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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無人機時代來臨！利用無人機進行噴藥等農業

作業，對於時常缺工的農家來說，實在是一大福音。為

了解農友使用植保無人機實際情形，本場日前購入相關

設備，同時本場杜麗華場長率領 8 位不同課室的同仁

們，一起參加無人機的專業執照考試，目前大家都通過

學科考試，後續將再進行術科測驗。

本場作物改良課葉育哲課長表示，此機器將應用於

場內田區試驗，尤其是有機方面的試驗，因為資材使用

頻率高，使用效益也會提高。本場也將開設相關訓練課

程，協助農友應用這些高效能省工無人機具。

植保無人機正夯
本場與時俱進助農友

▲本場杜麗華場長 (左二 )與同仁報考無人

機專業執照，並以公餘時間實物操作練習，

為未來植保無人機輔導業務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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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的事　本場跨單位同解決

今年 7 月份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來訪花

蓮，至地方青農田區實地了解大家的經營情

形。其中柯春伎農友提到黑豆茶手工焙炒和

利用機械炒製總會有落差，因此希望能穩定

黑豆茶品質。於是在陳副主委指示下，本場

協助柯春伎農友至茶改場尋求炒製的關鍵技

術。

在連絡後，茶改場先觀察青農自行炒製

的黑豆樣本，發現手工炒製較均質且外觀有

光澤，以電熱式機器製作的黑豆茶則相反，

因此茶改場先打樣出 5 種不同烘焙黑豆的溫

度，並讓柯春伎品評選擇。

隨後 10 月 7 日本場葉育哲課長及蔡秉

芸助研員，與柯春伎前往茶改場並與林金池

課長討論製程、改善方式，並建議使用咖啡

烘焙設備，討論期間茶改場蘇宗振場長亦到

場關心、共同討論。

現場經過試炒並進行香氣及口感品評，

柯春伎選定相關炒焙條件。除了口感之外，

也考慮利用拋光技術提升黑豆茶產品外觀，

因此後續也將持續合作輔導青農拉提升加工

設備及技術。

▲本場葉育哲課長 ( 右一 ) 蔡秉芸助研員 ( 左一 )
協助柯春伎農友 ( 左三 ) 至茶改場學習黑豆茶炒

製技術，產業服務課林金池課長 ( 左二 ) 親自帶

領大家製作，蘇宗振場長 ( 右三 ) 亦到場關心

▲現場試炒後，大家使用茶葉標準品評杯，進行

香氣及口感品評，柯春伎並記錄相關炒焙條件，

以利後續決定產品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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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韓國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實例

國際交流

雜糧給大眾認識，開設餐廳及烹

飪教室推廣傳統雜糧飲食文化。

二、保存傳統蕎麥種原的單品蕎

麥麵料理

靜岡大學調查在靜岡市有超

過 120 種地方品種，其中井川區

因祭典文化保存了 60 種種原，是

靜岡地區調查保存最多地方品種

的地區，其中有 10 種重要的雜糧

品種，目前正積極推廣地方品種

蕎麥。

靜岡市中山間地振興課為了

保存與推廣地方品種種原，與農

民合作進行種原收集、種植及保存，並結合農

事體驗活動、餐廳料理及農村旅遊等方式推

廣，其中位於靜岡市葵區的手作蕎麥麵餐廳，

為響應地方品種蕎麥的保存與推廣，在餐廳中

提供單品蕎麥麵料理及食農教育，消費者可以

在餐廳的解說下認識產地及農民種植地方品種

蕎麥情形，並體驗不同地方品種製成的蕎麥

麵。

結　語

從日本及韓國地方品種的保存及推廣實例

中，可以看到要推動保種工作，除了政府推廣

及農民的努力種植外，更需要從消費者的角度

切入，讓更多消費者認識保種的重要性及價

值，透過消費者支持與選購地方品種農產品，

進而帶動與影響農民的栽培種植意願。另外，

也可善加利用「地方品種」作為地方特色品牌，

成為在農村產業或體驗式經濟中吸引消費者之

重要元素，日本及韓國地方品種保存與農產

業、文化結合之模式，值得保種工作推動參考。

13  順天 local food market 超市提供地方品種蔬果上

架販賣空間

14  超市的產品販售架上標示生產農民的資訊並介紹在

地農產品的特色

15  「순純�순順�순筍」為順天地區政府為地方小農設立

的加工品牌

16  石本靜子農民保存的傳統雜糧種原

17  由當季地方品種料理的日式餐點

18  石本靜子 ( 左 ) 的孫子石本駿輔 ( 右 ) 回鄉持續種

植及推廣地方品種雜糧 ( 前方 )，目前石本駿輔主

要栽培地方品種馬鈴薯

19  位於靜岡市葵區的手作蕎麥麵餐廳

20  手作蕎麥麵餐廳中提供葵區的地方品種蕎麥製成的

蕎麥麵料理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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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多元化利用，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利用柚花、果肉及果皮，

已成功開發 20餘款文旦加工產品。

今年更一口氣推出柚花乃香、柚見白露、阿柚皮啤 3款文旦啤酒。
本場開發製備原料技術，在花蓮縣鳳林鎮讚炭工房劉得劭老師協助

下，製作手工精釀啤酒，試作及品評了無數次，終於釀出泡沫細緻、

濃厚有深度又各具風味的 3款文旦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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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月拔’番石榴整枝修剪技術

前　言

番石榴的品種依果實後熟特性不同，可分

為更年性和非更年性兩大類。更年性番石榴果

實採收後會軟熟且不耐貯運，但香氣濃，適合

加工及鮮食，俗稱的「土芭樂」即為此類，主

要有中山月拔、梨仔拔、大蒂、白拔、宜蘭紅

肉拔等品種；非更年性果實成熟後較為硬脆，

不易軟化，如泰國拔、珍珠拔、水晶拔、帝王

拔、彩虹拔等品種。

宜蘭縣重要特色果品‘中山月拔’番石榴

為更年性品種，產區集中在頭城鎮，栽培面積

約 20公頃，皮黃肉白、口感軟嫩，果實完熟
後香氣濃郁，甜而不膩，在頭城鎮以鮮食為主。

頭城鎮農民慣行之整枝修剪模式為強剪及自然

樹型，常使產期過於集中，易有短時間銷售困

‘中山月拔’番石榴
整枝修剪技術

作者：徐子芳 助理研究員
　　　蘭陽分場

　　　園藝研究室

電話 :(03)989-9707轉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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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問題，加以貯藏不易，產銷壓力大，且長年

