未來對

轄區的農民進行系統性的教育訓練。另外，未

來建置農民學院數位化課程也是指日可待。因

為數位化課程一般具備完善的課程架構，讓線

上閱讀者能一目了然整體課程的面貌。同時還

會有測驗學習成果的牛刀小試，標準化課程也

具備此特性，舉凡每個課程都會有教學目標、

課程大綱、教學文案、測驗等，未來開發數位

化課程已踏出一大步，提供學員多元化的學習

管道。

結　語

花蓮農改場負責有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

程之建置，成果相當卓著，並落實在每年的課

程規劃上。同時台南及苗栗農改場也同步以此

架構設計課程，無論參加那一個訓練單位的學

員，所學到的共同課程是相同的。未來標準化

課程仍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持續檢討與增

修，並同時推動共同課程之教案開發，以期完

整建立點、線、面之標準化課程。希望藉由有

機農業初階班標準化課程，期能建立示範性作

用，帶動入門、進階標準化課程發展，逐步達

到有機農業類系統性課程規劃與整合之目標，

培養台灣有機農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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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金針開發與應用

海外交流

沖繩傳統野菜－金針

沖繩位於日本西南側，全縣面積約 2,281
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144 萬人。與台灣氣候

類型相類似，年均溫為 20° C，夏季最熱時

平均氣溫不超過 30° C。金針屬於沖繩縣 28
種傳統島產野菜之一，沖繩所栽培的金針學

名 為 Hemerocallis fulva L.var. sempervirens 
M.Hotta。沖繩人民常在豬肉或雞肉中加入金

針烹煮。自沖繩古代記載，從琉球王朝時期，

宴客料理中經常用金針入菜，金針除了作為蔬

菜食用之外，人們不好入眠時，只要將金針花

煎豬肉做成藥膳料理來食用，或飲用金針的莖

葉煮成茶飲，便得以入眠，在沖繩的方言裡將

金針稱為「忘憂草 (Nibui gusa)」為安眠草的

意思。位於沖繩北部今歸仁村的農業生產法人

有限公司今歸仁座間味農場，自 2007年成立，

生產金針並經營「安眠草本舖」品牌，開發金

針相關加工產品販售。

沖繩金針的食用

沖繩的金針全株皆有使用，於沖繩每年 9
月到 11 月為金針「花」盛產期，期間採收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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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綠蕾、黃蕾及花朵販售，金針花朵可生食，作成天婦羅、

煮湯、壽司、沙拉或醋漬物等食用方式，金針綠蕾及黃蕾需

煮熟後食用，常被當作蔬菜，可炒、炸或煮湯等；至 12 月

到 6月則為金針「葉」生產的時間，採收葉片作為茶飲食用；

金針莖白台灣稱之「碧玉筍」，生產時間為 2 月至 5 月，鮮

嫩脆甜需煮熟食用，可作餃子、炸肉丸內餡、炒食、燉菜或

煮湯用途廣泛，而金針根部則主要作為藥用，在沖繩終年皆

有金針產品生產。

金針茶飲的製程

探訪今歸仁座間味農場為冬季 2 月期間，農場執行長座

間味久美子女士說明，此時為金針葉片產期，因金針葉片較

硬，但具有特殊的睡眠功效，因此乾燥作為茶飲販售。其農

場內栽培金針面積約 1.7 公頃，栽培期間完全不施用農藥，

田間做畦，每畦上植三行金針，並以塑膠布防治雜草。人工

收割田間葉片，每日採收工人約兩名，將地上部葉片割下，

僅留下 2 至 3 公分莖葉使之繼續生長。金針葉片取下後以塑

膠布包綑，運送至約五坪大的工作室內有簡易的桌椅，此為

初級的分級場，進行初級選別工作。其內工作人

員約四位，挑除枯黃葉片及老化葉片，將青綠色

葉片乾淨整齊的排列於籃中，即完成初步的選別

工作。

金針葉片經過初級選別後，直接載送至車程

只需三分鐘的加工廠，進行金針茶飲加工製作。

加工廠內強調日本政策推動的 4S 活動，包含清

理、整頓、清掃、清潔四個原則，每個機器上都

能看到對於環境清潔的提醒標示及相關的注意事

項，進入加工廠內即需更換乾淨拖鞋，以防止室

3 4 5

6

7

 1 �沖繩農民於田間採收新鮮金針葉片，僅留下部分莖
葉使之繼續生長

 2 金針葉片收割完再繼續生長的情形

 3 田間採收的金針葉片整齊集中置放於採收籃中

 4 �金針田間栽培三行一畦，並以黑色塑膠布防治雜草

 5 �採收後的金針葉片以塑膠布綑綁，運送至分級場進
行選別

 6 �農婦將枯黃葉及老化葉除去，留下青綠色葉片，整
齊的排列於籃中

 7 農場附近的簡易初級選別分級場內部情形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五期 /107. 09 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23



