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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旦聯盟為讓消費者在中秋期間買

到優質安全的文旦柚，推出「2008歐嗨柚、

柚HO!!」系列活動，9月6～7日於三峽鎮長

福橋舉辦一系列展售促銷活動，活動節目精

彩生動且深具親子教育性，適合闔家蒞臨

參與並選購優質香甜多汁的文旦柚。2008年

台灣文旦聯盟以「歐嗨柚!!柚HO!!」系列為

主題，賦予今年度促銷活動滿滿的動感與活

力，「歐嗨柚」取日文─早安的諧音，代表了

新鮮文旦正式上市，也讓文旦柚給大家清爽

元氣的形象。「柚HO」則是取台語諧音，代

表柚子好，大家都稱讚的意思。兩短句的結

合，健康有活力，也容易讓消費者朗朗上口。

今年度台灣文旦聯盟結合花蓮宜蘭地

區、苗栗區及台南區之盟友於台北大都會區

辦理展售促銷活動，推廣聯盟品牌優質文旦

及加工系列產品，聯盟特別規劃整體行銷，

分3波造勢活動：第1波為2008台灣文旦正式

上市記者會，推動文旦聯盟品牌，並結合法

式料理主廚之巧思象徵著法式料理與台灣

文旦共譜秋日甜美法國香頌；第2波推出佛

朗明哥舞蹈團與柚寶寶氣球娃娃一同進行開

場演出，以朝氣洋溢的表演，搭配可愛的柚

寶寶氣球人一起舞動，帶動現場熱鬧氣氛，

吸引民眾購買；第3波以「歐嗨柚！柚HO!」

系列等展售促銷活動，此外，展售會會場推

出一系列展售促銷活動，包括歐嗨柚私房手

路菜、一起柚HO!DIY活動、柚HO! 搶好康(1

元競標活動、限時特賣、秤斤論兩)、柚HO! 

