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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育成之水稻新品系「花稉育53號」

及甘藷新品系「TLSP-024」已於97年11月11

日審查通過，命名為「水稻花蓮21號」及

「甘藷花蓮1號」。審查會議由中央研究院

植物及微生物研究所鄔研究員宏潘、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侯場長福分、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葉教授茂生、財團法

人農村發展基金會林專門委員富雄、國立台

灣大學農藝學系朱教授鈞、亞太糧食與肥料

中心宋處長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賴主任永昌以及盧博士

煌勝等八位委員組成，並由鄔研究員主持。

依據水稻及甘藷新品種田間生育、產量及農

藝性狀的表現、各項特性病蟲害之抗性、品

質以及對肥料的反應等試驗資料書面及田

間實際表現情形進行審查，委員們一致認

為新品種「水稻花蓮21號」具有產量高、食

味佳、耐稻熱病等優良特性；「甘藷花蓮1

號」產量表現穩定，塊根藷形大小整齊，肉

質鮮艷紫色極適合深紫色澤食材配料用，具

有推廣潛能的優良品種，值得命名推廣。

水稻新品種「花蓮21號」平均株高一期

作99公分，二期作97公分；全生育日數一、

二期作分別為129天與120天。全國平均公頃

稻穀產量一期作6,957公斤，二期作5,184公

斤，適合全國雙期作田栽培。本品種優點有

：產量高，適應性廣；米飯食味香、Ｑ可

口；耐稻熱病；脫粒性適中，適合機械收

穫；生長勢及分蘗性強，可減少肥料之施

用，降低生產成本。

「甘藷花蓮1號」屬於中晚熟品種，

經過10年努力終於獲得命名。「甘藷花蓮1

號」為芋仔甘藷品種，適合於春作栽培，生

育日數為160天，株型為匍伏性，蔓長252公

分，莖蔓分枝長192公分，葉形為心臟形、

戟形，葉色及莖色均為綠色，抗病性及抗蟲

性較本地紅葉紅皮種為佳，在花蓮地區平

均公頃鮮塊根產量可達18,959公斤，在全國

性區域試驗更高達29,232公斤，同時該品種

藷塊具有很強的抗氧化能力，且其總膳食纖

維、鈣及還原糖等含量皆較本地紅葉紅皮種

為高，深具保健養生之特色，未來本品種可

取代部份目前花蓮地區種植之芋仔甘藷品

種，並可開發多元化食品加工之添加材料，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水稻新品種「花蓮21號」

甘藷新品種「花蓮1號」

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本場刊物鼓勵以E-Mail訂閱，若有需要請洽(03)854-1881。

命名通過

甘藷新品種「花蓮1號」植株外觀及塊根剖面▲

水稻新品種「花蓮21號」穀粒、白米以及植株外觀▲

甘藷新品種「花蓮1號」田間審查▲ 審查委員與本場研究人員田間合影▲ 審查委員聽取簡報並進行各項書面資料之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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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今年辦理第二屆

