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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本土保健產品　創新發表

本場培育之萱草新品系「OH005」於 品種來源 成株、優良單株選拔、優良品系大量繁殖、

品系特性調查、品種特性檢定等過程，終於5月 5日經作物新品種審查會議通過，命名 萱草新品種花蓮1號為一雜交品種，其

在民國 97年完成各項試驗工作，因此在為「花蓮1號」。本次會議於本場召開，審 母 本 為 Big Smile品 種 ， 父 本 為 Happy 
98年5月5日召開新品種審查會，正式命名查委員由國立台灣大學園藝系許教授圳塗、 Returns品種，父母本均由荷蘭引進，透過雜
為「花蓮1號」，商品名稱為「粉佳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王教授才義、國立嘉義

交育種選拔，歷經7年的努力，萱草新品種
大學園藝系黃教授光亮、國立宜蘭大學園藝 品種特性

花蓮1號從眾多雜交後裔中脫穎而出。
系朱教授玉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 1.本品種開花期特別早，每年 4月上旬至

育成經過
改良場侯場長鳳舞等國內花卉專家組成，各

4月中旬開第一朵花。
國人常見的「金針」乃是屬於可食用的審查委員依據田間生育狀況及園藝性狀的表

2.植株具多次開花特性，第一支花莖抽出萱草品種，至於觀賞用的萱草則在國內非常現，一致認為新品種各種性狀表現穩定、花
後，會繼續抽出第二支花莖，因此花期

少見，本場為培育適合於本地栽培的萱草品色美麗、開花早且花期長達5個月，具有栽
從4月至9月，最多可達5個月之久。

種，從民國 91年開始向荷蘭引進種原，種培推廣潛力，值得命名後推廣供農民種植。
3.花朵直徑11.6至12.2公分，外形圓整，花植於農場溫室中，植株開花時，選擇具有特

萱草新品種「花蓮1號」簡介下：
瓣邊緣具有波浪狀皺褶。殊性狀的親本進

4.花瓣正面為粉紅色，背面則為淡黃色；花行授粉雜交，以

瓣中肋為黃色，明顯且向上挺有立體便能培育優良的

感；花瓣尖端邊緣部份為淡粉紅色；花後裔。獲得數百

喉為淡黃色。粒雜交種子之後

歷經播種、培養 5.一枝花莖上平均7個以上花蕾，花數多。

寒梅保健產品 助入眠並舒緩情緒壓力。

白花野牡丹保健產品「寒梅」乾燥成熟果實在中藥處方箋

「白花野牡丹」全株含有鞣質、酮上稱為宣木瓜，味酸、性溫無毒，含皂甙、

甘、酚類等保健成份。本場蒐集國內外之白蘋果酸、酒石酸、檸檬酸、維生素C、鞣質

花野牡丹品種深入探討，已完成美容保養系等。本場已成功研發寒梅茶包及飲品，為利
列產品，包括泡沫洗顏露、超細綿面用果實及枝、葉，並配合台灣當歸、熟地、
膜、精華液及出水凝霜等，及「活力養

黃耆、川芎、伸筋草等，取名為「舒通茶」
生飲」、「美妍飲」口服液飲品，有美

及「力達旺」，這項茶品將進行技術移轉，
容養顏及緩解糖尿狀況之功能。

本場致力研究臺灣原生花卉植物多 推廣至全國消費者。

年，除建立種苗繁殖及栽培管理的模式外， 金絲桃保健產品

更著手進行相關保健產品研發計畫，讓花卉
「金絲桃」植物體內富含20餘種金絲

作物的用途多樣化，增加農產品的銷售面向
桃素，其萃取液或油脂可利用於美容及美髮

並活絡市場，而提昇農民收益及民眾身心健
上。本場配合黃耆、酸棗仁、桑椹、枸杞等

康。本場新近3項研發成果，分述如下： 中藥，經萃取製成「金絲桃本草露」，可幫

左圖：審查委員於溫室審查萱草花蓮1號表現情形

右圖：萱草花蓮1號

本場張秘書建生5月6日於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記者會中，向各界說明本場對臺灣原生

花卉保健產品研發成果

開花早且花期長　萱草新品種花蓮1號　　　　　命名通過開花早且花期長　萱草新品種花蓮1號　　　　　命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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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系列三營業員及台灣首屆期貨營業員證 光，而碩士的頭銜，激勵著賴先生有著非得