超好玩(歐嗨柚大聲公比賽、徒手剝柚快狠

準、頂柚競走比誰快)、柚HO! 好精彩及相

當豐富生動的表演活動。展售當日行政院劉

院長兆玄以及台北縣周縣長錫瑋亦親臨現場

為柚農加油打氣，並當場認購文旦千餘箱帶

頭拼業績。

展售會現場另販售各式優質文旦加工產

品，例如最受歡迎的文旦美妍產品、國產柚

子茶、柚子醋、文旦精油系列產品更是令人

眼睛一亮，其中冬山鄉農會向右走柚子茶，

優良的品質更榮獲2008台灣百大農漁精品的

肯定。民眾除了多吃文旦，更可以使用柚子

相關美妍產品或加工產品，來維持白泡泡、

幼咪咪的肌膚，當個水噹噹的柚美人。

本場為確保花宜地區文旦品質，研究人

員於文旦栽培期間即經常下鄉指導柚農栽培

技術，輔導生產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之文旦，

並強化文旦品質標準與分級作業，花宜地區

的文旦策略聯盟在文旦出貨前亦協同縣政府

及農會人員透過品質檢測小組進行品質控

管，歡迎民眾選購香甜多汁之優質文旦及加

工產品。

2008柚惑中秋系列行銷活動

柚HO!!日安，台灣文旦記者會▲ 行政院劉院長兆玄以及台北縣周縣長錫瑋於台灣

文旦展售會幫柚農加油打氣

▲ 台灣文旦展售會促銷現場開幕▲

為加強地方農業推廣單位多向聯繫，

並協助其推行各項農業科技與管理新知，國

立宜蘭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於97年9月8日上

午10時30分假本場農業推廣訓練中心1樓教

室，舉辦花蓮地區農業推廣單位綜合座談會，

會中邀請花蓮縣政府、本場相關研究人員以

及花蓮縣各級農會總幹事及推廣部門進行座

談，就目前農業推廣工作充分交流與討論。

本次座談會由宜蘭大學農業推廣委員

會林主任委員榮信以及本場黃場長鵬共同主

持，花蓮縣政府農業發展處杜處長麗華、新

秀地區農會推廣股潘股長富榮、花蓮市農會

推廣股姚指導員文治、吉安鄉農會徐總幹事

永滿、壽豐鄉農會曾總幹事淑懿、鳳榮地區

農會張總幹事孟能、光豐地區農會林總幹事

清水、宜蘭大學推廣教授等12人以及本場同

仁，共約50人參加。

座談會在宜蘭大學林主任委員榮信簡單

介紹宜蘭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組織運作後，

與會各級農會總幹事隨即針對其轄區目前面

臨之農業推廣與農業食品加工的瓶頸與困境

提出問題，宜蘭大學教授群亦就職務與權責

範圍加以回應與建議。會中達成多項具體共

識，包括：提供各種農業訓練講師、協助地

方農會開發農漁畜產加工品、協助食品衛生

安全檢驗以及休閒農業輔導等。宜蘭大學教

授專家群願意將服務觸角延伸到花蓮縣來，

同時也得到花蓮縣政府農業發展處杜處長的

肯定與支持。本次座談會會後將製作專業領

域講師資料通訊錄以充實未來教育訓練講師

陣容，並藉此座談會增加農業產官學界的溝

通及多向資訊交流，共同為東台灣農業創造

新契機。

花蓮地區農業推廣單位綜合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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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菜類是國人飲食中補充維生素及纖

