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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6月26日早上10時30分假壽豐鄉四

維路江玉寶示範田，辦理苦瓜新品種「花蓮3

號」及「花蓮4號」栽培示範觀摩會。

此二品種係本場1998年自花蓮縣吉安鄉

收集之山苦瓜地方種與光復鄉蒐集之野生苦

瓜，經過4年純化、篩選、淘汰，去蕪存菁後，選

出符合多項苦瓜育種目標之優良品系，經雜交

組合品系比較試驗及區域試驗，田間病害調

查、截切力測定及官能品評等，分別於2007年11

月10日及2008年2月27日取得品種權。

本場係鑒於現有種植品種多為農民自行

留種，品質不一，因此，選擇優良的地方種山

苦瓜及野生苦瓜自交純化，選出高雌花性、生

長勢強之優良自交系，雜交之後選得優良雜交

組合育成「花蓮3號」及「花蓮4號」之山苦瓜品

種。新品種果實經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所檢測，結果發現每100g樣品含維生素C171.2 

mg，高出大苦瓜95mg以上；每100g樣品含葉酸

167.2μg，高出大苦瓜95μg；抗氧化能力強，極

具保健價值，是很好的保健食材新選擇。

苦瓜藥食兩用已有幾千年之歷史，在炎夏

用來佐餐，可以清熱解暑，促進食慾。作為藥

用，它屬於寒涼性質，有清熱解毒的功效。新品

種花蓮3號及4號的口感接近野生苦瓜，適合煮

湯及炒食等各種料理美食，預計推出後將廣受

家庭主婦及餐館的喜愛。

苦瓜新品種花蓮3號及花蓮4號栽培示範觀摩會

炎炎夏日，不論您有沒有暑假可放，都

該找個假期好好放鬆心情。本場特別精選在

地優質休閒農園，邀請大家來趟深度旅遊的

花蓮在地之旅。

瑞穗鄉舞鶴休閒農業區

位在瑞穗鄉的舞鶴地區，由於得天獨厚

的地理位置，配合茶園區內特殊茶園景觀，

區內茶農特別成立「自摘、自製、自炊」方

式的觀光茶園，並提供平價民宿設施供遊客

留宿。配合茶餐、茶點等美食，讓您享受不

一樣的餐點。

光復鄉馬太鞍休閒農業區

馬太鞍休閒農業區位於光復鄉馬錫山

山腳下，橫跨大全、大華兩村，居民以阿美

族為主。本區東鄰清水溪，中間以芙登溪貫

穿，是一南北向陸封型溼地。每年6月仲夏

到來前，馬太鞍溼地蓮花便開始展露丰姿，

帶來令人激賞的花海景致，有「美麗蓮鄉」

的美稱。沼澤溼地裡，烏頭翁、斑文鳥、大

冠鷲、蜻蜓、瓢蟲、青斑鳳蝶等，構成豐富

的生態樂園。此外，芙登溪有多處天然湧

泉，水質清甜，充滿人文傳奇，所有的驚奇

與美麗，都等著您來發掘。

玉里鎮東豐休閒農業區

東豐休閒園區位於東部海岸山脈與秀姑

巒溪間的河川地、丘陵地與山坡地接壤的過

渡地帶，使景觀環境獨具特色，特殊的天然

植物和多樣的野生動物群，是自然的生態教

室。近年來東豐文旦及有機米遠近馳名，以

安全、健康、風味佳的特色取勝。由於本區

的現代化建設較少，維持了農村原貌，站立

在田野中，可以感受到空間的廣闊、鄉村的

恬靜與山川的壯闊。本區保留著豐富的原住

民文化，並自成特定的組織，定期舉辦各種

盛會，形成本區特有的農村文化。

金針山休閒農園

每年的七月至九月是金針花盛開的時

候，在花蓮玉里鎮赤嵙山及富里鄉六十石山

展現層層起伏的金色花海，讓夏日的心情亮

麗起來。這裡的農民以安全的方式栽種金

針，遊客可以安心的漫步在這無農藥的花海

裡，體會大自然最真最美的一面。當地的農

民或民宿業者，在夏日花季時提供遊客體驗

採摘金針花活動，於活動中讓大家了解金針

的自然特性以及農民以有機栽培的方式栽種

金針的辛苦。

富里羅山有機村

有現代桃花源之稱的羅山村在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與富里鄉農會積極的輔導下成為一