「金推獎」評選，透過客觀、公正的評

鑑，公開獎勵辦理農業推廣工作績優的農

會。整個活動獲得269個各級農會的熱情參

與，評選出53個獲獎單位，其中47個「優

等獎」及6個「優等暨特殊貢獻獎」，頒獎

典禮於10月29日隆重舉行，由農委會陳主

任委員武雄親自頒發，以肯定這些農會在

農業推廣工作上的卓越貢獻。

每2年辦理一次的「金推獎」今年邁

入第二屆，農委會特別邀請了37位委員組

成評鑑小組，歷經55天的書面審查，評選

出53個單位獲得「優等獎」，並由53個優

等農會選出29家農會進行現場訪視，選出

12家進入決選，歷時3個月，再於複審會議

經投票評選出6家農會為「優等暨特殊貢獻

獎」，過程非常客觀、公正、嚴謹。

53個獲獎農會中，宜花地區由宜蘭縣冬

山鄉農會、宜蘭縣礁溪鄉農會、花蓮縣花蓮

市農會榮獲「優等獎」，而花蓮縣富里鄉農

會則榮獲「優等暨特殊貢獻獎」，並獲贈20

萬元獎金。

農業推廣界

有許多人將「金推

獎」比喻為農業

推廣的「奧斯卡

獎」，農委會表

示，金推獎的得

獎農會在總幹事領

導的團隊下猶如最

佳製片與導演，農

推工作同仁就是最

佳男女主角，在團

隊合作下，展現最

佳成績，贏得農民的肯定與掌聲，在獲獎

同仁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農業推廣工作同

仁的熱忱與全心付出，有人寫到：「農業

推廣是：服務工作＝雞婆的事」、「推廣

工作如同交響樂，團隊的默契與合作精神

是成功的基本要素」等。農委會表示，金

推獎的辦理就是要鼓勵與肯定這些在第一

線農業推廣工作人員的辛勞與成就，亦期

望透過客觀、公正、嚴謹的評鑑機制，鼓

勵更多農會重視與投入農業推廣工作，並

將此成果建立學習標竿，進一步傳承與擴

散，期許在「金推獎」精神的驅動下，使

整體農業推廣效益大幅地提升，成為農業

永續發展的重要推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二屆金推獎名單出爐花蓮縣富里鄉農會榮獲優等暨特殊貢獻獎

時序邁入秋冬季節，花蓮地區受東北

季風影響，氣溫常偏低且持續陰雨，在低

溫潮濕下容易引起喜好低溫菌的病害，如

菌核病即是其中一種，主要引起作物腐爛

及萎凋的現象。菌核病在冬季冷濕季節時

常出現於某些蔬菜類葉片或莖部組織，呈

現水浸狀腐爛，病斑上有白色棉絮狀菌絲

團，由於常在連續雨天後發生，在初發病

時容易被農民誤以為是疫病，而使防治效

果不佳。本場特此呼籲農友應小心預防。

蔬菜菌核病屬於土壤傳播的真菌性病

害，喜好低溫高濕環境，在台灣多發生於

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間。菌核病寄主範圍

廣泛，常見的農作物有：十字花科蔬菜如

甘藍、包心白菜、花椰菜、青花菜，還有

萵苣、芹菜、甜椒、辣椒，豆類蔬菜、胡

蘿蔔、番茄、胡瓜等蔬菜，禾本科作物則

很少受害。菌核病病徵在不同作物上不大

相同，可危害作物葉、莖、根冠部、果實

(莢)，造成根腐、莖腐、頸腐、苗枯等病

徵。一般病徵會產生水浸狀軟腐病斑，濕

度高時被害組織上覆有白色黴狀物，很像

疫病而容易誤判，導致農民僅噴施防治疫

病的藥劑，因而延誤菌核病之防治適期，

造成嚴重的損失。白色的菌絲會特化成黑色

大小不一之鼠糞狀菌核，最後整株軟化枯

死。此病可藉菌核在土壤中殘存至下一季，

菌核的產生為分辨菌核病或疫病之依據。

菌核病的防治方法有藥劑防治、生物

防治、栽培防治(輪作、田間衛生、減少灌

溉等)、種植抗病或耐病品種等。但主要

著重在加強栽培管理，清除越冬菌源，選

用抗病品種，再輔助以藥劑防治的綜合防

治。下述各防治方法供參考：

1.	選擇排水良好的土壤種植，並避免密植

以降低作物附近的濕度。調整耕作季節

和作物行間距離，或匍伏式改直立式栽

培，以保持良好通風性；或利用設施栽

培隔絕雨水，以避免製造發病環境。

2.	與水稻、高梁、玉米、甘蔗輪作，至少

兩年以上。

3.	重視田間衛生，輔以種子消毒、苗床消

毒。並注意農機具、雨鞋、種苗等攜帶

污染的土壤。

4.	嚴重發病田可淹水處理3週以上。

5.	翻犁深耕病殘株入土，但很難避免有少

數菌核仍留在土表，因此深犁後應配合

浸水處理效果較好。

6.	藥劑防治：甘藍等包菜類上僅正式推薦

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2,000倍；而小

葉菜類除可使用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

2,000倍外，亦可任選50％貝芬同可濕性

粉劑1,000倍、或50％大克爛可濕性粉劑

2,000倍、或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

500～700倍等施用；另萵苣除小葉菜類

用藥外亦可選擇50％免克寧水分散性粒

劑1,000倍、或50.5％快得依普同可濕性

粉劑800倍；瓜菜類則可參考50％撲滅寧

可濕性粉劑稀釋2,000倍、或75％四氯異

苯腈可濕性粉劑500～700倍；果菜類可

參考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500～

700倍施用防治。以上葯劑任選一種，

病害發生時開始施葯，每隔10天施葯一

次，連續3～4次。

冬季濕冷天氣　蔬菜易發生菌核病　請注意預防

農委會陳主委武雄與榮獲優等暨特殊貢獻獎之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合影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主任秘書明耀(左三)、農

