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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數位 化教材　通過數位教材品質認證AA等級Ｅ本場數位 化教材　通過數位教材品質認證AA等級Ｅ

徐志雄 場長
賴兆炫 班長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品質認證中心頒發之AA等級證書

本場與台灣知識庫
合作之「有機液肥
與堆肥製作技術」
數位課程

為解決實體課程招生限制、時間及 機液肥與堆肥製作技術」。

空間之障礙等問題以及推廣通識知識， 上述教材經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

本場自94年起進行數位教材之製作，累 家型科技計畫品質認證中心審核，「有

機液肥與堆肥製作技術」之高階農業數計已完成4門數

位課程，獲得AA等級之品質認證，並位教材，分別

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其他9部課程共同為「有機農業

榮獲經濟部2008年「年度數位教材公眾生產技術－水

服務獎」，成果斐然。稻篇」、「有

機蔬菜採收後 該 課 程 上 載 於 農 業 推 廣 充 電 站

處理技術」、 農 業 易 學

「有機栽培概 網，開放自由選課，提供個人化學習及

論」以及「有 紀錄，歡迎各界廣為查詢利用。

http://www.agrext.coa.gov.tw/

宜蘭縣勝洋

休閒農場

徐志雄場長
花蓮縣富里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二班賴兆炫班長

賀　

賀　

宜蘭縣勝洋休閒農場 

花蓮縣富里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二班 

榮獲

栽培技術之研究」以及技術 7,200噸有機濕穀，並提供完善的米加

轉移「水生植物虎耳、巴戈盆 工處理，生產優質且品質佳的有機米加

栽生產技術」與該農場，徐場 工品。為提升有機米產品安全性，導入

長並加入創意思維元素，透過 生產履歷資訊系統，將生產過程紀錄並
包裝技術創造多元化的創意水 資訊化，提供消費者公開上網查詢生產

2009十 大 草商品，並研發不同美味料理及 相關資訊，成為台灣第一家擁有「身分
神農全國評選選拔名單出

設計DIY體驗活動。在品牌建立 證」的稻米。在產品研發及銷售方面，
爐！轄區參選人經由鄉鎮、縣市逐級評

開發多元化有機米產品，以「銀川米」方面，已設計CIS農場識別系統，建立
選推薦，再由本場延聘專家學者組成區

品牌銷至全省各大百貨、連銷超市超過品牌形象；另運用各種實體及虛擬通路
域評選小組，選出宜蘭縣勝洋休閒農場

行銷水草商品，提振銷售管道與數量， 1,000個銷售點，具有國際形象的精美
徐志雄場長及花蓮縣富里鄉有機米產銷 目前佔國內水草市場四分之一以上，並 包裝，外銷至加拿大、香港、馬來西
班第二班賴兆炫班長角逐，2位候選人 且拓展外銷至日本、墨西哥、德國、中 亞、新加坡等國外市場，於95年登上天
從22位全國評選候選人脫穎而出，雙雙 國大陸等國家，創造年營業額達一千二 下雜誌並被喻為「農業的台積電」。
獲得「2009十大神農」至高殊榮。 百萬，年獲利率35%的佳績。

十大神農選拔活動，主要是藉得
致力推動有機農業有成的花蓮縣以栽培水草為主的宜蘭縣勝洋休 獎農民對農、林、漁、牧業有前瞻獨創

富里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二班賴兆炫班閒農場徐志雄場長，擁有全國最大專業 性改革的優秀表現，作為其他農友示範
長，經本場多年有機米栽培輔導，成立水草植栽場，育有水族魚類數十種、水 推廣的典範，促使農民、農村、農業直

國內最大的有機農場，班員數達 117生植物四百餘種，並致力改進水草栽培 接受益，帶動整體農業現代化與產業發

人，經有機驗證之經營面積 191公頃，技術，引進現代化的温室設備，有效提 展。農委會預計於4月間頒發獎狀及獎

高水草單位面積產量與產值。本場近年 年營業額超過1億萬元。採用全國唯一 金表揚，本場未來將更積極輔導培育優

秀農民為轄區爭取更多的榮譽。與其合作產學計畫「水族缸用水生植物 現代化有機米專用加工廠，一年可處理



慶祝農民節　本場向轄區農會及農民致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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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棗伴手禮

