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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部、教育部、國防部、國科會

及農委會等五大部會及美國等20多個國家

共同合辦之「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於9月25日在台北世貿展覽大樓一

樓舉行。本次交易展於28日圓滿閉幕，展

期四天，進場參觀人潮高達8萬人次，創歷

年新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將農業科技最新研

發成果且具商品化之項目呈現於國人面前，

並期望透過交易展活動之媒合，將優良技術

移轉予業界，特於本次交易展設置「農業

館」展示36項技術，涵括美容保養、食品

加工、生物技術、栽培量產、環保節能等

領域，藉此活動媒合相關技術，為技術移

轉與授權及商品化產業化的目標繳出亮麗

的成績單。

本場以苦瓜花蓮1號、花蓮2號、花蓮3

號以及花蓮4號新品種之育成、苦瓜新品種

在保健產品研發之應用（苦瓜茶、苦瓜釀

以及苦瓜即食餐包）、澳洲茶樹精油萃取

及調製配方技術（茶樹精油、天然茶樹潔

淨牙膏）以及花蓮地區保健食品研發（即

時餐包、藥膳食

品以及複方保健

產品）等海報與

研發實物參與展

示，現場參與之

廠商洽詢熱烈。

農 委 會 為

展現農業科技研

發成果並增加曝

光度，加強技術

宣傳行銷並促成交易，特委託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規劃建置「農業技術交易網」

(http://agritech.coa.gov.tw)，為產業界

與農業研究機關雙向溝通之管道。網站內容

包括「熱門研發精品」、「技轉公告」及

「客詢技術等」。其中技術移轉方面，本場

包含「優質蓮霧種苗快速繁殖技術」等共7

項技轉、產學合作「燃糠式稻殼炭化裝置開

發研究」1項、研發成果之技術類別「當歸

複方保健茶包產品之製作技術」等共19項以

及專利「承載型直播機結構改良」等共6項

成果，歡迎各界查詢應用。

2008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本場參展紀實

本場黃場長鵬於交易展現場為農委會陳主委武雄

以及黃副主委有才，解說本場參展之花蓮地區保

健食品研發成果

▲

全國稻米產業界年度關注盛事「2008十

大經典好米」選拔活動在經過激烈的鄉鎮初

賽後，全國共有44個鄉鎮的稻作菁英參與。

經過第一階段品質規格及成份分析及第二階

段的外觀性狀與食味官能評鑑，選拔結果於

10月7日揭曉，入圍的20位稻農，前十名為

經典好米得主，後十名則是優質好米得主。

來自花蓮縣玉里鎮的彭文球榮獲經典好

米榮譽；宜蘭縣五結鄉陳正義、宜蘭縣冬山

鄉林春生、花蓮縣富里鄉陳秋巧則獲得優質

好米的肯定。獲選「十大經典好米」的農友

由主委頒發獎座及獎金10萬元，也同時頒發

感謝狀予輔導農友之鄉鎮農會。

本縣玉里鎮的八十四歲農民彭文球，是

今年「十大經典好米」年齡最大的得主，彭

先生是日據時期從新竹北埔移民到東部開墾

的客家人，七歲就跟著父親種稻，至今還是

每天跟長子彭鏡興下田。玉溪農會為鼓勵彭

文球先生得此榮譽，將彭家本期稻米的收購

價，由一般市價每六十公斤一千兩百元，提

高到四千元，並趁此機會推出系列促銷回饋

活動，包括碾製參賽米製作喜餅米、冠軍米

禮盒等提供民眾選購。

為讓民眾更容易選購本次得獎之「十大

經典好米」產品，特於10月10日至12日，在

台北市世貿二館「2008優質臺灣米博覽會」

參與展售會活動，除十大經典好米外，全國

各地好米與會共襄盛舉。展售活動並有稻米

文化體驗、米食示範教作、米食品嚐等活

動，鼓勵民眾以實際購買行動支持健康安全

符合在地口味的優質臺灣米。

2008十大經典好米　得獎揭曉

本場參與本次活動海報以及實物展覽▲

陳主委武雄頒獎予20位入圍經典及優質好米得主▲

十大經典好米得主彭文球(左二)以及其他三位優

質好米得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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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落實「健康、