委會輔導處莊處長玉雯(右二)以及本場黃場長

鵬(左二)與轄區得獎農會合影

▲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得獎事績－打造有機休閒農村

陳總幹事榮聰、推廣股林股長輝煌

具體事蹟：打造全國第一個有機農業村，並輔導農民以在

地、健康、有機的農業生活體驗炒米香、泥火山豆腐、洗愛玉

...等，開創體驗農家的農村遊程，帶給農村新契機；富里鄉的農

作以稻米為主，陳總幹事為了讓富里鄉的優質稻米享有它應得的

榮耀，以「跟著消費市場有機健康走」為農會近年的經營策略。

自五年前開始，農會並積極推動有機稻米的耕作，目前已有四個

產銷班、面積達三百多公頃的有機稻田，由於推出後市場反應熱

烈，以致供不應求，陳總幹事下一步將計畫擴寬有機村的範圍。

感染菌核病造成甜椒果實呈水浸狀腐爛，其上

有菌核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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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確保消費者健

康，全面提升農產品安全措施，自97年起

恢復「CAS吉園圃」標章制度並擴大推動，

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一、申請相關單位

(一)	鄉鎮市區農會、公所、合作社、農場

：協助並輔導申請驗證及輔導工作。

(二)	區農業改良場：辦理本標章產品有關

之技術諮詢與輔導，以及安全用藥指

導及防治紀錄簿審查。

(三)	農糧署各區分署：受理標章之申請與

其使用者簽訂契約及黏貼標章核發。

標章產品追蹤查驗及協助處理標章不

當使用或仿冒等違規事項。

除上述單位外，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配合辦理本標章產品抽驗、檢驗及結果通

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則辦理標章申

請單位之調查及安全用藥教育訓練，並協

助辦理標章產品追蹤查驗及協助處理標章

不當使用或仿冒等違規事項。

二、標章之核發對象

以政府輔導設置蔬菜、水果產銷班及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等，使用於生鮮蔬

果為主。產銷班以全數班員申請為原則，至

少需五人以上，農場不限，全年接受申請。

欲申請之班員應符合下列申請資格條件：

(一)	班員接受病蟲草害防治及用藥技術指

導：各鄉鎮輔導單位洽請轄區農改場

於產銷班召開班會或講習會時，派員

輔導病蟲草害防治及安全用藥技術。

此項輔導每至少辦理二次以上，每次

輔導應請產銷班作成紀錄。

(二)	班員生產蔬果農藥殘留抽驗合格：申

請前六個月內以化學檢驗法完成各班

員生產之蔬果農藥殘留抽驗工作，並

取得檢驗合格文件。

(三)	班員有病蟲草害防治紀錄：農改場提

供統一印製之病蟲草害防治紀錄簿，

指導詳實記錄所栽培之各種作物防治

用藥情形。在提出申請驗證時至少應

備有三個月以上記錄資料。

(四)	各項申請要件完成後，由產銷班填具

「標章首次使用申請審核表」，並檢

齊前項要件資料，由鄉鎮輔導單位予

以初步查核後，協助轉送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

(五)	審查作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期邀

請相關單位召開審查會議，審查時申

請班員需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審查合

格者，由縣市政府於1週內將核定之申

請審核表影本函送各相關單位建檔。

不合格者限期改善，擇期再審。

(六)	審查通過之各班，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領取本標章黏貼於所生產之蔬果農

產品。	

(七)	違反本要點有關規定，經查證屬實

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其情節輕

重，依處理原則予以警告、停止或取

消輔導。

為使生產透明化拉近產地與餐桌的

距離，該標章代表產品的安全及農友的榮

譽，務請各產銷班盡速申請「CAS吉園圃」

安全蔬果標章，讓消費者可以安心購買的

品質保證。

以上詳細資料請洽詢當地農會，或電

洽本場植保股(03)8521108轉360。

請儘速申請　CAS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

自93年9月至今，

國際肥料及製肥原物料

價格已經上漲51％～423

％，因持續凍漲，使肥

料業者不願意進口肥

料，儘管台肥公司配合