金棗又叫做金橘或金柑，適合生長

在雨量充沛氣候冷涼的地區，蘭陽平原

的天候正適合金棗的生長，本場輔導宜

蘭縣栽培金桔面積約 300公頃，佔全省

90%以上。金棗的果實形狀或圓、或橢

圓、或卵形，略具甜味。為迎合現代消

費習性，改變傳統食用金棗的方式，開

發易於保存、適合攜帶之金桔加工品，

賦予傳統金桔新面貌。

是下午振奮精神的好茶點！產品聯絡方
牛鬥四喜桔茶 頭城農場位於雪山山脈，而純淨的

式：宜蘭縣員山鄉農會 (03)922-2161。
水源是孕育品質良好金棗的基礎，因為在蘭陽平原頂端、雪山山脈與中央
位於山坡地的關係，濕度比平地更高，山脈交會之處，有一片秀麗的柑橘園，
因此本區生產的金棗風味更濃郁。本產 礁溪鄉農會為協助地方農業發展與在牛鬥之冬，結成馥郁的金色果實，潑
品特色是以低糖、少油，純手工釀造， 農產品的推廣，發揮創意結合專業認證灑滿山美好的橙黃風光，牛鬥古舍古香

的杏輝藥廠，共同開發針對成長中的兒不添加人工香料來製造，符合現代人健四喜桔茶在遊客的 DIY活動中飄香滿
童與全家人皆宜的金棗產品─「金棗康需求。烤的酥香的外餅與金黃酸甜甘園。

的金桔內餡，讓品嚐過的人都愛不釋 Q軟糖」。富含健康元素與美味的金棗
以大同、三星、牛鬥地區生產之柑

手。產品聯絡方式：宜蘭縣頭城農場 軟糖，透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輔導及
桔類、桶柑、茂谷柑、金柑、四季橘、

品牌包裝形象專家的包裝設計，具有礁(03)977-2222。
檸檬、明尼橘柚、晚崙西亞等為主要原

溪溫泉鄉風味、清新、健康的農特產伴
料，在宜蘭大學協助研發，開發精緻高

手禮，為到礁溪的遊客提供最佳伴手好
附加價值之養生四喜桔茶。一粒粒美麗

禮物。產品聯絡方式：宜蘭縣礁溪鄉農
的澄黃柑桔，將之洗淨、切絲、加工與

會 (03)988-2924。
裝瓶，封存成一罐罐柑橘甜香的四喜桔

茶。當作茶飲時，柑橘的芬芳讓神情清

爽、精神為之一振，另外也可作果醬使

用，經過烤箱熱烤過後，桔類特有之馥

郁香氣更是芬芳滿室。

來到牛鬥古舍古鄉音樂休閒農場，

除了可直接購買四喜桔茶外，另外可以

參加農場所舉辦的四喜桔茶製作DIY活

動（需事先預約，活動限定5人以上，

需時4小時完成），自己動手製作不同
員山鄉出產的養生棗，除了開瓶後

風味的四喜桔茶，一來體驗老農製作四
可直接食用且攜帶方便外，也可沖泡出

對於上述各項宜蘭金桔好伴手有興喜桔茶的辛苦，二來透過活動增進家人
香味四溢金棗茶，且金棗皮脆肉酸甜，

趣的民眾，歡迎自行電話洽詢訂購。或朋友間的情誼，農場亦提供住宿及園
甜而不膩，相當

區導覽活動，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旅
適合作為繁忙

遊參觀。牛鬥古舍古鄉音樂休閒農場聯
時的小零嘴或

絡電話： (03)989-3639。

頭城農場－開運金棗餅

礁溪鄉農會－金棗Q軟糖

員山鄉農會－養生金棗茶

宜蘭柑桔　伴手好禮帶著走

宜蘭縣員山鄉農會養生金棗茶

宜蘭縣礁溪鄉農會金棗Q軟糖

宜蘭縣頭城農場開運金棗餅

宜蘭縣牛鬥古舍古

香音樂休閒農場四

喜桔茶以及民眾

DIY桔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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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黃場長鵬頒發匾額予榮獲第二屆金推獎優等獎之宜蘭縣礁溪鄉農會