強剪亦致使樹勢提早衰退。為改善中山月拔樹

勢，本場採行中度修剪及開心型整枝，可維持

樹勢並穩定每批結果量，茲介紹相關成果以供

農民參考應用。

番石榴之整枝修剪

番石榴的結果習性是由當年生成熟側枝上

抽出之新梢開花結果，但番石榴枝條末梢生長

旺盛，因此在栽培上必須注意整枝修剪，以調

節生長並控制樹勢，減少養分消耗。

以單株產量來說，強剪（剪除側枝、截短

亞主枝）之樹型小且產量低，中等程度修剪

（側枝約留二節）之產量居中，弱剪（側枝約

留十節）之樹型大且產量高。因果實發育需仰

2



1 �‘中山月拔’果實及截切圖

2  ‘中山月拔’為更年性番石榴品種，果實成熟時果皮

呈淡黃色，香氣濃郁

3  連年強剪容易造成樹勢衰弱

4  中度修剪及開心型整枝可穩定樹勢、促進通風及日照

 5  選留 3-4 支主枝，以固定釘及布繩向四方拉開，進行

開心型整枝

賴葉片供給養分，弱剪之植株留節數多，葉片

數也多，養分供應充足，故果實品質較佳；反

之，強剪之植株留葉片數少，故果實小且品質

較差。但弱剪之樹勢過旺，單位面積可種植株

數少而致總產量低，故採中等程度修剪較為合

適。

中度修剪及開心型整枝

為穩定中山月拔樹勢，並兼顧果實品質與

產量，本場於農民慣行修剪時間 10月中旬進
行中度修剪，將徒長枝及過密的枝條剪除，側

枝及結果枝回剪，依樹勢及枝條量多寡留 2至
4節；整枝方面則採開心型整枝，選留 3-4支
主枝向四方拉開，與主幹之角度呈 45-60°，
促進日照及通風。

試驗結果顯示，中度修剪配合開心型整枝

（以下簡稱中度修剪）與農民慣行之強剪且不

整枝（以下簡稱強剪）比較，新梢數量無差

異，但中度修剪處理之結果枝比例及每結果枝

著生花苞數均較強剪多。在結果枝型態方面，

依花苞著生數目進行分級，0級代表沒有花苞，
1級代表 1個節位有花苞，2級代表 2個節位
有花苞，以此類推。中度修剪的新梢中，0級
不帶花枝條佔 56.8%，強剪處理則達 75.9%；
中度修剪 2級以上枝條佔 20.6%，強剪處理 2
級以上枝條則僅 7.7%。中度修剪可保留較多
樹體養分，加上自然開心型整枝促進通風及日

照，故結果枝比例及每結果枝花苞數均較強剪

多，有助於產量之提升。

番石榴在修剪後即抽捎，花芽在第 3-4對
葉之葉腋形成，不帶花的枝條經摘心或輕剪

2-3節，可促進花芽再次形成，故番石榴可連
續採收。頭城鎮的‘中山月拔’番石榴採收期

自 7月下旬至 9月上旬，本場於 108年調查
中度修剪及強剪處理植株之採收期均為 7月
29日至 9月 17日。於採收期間調查各批次採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一三期 /109.10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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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中山月拔’番石榴整枝修剪技術

6 中度修剪之結果枝比例及產量較高

 7 強剪之結果枝比例及產量較低

 8 不同整枝修剪模式之結果枝型態

 9 不同整枝修剪模式之單株批次採收量

收量變化，中度修剪各批次採收量於採收期第

1至 3週呈逐漸上升趨勢，第 3週採收量佔總
產量 13.0%，第 4週採收量明顯增加，達到批
次產量高峰，佔總產量之 30.0%；強剪處理於
第 1至 3週採收量亦呈逐漸上升趨勢，但上
升幅度較中度修剪小，第 3週採收量佔總產量
7.3%，第 4週採收量大幅增加且達到批次產量
高峰，佔總產量之35.7%。由此調查結果可知，
中度修剪批次採收量較強剪平均。另調查單株

總產量，強剪處理 14.2公斤，中度修剪處理
19.9公斤，即進行中度修剪及開心型整枝處理
產量可提高 40％。中度修剪及強剪之果實品
質則無明顯差異。

結　語

‘中山月拔’番石榴為宜蘭地區極具發展

潛力之更年性番石榴品種，然農民慣行之強剪

及不整枝，常使樹勢弱化、產期過於集中。為

改善此產業問題，本場利用中度修剪及開心型

整枝取代農民慣行之整枝修剪模式，有助於穩

定樹勢，減少植株更新之成本，並可提高產量，

使每批次採果量較平均，可降低產銷壓力並保

障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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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振興花蓮及宜蘭地區原鄉農產業為本場核

心業務之一，本場致力於保存原鄉作物種原、

研發改良生產技術，輔導部落轉型有機及友善

環境之生產方式，並結合在地特色及傳統文

化，以發展原鄉多元化特色產業。為增加產品

附加價值，融入在地原鄉特色元素與文化，透

過地產地消、體驗農遊的方式推廣，讓民眾學

習部落文化及參與體驗，進而支持購買及發揮

口碑行銷之效益，有助於促進在地特色農產業

之永續經營。

本文以本場輔導光復鄉馬太鞍部落陸稻保

種復育為例，說明本場協助部落復耕古老陸稻

之外，也協助辦理傳統陸稻生產利用之田野訪

查，以陸稻稻米開發特色餐點及加工產品，設

計酒釀及掃帚製作 DIY體驗活動等，並規劃遊

光復鄉馬太鞍部落
陸稻保種推廣

作者：曾竫萌　副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 :(03)852-1108轉 1900

程、舉辦體驗推廣活動，作為部落發展特色陸

稻產業及延續傳統農耕文化之參考。

保種與利用

本場多年來不斷收集與保存作物遺傳資源

作為育種材料，在陸稻方面，累計已收集了

247個品系，其中可能具有抗逆境、抗病蟲害
或特殊機能性的基因。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

遷，育種人員正著手從中篩選適合的性狀，期

能育成耐逆境的新品種，確保糧食生產安全，

也分析其中機能性的成分，期能加以利用，以

提升產品價值、增進國人健康。

由於農業生產環境不斷變動，除了本場進

行保種外，也需要農民持續在土地上種植這些

種原，確保其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為鼓勵部落

1  吊掛的 Cilipeday 稻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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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種植古老地方品種、推動農民保種，有必

要加強宣導古老地方品種的特色與保種的重

要，並促進古老地方品種的利用與消費，進而

提高農友的種植意願。透過保種與活用，不但

保存了多樣化的珍貴種原，也延續了傳統農耕

文化，創造出在地新興產業的契機，為青年回

鄉發展鋪路。

阿嬤難忘的味道

在O'rip生活旅人工作室黃啟瑞的引介下，
前年開始，本場進入光復鄉馬太鞍部落，提供

多種陸稻種原、設置採種田，協助育苗、插秧、

栽培管理等。去年協助部落種回古老的黑芒紅

米稻種 Cilipeday，勾起部落耆老吳連妹阿嬤
小時候看著長輩製麴做酒、一起品嘗的美好回

憶，卻記不清楚傳統酒麴的配方，因此本場特

別委託陳美齡及鄭惠敏兩位輔導老師陪伴族人

找回傳統作法。

從查閱相關文獻、訪談耆老、到電光、港

口等部落請益及採集釀酒植物，陸續盤點出部

落以前製麴時可能會使用的植物，包括：荖葉、

過山香、艾草、七里香、九層塔、雞屎藤、薄

荷、毛柿葉、柑橘皮或葉、大葉田香、山素英

等。從前部落人家各有其偏愛的口味配比，沒

有統一的食譜，製麴時，族人依當時季節植物

及個人喜好，採用不同的植物種類與比例，製

出各家獨門的酒麴。

輔導老師與耆老討論各種可能的酒麴配

方，製作出不同酒釀，帶到當地社區福氣站讓

部落耆老們品嘗、比較，在一次次試做、調整

配方後，酒釀越來越接近阿嬤記憶中的味道。

在採集植物及試作過程中，還發現了遠在天

邊、近在眼前的大葉田香、山素英等釀酒植物，

原來這些植物就一直長在部落裡，讓族人感到

振奮。

好好吃－紅糯米大變身

從前 Cilipeday在部落是珍貴稀有的，
生活富裕且勤奮耕作的人家才能品嘗這種糯米

飯，蒸煮時香氣四溢，鄰居聞香、羨慕不已，

而一般人只有在結婚喜慶時才有機會吃得到。

古來種陸稻除了做成米飯、酒釀等傳統食用方

式之外，配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為拓展更多

應用面向，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協助規劃加

工可行方向，利用打樣中心的焙炒、粉碎設備

及茶包機，將 Cilipeday古稻米泡水焙炒後，
製成玄米茶及米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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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Cilipeday糙米呈現橘紅色，玄米茶
茶湯亦帶有淡淡粉橘色，頗為誘人，並散發米