照，這期間擔任台中商專空專講師達八年之 成功不可的決心！

久，工作表現頗受肯定。 81年與同班同學 在持續修正栽培觀念與技術、重新設

梁美智結婚，育有一女二子。 計包裝，除了得改善生產面也需拓展行銷

面。由於當時有機商店通路飽和，賴先生親直到五年後，賴先生假期回鄉幫忙父

身前往北部超市賣場推廣有機米，面對第一親的水田工作，走在田埂上，微風輕拂，稻

線消費者遭遇的挫折只有親身經歷才可體浪飄香，突然覺得很迷惘：自己是農家子

會。在持續不輟的打拼下，讓銀川有機米活弟，是屬於田園的一部份，應該有份可以協

了起來，銷售數量年年倍增，而農民見到如助父親農事的事業，又可帶領鄉里農民走出

此的發產，參與有機栽培的意願大增。如一條路。由於賴先生當時的工作是有機肥料

今，銀川有機米的栽種面積高達191公頃，採購因而接觸到有機農業，認為有機是個能

參與產銷班農民117人，並順利取得慈心有給自己達成使命的機會，故辭職返鄉，雖然
花蓮縣富里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二班班

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的認證。當時賴兆炫的父親賴銀川極力反對且不諒
長、銀川米負責人賴兆炫及其妻梁美智，頂

解，仍不能改變他堅定的決心。 銀川有機米在賴兆炫努力經營下，創
著國立大學碩士學歷返鄉從農，開創有機稻

造許多臺灣第一：第一包站起來的米；全台賴兆炫於 85年 7月試種有機米一公
米新格局。

產値第一；栽種公頃數、人數第一多的有機頃，與父、母親三人用人工方式花了三天施
賴兆炫73年至77年就學於中興大學農 米產銷班；第一張有「產銷履歷」身分證的灑有機肥，不噴灑藥劑放任蟲咬菌害，對低

產運銷系， 79年農業經濟研究所畢業。因 有機米。今年，賴兆炫先生自全國 22人脫產的收穫，不僅父親打退堂鼓，其他農民也
碩士論文「大宗物資玉米採購－期貨選擇 直覺否決。為成立有機米產銷班（需十公 穎而出，榮獲農民界最高榮譽 2009年十大

權」（曾獲教育部 79年碩士論文佳作獎） 頃），儘管市場通路還不知在何處，仍毅然 神農，這讓他更肯定過去十幾年的心血付

之故，進入福壽實業公司擔任大宗物資採 自掏腰包保價收購願意冒險參與農民的稻 出，也讓台灣農產品禁得起考驗，亦使生活

購。白天忙於原料採購，夜間研究美國穀物 穀。由於當時有機米尚屬新概念的產品，市 在這塊土地的人們及子孫有片乾淨的土地、

期貨市場的盤市，並分別於 83年取得美國 場開發不如預期，把過去上班的積蓄全賠 安全的農產品可以選擇。

質農特產品之多樣性及本場研究試驗成果。

為讓參與的民眾能夠品嚐選購花蓮縣

優質安全農特產品，特別邀請

農會及產銷班設置農特產品展本場於 4月 18日舉辦「 98年健康效率 議ECFA」等議題多有指示，本場亦對政府
售區，由各攤位展現花蓮縣政策全力配合以打造富麗新農村，再創農業永續經營農業成果展暨慶祝 70週年場慶活
各項具有特色的蔬果、花新春天。動」，藉由一系列活動與各界分享本場近年
卉、保健產品、茶、

為展現近年來重要農業科技研究成來重要農業試驗研究工作成果，並使一般民
米食及蜂產品，

果，將各項試驗研究以「農業科技研究成果眾更接近農村文化及體驗農業農情。
並促進參展農

展示」、「DIY活動」及「吃喝玩樂體驗」活動主軸以健康、效率、永續經營各
民之互動與觀

展現農業生命力，透過此次活動，讓來自各重點工作之宣導及呈現為主，開幕式邀請農
摩，以增加農

界的民眾有機會了解農業發展現況，並藉由
委會王副主任委員政騰等多位長官、貴賓觀 民收入與行銷

各項體驗活動享受親子田園樂趣，活動內容
禮並致詞。王副主委首先特別恭賀本場邁入 的機會。

豐富且多元，在活動的互動間可感受到許多
七十週年，肯定本場對花宜地區各項農業試

溫馨的親子之情。「農特產品料理展示教學
驗研究與示範推廣之努力，並對政府重大政

與品嚐」則讓民眾在玩樂之中認識花蓮縣優
策「農村再生」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98年健康效率永續經營農業成果展
暨慶祝70週年場慶活動