李總幹事淑芬(左)以及冬山鄉農會黃總幹事志耀(右)

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
                                               http://refrain.moj.gov.tw

「一粒米，百粒汗」，為感念農

民辛勞，各農會於新春期間紛紛舉辦慶

祝農民節活動，本場踴躍參予表達對轄

區農民的支持與鼓勵，並於2月6日偕同

宜蘭縣農會舉辦頒獎典禮，表揚宜蘭縣

礁溪鄉農會以及冬山鄉農會榮獲第二屆

「金推獎」優等獎以及獎勵模範農民及

幹部，肯定其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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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硫酸銨肥料供應充裕　價格穩定足應農民用肥需求

本場免費為農地量身減肥

人若過度肥胖提高身體健康上風 列原則：

險，上了年紀也要每年上醫院檢查身
1. 每一採樣點應先撥除土表的雜草及枯

體。相同的道理，過量及不均衡的施肥
枝落葉，再以鏟子掘出一V字型的坑

易造成土壤的劣化，終年耕作的土壤也
洞，沿此穴邊緣向下取一片約手掌大

應該每年分析其肥力的變化，不但可以
小的土壤小樣品，切忌僅刮取土表的

了解土壤的健康情形，更可能因此節省
採樣方式。

中以酸鹼度最為重要，直接影響到植物施肥量，在肥料價格相對較高的今日降
2. 土壤條件相似的田區可劃分為同一區 根部活性與土壤中營養元素的有效性，低用肥成本。

塊，每一區塊採取五個小樣品，再將 也是影響決定肥料種類及用量時的重要
本場免費為農民分析土壤肥力，並

這些小樣品混合為一，即成為代表此 參考。因土壤樣品需經過風乾、磨碎、針對不同土壤及作物營養特性推薦肥料
一區塊的樣品。 過篩、稱重、萃取、過濾、稀釋及呈色施用量、種類及時機。因為土壤樣品的

等繁複的過程分析才能知道結果，其中3. 採樣點應避免在施肥點、馬路邊、田分析時間通常需要一個月，因此在冬末
若樣品水分含量高時，僅風乾步驟所需春初的時節，距大部分作物施用基肥還 埂周圍、出入水口及特殊地區，若田
時間即可能超過三個星期，農友應提早有一段時間，應該是最適合採取土壤樣 間有種植作物時，採樣點則應位於二
採樣送驗，才不會誤了農時。株作物之間。品分析的時機。

詳細資訊請洽本場土壤肥料研究室土壤分析項目包括酸鹼度、電導為了取得具有代表性的土壤樣品，

(03)853-4914。度、有機質及其他營養元素的含量，其本場建議農民採取土壤樣品時應注意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國內春 貨配銷及庫存情形，並協調肥料業者按鄉鎮農會於一、二月間，提早疏運1萬

耕第一期稻作所需硫酸銨肥料，已協調 各地需求機動調節供貨，充分供應農友公噸庫存備用，並於主用肥縣大型倉庫
肥料業者及各縣(市)農會加強生產供應 春耕用肥需求。 庫存3千公噸，以應用肥旺季需求。
及疏運配銷，並備貨庫存，目前肥料業

農委會最後表示，國內硫酸銨價農委會指出，本(98)年第一期稻作者及農會庫存充裕供應無虞。且國內硫
格已於 98年元月 1日降回漲價前之價計畫種植面積約為15萬9千公頃，與去酸銨肥料價格已降回漲價前之價位，近
位，且近期國際製肥原物料行情趨於平年種植面積相當，硫酸銨肥料用量約期國際製肥原物料行情平穩，國內價格