日本沖繩金針開發與應用

海外交流

外的汙染源進入室內，可見得對於環境整潔的

重視。

運送至加工廠的金針葉片，從後門進入

洗滌室，避免灰塵及生物汙染，專業人員即

進行分類及排列，將金針葉放入洗滌機，以

100ppm 的次氯酸鈉浸泡 5-10 分鐘，進行金

針葉片清洗的工作。經過清洗完畢的金針葉排

水瀝乾後，送入另一個工作室，用截切機分切

成均勻大小後，平舖在乾燥機中，進行烘乾降

低含水量，烘乾完畢的金針葉，即可泡茶飲用。

大量烘乾完成的金針葉片，為節省所占用的空

間及保存，故真空包裝成一個大體積單位，之

後視需要進行拆裝分包。乾燥後的金針茶經過

煮泡後，可作為助眠產品使用。

金針產品多元化開發與利用

除了金針葉茶飲製作之外，今歸仁座間味

農場還有各式不同的加工品生產，將金針充分

運用開發，將新鮮黃色的金針花切成細碎塊

狀，作成鮮甜的金針花果凍醬，淋上料理或生

菜上，攪拌於食物中，或擺盤沾醬等使用，變

換不同料理方式。以手工採摘金針花，浸泡於

醋漬液中保存，鮮豔的醋漬金針花，口感爽脆，

呈現優美艷橘色的金針花。金針葉片乾燥磨成

粉末後，用途更多元，可直接加入熱水飲用或

煮湯，攪拌入各種飲品調味，料理或甜點中都

可以加入金針粉末，或是用金針葉片粉末加入

黑糖塊中，製作成金針黑糖食用等，用途廣泛。

今歸仁座間味農場除了致力於開發許多金

針加工品，將金針的花朵、花蕾及葉片各部位

皆充分利用，並於每年 9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

沖繩金針開花的季節，開放採花體驗活動吸引

遊客，並藉由辦理金針農產品販售市集，及金

針花美女選拔競賽，行銷推廣沖繩金針產業。

9

10

11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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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今歸仁座間味農場外，沖繩睡眠研究專家江口直美

博士研究金針萃取物，產生的睡眠腦波和自然睡眠相似，以

誘導正常睡眠產生，可以改善失眠，並以金針萃取物開發錠

劑、金針作成的酵素飲品，或金針助眠飲品等不同型態產

品。金針飲品非醫療食品，由金針中提煉出具助眠的成分，

可促進血液循環及有效深度睡眠，加入 GABA 或維他命 C
等，製作成助眠飲品食用，以改善睡眠障礙、憂鬱情緒、促

進末梢血液循環，相關產品已在沖繩商店及網路等各通路販

售。

結　語

承襲沖繩古代傳統，沖繩人民將金針的特

殊功能廣泛開發運用，並進行調查研究。今歸

仁座間味農場所經營的金針產業，於金針花期

和台灣一樣開放賞花及體驗活動，雖其產地栽

植的金針面積雖不到 1 公頃，卻能開發出不同

多樣化的金針產品，如 : 金針花茶、金針花果

醬、醋漬金針花、金針黑糖塊、金針花粉末、

金針酵素飲等產品。而台灣金針栽培面積遠遠

超過沖繩，金針產品常見乾燥金針花及鮮食花

蕾或碧玉筍，若能效仿沖繩金針產業，提升機

能性利用，開發金針多元加工品，不僅較鮮食

可延長食用期限，更能提升金針附加價值，增

加金針農之經濟收益，將助益台灣金針產業之

推動。

 8 �位於沖繩北部今歸仁村的農業生產法人有限公司今
歸仁座間味農場

 9 金針加工廠內部情形

 10 �運送至加工廠的金針葉片，進行分類及排列，放入
洗滌機進行清洗

 11 �清洗完畢的金針葉排水瀝乾後，送入截切機分切成
均勻大小

 12 �分切完成的金針葉片，平舖放入乾燥機內，降低水
份含量

 13 乾燥後的金針葉片，置入真空機包裝

 14 真空包裝完畢的金針乾燥葉片，一袋約 7公斤

 15 �鮮豔的醋漬金針花，口感爽脆，呈現優美艷橘色的
金針花

 16 �金針葉片乾燥磨成粉末後，用途多元廣泛

 17 �農產直賣所內販售金針葉片茶飲及可直接飲用的金
針酵素飲品

 18 �具養顏美容及助眠效果的金針飲品

15 1614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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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7月 14日於花蓮知卡宣綠森
林親水公園，舉辦 107年度生物多樣性活動－
森羅萬象‧生生不息，當日本場「有種大聲說」

攤位，介紹多種部落常見作物之種子，另有種

子辨認活動，以及免費贈送原民常見作物種子，

並鼓勵民眾進行種子交換，受到現場大人小朋

友的熱烈歡迎。

由於原住民食用多種豆類，因此本場選出

菜豆、豇豆、米豆、鵲豆以及樹豆，讓民眾依

種類辨認，研究同仁並解說其營養價值及原民

食用方法。另外除了以上豆類種子外，還贈送

紅藜、紫蘇、秋葵等部落常見作物種子，而種

子交換也是過去部落常見的做法，因此本場亦

鼓勵現場民眾進行交換，並請大家說出這些種

子的故事。

即使是農業生產，也可以維護環境生物多

樣性，因此本場推廣生態服務農業，並研究部

落特色之抗逆境作物，不但維持了農田生態，

也照顧到了農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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