政府政策全力供應，但其最大產能僅能滿足8成的市場需求，造成肥

料供應不足，所以從今(97)年5月30日起調漲國內肥料價格。但為顧

及農民收益及降低農民購肥負擔，政府實施價差補貼政策，由政府及

台肥公司吸收漲幅之85％，農民僅需負擔漲幅之15％。

此外政府亦馬上成立「肥料價格審議小組」、「肥料配銷督導

小組」及「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其中「肥料價格審議小組」由專

家學者組成，專責蒐集國內外肥料價格資訊，進行肥料成本、價格漲

跌趨勢分析，並研訂國內肥料價格調整機制，10月底經過精算結果已

將尿素之售價每包（40公斤）調降50元，並於11月1日起開始實施，

其它肥料價格亦持續監控中，如有調降空間亦會馬上進行降價。

為使農民了解政府現行的肥料政策及正確的施肥觀念，本場從5

月底成立「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後，即積極在花蓮及宜蘭兩縣依據

作物種類及地區特性辦理合理化施肥宣導。會中除邀請農委會農糧署

東區分署說明肥料價格及補貼政策外，更針對不同作物及土壤特性，

講解其施肥原則及土壤檢測分析與分析結果的使用方法，希望透過種

種合理法施肥措施，提升肥料的利用效率，減緩農民的施肥成本，並

進一步提升作物的品質。截至11月底已辦理超過30場次的「土壤特性

與合理化施肥講習會」，並為農民分析超過4千3百件的土壤樣品，對

合理化施肥減少肥料施用的效果已經逐漸呈現。

有關最新活動之訊息、土壤採樣方法與檢測項目的詳細資料，

請洽合理化施肥技術輔導專線或農改場網站查詢，電話及網址分別為

(03)8534914與http://www.hdais.gov.tw。

本場辦理土壤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講習
並免費提供土壤肥力營養診斷服務

本場於花蓮宜蘭巡迴辦理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化學肥料出廠基準價格與補貼額度說明

價差補貼

肥料種類

廠商出廠價基準價格 補貼額度(漲幅85%)

元/公噸 元/包 元/公噸 元/包

尿素* 19,850 794 10,750 430

硫酸銨 9,100 364 4,075 163

過磷酸鈣(粉狀) 11,450 458 7,125 285

過磷酸鈣(粒狀) 12,250 490 7,125 285

氯化鉀 25,450 1,018 14,825 593

複
合
肥
料

1號複肥 14,400 576 6,800 272

特1號複肥 13,650 546 5,900 236

特4號複肥 15,700 628 7,650 306

5號複肥 16,200 648 8,225 329

特5號複肥 14,950 598 6,975 279

39號複肥 21,550 862 11,425 457

42號複肥 14,800 592 7,025 281

特42號複肥 12,250 490 4,675 187

43號複肥 22,500 900 11,500 460

特43號複肥 22,000 880 11,000 440

添
加
有
機
質
複
合
肥
料

寶效1號

(有機質30%)
18,700 748 6,800 272

寶效4號

(鎂3%，有機質45%)
23,600 944 7,650 306

寶效5號

(鎂3%，有機質50%)
20,400 816 6,975 279

1.	廠商肥料出廠價應不超出基準價格，各縣市農會及經銷商依實際

進貨之肥料出廠價（非表列基準價），扣除補貼額度配銷出貨。

2.	袋裝肥料以每包40公斤計算，每公噸25包。如有不同重量包裝型

式產品，則依每公噸折算包數換算其每包補貼額度。

3.	*尿素出廠基準價格自97.11.1起由原每公噸21,100元調降為

19,850元，每包(40公斤)844元調降為794元，補貼額度則維持每

公噸10,750元，每包430元不變。

備
註



第   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4

九十七年十二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期	 防　　治　　要　　點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保手冊)

蔬菜、雜糧 斜紋夜盜蟲 全月

1.	幼蟲出現時即選用2.8％賽洛寧乳劑等藥劑防治。

2.	田埂、溝壁亦應同時施藥。

3.	設置性費蒙誘殺站，誘殺雄蛾。

蔬菜、瓜果 銀葉粉蝨 全月
1.	清除園區附近雜草、休耕地、廢耕地殘株及林木等減少棲息場所。

2.	參考選用畢芬寧、阿巴汀、益達胺等藥劑噴施，並配合懸掛黃色粘板。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全月