效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於10月

10至12日在世貿舉辦「2008優質臺灣米博

覽會」，由陳主任武雄親自宣告農業新

「食」代的來臨。農委會近年來為打造健

康優質產業、提供國人新鮮、健康與安全

之國產農產品，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在生

鮮蔬果方面，輔導農友安全用藥，加強推

動「吉園圃」標章制度；在食米方面，推

動CAS優良農產品食米類標章、有機米認

驗證，並積極建構生產、碾製、銷售一體

的產銷專業區。

基於以上方針，「2008優質臺灣米

博覽會」特別精心規劃了六大活動區塊，

包括舞台區、稻米展售區、米食多元化展

示區、十大經典好米鑑賞區、創意米食玩

味區及限定區。現場除有來自全國各地46

家績優廠商及農會小包裝米、米禮盒及米

食製品的展示展售外，並邀請名廚示範創

意米食，及舉辦米媽媽故事屋，介紹稻米

的一生及演進歷程。另外，接續之「健

康農業新『食』代」系列活動尚包括11月

之「養殖漁業促銷活動」、「2008烤鴨達

人」、「2009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展」、

12月之「2008CAS優良農產品授證典禮」

及「2008年農村酒莊暨酒品評鑑成果發表

會」等活動，期待國人的熱情參與。(資

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8優質臺灣米博覽會

開啟健康農業新食代

食品安全為近來最受大家重視的課

題之一，臺灣每年從國外進口的藥材種類

與數量相當多，但進口之中藥材安全、品

質及基源無法有效的掌握，尤其在農藥殘

毒、重金屬含量、藥材的誤用及混用等問

題上均相當存有疑慮，使一般民眾在使用

上有安全之虞。因此，為了使國人能夠安

心使用國產中藥材，本場選定當歸在花

蓮地區種植，建立優良農業操作之栽培方

式，生產安全、優質的花蓮當歸，提供國

人選購使用在地生產安全之新鮮中藥材，

並經由多元化產品之開發，提供民眾身體

保健之需求，進而帶動本土中草藥產業之

發展。

配合花蓮地區擁有無污染農業栽培

環境，本場特在花蓮縣玉里鎮、卓溪鄉等

地區輔導當地中草藥生產合作社及產銷班

推廣種植當歸等保健作物，目前栽培面積

約為30公頃。保健作物除了產量之外，有

效成分之含量亦為重要之一環，本場針對

花蓮地區種植之當歸進行指標性成分阿魏

酸、藁本內酯含量分析，發現根部有效成

分含量高，另當歸之地上部及根部均有

極佳的抗氧化能力。在微量元素鐵、鉀、

鈣、鎂、錳、銅等之分析結果亦較市售者

為佳，加上以優良農業栽培環境生產的當

歸，品質安全有保障，也使花蓮地區名符

其實成為台灣當歸的故鄉。

近年來國人相當注重養生保健，本場

針對此一潮流，以優質、安全的花蓮當歸

等保健作物為原料，與生物科技公司進行

產學合作計畫開發當歸多樣化產品，目前

已成功開發了當歸複方保健茶包、當歸保

健飲品、當歸酒類飲品、當歸藥膳即食餐

包等產品，經過營養成分分析、重金屬檢

測及安全性評估，為一具保健、安全及優

質特性之產品，可提升農產品之附加價值

及全球保健產品市場的競爭力。

優質花蓮當歸多元化產品

玉溪地區農會現場攤位展售▲ 三星鄉農會現場攤位展售▲

富里鄉農會現場攤位展售▲

定植木瓜的時期又快要來臨，本場籲

請瓜農種植木瓜苗時，要注意種苗來源是

否為基因改造的種苗，以免不小心種植到

基因改造的木瓜苗，而有違反植物品種及

種苗法之虞。

在購買木瓜種苗時有個小技巧，若是

購買台農二號，請詢問種苗商是否需要網

室栽培，或是不用網室栽培會不會得病毒

病，如果不需網室栽培而不會得木瓜輪點

病毒病的台農二號種苗通常為基因改造種

苗，請農民避免購買。若是不想使用網室

栽培，本場建議使用台農五號或紅妃等耐

病品種，並且歡迎農民將有疑問的木瓜種

苗送至本場免費檢驗，約一週後即可收到

檢驗報告。

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規定基因轉殖

植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輸入、

輸出或逕行推廣或銷售者或進行田間試

驗，違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農糧署已經聯合各地區農業試

驗改良場所組成基因轉殖作物監測檢測小

組，目前此小組已經針對基因改造木瓜建

立一套標準檢驗流程，針對種苗商繁殖的

木瓜苗進行不定期的抽測，抽測結果若是

呈陽性反應（基因改造種苗），將逕行依

法予以罰鍰，以免不知情的農民買到基因

改造木瓜種苗。

若 有 疑 問 請 洽 本 場 園 藝 研 究 室

(03)8521108轉300。

請農民避免種植基因改造

木瓜種苗以免有觸法之虞

花蓮地區種植之當歸根部品質優良▲

本場研發之複方當歸保健飲料玉春茶(左)當歸藥

膳即食餐包(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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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家中佈置美美的水草盆栽，卻又