維素重要來源，一般蔬菜栽培過程勞力密

集，在現階段農村勞力老化又不足及工資

高漲情況下，如何促進蔬菜產業生產作業

機械化，又操作簡單化，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生產成本，是目前迫切需求的。有鑒

於此，本場開發曳引機承載整地、施肥、

作畦、蔬菜種子播種一貫作業機械，係以

施肥作畦作業機械為基礎，配合以附掛方

式加以結合，使施肥、整地、作畦、播種

多項作業一次同時完成。本機可促進蔬菜

種子播種作業機械化，改善現有人工播種

缺點，減少浪費種子及間拔人力問題。

本機由曳引機三點聯結承載，經由

曳引機動力輸出軸傳至整地裝置，整地裝

置主傳動軸部分，由變速箱至主軸再經由

鏈箱蓋傳達出來，一則進入迴轉犁另一則

進入施肥箱變速裝置，再傳達至施肥箱之

中空螺旋配出軸及肥料攪拌裝置，在二

組施肥箱底端設有閘口控制其所需之施肥

量，俟肥料落下後，隨即由整地裝置將肥

料均勻攪拌在土壤中成立體分佈，接下來

經作畦器配合開溝及壓實整型，完成所需

畦床，再結合播種機進行蔬菜種子直播及

覆土，一次同時完成施肥、整地、作畦、

播種多項作業，每公頃作業時間2～4小

時，節省作業時間85%以上，節省作業成本

7,000元（58%）以上。此一貫作業機之開

發結合肥料撒施之同時進行整地作業，可

有效將化學肥料或有機質肥料充分混合立

體分佈於土壤中，除此之外，利用本機播

種可節省1/2種子量，由於直線播種，行距

有規律，利於追肥除草等田間管理作業。

本場為擴大推廣使用本機，於97年8

月21日上午10時假台南縣佳里鎮黃秋海農

友處辦理田間作業示範觀摩會，參加農民

計約220人，現場農民皆表達高度興趣。日

前本場已辦理技術移轉予谷林科技有限公

司，該公司已商品化生產本作業機，今年

度另將舉辦四場觀摩會，若有意參與或購

買之農友請洽詢谷林科技有限公司。（高

雄縣大寮鄉大發工業區裕民街33號，聯絡

電話07-7873355）。

曳引機承載整地、施肥、作畦、播種(蔬菜種子)一貫作業機

一貫作業機台南田間觀摩會，現場解說機器構

造及運作原理。

▲

花蓮最近白天高溫，午後有陣雨，有

許多茄科作物發生「站死」的現象，這就

是感染青枯病的情形，其發病常導致農民

無法收穫，損失慘重。青枯病為細菌性萎

凋病害。其典型病徵為病原菌危害植物維

管束部位，使罹病植株被感染後快速萎凋

而葉片仍呈青綠色，故將本病害稱之「青

枯病」。

本病害分佈遍及全世界，是熱帶及亞

熱帶地區發生相當普遍且具威脅性。青枯

病菌的寄主範圍非常廣泛，包括蔬菜、果

樹、觀賞植物、花卉及多年生的木本植物

等數百種，而台灣目前已發現有20多種。

台灣氣候高溫多濕，使青枯病成為夏季栽

培茄科作物的一大限制因子。16～36℃下

青枯病均會發生，當溫度在24～36℃時，

青枯病發生較為嚴重。夏秋季節高溫多濕

發生嚴重，冬春季節較低溫時（20℃或以

下）較少發生，但溫室栽培者因溫度高也

會發生。因此，本場特別呼籲農民在夏季

期間應注意防範茄科作物青枯病的發生。

青枯病菌為土壤傳播性病原菌，病菌

可由根部感染植株，也可以經由植物的自

然開口，如花器蜜腺、葉片表面的氣孔、

葉緣的出水孔，以及任何部位出現的傷口

侵入植物體內，並蔓延於維管束內。在田

間的傳播途徑可藉由土壤（如鞋或腳底攜

帶之土壤）、機械（如耕作用之器具）、

作物繁殖體、風雨飛濺、灌溉水、植物根

部與根部接觸等方式傳播。

防治方法：

1. 選用抗病品種，為預防此病害之首要工

作。若無抗病品種則採用健康種苗，或

不帶青枯病原菌之苗栽。

2. 種子處理：撒種育苗前，先以81.3%嘉賜

銅1000倍浸種處理。

3. 利用抗病根砧嫁接：如番茄可使用茄子

作砧木。

4. 田間管理及耕作方式：注意灌水時間及

給水方法，以及留意水位等，勿自發病

田引水灌溉。

5. 注意田間衛生：本病害多由土壤傳播，

發病時要及時清除病株，避免多灌水。

田間作業時，注意工具及介質的乾淨，

避免將病菌傳染至健株。

6. 肥料的施用：不能偏用氮素肥料。整地

時每分地用100公斤石灰調整土壤pH值，

或施用SH土壤添加劑或礦灰。

7. 曝曬田土、休耕、或與禾本科作物輪  

作：最好選擇稻田輪作。避免連作，或

與茄科植物輪作。

作物站立死  注意防治茄科作物青枯病

一貫作業機播一次二畦每畦機播四行▲ 一次完成八行及一次完成二畦床▲

甜椒罹患青枯病▲

罹患青枯病植株在節間會有褐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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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健康、效率 

、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特選拔致力農業

產銷技術革新及對農業與農村永續發展有

具體貢獻之農民加以表揚，以提升農業人

力素質及農民社經地位，打造一個紮根現

在、關懷未來、布局全球的現代化農業。

凡具有創新傑出事蹟之農民，自97年

9月15日起至9月30日止，檢具參選資料向

生產經營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或農

漁會洽詢報名事宜，逾期將不受理。經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評選為十大神農者，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頒獎表揚，每人頒給