飯香。米穀粉則可運用於餐點的製作，取代部

分麵粉的使用，料理達人利用 Cilipeday米穀
粉，做出米蛋糕、米餅乾、米貝果、米濃湯等

西式餐點，增添了新的口感與特色。

米飯除了傳統的 HaHa吃法外，也嘗試利
用天然食材的顏色為 Cilipeday白米飯增添色
彩，包括：薑黃、山苦瓜、蝶豆花、番茄等，

豐富視覺呈現，搭配野菜、鹹豬肉，再加上簡

單的調味，就是好看、好吃又營養的飯糰。

好好玩－掃把、酒釀體驗趣

Cilipeday脫穀粒剩下的稻穗枝梗，是製
作掃帚的好材料。從整理稻草、抽出稻穗、對

齊綁成小束、集合小束綁成大束、握把整束分

段綁緊、修整刷毛，過程頗有挑戰性，只見耆

老身手俐落、毫不馬虎的做出掃帚來。輔導老

師將步驟拆解，重新規劃製作流程，讓一般人

可以在部落耆老指導下掌握技巧，按部就班做

出獨一無二的掃帚，整個過程需耗費不少時

間，親子協力、趣味橫生，留下難忘的回憶。

讓耆老魂牽夢縈的傳統酒釀，在輔導老師

巧思設計下，製作過程也轉換成讓人五感全開

的 DIY體驗活動。蒸煮 Cilipeday米時，米香
四溢，讓人不自覺流口水，煮熟後倒扣出來，

撥開攤平降溫，加入適量的冷開水拌勻，讓米

飯粒粒分開，等米飯不燙手時，即可加入酒麴

拌勻、裝瓶，在飯的中間用手指挖出一個洞，

2  本場收集了 247 個品系的陸稻，每年會輪流種植不

同品系，維持稻種活力

3  光復國小學童下田插秧，學習部落傳統農耕文化

4  本場和馬太鞍部落公私協力，推廣古來種陸稻米食

之多元化應用

 5  Cilipeday 酒釀蛋糕及米雪球餅乾

6 輔導師陳美齡和部落族人黃俊龍至本場打樣中心參
觀設備及討論可行的加工方向

7 由左至右為 Cilipeday 精米、糙米及未脫殼米

4

6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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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蓋上蓋子。酒釀帶回家後，可以觀察氣泡產

生的情形，等氣泡產生趨緩，就可以放到冰箱

保存，也可依個人喜好延長發酵時間。

參與體驗活動的民眾表示不虛此行，認為

這樣的農業文化體驗活動值得參加。對於族人

找回陸稻傳統文化的付出，非常感動，自己親

手混拌煮熟的古來種稻米與酒麴，製作阿嬤記

憶中的酒釀，不但有趣、更是別具意義，還學

到了各種釀酒植物及酒麴製作。製作掃帚，則

是民眾的初體驗，發現原來稻米除了食用外，

它的植株還可以做掃帚，也學到不少技巧，如：

刷毛的部位，分小撮編繫起來，讓刷毛整齊開

展，不但美觀，更可以增加掃地時的接觸面積。

結　語

光復鄉馬太鞍部落古來種陸稻 Cilipeday
復育後，做出阿嬤懷念的酒釀，開發多樣化創

意米食，重現百年陸稻樸實的美味，也製作稻

穗掃把，掃出陸稻的懷古新趣！古老稻種走出

冰箱、重新回到部落的土地上，不再只是保存

在阿嬤的記憶裡。原來祖先的陸稻能做出這麼

多變化，具有多元化應用、發展六級化產業之

潛力，部落族人看到傳統作物的新契機。

今年一期作，在馬太鞍部落青年黃俊龍夫

妻等有志之士的努力下，部落開始自主育苗

及種植，並邀當地光復國小來參與，學習傳

統農耕文化。透過做中學的食農教育，不但

讓學童認識餐桌上食物的生產過程，古老的

cilipeday陸稻也串接起祖先的文化與智慧，
激發族人保種復育的決心與向心力，讓這個古

老的品種得以代代相傳。

8  用雙手製作阿嬤記憶中的酒釀，不但有趣、更是別

具意義

9  輔導師和部落族人找回傳統釀酒植物包括：荖葉、

過山香、艾草、七里香、九層塔、雞屎藤

10  部落耆老吳連妹阿嬤指導小朋友製作掃帚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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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佛 手 瓜 (Sechium edule (Jacq.) 
Swartz.)原產於中南美洲，於 1935年引入台
灣，全球許多地區例如巴西、加勒比沿海、菲

律賓及印度等會食用其果實，用於沙拉、煮湯、

炸物等，在台灣則多摘取莖部嫩梢龍鬚菜作為

特色蔬菜。截至 108年，台灣龍鬚菜栽培總面
積年年增長，其中花蓮地區 207公頃，位居龍
頭，高雄 76公頃、南投 66公頃次之。南投龍
鬚菜栽種以信義鄉為主，高雄則集中納瑪夏地

區，自 107年起，該區栽培面積較前年大幅增
加 1.7倍，略高於南投地區。那瑪夏地處玉山
山脈，全區海拔均高於 500公尺，氣候涼爽，
6-8月均溫較吉安地區平均低 4度，涼爽氣溫
適合龍鬚菜生長，但栽種受限於山區水資源匱

乏 (圖 1)、土壤偏砂礫不保水，且位處偏僻交
通不便使盤商不願上山收菜，諸多原因造成栽

培瓶頸，而花蓮地區栽培多集中於吉安、壽豐

龍鬚菜病毒病田間發生
與防治

 1 �今年春作輔導宜蘭深溝農民自主育苗臺南16號�

作者：劉亭君 助理研究員 '
　　　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 :(03)852-1108轉 3603

等地，水源充足，但夏季高溫造成植株快速萎

凋死亡及病毒感染為主要栽培問題。

龍鬚菜病毒病田間發生概況

近年來龍鬚菜田區陸續發生病毒病害，又

稱瘋欉，經萃取植物核酸鑑定確認為南瓜捲葉

病毒菲律賓型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 
virus，SLCPHV)。南瓜捲葉病毒全台皆發生，
主要感染葫蘆科作物，尤其洋香瓜、南瓜、苦

瓜、冬瓜等，是最常見的瓜類病毒之一，西部

田區感染率甚至高達 100%。病毒感染瓜類後
會造成葉片皺縮下捲、褪色、黃斑等病徵，感

染龍鬚菜則在新葉出現葉片斑駁皺縮 (圖 2)，
葉肉增生，葉面縮小 (圖 3)，老熟葉片多半為
圓形黃斑，與露菌病造成之黃色角斑類似 (圖
4)，容易混淆。本場長期於吉安各田區監控病
毒發生，發現當年種植之新植田發病率皆在

1 �山區水源不足，以噴灌方式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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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試驗發現，南瓜捲葉病毒不會藉由汁液傳

播，因此，修剪植株之刀具、摘採嫩芽行為皆

不會造成病毒傳播，田間主要傳播方式仍為昆

蟲傳播。

病毒病控制應著重於粉蝨防治

南瓜捲葉病毒感染龍鬚菜後，若沒有媒介

昆蟲則無法於田間傳播擴散，因此降低田間粉

蝨數量能有效控制病毒病害之蔓延。龍鬚菜田

區往往經過 2-4年種植期才會進行更新，自種
植開始，病毒病即開始於田間累積，也造成田

區種植年份越高病毒發病越多的情況。本場長

期監控龍鬚菜田區粉蝨數量，發現 1-3月粉蝨
數量極低，自 4月後田間族群開始遽增，因此
建議粉蝨防治措施應於 4-5月啟動，並持續至
氣溫轉涼為止。懸掛黃色黏板可誘引粉蝨成蟲