找不到適合冬季低溫時期種植的種類嗎？

不妨試試白鷺莞。它不但溫度適應性強，

比其他水生觀賞植物更耐寒，而且特有的

白色苞片，不但讓您的居家夏季擁有舒適

的清涼感，冬季更能成為陰暗室內的視覺

焦點，是非常好用的室內觀賞植物。

白鷺莞俗稱「希望之光」，屬於莎草

科，直立又細緻的翠綠植株上會長出叢生

狀的花序，裡面包含數以千計的花，但是

外觀上看起來就像一朵米白色迷你菊花一

般，而花序基部通常帶有5片亮白色苞片，

襯托米白色的花序形成全株的觀賞重點，

搭配綠色植株非常搶眼。

經研究結果顯示，白鷺莞是多年生水

生草本植物，株高約30～40公分，但在淺

水且肥份充足時株高可達60公分，生長速

率快，植株耐寒性強，在台灣冬季只會減

緩生長，不會像許多水生觀賞植物有明顯

的冬季休眠特性，幾乎可全年持續生長。

特別是它耐寒的特性，在冬季幾乎沒有水

生植物可供佈置的時候，更能顯現出它的

重要性與實用性。

白鷺莞植株直立叢生的特性，很適合

運用在庭院水池景觀當中做為水邊植物，

搭配一些低矮叢生的水生植物效果不錯，

白色的苞片很容易營造出水池邊視覺的焦

點，實用性頗高。而單獨當作盆栽使用，

或是搭配其他水生植物做成組合盆栽，都

非常適合。而在時下流行的水族箱生態缸

之中，白鷺莞亦可成為缸中的陸生景觀部

分的主要植栽，是非常多用途的水生觀賞

植物。

在種植白鷺莞時，須注意光線要充

足，才可以讓植株持續生長，光線不足時

植株容易倒垂，影響整體外觀。白鷺莞生

長快速，所以容易有老化枯萎莖葉出現，

適度的剪除枯枝可維持美麗的景觀，而盆

栽種植則建議每1～2年換盆分株一次，以

維持植株生長。

水生的純白光芒　溫度適應性強的水生植物－白鷺莞

台灣每年生產超過30萬公噸的稻殼，

是數量最多的農業廢棄物之一，本場透過

假堆化技術，去除稻殼不利於栽培的限制

因子並配合自動化養液栽培系統，化腐朽

為神奇將沒有利用價值的稻殼轉化作為

栽培介質再利用，取代昂貴的進口栽培介

質，如此一方面可減少農業廢棄物，緩和

環境的負擔，另一方面也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農民的收入。

稻殼具有良好的通氣及排水特性，可

幫助植物根系生長，但是新鮮的稻殼太過

蓬鬆，保水及保肥力不佳，是其成為優良

栽培介質的不利因子。本場研究人員在經

過多年的試驗發現將新鮮稻殼經過假堆後

即能改善稻殼太過蓬鬆及保水與保肥力不

佳的缺點，再搭配自動化養液滴灌系統後

就能培育出高品質的農產品，是一項符合

經濟效益又兼顧環保的栽培方式。完成假

堆後的稻殼其結構較軟，沒有新鮮稻殼的

粗糙感，保水力及保肥力也較新鮮的稻殼

提高很多，並且仍能保有相當的通氣性及

排水性，因此對植物根系的發展仍有極大

的幫助。由試驗的結果發現生長在以假堆

稻殼為介質之番茄，其根系發展比生長在

土壤中的根系長並有較多的細根，能充分

利用養分及水分，可以達到節省肥料及水

分的效果。以假堆稻殼來作為栽培介質另

外的優點是較不易累積鹽分，在連續栽培

後僅需極短的時間及極少的水量即可完成

洗鹽的動作，可縮短栽培的間隔及重複連

續使用，具有提高設施的利用效率及降低

栽培成本的優點。

假堆稻殼的製作過程極為簡單，一般

農民皆能自己製作，因此是一種極有潛力

的栽培介質，只要搭配自動化的養液栽培

系統，對水分及養分的供應多加用心，就

能生產出高品質的農產品。

化腐朽為神奇　稻殼作為栽培介質再利用

針對報載中國製造飼料時添加三聚氰

胺及中國產生菜、水芹菜、番茄、蘑菇、

馬鈴薯等農產品均確認含有三聚氰胺成分

乙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說明，目前生鮮

之生菜、水芹菜、番茄、蘑菇、馬鈴薯均

禁止自中國大陸進口，至於中國產飼料進

口時，除必須符合必要之簽審規定外，為

保障農民權益及維護消費者健康，農委會

業依飼料管理法加強境內之查驗與管理，

另並成立三聚氰胺事件之緊急因應小組，

期能做好把關的工作，讓農民用得安心，

民眾吃得放心。

農委會表示，目前我國農作物病蟲

害防治藥劑中僅有賽滅淨一種之代謝產物

為「三聚氰胺」，包括農委會檢驗國產蔬

菜、衛生署檢驗進口蔬菜，都已訂有賽滅

淨的檢驗標準，安全殘留容許量於不同農

作物中分別為0.5ppm～2.0ppm，檢驗合格

才能允許上市或進口。

農委會指出，為暸解賽滅淨在作物殘

留情形，該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於本（97）

年6至8月間，抽測81件蔬菜（小葉菜類及

包葉菜類），其中8件檢出有賽滅淨，其殘

留量為0.01～0.3ppm，均在安全容許量之

內。農委會表示，為確保國內蔬果安全，

該會將持續加強檢測賽滅淨在農作物之殘

留，以確保消費者食的安全。

至於我國自中國大陸進口冷凍和冷

藏蔬菜，絕大部分為蘿蔔、辣椒和甜椒，

而這些蔬菜進口時，均需通過農藥殘留的

檢驗，檢驗結果合格者才能進口，農委會

將協調衛生署，加強從中國進口蔬菜的檢

驗，為消費者嚴格把關。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委會嚴格把關　確保消費者食的安全