獎狀乙紙及獎金20萬元。其餘進入全國評

選，而未入選之農民者，頒發模範農民獎

狀乙紙及獎金2萬元。

十大神農選拔之參選資格為中華民國

國民專職於農業經營之農民且符合下列條

件者：

(一) 合法使用土地、設備(施)及經營農

業，且品德操守良好者。

(二) 對農、林、漁、牧業經營表現傑出，

且有前瞻獨創性改革，足以示範推

廣，或對促進農業經營企業化與產業

發展有卓越貢獻者。

(三) 5年內未曾獲選神農獎或經典神農

者；曾獲選神農獎而再參選者，需有

創新事蹟，舊有事蹟不予計分。

選拔程序為經由鄉(鎮、市、區)級主

辦單位評選後推薦至所轄縣(市)政府，再

經由縣(市)政府推薦當地改良場進行區域

評選，最後由農業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組

成評選委員會，農糧署負責幕僚工作辦理

全國評選，選出十大神農。

本場負責區域評選工作，經評選後將

推薦2名參加全國性評選，歡迎宜蘭以及花

蓮地區農、林、漁、牧產業具有傑出事蹟

之農民踴躍報名參加，角逐農業界的奧斯

卡大獎。

相關表格及其他詳細資訊請參考農糧

署網站(www.afa.gov.tw)下載專區自行下

載，或電洽農糧署東區分署(03)8523191洽

詢參選事宜。

國民年金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2009年十大神農選拔  開始受理報名

國民年金法案本次修

正之重點為農保與國民年

金保險採分立制度，農保

被保險人不強制納入國

保，老農津貼每月6,000元

繼續發放，確保農民繼續

享有農保及依法請領老農

津貼之權益。另農保與國民年金保險，分屬兩種不同

制度，農民得繼續參加農保，依法申領老農年金，亦

可依意願退出農保轉入國民年金，農民可依其需要做

選擇，確保農民應有之權益。

本修正案業奉 總統97年8月13日華總一義字第

09700151911號令公佈，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817期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當季風味絕佳、營養豐富又有機健康的

優質紅龍果，那就是花蓮縣玉里鎮果樹

產銷班第5班所生產的優質紅龍果。

紅龍果不僅好吃，還含有豐

富的粗纖維與磷、鐵等礦物元

素，尤其是鎂與鋅的含量高，

更是水果中的佼佼者，可說是美

味又營養。除此之外，紅龍果生性

強健，耐病蟲害且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強，是少數不太需要使用藥劑防治的水果。而本縣玉里鎮果樹產銷班第5班

所生產的優質紅龍果，更通過了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與農產品產銷履歷

驗證的雙重審核，保障消費者安全與健康。

充滿夏日陽光的營養水果紅龍果，是您不容錯失的最佳選擇。有興趣

民眾可電洽0935-747114李清秋班長。

當季甜美有機紅龍果

每年6～8月在中海拔山區，偶會發現

樹上帶有特殊檸檬芳香汁液之黑色果實，

這就是泰雅族語稱『馬告』的山胡椒，為

原住民傳統調味聖品，原住民鄉土料理常

用新鮮果實來滷豬肉、牛肉、蒸魚或與排

骨燉煮成排骨湯，味道特殊且清新可口。

本場為開發地區特殊風味之食品，特

別選用本地所生產具獨特風味之馬告來研

發畜產加工食品。目前已成功開發出馬告

香腸及臘肉，其具有獨特之檸檬香味，只

要聞一下就會勾起您的食慾，令您食指大

動。目前本場研究人員積極推動此加工產

品商品化，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提供消費者

享用具獨特風味之馬告產品。

馬告學名為山胡椒，亦有許多別名：

有豆鼓薑、山雞椒、山蒼子等，為樟科木

薑子屬植物。馬告可促進胃液分泌、胃腸

蠕動及消化等效果，其果實含豐富之檸檬

香精油，可刺激食慾，主要成分為檸檬醛

(Citral )為食品最佳的天然香料，另一方

面，隨著人們對食品安全性的日益重視，

馬告具有良好之抑菌能力可作為食品天然

保鮮劑。馬告的葉、花、果實及樹皮均可

提煉精油，全株皆可利用，為未來頗具經

濟價值之黑金作物。

本場利用其果實所具有的獨特檸檬

香味研發馬告香腸及臘肉等加工產品，風

味獨特，品嚐後皆留下深刻印象，未來發

展為特殊馬告風味之地區農特產品或伴手

禮，新穎口味可提供消費者多元化選擇與

活絡消費者市場，相信是未來極具人氣養

生保健之畜產品。

黑金風味　馬告畜產品讓你留下美好回憶

馬告的花(上)與果實(下)▲ 特殊地方風味之加工品，馬告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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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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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稻 

