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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新卸任場長於7月16日早上十時舉

行交接儀式。侯場長福分調任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場長，本場場長由黃

副場長鵬接篆視事。侯場長特別感謝花蓮縣

及宜蘭縣各級機關團體及媒體大眾這10年來

對本場各項農業政策宣導推動及試驗研究示

範推廣工作之支持與協助。

侯福分博士於民國87年元月由台南區農

業改良場嘉義分場主任調陞本場擔任場長，

這10年來，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及素養帶領本

場所有同仁，不斷提升農業科技研發水準，

建立優質的研究團隊與平台，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於花蓮縣及宜蘭縣創造許多重要農業科

技研發成果。在作物新品種方面總共培育水

稻、番茄、苦瓜及銀柳等14個新品種，為延

伸農業科技研究成果之價值鏈，共辦理15項

技術移轉及11項專利，以提升農產業之附加

價值；另為建構安全農業體系，不斷研究病

蟲害防治之創新技術並建立重要作物病蟲害

預測機制，而且大力宣導安全用藥並推動吉

園圃及產銷履歷制度，各項豐碩的成果均獲

得轄區農會及農民之讚賞與肯定。

侯場長福分於本場期間，妥善運用花

蓮縣及宜蘭縣好山好水又純淨的天然環境資

源，以有機、保健植物及休閒農業為核心技

術，努力建設本場成為「東部地區農業區域

教學中心」、「休閒農業研究中心」、「東

部有機農業研究中心」、「保健植物研發中

心」等4大內涵目標邁進，在侯場長領導之

下，本場各項創新的研究已陸

續開花結果。為使試驗研究休

閒化，更於場區建構一處休閒

園區，分成景觀綠肥、原住民

作物、香草植物、藥用植物

及水生植物之5大研究展示區

塊，每年均可吸引3,000位民

眾前往參觀。侯場長福分本身

是水稻專家，於本場積極研發

適合當地水稻品種及栽培技

術，設置各項提升米質之測定

儀器，極力促成富麗米外銷日

本；另為落實推動有機產業，

透過各項有機栽培技術研究及

地區組織溝通，於花蓮縣富里

鄉羅山村建構全國第一個有機

村，促進當地有機及觀光產業

急速發展，並增進農民收益。

近年為因應消費者健康養生趨

勢，極力推動保健植物產業，

尤其山苦瓜、當歸及丹參等作

物在栽培及加工產品已有極大

的突破與成果。

侯場長表示，這些年各項試驗研究及示

範推廣工作雖然艱辛，但均能獲得各級機關

團體、農會及農民的協助，才有如今小小的

成績展現，尤其是各界媒體的支持與厚愛，

讓本場的農業科技研究成果傳播各處，希望

未來各界能持續支持協助本場各項工作，以

發揮「地區農業研究及推廣中心」之功能。

本場新卸任場長於7月16日交接　感謝各界10年來的支持與指導

因受卡玫基、鳳凰接連兩個颱風豪雨侵

襲，造成花蓮農作物損害及栽培設施損毀，

馬總統英九、行政院劉院長兆玄以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陳主委武雄於7月29日親臨花蓮

視察颱風災情，由傅立法委員焜萁、花蓮縣

政府謝縣長深山、花蓮縣政府農業局杜局長

麗華、本場黃場長鵬及各區農會總幹事等陪

同，探訪瑞穗鶴岡文旦災區、鳳林中心埔西

瓜田，了解文旦、西瓜等受害情形，並對颱

風造成之災情表達關切與慰問之意，馬總統

指示所屬單位及地方政府機關盡速依農業天

然災害救助辦法辦理災害查報及後續復耕工

作，為農民紓困給予具體的關心與協助，盡

速恢復農業生產產能。

馬總統英九及行政院劉院長兆玄視察花蓮鳳凰颱風災情
▲ 	馬總統英九、行政院劉院長兆玄以及農委會陳主委武雄

視察因颱風受損嚴重的鳳林中心埔西瓜田

姓名：黃鵬

出生日期：民國43年4月15日

學歷：

(一)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畢業

(二)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系

碩士

(三)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園藝

學系博士

考試：6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園藝技師及格

經歷：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技士、助理、助理研究員、副研究

員兼課長、研究員兼秘書、副場長

優良事蹟及研究成果：

(一)	育成山藥花蓮3號品種

(二)	長型山藥栽培模式之建立與推廣

(三)	建立山藥切口處理技術

(四)	辦理農作物有機栽培示範推廣

(五)	榮獲中華民國農學團體八十七年聯合年會優良農業基層

人員褒獎

(六)	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八十八年度優秀農業人員褒獎

現職：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本場新任黃場長 鵬    職經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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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97年8月6日假花蓮縣私立中華