1.	蟲害發生時以14.5％因得克S.C.2500倍、2.15％因滅汀E.C.	2000倍、5％因滅汀水溶性粒劑5000倍

等藥劑擇一使用。

2.	以10.3蘇力菌水分散性粒劑4000倍、或參考選用黑殭菌或核多角體病毒防治。

紋白蝶 全月 選用蘇力菌、因滅汀乳劑或傑他賽滅寧乳劑等藥劑噴施。

蚜蟲類 全月
1.	清除園區附近雜草。

2.	選用畢芬寧、益達胺、派滅淨等藥劑噴施。

番茄 晚疫病 下旬

1.	以遮雨設施防降雨。

2.	選用達滅芬、亞托敏、氫氧化銅、賽座滅等藥劑噴施。

3.	合理施肥，增加磷鉀肥和微量元素，避免偏施氮肥。

4.	雨季來臨前參考使用亞磷酸1000倍，可誘導防病。

韭菜、青蔥 銹病 全月 選用三得芬乳劑、百克敏乳劑或菲克利等藥劑噴施。

青蔥

疫病 全月

1.	蔥種種植前先行浸種消毒，陰乾後再種植。

2.	選擇種植排水良好地區，高畦深溝整地，雨水期可及時排水降低田間濕度。

3.	合理施肥，增加磷鉀肥和微量元素，避免偏施氮肥。

4.	施用草木灰也有利於提高抗病力。

5.	雨季來臨前參考使用亞磷酸1000倍，可誘導防病。

6.	可參考選擇23％亞托敏水懸劑1000倍、48％松香酯銅乳劑1000倍、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700

倍、80％福賽得水分散性粒劑500倍等藥劑輪流使用

甜菜夜蛾 上旬

1.	終年懸掛性費洛蒙誘蟲盒。

2.	參考選用黑殭菌或核多角體病毒防治。

3.	選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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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等藥劑。

當歸養生保健　創意料理食譜

主材料：烏蔘600公克、花枝漿100公克、蝦仁漿100公克、荸薺末30公克、花椰菜300公

克、紅甜椒50公克、芒果10公克。

調味料：

1.	高鮮5公克、鹽5公克、胡椒粉2公克、當歸末10公克、酒10公克。

2.	素蠔油150公克、當歸水100公克、冰糖50公克、當歸末30公克、酒10公克。

製作方法：

1.	烏蔘洗浸切8公分長段，花枝漿加入蝦仁漿、荸薺末及調味料1作成餡備用，花椰菜切小顆備用。

2.	烏蔘鑲入餡料作成一品蔘入鍋蒸15分鐘後擺盤。

3.	將花椰菜、紅甜椒、芒果依序排上，將調味2燒開，淋上即可。

歸蔘如意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家政班　製作

近年地球暖化議題逐漸為國人重視，

呵護地球及節能減碳的聲浪已是消費大眾

共同的心聲，對此，有機農業之產業經營

更加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

為了建立消費者有機消費的概念，本

場特別針對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規劃一系列

認識有機農業之推廣教育活動，與「國立

宜蘭大學有機產業發展中心」的大學教授

共同辦理宜蘭縣有機農業發展推廣計畫，

讓宜蘭縣的學生瞭解有機農業，也讓家

長、小朋友共同體驗有機農業生產過程、栽

培技術、病蟲害防治等友善的生產模式。

這次推廣計畫特別感謝「國立宜蘭

大學有機產業發展中心」在宜蘭縣內國

小、國中、高中、大專院校等校辦理有機

校園推廣教育活動，針對小朋友及青年學

子進行24場次的專題講座，利用教授群精

心規劃的有機農業課程教材，將有機農業

的概念，逐班逐校的讓有機農業種子在莘

莘學子的心園中發芽茁壯。活動亦利用假

日期間辦理有機產業巡禮，讓親子及國中

小學校老師前往「壯圍綠園有機農場」以

及「羅東觀蓮有機農場」進行實地參訪與

體驗，參與活動的小朋友、家長、學校老

師均表示非常感謝本場辦理此次的體驗活

動，也對有機農業的產業經營以及環境保

護永續議題有更進一步認識與瞭解。

向下深耕　有機農業推廣教育活動

以活潑的互動方式讓小朋友認識有機農產品▲

學員於宜蘭壯圍綠園有機農場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