紋 枯 病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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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葉 枯 病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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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 飛 蝨 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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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螟 　 　 蟲 全月 1.螟蛾出現後7～10天或葉鞘變黃達10%以上時應即施藥。2.選用撲滅松、芬殺松、益滅松、培丹等藥劑防治。 

縱 捲 葉 蟲 

稻 苞 蟲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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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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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隔10天再一次連續四次。

2.藥劑噴於葉片上、下兩面並酌加展著劑。 

小 綠 葉 蟬 

小 黃 薊 馬 
全月 發生初期選用45%硫敵芬化利可濕性粉劑、50%達馬松溶液施藥一次，經10天再施藥一次，連續施藥1～2次。

斜 紋 夜 蛾 全月 1.設置性費洛蒙誘殺站誘殺雄蛾。2.幼蟲期配合施用芬化利、硫敵克、畢芬寧、賽洛寧、白克松等藥劑。 

玉　米 玉 米 螟 
上、

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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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芋 斜 紋 夜 蛾 全月 

1.採用性費洛蒙緩釋劑誘殺雄性成蟲。

2.初齡幼蟲出現時，於傍晚噴施畢芬寧或陶斯松等藥劑。

3.田埂、溝壁亦應同時施藥。 

蔬　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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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　菜

、

瓜　果

銀 葉 粉 蝨 全月 
1.清除園區附近雜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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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藥。 

甜 菜 夜 蛾 全月 1.全面懸掛性費洛蒙誘殺器。 2.參考使用因滅汀、蘇力菌、祿芬隆、得芬諾、氟芬隆、畢芬寧等藥劑。 

瓜 實 蠅 全月
1.瓜類生育及開花結果期每公頃懸掛85%克蠅香混合溶液誘殺器10～20 個，每個誘蟲燈用藥5公撮。

2.開花結果後，以25%馬拉松可濕性粉劑添加蛋白質水解物，每隔5～7天施藥一次，不必全株噴藥。

果　樹 東方果實蠅 全月 1.全面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板。2.蛋白質水解物加芬殺松或馬拉松點狀噴施於果園周圍。 

材　料：文旦100g、鮮蝦30g、羅勒5g、哈密瓜2.25kg、辣味番茄甜椒30g、甜紅

椒10g。

調味料：蘋果醋55ml、鹽10g、胡椒3g。

蜜瓜冷湯作法：

1. 將哈蜜瓜去皮去籽，切小塊狀，置於果汁機容器中，用不鏽鋼湯杓均

略壓出汁備用。

2. 加入小丁的甜紅椒與辣味番茄甜椒、蘋果醋、鹽、胡椒一起打勻，過

濾即可。

香柚甜蝦作法：

1. 將蝦仁燙熟，冰鎮，切丁，拌入文旦肉丁及蘿勒絲，備用。

2. 將步驟1的蝦仁用模子壓型於湯盤中間，加入哈密瓜冷湯，小心拿掉

模子即完成。

香柚鮮蝦、蜜瓜冷湯法式文旦料理

以上食譜及示範製作由台灣文旦聯盟以及亞都麗緻大飯店巴賽麗廳提供

材　料：文旦200g、鱸魚450g、青江菜60g、紅甜椒2.25g、香菜55g、黃紅櫻桃番

茄80g。

調味料：檸檬汁30ml、橄欖油100ml、鹽10g、胡椒5g。

作　法：

1. 將文旦、紅甜椒、黃紅櫻桃番茄切丁，拌入檸檬汁、香菜末、鹽、胡

椒即為文旦莎莎醬。

2. 鱸魚去魚鱗，取菲力部位，將皮面煎上色，進烤箱烤熱。

3. 盤子中間墊上燙過的青江菜並調味，上面擺上鱸魚菲力。

4. 將文旦莎莎醬擺繞盤子一圈即可。

碳烤鱸魚附柚子莎莎醬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