穩，國內硫酸銨肥料價格將維持穩定。維持穩定，農友可依需求購肥備用。 9萬公噸，目前肥料業者及農會庫存達

該會呼籲農友勿心存觀望，可提早購肥4萬餘公噸，加上肥料業者1至4月全量由於硫酸銨為稻作插秧初期主要

備用，紓緩3月用肥高峰，並合理化施生產6萬餘公噸，供應量可達10萬公噸用肥，每年 3月為第一期稻作用肥高

肥，減少浪費節省用肥成本。資料來以上，足敷需求。該會將密切掌握肥料峰，農委會已協調業者全量供應，商定

各縣(市)農會每月提貨數量，且輔導各 業者生產供應、各縣市農會、經銷商提 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取土說明：先向下挖一V字型的坑洞，

沿土坑坡面切下約手掌厚的土片

98年元月31日有機農產品管理新制上路

年度耕地土壤肥力診斷及施肥推薦開始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 96年元 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 家。國內廠商自公告國家進口之有機農

產品，應向農委會申請核發有機標示同會 (FOA)二家；有機農產月 29日公布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品、加工品驗證機構為 意文件後，才可以有機名義販賣，並依管理法」，將有機農產品認驗證納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 規定標示及使用輸出國之認驗證標章。入管理，該法所定兩年緩衝期於

會 (MOA)、慈心有機農98年元月31日屆滿，國產或進口農 農委會特別指出，農產品生產及
業發展基金會 (TOAF)、產品、農產加工品以有機名義販 驗證管理法第27條之罰責規定，該會已
中 華 有 機 農 業 協 會賣，依該法管理。該會呼籲有機農產 公告執行原則，自98年元月31日以後製

(COAA)及暐凱國際檢驗科技品經營業者做好品質管理，以建立消費 造且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產品、農產加
股份有限公司 (FSII)等四家，中央畜產信心。

工品，均為查處範圍，至於 98年元月
會為有機畜產品驗證機構。國內取得驗農委會說明，目前市售有機農產 31日以前製造者，如擅自使用農委會所
證之有機農產品、加工品，並應依規定

品如經檢出農藥殘留，係依「食品衛生 定有機農產品標章及違規使用化學用
使用CAS標章，供消費者辨識。至於驗管理法」相關規定查處。但「農產品生 品，亦列為查處範圍。
證費用方面，已認證有機農糧產品驗證

產及驗證管理法」第27條規定，以有機
農委會表示，該會已持續對有機機構其收費標準須報准農委會核定，在

名義販賣之國產或進口農產品、農產加
市場競爭下合理收費，該會並對驗證費 農友、進口業者、有機販賣業者及消費

工品，自98年元月31日起依該法及「有
用酌予補助，不增加有機農友負擔。 者，宣導有機管理新制，並實地訪問有

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
機商店，且蒐集業者所提問題製作說明在進口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

法」及「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
資料，將公布於農糧署網站以及有機農之管理方面，農委會已公告英國、法

工品管理辦法」規定管理。
業全球資訊網。該會呼籲有機農產品經國、奧地利、丹麥、芬蘭、荷蘭、德

農委會指出，截至元月 23日止， 國、義大利、紐西蘭、澳大利亞、瑞 營業者依法販賣有機農產品，以維護消

依規定取得認證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 典、 盧森堡、希臘、西班牙、愛爾蘭 費者權益，促進國內有機農業發展。資

及比利時等16國為有機管理同等性之國 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為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 (TOPA)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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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別 

水稻

病蟲害種類 

負泥蟲

螟蟲
(一點螟、二化螟) 

水象鼻蟲 

葉稻熱病

福壽螺

時期 

全月 

下旬 

全月 

全月 

中下
旬

1. 以遮雨設施防降雨。
2. 注意氣象預報，低溫連續雨天後或停雨時，即噴施藥劑。
3. 藥劑選用氫氧化銅、亞托敏、賽座滅、達滅芬、凡殺克絕或亞磷酸施用。
4. 參考使用亞磷酸加氫氧化鉀1000倍，病害發生前使用。

番茄 晚疫病 全月

青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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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銹病 韭菜選用三得芬乳劑、百克敏乳劑或菲克利，青蔥選用三泰隆、三氟敏等藥劑噴施。韭菜、青蔥 全月