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舉辦「97年度花蓮區丹

參養生保健創意料理競賽」成績揭曉，由

五結鄉農會代表隊拔得頭籌榮獲冠軍，花

蓮縣鳳凰擂茶發展協會代表隊、光豐地區

農會代表隊榮獲第2名，新秀地區農會－田

媽媽活力坊、冬山鄉農會－一佳村青草園

獲得第3名，新秀地區農會代表隊、花蓮市

農會代表隊以及頭城鎮農會代表隊榮獲第

4名，另由90道的參賽作品中選出千絲萬里

捲、添參加藕、丹參香鍋餅、丹管流芳、

零負丹、金玉滿堂、丹參米糕等7道菜餚評

為最佳創意料理。

本場為推廣地區生產之安全優質食

用丹參農特產品，於這次比賽中召開「花

蓮區丹參養生保健產品推廣暨創意料理競

賽記者會」，於會中展示花蓮地區所生產

的優質丹參鮮品，以及多樣化丹參養生產

品，包括了丹參複方保健茶包、複方丹參

保健飲品、丹參藥膳調理包等產品。

本次料理競賽以花蓮出產的新鮮丹參

為主題，由來自花蓮、宜蘭兩縣的料理好手

組成的15隊參賽隊伍，透過巧思以「少油、

少糖、少鹽、高纖」為烹飪原則，「衛生、

適量、均衡」為首要，展現出充滿鄉村田野

風情的四菜一湯一點心的丹參美饌餐宴，並

發揮丹參食材獨特之創意性。

為展現競賽之專業性本次特別邀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周若男技正、慈香庭蔬食

餐飲機構陳慶麟執行長、花蓮銘師父美食

創意餐廳負責人莊忠銘先生、宜蘭縣蘭陽

美食交流協會陳楓洲理事長、中華工商職

業學校賴亮呈主任擔任競賽評審委員。參

賽隊伍在三小時內，莫不絞盡腦汁精心設

計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之丹參創意料理，

經過一番激戰，5位評審就主要丹參食材使

用、食譜創意性、少油、少糖、高纖、色

香味形、服裝、衛生、成本控制等進行評

分。評審委員於賽後講評時表示本次競賽

的隊伍，均能把握丹參農特產品的特性，

精準的應用丹參食材，製作出好吃好看又

具健康概念的的丹參經典美饌，並勉勵及

期許參賽人員能多搭配當地的農特產品，

創造更多令人驚豔又經濟健康的丹參地方

料理。

為能提升參加競賽人員之專業水準及

烹調技術，並促進廚藝觀摩及意見交流，

本場特別邀請花蓮市妙禪味健康創意素食

餐廳吳建國先生於現場示範教學丹參料理

餐，共製作山海波羅蜜多、爽口全家福等2

道丹參料理餐，精湛且專業的廚藝，讓參

賽者更加瞭解如何展現丹參獨有的風味，

參賽者莫不表示收獲良多。

本場為能推廣創新丹參烹調方法及料

理，讓消費大眾能享受另一種獨特口味的

健康美食，將彙整本次競賽之丹參美食，

編印精美食譜提供各界參考及學習運用傳

統鄉土食材，並讓消費大眾瞭解丹參飲食

的健康與營養，以達推展健康、安全、優

質地方農特產品之目標。

經典美饌  本場舉辦丹參養生保健創意料理競賽

本場黃場長鵬、推廣課沈課長聰明以及丹參料

理競賽評審們與參賽者作品合影

▲

本場為響應節能減碳，配合花蓮縣探

勘海洋深層水，利用深層海水冷源做為空

調降溫，替代溫室內冷氣的使用生產精緻

農業。利用該冷源於需涼溫的洋桔梗育苗

已有初步成果，一但技術開發成熟，將成

為台灣首度以深海冷源從事農業生產的環

保新創舉。

溫室效應以致全球暖化，隨著能源危

機到來，7月電費整體平均調漲，民眾開始

實行各種省電大作戰。農業原本已是較弱

勢的產業，能源調漲增加生產成本使得農

民收益變少，尋找替代能源將是未來發展

重點。深層海水為水深200公尺以下，陽光

照射不到的海水。在600公尺附近的深層海

水就大概只有9℃，並且終年維持低溫狀

態。農業生產上利用低溫的深層海水當作

冷媒降溫，用來栽培需要涼溫的農作物，

將可減低冷氣的用電成本。

海洋深層水可應用在農業、水產領

域，還能開發成包裝水、化妝品、各類食

品及清酒等產品。為有效利用深層海水天

然優點及將其發展成為花蓮地區特色產

業，本場研究人員曾前往日本沖繩縣的久

米島，參觀當地海洋深層水研究所正從事

的深層海水農業利用研究。本場藉參訪的

寶貴心得，著手進行相關研究並配合位於

新城鄉的東潤水資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建立海洋深層水冷源降溫設施。經過

評估後，選定經濟價值高且種苗90%以上由

國外進口的洋桔梗作為深層海水農業應用

的研究標的。海洋深層水溫度平均為10℃

左右，以此低溫特性運用在洋桔梗涼溫育

苗之用，預期將可培育成本低且高品質之

種苗以取代進口苗。

花蓮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深層海水

資源就在不遠的外海，全世界沒幾個國家

有這種方便可得的資源。除了利用於培育

洋桔梗種苗，也計畫開發作為蝴蝶蘭產期

調節催花之用，未來還可再加入更多高價

值經濟作物的利用生產。相信海洋深層水

產業將在未來成為台灣最有競爭力的綠色

產業。

尚天然ㄟ藍色能源　海洋深層水

評審於競賽中針對參賽者服裝以及衛生等進行

評分

▲

評審們對參賽料理進行討論▲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榮獲冠軍寶座▲

本場研究人員參觀日本久米島海洋深層水研究

所，利用深層海水降溫作洋桔梗切花生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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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進入颱風發生季節，受颱風直撲