個有機樂活的村落。這裡的特色包含有機栽

培的田園、地質景觀如羅山瀑布、泥火山、

惡地地形等，靠近山區的動植物相亦相當豐

富。為了讓遊客能體驗農村生活，有機村的

媽媽們舉辦各種體驗活動：有機農業導覽、

特色景觀資源介紹、竹筷、斗笠、愛玉凍、

有機梅加工、火山豆腐以及有機藥草香皂等

DIY製作體驗，對於以上活動有興趣者可與

富里鄉農會旅遊部聯繫，歡迎暑假期間前來

體驗田園樂活充實一夏。

夏日推薦  花蓮優質樂活趣

瑞穗鄉舞鶴休閒農業區開放民眾採茶▲

 苦瓜新品種花蓮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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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傳四十餘年的泥火山豆腐，在花蓮

縣富里鄉羅山社區老一輩居民傳授下，結

合社區居民力量，整裝重出江湖。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位於東部海岸山

脈西麓，土壤肥沃，水源獨立純淨，無任何

工業污染，地形變化多，純樸農村生活及

文化的特色，加上天然泥火山噴泉水等，

皆為提供羅山村成為發展農業休閒環境的

有利條件，因此，羅山地區成為全國第一

個有機村。

本場為配合地方觀光產業的發展，在

羅山村以大豆品種花蓮1號歷經二年推廣

試作種植，提供安全、質優的非基因改造

之大豆材料，再搭配羅山村泥火山自然湧

出之鹵水，製成口感獨特之羅山泥火山豆

腐，目前已變成當地的特產，並成功吸引

許多遊客專程前來品嚐。

泥火山豆腐之製作方法為大豆收成

後加以篩選、研磨成豆漿，再特別使用泥

火山鹵水取代石灰加入已過濾之豆漿中，

以傳統柴火熬煮，經過凝結、壓模成型等

系列步驟後就大功告成。

目前泥火山豆腐DIY與品嚐，都已經

結合在有機村旅遊套裝行程中，提供遊客

親身體驗古法製作泥火山豆腐，不僅增加

休閒農業的附加價值，也讓羅山有機村之

旅更具知性文化深度，歡迎有興趣民眾到

花蓮羅山村來體驗農村風情，詳情請洽富

里鄉農會(03)8521991推廣股。

羅山泥火山豆腐  整裝再出發

宜蘭為台灣三大青蔥產地之一，品質

優良周年均有種植生產，為宜蘭地區重要

高經濟作物之一。然而在生長期間，最令

農友深感頭痛的問題，便是俗稱「蔥仔管

蟲」的甜菜夜蛾，這是一種潛藏在蔥管內

為害的蛾類，主要為幼蟲啃食葉肉，僅剩

外表皮，嚴重時會把青蔥完全啃盡，對於

青蔥產量而言是無法挽回的損失。

甜菜夜蛾在宜蘭地區全年皆可看到其

蹤跡，其中以6月～10月間族群數量達到

最高峰，對於青蔥植株造成嚴重的危害，

農民蒙受慘重的經濟損失。有鑑於此，本

場從民國92年開始對宜蘭青蔥栽培區的甜

菜夜蛾族群密度進行監測，協助農民預先

進行防治工作，並且大力推動共同防治工

作，以減少甜菜夜蛾對青蔥的危害，成效

甚為良好。

本場針對甜菜夜蛾在不同生長時期

的生活特性整合了各種防治技術，以提供

農民最完善的防治策略。卵期方面，甜菜

夜蛾雌成蟲會將卵塊產於蔥管上，因此用

紗網阻隔雌成蟲進去蔥田產卵。幼蟲期方

面，初孵化幼蟲有群聚性，二至三齡才潛

入蔥管為害，因此要把握幼蟲尚未潛入蔥

管的時期進行防治工作，在有機資材方

面可使用48.1％蘇力菌水分散性粒劑稀釋

1,000倍，在化學農藥方面可使用2.15％因

滅汀乳劑稀釋1,500倍、2.8％畢芬寧乳劑