(圖 7)，搭配施用推薦藥劑；有機農友則可選
用苦楝油進行防治。

粉蝨易產生抗藥性，須謹慎用藥並兼顧

蜜蜂

目前粉蝨推薦於龍鬚菜之用藥選擇相當多

(圖 8)，例如賜派滅、第滅寧、速殺氟、益達
胺、達特南、阿巴汀、布芬淨、百利普芬等。

藥劑應盡量選擇抗藥性風險較低者，如速殺

5%以下，但到了第二年即上升至 10-35%，此
外，南瓜捲葉病毒感染龍鬚菜後，病徵於夏季

最為明顯，而後隨氣溫轉涼，病徵逐漸消退，

此情況相較其他瓜類作物截然不同。但以分子

生物技術檢測病徵消退之植株，發現病毒仍存

活於植株上，另檢測僅有零星老葉帶有病徵之

植株，發現嫩芽、上位葉、下位葉皆有病毒。

經本場大量檢測吉安田區之龍鬚菜，發現感染

病毒植株僅有 2至 4成會有病徵出現，由此現
象可推測，南瓜捲葉病毒感染龍鬚菜，會因植

株生長情況不同，顯現不同程度病徵或甚至沒

有病徵，夏季高溫時期，植株生長遲緩且生長

勢不佳，病毒轉為強勢，造成嚴重病徵；冬季

氣溫轉涼，龍鬚菜開始旺盛生長，病毒則受到

壓制 (圖 5)，使病徵輕微或消失，但感染病毒
之龍鬚菜終生帶病毒具有傳播病毒風險。

粉蝨是病毒病傳播的主要元兇

粉蝨體型細小柔軟，具 2對白色翅膀 (圖
6)，在田間，粉蝨成蟲常停於龍鬚菜嫩葉之葉
背，受驚擾即飛起，盤旋後落回植株上，為南

瓜捲葉病毒之媒介昆蟲，粉蝨以刺吸式口氣吸

食植物汁液，此時病毒即進入蟲體並於腸道內

累績，而後進入唾腺，粉蝨飛至健康植株吸食

汁液時，病毒即隨唾液一起注入造成傳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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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賜派滅、布芬淨、百利普芬，而第滅寧、

益達胺、達特南抗藥性風險較高應避免長期使

用，尤其益達胺、達特南作用機制相同，應避

免輪用或混用。此外，益達胺、達特南為系統

性藥劑，會殘留於花粉及花蜜中，對蜜蜂具有

高毒性應特別注意。

結語與未來展望

龍鬚菜病毒病雖然不會造成植株死亡，但

葉片畸形使品質下降，而農民摘除畸形葉片也

會使產量下降，尤其夏季病毒嚴重發生時也正

是龍鬚菜價格較好時期。病毒防治不外乎兩方

向：減少病毒來源及降低病毒傳播，因此在栽

培初期應移除發病植株，粉蝨族群數量增加時

應進行壓制，平時可於田間懸掛黃色黏板，誘

殺粉蝨成蟲，同時進行粉蝨數量監測，或於清

晨、傍晚巡田時，輕柔翻起龍鬚菜幼葉觀察葉

背，計算粉蝨數量。良好的田間管理也能增加

植株生長勢，降低病徵發生。今年夏季乾燥少

雨，適合粉蝨發生，適當的防治與田間管理才

能確保龍鬚菜的品質與產量。

 2 �新葉畸形使品質下降�

3 �南瓜捲葉病毒在龍鬚菜上之病徵

 4 �病毒初期病徵 (左 )與露菌病 (右 )類似�

5 �植株僅輕微病徵仍帶病毒

 6 �懸掛黃色黏板可誘殺成蟲�

7 �粉蝨體型細小，具白翅，多停於葉背

 8 �粉蝨用藥應注意抗藥性及輪用不同作用機制藥劑�

8

7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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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西瓜常見蟲害介紹

前　言

炎炎夏日，臺灣最常見的消暑水果當屬西

瓜，尤其以花蓮地區所栽培的西瓜甜度高、品

質佳，更是消費者的採買首選。一般來說，一

期作西瓜以病害防治為主，尤其梅雨季前，氣

溫暖涼不定，若低溫發育遲緩時施用過量氮

肥，導致後續莖葉繁盛期發生病蟲害機率較高

且多；二期作氣溫高，植株發育快，莖葉生長

快速，蟲害也繁殖迅速。瓜果類害蟲繁多，建

議農友應以正確病蟲害管理觀念，避免過度依

賴化學農藥，以免蟲害容易產生抗藥性而較難

有效防除。本文茲介紹在花蓮地區西瓜田較常

見害蟲，包括薊馬、葉蟎、夜蛾、瓜實蠅、銀

葉粉蝨及番茄斑潛蠅的危害習性、生態及防治

方法分敘如下，供農友參考：

主要害蟲

一、薊馬類

危害習性與生態

西瓜常見蟲害介紹

1

南黃薊馬 Thrips palmi (Karny)與台灣花
薊馬 Frankliniella intonsa (Trybom)，好發於
高溫乾燥時期，喜於嫩芽嫩葉及花器 (圖 1)與
幼果取食危害，被害植株頂端生長停止並萎縮

褐化，於幼果則銼吸取食汁液，造成褐色或白

色之條斑或粗斑，嚴重時畸形扭曲影響果實品

質，或黃化脫落，對產量造成較大影響，南黃

薊馬亦能傳播西瓜銀斑病毒，可使病株末梢新

葉直立、心葉萎縮壞疽焦枯或斑駁等。而薊馬

發育速度快，又可行孤雌生殖，生活史短且繁

殖率高等特性，在防治上需以多種管理手段才

能達到較佳防治效果。

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與清園，摘心後瓜葉蔓莖應
盡速集中銷毀，並清除中間寄主、雜草，

如龍葵、野莧等。

2、利用該薊馬對藍色的偏好，花期前可於田
區設置藍色黏紙作為陷阱誘捕進行監測 (
圖 2)，調整高度在植株上方約 20公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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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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薊馬常躲藏於花器�

2 �可利用藍色黏紙在花期監測薊馬蟲口

 3 �葉蟎 (圖中紅色圓點 )常在葉背上取食造成白點�

 4 夜蛾類害蟲白天易躲藏於花器內

每隔 2~3公尺 1張或依使用成本自行調寬
設置數量。

3、在栽培土面上鋪設銀面反光塑膠布，反射
陽光使薊馬忌光不易靠近，並減少  薊馬直
接進入土中化蛹機會。

4、薊馬體積小且善躲藏在葉背或花器內縫隙，
一般在施用藥劑上不易接觸到蟲體，因此

非系統性的藥劑在蟲隻密度偏高時效果較

差，而薊馬繁殖速度快，因此也較常出現

抗藥性或耐藥性的問題，需輪用不同作用

機制藥劑或添加協力劑延緩抗藥性的產

生。

二、葉蟎類

危害習性與生態

二 點 葉 蟎 學 名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俗稱白蜘蛛，而神澤氏葉蟎學名
Tetranychus kanzawai (Kishida)， 俗 稱 紅
蜘蛛 (圖 3)，兩者皆喜在老葉葉背上活動及躲
藏，常沿著葉脈或凹陷處產卵及吸食為害，造

成葉片黃化焦枯，密度高時會往葉面移動，可

發現其吐出之細小絲狀物，少數發生在花或果

實上，氣候乾燥時會在瓜園內局部猖獗發生，

雨季時則族群密度下降，因體型小，風大時有

隨風遷移的可能性。

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與清園，適當疏除受害老葉
併盡速集中銷毀，減少蟲源。

2、合理化施肥可增加植株對葉蟎的抗性。
3、噴灌或灑水可提高濕度，減少葉蟎適合生
存的環境。

4、噴施資材或藥劑時，應注意盡量噴到全株
及葉背，輪替使用不同作用機制的藥劑，

也可交替使用油劑、脂肪酸鹽類等植物保

護資材。

三、夜蛾類

危害習性與生態

較 常 見 的 夜 蛾 類 害 蟲 有 甜 菜 夜 蛾

(Spodoptera exigua (Hubner))， 俗 稱

青蟲，以及斜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俗稱夜盜蟲。成蟲於夜晚活動，
交配後在瓜葉產下帶有鱗毛之卵塊，卵孵化後