為
響

應
節

能
減

碳
政

策
，

本
場

刊
物

鼓
勵

以
電

子
郵

件
訂

閱
。

若
有

需
要

請
電

洽
０

三
│

八
五

四
一

八
八

一
。

賴兆炫班長(左)與徐志雄場長(右)榮獲

2009十大神農殊榮，4月20日於農委會

授獎儀式接受表揚

左二圖：農委會王副主委政騰參觀農特產品展售攤位及辨別果瓜實蠅活動；右二圖：農特產品展售以及安全農業展示區

米樂銀川　賴兆炫「米樂無為，不種倒伏的稻子，因為麻雀吃不到；

　不種軟枝的稻子，因為風吹搖晃，麻雀容易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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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再創農業新春天

臺灣不能成為經貿孤兒

98年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

澳洲已經正式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

未來東協自由貿易區完全整合後，總計

有20億人口的市場，區內貿易為低關稅

（僅約3%），區外貿易為高關稅。

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出口貿易，如果兩岸

洽簽ECFA，台灣產品出口到中國大陸

就能維持競爭力。

簽署ECFA，爭取農業部門利益

繼續管制中國大陸 830項農產品進口，

不會新增開放項目。

在ECFA經濟合作議題下，建立兩岸農

業智財權及商標協商機制。

加強兩岸檢疫檢驗諮商，防杜疫病入

侵，排除臺灣農產品出口障礙。

有機‧生態‧活化　光復大豐新農村再生

農村再生 瑞穗富興社區

富村內各民間組織的幹部與村民共二十七 造農村新面貌，促進農業產業升級，提升農

位，期望整合相關政府單位的力量將有機農 業競爭力。農糧署東區分署曹分署長紹徽則

業與生態搭配，並配合「活化休耕地」及 表示「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可加強活化休耕

「農村再生計畫」共同推動大豐村成為結合 地，且新制定的休耕農地租賃措施對於有心

生態與有機的新農村。 從事農業者提供良好的福利；縣政府農業科

技科邱科長奕承則表示縣府推行的無毒農業此次座談會由本場黃場長鵬主持，黃

最終勢必與有機農業結合，因此持續對當地場長表示大豐、大富村內大部分土地為休耕

無毒農戶進行輔導。光豐地區農會林總幹事地，若能夠活化這些土地發展有機產業，同

清水也表示會與各單位配合共同協助大豐大時結合當地的生態特色，將可為村民帶來相

富地區農業的發展。當大的好處，本場專家群目前也已在村內進

行各種試驗與輔導，包含：景觀花海專區、 會議當中與當地村民進行雙向座談，
本場為推動有機產業使農村永續發

雜糧有機生產、中草藥與保健作物種植、野 農民表示除了有機產業的導入，更需要良好
展，特於4月15日假光復鄉大豐村向耕休閒 菜種植、有機環境建構輔導以及推動作物害 的銷售通路，才能協助村民在經濟上有所改

生態漁場召開「有機生態推動輔導座談 蟲共同防治工作，計畫未來將大豐村導向永 善。本場與政府相關單位在了解農民的需求

會」，並邀請農糧署東區分署、水土保持局 續經營之路。另外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徐分 之後也將積極提供協助與改善，並且與居民