生長在假堆稻殼的番茄有茂盛根系(右)，和生

長於一般土壤之根系(左)

▲設施中的袋耕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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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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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稻

白葉枯病 上中旬 
1. 幼穗形成期前施用6%撲殺熱粒劑或於發病初期施用10%克枯爛可濕性粉劑、10%鏈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等。

2. 避免偏用氮肥。晨露未乾前，勿進入稻田，減少人為傳染。

胡麻葉枯病 上中旬 水稻齊穗後至黃熟期，施用鋅錳乃浦水懸劑，錳乃浦水懸劑1～2次。 

縱捲葉蟲 上中旬 
每平方公尺發現有一隻成蟲或在成蟲發生盛期後七天，幼蟲捲葉數每欉稻平均達三葉(或每欉幼蟲一隻以上時

)選用毆殺松、布芬第滅寧等藥劑防除。

褐飛蝨 上中旬 

1. 平均蟲口數每欉在5隻左右時，即應選用5%丁基加保扶粒劑、8%滅必蝨粒劑、30%陶毆松乳劑、5%安丹粒

劑、20%免扶克乳劑等藥劑噴施。藥劑噴射於稻莖基部，並於若蟲期防治效果較佳。

2. 非農藥防治：4.5%印楝素乳劑。

3. 避免密植、過量施氮肥及長期積水。

紋枯病 上中旬 

1. 分蘗盛期如發病時，施用有機砷劑或50%福多寧可濕性粉劑等推廣藥劑一次，隔14天再施藥一次。

2. 有機砷劑，易發生藥害，須注意施藥量、濃度及施藥時間。

3. 孕穗、抽穗可選用保粒黴素或維利黴素等抗生素劑施用。

玉　米

螟　蟲 全　月 

1. 飼料玉米生育初期心葉部被害時用20%依芬寧藥劑防治。

2. 飼料玉米生育中期採用寄生蜂及配合施用加保扶粒劑防除。

3. 食用玉米施用蘇力菌及釋放寄生蜂。

葉斑病 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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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增加行株距，保持通風。力求肥料三要素平衡及分次施肥。

3. 發病初期可參考噴施肉桂油1500倍液、丁香油400倍液防治。

雜糧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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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清除園區附近雜草，林木等減少棲息場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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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藥。 

十字花科

蔬菜

小菜蛾 全　月 選用蘇力菌、克凡派水懸劑、因滅汀乳劑或芬普尼水懸劑等藥劑噴施。

紋白蝶 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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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　菜 銹　　病 下　旬 選用三得芬乳劑、百克敏乳劑或菲克利等藥劑噴施。

主材料：生當歸10公克、桂枝2公克、枸杞10粒、川芎3片、黃香10片、龍鬚

菜600公克、草蝦6尾、蔥5公克、薑5公克、蘿蔔200公克。

調味料：米酒5公克、太白粉3公克。

製作方法：

1. 生當歸、桂枝、枸杞、川芎、黃香先熬煮成高湯備用

2. 龍鬚菜汆熟、沖涼備用。

3. 草蝦去頭、殼（留尾扇）中段切開，尾穿過，成麻卷型。用

蔥、薑、油去腥醃10分鐘，瀝乾，抹些太白粉，汆熟排盤。

4. 當歸高湯調味芶芡淋於排好的草蝦上即可。

碧綠鳳尾蝦

當歸養生保健　創意料理食譜

花蓮縣鳳榮地區農會家政班　製作

主材料：生土雞翅6節、生當歸100公克、黃耆10片、紅棗5粒、

人參絲5支、枹杞10公克、淮山條6條、筍條6條。

調味料：鹽10公克、半酒30公克。

製作方法：

1. 取中翅去骨將准山條整條串入。

2. 雞翅入熱水中，稍汆去血污。

3. 所有材料入蒸盅內，加入調味料、水2公升蒸1小時

取出。

養生藥膳煲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