幼蟲常蛀入新葉內或葉背取食葉肉表皮，幼齡

蟲具群棲性危害，隨齡期食量越來越大，密度

高時會將植株葉片啃食殆盡，亦會危害花器或

幼果，而日間幼蟲潛伏於土中或隱藏於花內 (
圖 4)、葉下背光處，黃昏後開始取食活動，老
熟後幼蟲至土裡化蛹。

防治方法

1、人工進行摘除卵塊 (圖 5)與初齡幼蟲後銷
毀，在夜晚利用成蟲趨光性，架設燈光陷

阱進行誘捕。

2、注意田間衛生與清園，如有摘心疏葉之瓜
葉蔓莖，或收穫後廢藤蔓葉須盡快處理銷

毀。

3、設置性費洛蒙誘殺器在田區周邊誘殺雄成
蛾，每公頃 4到 8個，懸掛高度約 1公尺，
其誘餌每個月定期換一次，甜菜夜蛾使用

藍色誘蟲孔之中改式誘蟲器 (圖 6)，而斜
紋夜蛾為紅色誘蟲孔之中改式誘蟲器。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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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常見蟲害介紹

4、可選用蘇力菌對夜蛾類有防治力的亞種或
品系之產品，施用時間為傍晚或陰天時進

行防治，使用時可添加展著劑噴施增進防

治效果，成效緩慢需長期持續施用。

5、使用葫蘆科瓜果之夜蛾類推薦藥劑進行防
治，應輪用不同作用機制藥劑及遵照稀釋

倍數施用，並建議於害蟲開始活動時之黃

昏後施用。

四、瓜實蠅 

危害習性與生態

瓜 實 蠅 ( 圖 7) 學 名 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lett)，俗稱瓜仔蜂，4到
9月時為發生高峰，雌成蟲在小果至中果時期
以產卵管將卵產在近果蒂瓜皮內，幼蟲孵化後

蛀食內部，老熟幼蟲會鑽出果實外至土中化

蛹，羽化成蟲三週後在晨昏之際才開始飛進瓜

園內產卵，一般白天會在園外雜木林棲息。而

受害果被蛀食後則從內部開始腐爛或產生畸型

果現象，幼果多無法繼續正常生長與膨大，影

響收穫之品質與產量。

防治方法

1、注意清園清除被害果，在收穫後應儘速處
理瓜園殘株及敗瓜、未收果，進行整地以

防成蟲產卵或老熟幼蟲於土中化蛹。

2、在西瓜園四周設置緩衝區，懸掛黃色黏板
或黃色噴霧黏膠陷阱誘捕瓜實蠅成蟲，亦

可用瓜實蠅乾式

誘 引 餌 劑 誘 蟲

器，每距離 5~10公尺一個；或以 95%克
蠅溶液與「58%乃力松乳劑」比例以 10:1
混合，用棉球沾濕 5毫升混合藥液並置於
塑膠誘殺器中，每隔兩星期換藥一次。

3、於定植期開始在瓜園周邊雜草或樹下遮陰
處設餌劑吸引蟲取食進行誘殺，可以用蛋

白質水解物、糖蜜等食物添加到 25%馬
拉松可濕性粉劑 400倍稀釋液；亦可設置
瓜實蠅乾式誘引餌劑懸掛誘蟲器誘捕雄蟲

和雌蟲 (圖 8)。亦或可設置傘式誘蟲器，
內置稀釋兩倍 0.02%賜諾殺濃餌劑浸藥棉
片，每隔 7天更換一次，懸掛高度為離地
50公分處。

五、銀葉粉蝨

危害習性與生態

銀 葉 粉 蝨 學 名 Bemisia argentifolii 
(Bellows & Perring)，俗稱白龜神或白蚊子，
成蟲及若蟲群集於葉背吸食，危害嚴重時造成

葉片黃化。會分泌蜜露並可誘發煤煙病，影響

光合作用及導致植株生長受阻，亦是傳播瓜類

退綠黃化病毒 (CCYV)與南瓜捲葉菲律賓病毒
(SLCPHV)之媒介昆蟲。其寄主植物非常多，
可能由鄰近田區遷移而來，如逢乾燥溫暖氣

候，春末雨季來臨前最適合其族群發展，多世

代重疊。

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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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或減少田區中間寄主或雜草
可降低蟲源。

2、可在田間於植株頂端不超過 30 公分的高
度懸掛黃色黏板誘殺其成蟲以降低族群密

度。

3、當瓜藤長至兩呎時，若觀察到每葉葉背超
過 2隻銀葉粉蝨就需適時加強防治 (圖
9)，避免其傳播病毒。

4、做好田間管理及適當疏蔓疏葉，氮肥不宜
添加過多，以免藤葉過盛影響植株間通風。

5、依植物保護資訊系統推薦藥劑防治，而其
抗藥性強故不宜密集式的噴藥。多選幾種

不同作用機制藥劑輪用或以免登記植保資

材如油劑、脂肪酸鹽類或矽藻土交互防治，

而施用時要噴到葉背粉蝨棲息處其防治效

果較佳。

六、番茄斑潛蠅

危害習性與生態

番 茄 班 潛 蠅 學 名 Liriomyza bryoniae 
(Kaltenbach)，俗稱繪圖蟲或二能蟲，好發
於西瓜剛定植後不久的生育初期，成蟲於晨間

露水乾後或傍晚時取食與交尾活動，會產卵在

葉背之葉肉組織裡，卵孵化後期幼蟲會潛食於

葉肉遊走，食痕呈現不規則曲折，若嚴重危害

時只剩葉部表皮或全葉枯死，老熟幼蟲會鑽出

葉外或進入土中化蛹。食性甚雜，可能從附近

豆科、茄科、葫蘆科作物田區遷移過來危害。

防治方法

1、注意田間衛生，摘心疏葉之瓜葉蔓莖應集
中銷毀。在危害發生初期即早發現與剪除

受害葉片，可降低蟲源，或清除鄰近中間

寄主或雜草。

2、可在田間於植株頂端不超過 30 公分的高
度懸掛黃色黏板誘殺其成蟲以降低族群密

度。

3、依推薦防治用藥於晨間或黃昏之時進行噴
藥效果較佳。

結　語	

西瓜生育期間遇到的害蟲，農友除了掌

握防治適期，合理運用國內推薦的化學藥劑

外，為了自身的健康及減少化學用藥對環境

的衝擊，建議農友應善用病蟲害整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簡 稱 為
IPM)，綜合使用不同的管理手段，達到經濟理
想的防治成效。本場重視農友在西瓜病蟲害管

理及作物生長栽培遇到的問題，也與農友共同

討論解決產業問題並辦理講習會，希望為在地

西瓜產業永續經營盡一份心力。

9

8

10

5 �如觀察到葉背上有卵塊建議盡速摘除

6 �農友可設置甜菜夜蛾性費洛蒙進行田間誘殺降低蟲口�

7 �瓜實蠅

 8 �可懸掛乾式誘殺錠誘殺器抓瓜實蠅成蟲�

9 �銀葉粉蝨常在葉背上棲息

10 �番茄斑潛蠅造成葉片條狀食痕 (紅圈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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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旦是花蓮、宜蘭地區重要的經濟果樹，