花蓮分局、花蓮縣政府、光豐地區農會共同 局長森彥亦表示規劃適當經費輔導當地執行 達成共識齊心為「有機生態再生新農村」共

參與。參加座談會的成員有光復鄉大豐、大 「農村再生計畫」，幫助大豐村居民共同營 同努力。

農業在過去曾經扮演著重要角色，當 照護，讓這一家人充份感受到社區朋友的

工業時代來臨，青壯人口逐漸外流，留在 關心與溫馨。目前社區只要有任何的活動

鄉下的只剩日漸年邁的老人及稚齡的孩 老婆婆都會主動來參與，更發起其他居民

童。這雖是時代變遷的產物，卻是農業型 一起來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其子女感念

社區共同面臨的問題。如何將逐漸失去生 社區的關懷，更是決定將來有機會一定要

命力的農村再找回過去風華與活力，讓農 好好回饋自己社區。雖然這只是一則小故

村再生，想必是目前最迫切的課題。 事，但象徵性的意義確最是可貴，透過人

「農村再生計畫」正好為農村帶來新 心的再造，願意為自己生長的地方盡一份

希望。除了凋零沒落的農村風貌急需改善 心力，共同創造更安全、更和諧、更溫暖

之外，人心的再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的生活環境。

如何去營造一個安全溫馨的居家環境， 讓
農村再生活力再現，是政府對農村的

老人及小孩能過得更快樂，年輕人有意願
願景與夢想。人心的再生可透過社區共同

回鄉下，在農村也能找回自我，這些都是
努力來達成，而硬體設備及風貌的修繕與

社區必須努力的方向。瑞穗鄉富興村針對
營造，則單靠社區的力量所不能及，必須

社區老人問題：去年曾執行勞委會多元就
透過公部門的協助。另外人才培訓與「農

業方案社會型「老人關懷照護計劃」，受
村再生」願景規劃都是我們極需強化，透

惠整個社區的老人。政府的德政，讓社區
過政府的培根計畫訓練，造就出更多的社

老人得到更多的照顧，年輕子女也能更安
區人才，將來對社區的發展更有助益。

心在外打拼事業。富興社區有則案例，有

「農村再生條例」的通過與執行，社對老夫妻，先生中風臥病在床，看護的外

區寄予厚望，期昐透過此計畫能為日漸沒籍女傭突然家有急事必須返回原居地，老

落的農村注入新的生命力，讓農村再生不夫妻的子女均在外謀生，一時無法趕回家

只是一個夢想，希望各界能以最大的配合照顧。突發的狀況讓老婆婆不知所措。社

度一起來築夢。資料來源：花蓮縣瑞穗鄉區協會認為這是極需去關懷與照護的對

象，便安排多元就業人員輪流到府上協助 富興社區發展協會。

大豐村村民熱烈參與座談會，期望社區能

成為結合生態與有機的新農村

ㄟ擱發



作物別 

水稻

病蟲害種類 

穗稻熱病

白葉枯病 

螟蟲
(一點螟、二化螟)

紋枯病

時期 

中上旬 

全月 

全月 

全月

青蔥

注意氣象預報，連續雨天或停雨時，即噴施藥劑。選用三元硫酸銅等藥劑噴施。芋 疫病 全月

甜菜夜蛾 1. 終年懸掛性費洛蒙誘蟲盒。 參考選用黑殭菌或核多角體病毒防治。
2. 選5%因滅汀水溶性粒劑5000倍、19.7%得芬諾水懸劑2000倍、10.3%蘇力菌水分散性粒劑1000倍等。

全月

防　　治　　要　　點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保手冊)

1. 適度施用穗肥。2. 抽穗前5～7天施用三賽唑、熱必斯、護粒松等藥劑預防，齊穗再施藥一次。
亞磷酸1500倍可有效降低葉稻熱病之發病度。

1. 避免偏施氮肥，發病地區儘量避免追施穗肥。勿剪除秧葉尖，以免病菌由傷口侵入。
2. 雨後或晨露未乾前，避免進入稻田，減少人為傳染。

玉米 玉米螟 1. 飼料玉米生育初期心葉部被害用20%依芬寧藥劑防治。中期採用寄生蜂及配合施加保扶粒劑防除。
2. 食用玉米施用蘇力菌及釋放寄生蜂。

1.稻株葉鞘變黃或田間有流葉、折葉、枯心時，或螟蛾出現後7～10天或有葉鞘變黃時，施藥防除。
2.參考使用太陽能誘蟲澄誘殺成蟲。

1. 分蘗盛期如發病，可施用有機砷劑或50％福多寧可濕性粉劑等藥劑，有機砷劑，易發生藥害，須
注意施藥量、濃度及施藥時間；孕穗、抽穗可選用保粒黴素或維利黴素等抗生素劑施用。

2. 防治資材：分蘗盛期稻株間濕度增高達90%以上即可發病，應注意防治。長期施用有益微生物如
枯草桿菌、黏帚黴菌 、木黴菌 、放線菌等於土壤中，可以產生拮抗作用。

全月

全月 發生初期選用50％加保利可濕性粉劑500倍防治。

雜糧、蔬菜 

落花生 

斜紋夜蛾 

葉斑病 

小綠浮塵子 

全月 1. 播種整地時撒佈加保扶粒劑等防除。幼株時採用陶斯寧、陶斯松、畢芬寧乳劑等藥劑防除。
2. 栽種田區懸掛性費洛蒙緩釋劑。

1. 病斑出現即行選用75%四氯異苯晴可濕性粉劑或80%錳乃浦可濕性粉劑等施用，藥劑噴於葉片
上、下兩面並酌加展著劑。增加行株距，保持通風。力求肥料三要素平衡及分次施肥。

2. 發病初期可參考噴施肉桂油1500倍液、丁香油400倍液防治。

蔬菜、瓜果 銀葉粉蝨 全月

十字花科
蔬菜

清除園區雜草、林木。每葉逾5隻參考選用畢芬寧、阿巴汀、益達胺等藥劑，並配合懸掛黃色粘板。

1. 連作時應於種植前浸水，以消滅土內殘存害蟲。 整地後至收穫前，田間置放黃色粘紙誘殺成蟲。
2. 選用10%美文松EC350倍、50%培丹SP1000倍、43%佈飛松EC1000倍、2%阿巴汀EC2000倍等藥劑防治 