與外圍環流影響，花蓮及宜蘭兩縣農作物

常遭受強風侵襲，其所夾帶的豐沛雨量，

更加劇對作物的影響。蔬菜類作物特別因

颱風造成傷口而感染病菌，果樹類則除落

果外，未掉落之果實、枝條及葉片亦造成

傷口受病原菌感染，特別是當季文旦及柑

桔類正值中果期，特需注意保護避免受潰

瘍病感染，落果部分亦需儘速處理，避免

滋生果實蠅類。因此特別針對蔬菜類及正

值中果期之文旦、柑桔類作物以及香蕉，

在颱風災後可能發生之病蟲害提出解決之

道，避免災情進一步擴大。

蔬菜類
1.	流失、埋沒菜園及時復耕，植株受損逾

20%時，應重新播種。

2.	疏浚排水溝，便於迅速排水。

3.	瓜、果、豆菜類栽種棚或支柱倒伏者，

立即扶正。

4.	等表土乾後實施中耕培土、清園作業，

並酌施肥料每分地尿素20公斤（硫酸銨

48公斤）、氯化鉀4公斤，災後採用葉面

施肥促使新根長出，恢復生長勢。

颱風豪雨後易發生的病蟲害如下：應

選用推薦藥劑防治，並注意安全採收期。

1.	葉菜類：根腐病、葉部病害，請參考使

用腈硫醌、銅右滅達樂、撲滅寧等藥

劑。

2.	瓜、果、豆菜類：疫病、露菌病、蔓枯

病、細菌性斑點病，請參考使用如三元

硫酸銅、氫氧化銅、硫酸快得寧、嘉賜

銅、賽座滅等藥劑。

3.	花菜、包葉菜類：黑腐病、軟腐病、斜

紋夜蛾為害，請參考使用如多保鏈黴

素、鏈土黴素、維利黴素、畢芬寧、馬

拉松、蘇力菌等藥劑。

文旦、柑桔類

1.	倒伏之果樹應立支柱固定預防再傾倒，

折損之枝條適當修剪，樹勢穩定後再酌

量施肥。

2.	應注意潰瘍病、根腐病(疫病)等病害之

發生，應選用推薦藥劑防治(如嘉賜銅、

銅滅達樂等)，並注意安全採收期。

3.	應立即進行清園與撿拾落果，避免疫病

傳染。

4.	根際部位被沖失應立即施用追肥培土，

以避免影響生育。

香蕉類

以下資料由「農糧署作物生產組果樹產業

科」提供。

(一)	加強蕉園排水：颱風帶來豪雨，水量

特多，蕉園若仍有積水，應速設法排

水，促進新根發育，恢復蕉株生機。

(二)	整理受害蕉株：

1.	幼苗及中株期：(1)倒伏植株：倒伏或傾

斜植株應儘速扶正，並加以適當培土並

壓實根部，保護根系。(2)折斷蕉株：

高度達中株以上之蕉株折斷時，應將母

株自假莖折斷處切除，選留母株旁較大

之優良吸芽苗一株，促其生長，並剷除

其餘吸芽。約1.5公尺高以下之蕉株折彎

者，可在折彎處切一傷口（超過假莖中

心），使其新葉長出。(3)正常蕉株，葉

片受風折斷及下垂者，應暫保留促進蕉

株恢復正常發育。

2.	抽穗期：蕉株已抽穗結果，但部分葉

柄折斷、葉片破裂者，應斟酌疏果1～3

把，保留4～7把。

3.	接近採收期之果房保護：蕉株倒伏或折

斷，且果房熟度已達6～7分時，蕉果上

方，應覆蓋蕉葉，以免發生日燒，下垂

至地面之果房需襯墊蕉葉，避免與土壤

接觸。

(三)	合理施用肥料：風災後宜暫緩施肥，

于天氣轉晴且土壤無積水之虞情況

下，仍按全年每株施用1.5～2.0公斤

四號複合肥料之標準即可。每株每次

之施肥量約200～300公克，每3至4週

施肥1次。

(四)	加強清園工作：風災後折斷殘株及倒

伏無用蕉株，應儘速清理，切斷為碎

塊，促其腐化，以免象鼻蟲危害。

(五)	加強病蟲害防治，災後天晴時，儘以

速辦理：

1.	葉部病害防治：香蕉黑星病及葉斑病防

治，採用系統性藥劑配方：25%普克利乳

劑，每公頃0.4公升，加水至30公升，隔

3週施藥1次。

2.	象鼻蟲防治：香蕉假莖剪成約40公分的

片斷，剝開一半，重疊6～8片，置於蕉

園每分地5處，經5天引誘，如發現有5～

10隻成蟲時開始用3%加保扶粒劑防治：

(1)假莖象鼻蟲：將藥劑放於葉鞘部(2)

球莖象鼻蟲：施藥於塊莖周圍地面及殘

株上。

颱風帶來豪雨，河水暴漲，若蕉園被

河水淹沒，蕉株流失或蕉株基部折斷，

該等蕉園須進行清園並考慮合適時機重

新種植。	

當季鮮果  頭城鹽水月芭樂

颱風季節  慎防災後病蟲害發生

宜蘭縣頭城鎮特產－鹽水月芭樂日前

進入盛產季節，頭城鎮農會於8月5日舉辦品

質評鑑競賽，由港口里林慶隆農友拔得頭籌