紫斑病 選用亞托敏、克收欣、甲鋅保粒素或依普同等藥劑噴施。全月

甜菜夜蛾
1. 選用因滅汀、因得克、蘇力菌等防治之。
2. 栽種田區懸掛性費洛蒙緩釋劑。全月

防　　治　　要　　點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保手冊)

1. 水稻生育初期，幼蟲發生時，施用3％加保扶粒劑，配合追肥混合後撒施。
2. 利用噴佈方式時可選用50％益滅松等推薦藥劑施用。
3.施藥時慎防污染水源以免產生魚毒。

稻株葉鞘變黃或田間有流葉、折葉、枯心時，即選擇撲滅松乳劑等藥劑施用  

1. 改善耕作環境、清除雜草，整平田面避免積水。
2. 插秧前期秧苗以丁基加保扶、加保扶粒劑處理。
3.本田期施用培丹、加保扶、丁基加保扶粒劑，應注意魚毒。  

煤紋病 

玉米 

中下
旬

1. 肥料三要素平衡使用。
2. 發病初期施用錳乃浦可濕性粉劑防治。  

玉米螟 中下
旬

1. 肥料三要素平衡使用。
2. 發病初期施用錳乃浦可濕性粉劑防治。  

1. 適度氮、磷、鉀三要素配合施用，氮素肥料勿過量施用。
2. 插秧後25～30天左右，施用三賽唑可濕性粉劑或撲殺熱粒劑預防。
3. 病斑出現時，施用熱必斯、護粒松、亞賜圃等藥劑防治。

1. 隨時撿拾螺體、摘除銷毀卵塊。
2. 灌溉圳渠進、出水口設置阻隔網(內層粗網6～10目，外層細網16～32目)。
3. 插秧前、後噴撒耐克螺、聚乙醛、苦茶渣等藥劑，但應注意魚毒。

雜糧
、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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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瓜果 銀葉粉蝨 全月 每一葉片逾5隻選用畢芬寧、阿巴汀、益達胺、布芬淨、培丹藥劑，並配合黃色粘紙防治。

十字花科
蔬菜
、
果樹
、
柑桔
、
梨

小菜蛾 全月 選用蘇力菌、脫芬瑞、因得克或因滅汀等藥劑噴施。

果實蠅 全月 請加強該蟲之誘殺盒懸掛，以徹底防治果實蠅，全面降低該蟲密度，減免果實被害。

潛葉蛾 下旬 選用芬諾克、陶斯松、佈飛賽滅寧等藥劑防治之。

黑星病 下旬 發病初期用四克利、易胺座或三氟敏等藥劑防治。

蚜蟲類

黃條葉蚤

全月

全月

1. 清除園區外圍及附近雜草。
2. 選用畢芬寧、益達胺、派滅淨等藥劑噴施。
3. 距作物高度不超過1公尺懸掛黃色粘紙，5公尺置一塊。

1. 種植前全園浸水30～45天。
2. 發現有該蟲初期發生時可選用培丹或阿巴汀等藥劑噴施。

－第　　版－4

丹參保健創意食譜

御汁西施腐
主材料：芙蓉豆腐90公克、綠竹筍50公克、胡蘿蔔80公克、鹹蛋黃一顆、

鮮蟳腿肉30公克、青蘆筍一支、鮮丹參100公克

作  法：
1. 丹參100公克加水500公克，水煮滾後，以小火續煮30分鐘成為丹參高湯。

2. 綠竹筍連殼煮滾後用中火煮20分鐘，取出去外殼後切絲，放入蒸鍋。芙蓉

豆腐切細絲舖於綠竹筍上，鮮蟳腿肉燙熟切丁後放於豆腐上，再加入丹參

高湯，入蒸鍋後蒸10分鐘，待入味即可取出。

3. 花枝漿加入鮮丹參末，荸薺末，並加入酒、鹽、胡椒粉、高鮮粉等混合調

味後放入白蘿蔔中心，再放入鮑魚片、白果、枸杞，加入柴魚高湯，移入

蒸鍋蒸30分鐘，取出加入蒜絲即可。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家政班製作

九十八年三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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