或採用50倍菸草浸出液防治之。
黃條葉蚤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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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六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中上旬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讓芳香植物美化身心健康
香草植物在國內流行已近十年，本場 香草植物除了應用在大型庭園造景之 蛋及牛奶和在一起，放入烤箱中烘焙成餅干

從多年的研究中發現，香草植物可應用於日 外，其實也可以培養成盆栽，作為一般家庭 或麵包類食品。也可以摘取新鮮葉片，放入

常生活中，且日漸為人們所喜愛，對提升國 室內觀賞植物。選擇作為盆栽植物的香草品 杯中加溫開水，沖泡成香草茶，味道清涼順

人生活品質有所助益，並可促進休閒產業蓬 種，須具有外型圓整、枝條緊密、耐蔭、容 口；也可將新鮮葉片乾燥後貯存，或做成茶

勃發展。本場研究園區中所建立的香草庭 易栽培、好管理等特性即可，例如薄荷、薰 包，隨時取出沖泡成芳香可口的香草茶。

園，其健康美麗形象更受到群眾的歡迎，成 衣草、迷迭香這類植物的品種繁多，很多品 另外在自家庭園種植一些色彩鮮豔的
為當地觀光景點。 種均符合這些要求，可培育成為受人歡迎的 水果鼠尾草、雅美鼠尾草及香葉萬壽菊等香

盆栽植物，既可供觀賞，必要時摘取其嫩葉香草植物可大略分為香料及香精類， 草植物，每年在適當的季節都會自然開花，
也可以拿來泡茶喝。有些可直接用於食物調味，有些種類經過簡 經自然風吹動或以手輕觸，便能散發出香

單加工程序，可製作成香草茶、沐浴包、精 薰衣草可應用在日常生活飲食上，例 味，不但可舒壓情緒並帶給我們輕鬆與愉悅

油、香草醋、香草酒等增加生活情趣。 如在一般家庭庭院中栽種時，可直接採收薰 的感覺外，進而美化身心健康。
衣草綠色枝條及葉片，夾在肉類中，再一同香草植物可說是相當特別的園藝植

放入烤箱中燒烤；或與肉類一起醃數小時之物，具有特殊的揮發性香味可經由嗅覺及吸

後再燒烤或烹煮，使其特殊味道融入肉中，收器官產生作用，一般認為對舒緩壓力、提

口感特佳；或將乾燥莖葉磨成粉，少量添加振情緒、促進身心平衡有幫助，所以近年來

入麵粉中，可製作成薰衣草餅干等。被大量引用於所謂的「園藝療法」上。因

此，接觸香草植物、利用聞香或浸浴方式等 迷迭香適合作為香辛料，在義大利料

簡單方法，香氣就可經嗅覺器官直接進入大 理及法國料理中經常可見，其味道較厚

腦，立即有很強的心理或感情上反應。香味 重強烈，將其與肉類一起醃漬燒

可當作一種記憶，雖因人而異，但很容易存 烤，肉類即帶有甚為特殊味

在腦的記憶中，不易忘懷，香味會使你想起 道。薄荷莖葉均具有清涼香

其他香味的記憶，對刺激大腦活性有幫助， 味，在日常生活應用上，可

讓人有輕鬆愉悅的感受。 將新鮮的薄荷葉片與麵糊、

1. 乾旱季節利用噴灌設施，增加果園濕度，促使湯氏菌之發生，可有效防治銹蜱發生為害。
2. 幼果、小果期為防治適期，應在傍晚或陰天時(氣溫低於30℃)使用以減少藥害。

銹蜱 全月
柑桔類
文旦 在成蟲出現前，在樹幹自地面至一公尺高度處塗布石灰乳或包紮塑膠布或網，避免天牛成蟲產卵於樹

幹。人工捕殺成蟲、鐵絲鉤殺、燻殺幼蟲。清除根際雜物、灌溉施肥增加樹勢。
全月星天牛

1. 全面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板。清除落果，減少孳生源。
2. 密度增加迅速時，以蛋白質水解物加芬殺松點狀噴施園區外。
3. 參考使用藥劑防除，柑桔園(芬化利、芬殺松)、蓮霧園(賽扶寧)、檬果園(芬殺松)。

果樹類 果實蠅 全月

適合泡製花草茶的薄荷、鼠尾草以及

增添烤雞

風味的迷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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