獲得特等獎。本次參賽農友普遍種植技術優

良，其中芭樂產銷班第三班更於7月31日通

過國產水果產銷履歷驗證，取得全縣第一張

芭樂果品身分證，讓消費大眾吃得更安心。

鹽水月芭樂栽培於頭城鎮沿海沙質礫

土，常因季節風從海面刮起鹽水霧，芭樂經

年浸漬其中，吸收霧氣中微量元素，其果肉

白皙軟嫩，味道香甜，產期調節集中於7-9

月份，由於該品種特性適合果實完熟食用，

故產品皆鮮採鮮食，確保消費者能夠品嘗到

最當時新鮮的鹽水月芭樂。

該會日前開放宅配配送，有興趣之

民眾請洽頭城鎮農會推廣股林清井先生

(03)9773100轉36。

頭城農會鹽水芭樂品質評鑑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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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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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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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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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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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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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腐病 全	月

1.病害發生時以12.5%鏈徵素溶液1000倍噴施於植株基部。

2.儘量築高畦，避免密植，以保持良好通風及排水，並同時防除地上及地下害蟲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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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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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當歸100公克、去骨雞腿600公克、金針菇60公克、小黃瓜100公

克、黃甜椒50公克、紅甜椒50公克。

調味料：紹興酒150公克、水750公克、鹽適量、胡椒少許。

作　法：

1.	當歸加水熬成汁。

2.	去骨雞腿洗淨加作法1泡1晚。

3.	將泡妥雞腿蒸25分鐘，待涼加入紹興酒再泡4小時後取出雞腿、

當歸切絲備用。

4.	金針菇、小黃瓜、紅、黃甜椒洗淨汆燙切絲與作法3拌勻即可。

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家政班  製作

絲絲相伴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上期(96期)所刊之雙鮭捲以及元氣養生湯之製作單位誤植為花蓮縣花蓮市農會家政班，正確應為「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家政班」，特此

更正並表示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