生產面積合計達 1,243公頃，佔全國生產面積
近 3成，是我國重要的文旦產地之一。文旦
富含維他命及膳食纖維，有益健康，俗話也說

吃柚保佑，不過文旦遭遇兩項限制，造成銷售

時頗具挑戰性。其一是受制於節氣，白露才能

採收，主要供應中秋節消費市場，節後便滯

銷。其二是受制於樹齡，25年以上老欉文旦
果實小、味美多汁，是消費者首選，而新欉文

旦生長勢旺盛、品質不穩，果實偏大，不受消

費者青睞。為強化文旦產業結構，農委會陳吉

仲主委於今年 2月 19日指示，在花期進行除
花以減少大果產量、避免大果流入市場影響價

格，及加強大果及格外品利用開發、提高文旦

產值。本場改良課和農產加值打樣中心攜手合

作，朝主委指示方向邁進，經過半年多的努力，

獲得不錯成果，撰文與各界分享。

新欉文旦新出路	除花與利用

本場轄區花蓮及宜蘭縣的文旦，25年以
上的老欉約占9成，果肉入口回甘、糖酸比佳，
深受消費者喜愛。新欉文旦約佔 1成，品質不

除花、加工雙管齊下	開啟文旦
產業新契機 作者：曾竫萌 副研究員、劉啟祥 助理研究員、

　　　邱淑媛 副研究員兼課長、陳柏翰 助理研究員、
　　　陳金村 助理、孫正華 副研究員、
　　　劉興榮 副研究員兼課長、黃懷瑩 助理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 :(03)852-1108轉 1900

穩定，大果低價衝擊市場行情，有必要超前部

署，從源頭除花減少大果數量。

樹齡 10年以下的新欉文旦樹，大果的比
例高達 3-4成，因此本場以 9年生的植株進行
除花試驗，用人工摘採方式除花。文旦具有多

次開花的特性，試驗選在花香最濃的時候摘

採，分別於今年 3/12、3/18、3/27及 4/7摘
除柚花，合計共 4次。
結果顯示，採收柚花每分地需要人工 37

人時，共可採收柚花 54.4公斤，採下來的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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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場於今年 9月 25 日假農委會舉辦發表記者會，
深獲長官、貴賓及記者好評 (照片由農委會提供 )�

2 �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致力開發文旦多元加工產
品，全場群策群力、試驗品評，推出了 20 餘項文

旦加工產品

 3 �3 款文旦啤酒：柚花乃香 (柚花 )、柚見白露 (果
肉 )、阿柚皮啤 (果皮 )�

4 �川燙肉片佐柚子沾醬

花可作為加工利用，銷售柚花金額可達 10,882
元。除花後該試驗果樹仍有果實生產，調查結

果顯示，果實數量比起未實施除花的對照組，

減少達 4成，果實大小則差異不大。
為提供農友作為調整新欉文旦園管理模式

的參考，本場進一步評估比較新欉文旦的 3種
產品利用方式：僅供鮮食用果實、僅供加工用

果實、提供加工用柚花及果實，分析結果顯示，

經濟效益以第 3種「提供加工用柚花及果實」
最高，每分地可達 13,200元，而傳統僅提供
鮮食用果實的方式效益最低，因為大果品質不

佳、價格低落，每分地只有 7,000元。
由此可見，新欉文旦除花與加工利用的方

式，不但減少大果數量，避免大果影響市場價

格，採下來的花還可以增加柚農的收益，為新

欉文旦果園開創新出路。

文旦全身都是寶	多元加工開發

文旦果肉、果皮都可以利用，為擺脫中秋

節後滯銷的宿命，促進文旦多元化利用，本場

前年底成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後，即著手開發

各式文旦加工產品。利用果肉做出文旦果醬，

果醬可再用於其他產品如牛軋糖、餅乾、沾醬

等。文旦皮可做出柚皮糖、料理鹽等，柚皮糖

可再運用於麵包、蛋糕等糕餅。文旦青皮可榨

取精油，精油可直接使用，也可用於開發清潔

及沐浴產品等。文旦白囊經前處理後，去除苦

味，可用於料理，吸收其他食材的湯汁精華，

口感獨特。今年本場依照陳主委指示，加強研

發柚花及大果的加工利用，推出 3款文旦啤
酒、柚子鹽、柚子沾醬、滋味柚子醬等，文旦

相關加工產品累計已有 20餘款。
文旦柚花香氣濃郁、療癒身心，具有加工

利用的潛力。本場過去開發出將柚花與茶葉一

起烘焙的技術，製成柚香茶，現已成為花蓮宜

蘭地區的特色茗茶。去年再接再厲，開發柚花

萃取液製備技術，與禾餘麥酒公司合作推出柚

花氣泡飲，不含酒精，喝起來暢快依舊。今年

更一口氣推出 3款文旦啤酒：柚花乃香、柚見
白露、阿柚皮啤，分別利用文旦花、果肉、柚

皮製作而成。本場開發製備果肉、柚花、柚皮

等材料的技術，在花蓮縣鳳林鎮讚炭工房劉得

劭老師協助下，製作手工精釀啤酒，試作及品

評了無數次，終於釀出泡沫細緻、濃厚有深度

又各具風味的 3款文旦啤酒。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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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為推廣前述文旦除花與加工利用成果，本

場於今年 9月 25日假農委會舉辦發表記者會，
與會長官、貴賓及記者品評各式加工產品，個

個驚艷不已，紛紛詢問要去哪裡買，期待產品

早日上市。來賓一致認為三款特色啤酒：柚花

乃香、柚見白露、阿柚皮啤非常有特色、可望

成為熱銷產品。柚子鹽嚐得到柚子的清香，調

和烤肉、杏鮑菇等食材的味道，柚皮成分讓料

理鹽鹹度大大降低，可以盡情使用、不會死鹹。

柚子沾醬和滋味柚子醬富含文旦果粒，讓醬汁

看起晶晶亮亮，視覺上就很誘人，嚐起來更有

柚子的酸甜。鹹的柚子沾醬，不論川燙肉片或

是烤肉，都很適搭，甜的滋味柚子醬，加在超

市買的奶酪上，馬上搖身一變成為口感豐富的

精緻甜點。還有柚子冰棒，吃得到果肉多多，

酸酸甜甜的戀愛滋味，嚐過的都想再來一支。

一年 365 天	柚子常伴左右

柚子經過加工應用，不只在中秋節才能

吃，日常三餐都能上桌。舉例來說，早餐來個

文旦果醬夾吐司，點心時間嚐嚐柚子餅乾、柚

子牛軋糖或柚子奶酪，午餐大啖川燙肉片佐柚

子沾醬，下午茶喝喝柚香茶或文旦果茶，晚餐

就用柚子鹽來烤肉、烤蔬菜，再配上柚子啤酒。

有了這些文旦加工產品，自己可以發揮創意，

輕鬆變化各種吃法，豐富餐桌的日常菜色。

文旦除了創新吃法，也有濃濃古早味的料

理。文旦厚厚的白囊，在以前物資匱乏的年代，

是能拿來入菜的，本場特別參考長者的口述食

譜，嘗試多種處理白囊的方式，將其苦味去除，

重現古早味蒸魚。蒸魚前，把處理好的白囊塞

進魚肚，起鍋後，柚皮白囊的柚香氣息中和了

魚腥味，魚肉帶有淡淡柚香，白囊則充分吸收

了蒸魚的湯汁，嘗起來口感軟爛、在口中迸發

出鮮甜的湯汁。處理過的白囊，也可直接加點

醬油佃煮，便成為一道清爽下飯的小菜。

享用美味大餐後，鍋碗瓢盆的清洗，柚子

也幫得上忙，本場研發的柚花洗潔寶、柚子洗

潔寶，讓你洗的乾淨又放心。全部收拾妥當後，

要除去自己一身的疲憊與污垢，更別忘記使用

柚皮精油和柚花肥皂喔！

結　語

為促進花蓮及宜蘭地區文旦產業發展，產

地農會也絞盡腦汁促進文旦多元化，以冬山鄉

農會為例，配合休閒農業推廣柚樹認養，開發

出柚香乳酪、文旦系列保養品等等。文旦發展

加工需要大量人力處理果實，相關機械的開發

刻不容緩，本場已投入研發，包括剝皮機、提

取精油機等，與轄區農會合作測試，期待這些

機械為文旦加工產業助一臂之力。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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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烤杏鮑菇佐柚子鹽�

 6 �滋味柚子醬讓甜點瞬間升級�

7 �柚花手工皂���8 滋味柚子醬�

9 �柚子鹽�

 10 �文旦果醬和文旦麵包�

11 �3 種不同口感的柚皮糖

 12 文旦餅乾�� 13 �文旦味增�

 14 �文旦冰棒吃得到果肉，酸酸甜甜，像極了愛情�

在本場農產加值打樣中心努力及同仁協助

多次品評下，已研發出各式文旦加工產品，包

括：3款最新的文旦啤酒、柚花氣泡飲、柚香
茶、文旦果醬、柚皮糖 3款、麵包、餅乾、
冰棒、米香、牛軋糖、果捲、柚子鹽、滋味柚

子醬、柚子沾醬、精油、柚花肥皂、柚花洗

潔寶、柚子洗潔寶等，共有 20餘款，用途涵
蓋中西式料理、冷飲、清潔、伴手禮等。歡

迎有興趣的農友及業者聯繫本場打樣中心 03-
8521108#3303，讓這些文旦產品早日上市，
回應消費者的殷殷期盼。

7

10

13 14

11

12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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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韓國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實例

國際交流

前　言

自人類進入農耕社會以來，農民持續在進

行保種及品種改良的工作，在作物採收後，會

選擇生長優異的種子來留種，作為下一期種植

使用，經過農民一代接一代的選種、播種栽植

後，會逐漸培育出適應當地氣候及土壤的地方

品種。

然而近代的農業為了穩定糧食供應，商業

育種逐漸取代農民的自行留種。商業育種的作

物品種強調生長快速、產量高等優勢，為了追

逐產量及栽培管理便利，農民逐漸放棄種植地

方品種，因此作物的多樣性及糧食的安全系統

也逐漸出現問題。例如為了適應肥料、農藥和

灌溉等作物的栽培管理，商業育種讓作物品種

單純化，降低了對新病蟲害的抵抗力及因應氣

候變化的適應性。

日本與韓國地方品種保存
及推廣實例

作者：孫正華 副研究員、
　　　蔡秉芸 研究助理、
　　　洪千惠 助理研究員、
　　　宣大平 秘書
農業推廣課 農村經營發展研究室
電話 :(03)852-1108轉 1905

雖然地方品種產量不一定高，但保留了適

應地方氣候與土壤的優勢，或者對抗某種病蟲

害的特性。其中原鄉部落由於飲食文化及傳統

祭儀需要，仍保有並使用多樣的地方品種，具

有高度的作物多樣性，在地方農民長期篩選

下，這些品種對於地方風土適應性強，面對全

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發生日益頻繁的挑

戰，地方品種的種原成為強化台灣農業韌性及

與永續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場近年來積極蒐集及保存原鄉特色作物

的種原，期望協助部落保留及復耕地方品種，

同時透過活動參展或是部落小旅行的方式，向

民眾推廣保種的概念與作法，讓大家認識與支

持部落的特色農產品與傳統農耕文化。同時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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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場蒐集及保存多樣的原住民特色作物的種原�

 2 warmerwarmer 負責人高橋夫婦 ( 中間與左三 ) 與
辦理「古來種蔬菜」攝影展的攝影師 Janny�Suzuki�

( 右三 )�

 3 �活動場地同時銷售古來種蔬菜及出版品�

 4 �「古來種蔬菜的 100 日食堂」活動教消費者如何料
理及食用�

5 �在新宿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專櫃銷售有助於「古來種
蔬菜」的行銷宣傳

提供種子參與全國種子交換會活動，期望進行

部落特色作物種原的分享與交流，促進部落傳

統作物的保存，維持地區作物的多樣性。

對於地方品種的保存，雖然國內農業試驗

場所有完善的種原保存制度，但公家單位種原

保存人力有限，面臨商業品種快速替代地方種

原的現狀，產生極大的挑戰，因此農民保種的

重要性逐漸受到許多國家的重視，積極提倡農

民選種、留種的參與式保種工作。

日本、韓國與台灣的農業發展挑戰相似，

以下介紹幾個日本與韓國可供借鏡的地方品種

保存及推廣實例，看他們如何藉由品牌行銷創

造保種產業價值、透過食農教育推廣地方品種

食材、利用體驗活動帶領消費者到產地認識地

方品種的歷史與文化等方式，進行地方品種保

存及推廣。

保種實例Ⅰ	

日本－以品牌行銷創造保種產業價值

一、推廣「古來種蔬菜」的 warmerwarmer

「古來種蔬菜」是由日本的高橋一也先生

提出的名詞，指的是自古傳下來的蔬菜，也就

是未經科學家或種苗公司改良的地方品種，由

農家代代相傳自家栽種的蔬菜。

他過去曾在 Kihachi和 S Aoyama Main 
Store擔任廚師，對食材有深入的認識，並
愛用有機蔬菜。1998年加入 Natural House 

2 3

4

5

Retail Co.，Ltd，為 Natural House採購有
機食品，並進行商店管理、銷售計劃、產品部

門水果和蔬菜採購等工作。長期在日本各產地

採購有機農產品，在拜會農家時常看見自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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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韓國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實例

國際交流

產的地方品種蔬菜，農民代代留種栽種並僅供

自家使用，種子在適應地區特定的氣候、濕度、

土壤等條件，與市場上的蔬菜不同，具有特別

又濃厚的味道，是他一直想介紹給消費者認識

的食材。

在 2011年 3月東日本大地震後，靠周邊
地區供給蔬菜的東京都明顯感受到新鮮蔬菜供

給不足的問題，促使東京人關心重視農業與糧

食供應問題。高橋先生認為在反污染及重視生

態環境的潮流下，是讓消費者認識「古來種蔬

菜」的契機，因此他辭去公司董事職務，建立

銷售傳統蔬菜品種（固定品種和地方品種）的

平台「warmerwarmer」，與日本各地的農
業生產者合作，藉由「古來種蔬菜」品牌行銷

方式，介紹消費者認識並支持地方品種，進而

讓農民願意持續種植及保種。

warmerwarmer主要以舉辦農夫市集、
活動與講座方式進行「古來種蔬菜」的行銷推

廣，例如在東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本町舉辦

「古來種蔬菜的 100日食堂」活動，以保留
原味的料理方式介紹消費者認識古來種蔬菜滋

味，並透過料理教室教消費者如何料理及食用；

出版刊物「古來種野菜を食べてください」，

並辦理講座活動及接受媒體採訪宣傳推廣理

念。

除網路銷售、宅配蔬菜 箱外，並於新
宿伊勢丹、日本橋三越總店、銀座三越等百

貨公司上架販售，藉由百貨公司的高消費力

及曝光機會，宣傳「古來種蔬菜」，另外

warmerwarmer也製作「love seed」的標
章貼紙，在產品包裝後貼上標章可以讓消費者

知道，這是由農家代代採種流傳下來的地方品

種蔬菜。

二、推廣「江戶東京蔬菜」的東京都農業協

同組合

由於耕地小且耕作地區的限制，加上與商

業品種相比地方品種的產量較低，目前在東京

在地生產的傳統蔬菜數量稀少。因此為了提供

居民在東京生產的農產品，東京都農業協同組

合中央會在 2011年使用「江戶東京蔬菜」品
牌作為市場區隔，以維護由江戶時代開始種植

與食用的東京蔬菜。

所謂的江戶東京蔬菜是指在江戶時代在東

京就有食用的蔬菜種類，這些都是地方品種，

直到 20世紀 50年代中期（1965年左右），
大部分蔬菜種子及幼苗都是農民自行留種，或

者是由附近的苗木經銷商供應。

為界定「江戶東京蔬菜」種類，由東京都

農業部門、農業協同組合、農民代表等組成「江

戶東京蔬菜推進委員會」的會議，根據農業協

同組合的申請通過會議討論確定，目前共登陸

57種作物，農民也意識到保護傳統蔬菜和促
銷東京生產的蔬菜重要性。

為了讓種植江戶東京蔬菜的農民有銷售通

路，並方便東京市民購買，東京都農業協同組

合設立經營的據點設有專櫃銷售，並且清楚標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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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貼上「love� seed」標章貼紙的古來種蔬菜在百貨公司銷
售及宣傳

7  由「江戶東京蔬菜推進委員會」的會議界定的「江戶東

京蔬菜」品牌，目前共登陸 57 種作物 (https://

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

8  JA 東京中央的 Framers� Market 超市提供地方品種蔬果

上架販賣空間

9  地方品種蔬果上架時清楚標示產地資訊、食材介紹

10  銷售據點也提供建議料理方式方便消費者認識與購買地

方品種蔬菜

11  地方品種孵出的豆芽受到當地居民喜愛，是合作社的主

力商品

12  合作社以地方品種小麥，開發多項麵粉及麵條商品

示產地資訊、食材使用說明、建議料理方式及

生產農夫介紹等，讓消費者認識與支持在地品

種蔬菜。

保種實例Ⅰ－韓國

除上述介紹的 2個日本藉由品牌行銷創造
保種產業價值實例外，在韓國我們也看到相似

的實例：

一、推廣地方品種的「忠清南道小農合作社」

忠清南道小農合作社成立於 2013年，主
要種植作物為小麥及黃豆，兩者皆是地方品

種，目前栽培型態為豆麥輪作。

據社長的介紹，合作社種植的地方品種屬

矮性小麥，過去在當地普遍種植，然而其口感

及筋性較不符合現今西點所需，因此逐漸失去

市場，也越來越少農民願意種植。隨著近年來

韓國對保種理念的重視，民間興起保種運動，

大家都想再找回在地的作物、品嘗記憶中的食

物風味，使得地方品種小麥及大豆可以再回到

田間種植。

目前合作社生產的主力商品是黃豆芽，與

周邊超市通路合作，在接到訂單後才開始規劃

栽培，因此收入相對穩定，小麥部分除販售原

料外，另外也開發地方品種小麥的麵粉及麵條

等相關產品，以合作社的共同品牌販售，逐漸

增加知名度也有利於一般消費者直接購買。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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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韓國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實例

國際交流

二、提供地方品種與小農直銷空間的「順天

local food market」

2014年韓國順天市政府出資成立民間支
持小組，由政府、農民以及一般市民入股，共

同成立順天 local food market，超市設立的
主要目標是恢復在地農業生產、恢復小農耕作

以及家庭人口、強化飲食與在地農業鏈結，提

供許多農村地區少量栽培的地方品種蔬果有上

架販賣的空間，支持農民持續種植及保存地方

品種。

為強化與消費者的連結，在超市的產品販

售架上會展示生產農民的資訊，並且固定在周

末舉辦戶外市集，讓農民有機會接觸消費者介

紹農產品的特色，另外更推動「家族化計畫」，

期望消費者與農民間能夠建立如同家人一般的

情感，強化農民與消費者的溝通及在地農產的

不可取代性。

除販售小農生產的生鮮蔬果外，於 2017
年由政府輔導成立加工中心，提供小農農產品

加工，並以「순純순順순筍」為共同品牌行銷
，以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價值，且為了推動六級

化產業，在超市二樓也設立了餐廳以便推廣當

地農產品。

保種實例Ⅱ：餐桌上的食農教育

在農村的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場域除了農

田之外，餐廳是最方便也最普遍可行的場所，

消費者可以直觀的品嘗及體驗地方品種的特殊

風味，餐廳經營者也可以藉由食農教育及解說

資訊露出，帶領消費者認識地方品種的歷史與

飲食文化，進行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在日本

靜岡大學研究所農業學教授稻垣榮洋帶領下，

我們也特地前往推廣地方品種的餐廳拜訪，包

括：

一、傳承 300 年雜糧種原的「雜穀料理」

日本靜岡縣濱松市天龍區水窪町的農民石

本靜子，保存 3百多年前就在水窪區當地持續
種植的傳統雜糧種原，並設置採種圃，利用簡

易網室區隔不同品種種原，採種後持續種植。

石本靜子表示，由於種植傳統雜糧的人數

逐漸減少，除了自己家族持續進行栽培外，亦

進行保種推廣及學校的食農教育，將種植技術

教導、傳授給學生及有意種植的農民。

她認為除了地方品種的種原保存外，更令

人憂心的是傳統食材風味、料理方法及飲食文

化的傳承，如果放棄種植及食用地方品種，過

去在家庭一代一代流傳的種子及飲食風味就會

喪失，因此她所種植的地方品種除供應自家食

用外，也提供地方祭典使用，且為了介紹傳統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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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給大眾認識，開設餐廳及烹

飪教室推廣傳統雜糧飲食文化。

二、保存傳統蕎麥種原的單品蕎

麥麵料理

靜岡大學調查在靜岡市有超

過 120種地方品種，其中井川區
因祭典文化保存了 60種種原，是
靜岡地區調查保存最多地方品種

的地區，其中有 10種重要的雜糧
品種，目前正積極推廣地方品種

蕎麥。

靜岡市中山間地振興課為了

保存與推廣地方品種種原，與農

民合作進行種原收集、種植及保存，並結合農

事體驗活動、餐廳料理及農村旅遊等方式推

廣，其中位於靜岡市葵區的手作蕎麥麵餐廳，

為響應地方品種蕎麥的保存與推廣，在餐廳中

提供單品蕎麥麵料理及食農教育，消費者可以

在餐廳的解說下認識產地及農民種植地方品種

蕎麥情形，並體驗不同地方品種製成的蕎麥

麵。

結　語

從日本及韓國地方品種的保存及推廣實例

中，可以看到要推動保種工作，除了政府推廣

及農民的努力種植外，更需要從消費者的角度

切入，讓更多消費者認識保種的重要性及價

值，透過消費者支持與選購地方品種農產品，

進而帶動與影響農民的栽培種植意願。另外，

也可善加利用「地方品種」作為地方特色品牌，

成為在農村產業或體驗式經濟中吸引消費者之

重要元素，日本及韓國地方品種保存與農產

業、文化結合之模式，值得保種工作推動參考。

13 �順天 local�food�market 超市提供地方品種蔬果上
架販賣空間

14 �超市的產品販售架上標示生產農民的資訊並介紹在
地農產品的特色

15 �「순純순순順순순筍」為順天地區政府為地方小農設立
的加工品牌

16 �石本靜子農民保存的傳統雜糧種原

17 �由當季地方品種料理的日式餐點

18 �石本靜子 (左 )的孫子石本駿輔 (右 )回鄉持續種
植及推廣地方品種雜糧 (前方 )，目前石本駿輔主

要栽培地方品種馬鈴薯

19 �位於靜岡市葵區的手作蕎麥麵餐廳

20 �手作蕎麥麵餐廳中提供葵區的地方品種蕎麥製成的
蕎麥麵料理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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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無人機時代來臨！利用無人機進行噴藥等農業

作業，對於時常缺工的農家來說，實在是一大福音。為

了解農友使用植保無人機實際情形，本場日前購入相關

設備，同時本場杜麗華場長率領 8 位不同課室的同仁

們，一起參加無人機的專業執照考試，目前大家都通過

學科考試，後續將再進行術科測驗。

本場作物改良課葉育哲課長表示，此機器將應用於

場內田區試驗，尤其是有機方面的試驗，因為資材使用

頻率高，使用效益也會提高。本場也將開設相關訓練課

程，協助農友應用這些高效能省工無人機具。

植保無人機正夯
本場與時俱進助農友

▲本場杜麗華場長 (左二 )與同仁報考無人

機專業執照，並以公餘時間實物操作練習，

為未來植保無人機輔導業務做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