稀釋1,000倍、19.7％得芬諾水懸劑2,000

倍防治或4.4％祿芬隆乳劑稀釋1,500倍。

成蟲期方面，採用性費洛蒙誘殺雄成蛾，

或用紗網阻隔防治成蛾，如此多管齊下，

可達到防治青蔥甜菜夜蛾，確保青蔥正常

生長，產量穩定，增加農友收益。

藏匿於蔥管的蟲蟲危機

青蔥甜菜葉蛾危害情形▲

羅山有機村田園景色▲

羅山村泥火山豆腐新包裝▲

本場推廣新育成橙色小番茄「花蓮亞

蔬21號」，在小果番茄產區嘉南平原擇地

試種，適應性極佳，故於6月3日(星期二)

在嘉義縣義竹鄉召開栽培示範觀摩會，參

加農友及農會推廣人員約100人，農友普遍

反應良好，表達高度意願種植。

小果番茄「花蓮亞蔬21號」為本場與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合作，針對近年來

番茄栽培遭遇最嚴重的病害－番茄捲葉病

毒病進行育種工作，經各項試驗選出之優

良新品種，並於96年初獲得植物品種權。

該品種為雜交品種，抗病性優良，兼具抗

番茄捲葉病毒病、番茄嵌紋病毒病、萎凋

病及中抗青枯病等特性；果形橢圓形、成

熟果橙色、果實成熟集中性良好，適合成

串採收、耐貯運、無裂果、糖度高、風味

佳，每公頃產量平均約為40.1公噸。

橙色小果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21

號」富含類胡蘿蔔素，攝食後可提供人體

必需的維他命A，品質、抗病性俱佳，適合

觀光果園種植，頗具推廣潛力。為了擴大

推廣本品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

繁殖場於96年秋作進行採種，近期開始販

售種子，有興趣農友可電洽(04)25811311

詢問。

新品種「花蓮亞蔬21號」橙色小番茄栽培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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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競爭力  休閒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訓練

台灣加入WTO後，農業貿易國際自由

化，造成與國內農業競爭，為能永續發展

農業，勢必改變傳統農業結構與經營方

式，發展具有競爭優勢的產

業，因此如何促進傳統農業轉

型為休閒農業，已成為政府重

要的農業施政方向之一。

本場於97年6月19日至20

日在馬太鞍濕地欣綠農園辦理

「休閒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訓

練」，參與學員28位。課程中

特別安排實務演練，以強化解

說經驗與導覽技巧，冀能提升

休閒觀光業者的導覽解說技巧

與實務經驗。

為期二天的訓練，特別

安排在馬太鞍濕地欣綠農園辦理，內容包

括：如何做一個稱職的解說員、表達技巧

與聲音表情實務演練、我們的休閒區有什

麼寶【資源調查技巧及方式】、戶外導覽

解說技巧及領團實務【以馬太鞍濕地為

例】、學員分組解說實際演練、夜間生態

探訪與解說、如何營造特色主題農場、農

場生態實務解說與體驗活動、休閒農業經

營應用分享等九門課程。

本次訓練邀請具有實務經驗之在地休

閒觀光經營業者或團體人士授課，如馬太

鞍濕地解說班陳博彥班長、花蓮縣棲地保

育學會葉美青經理人、向耕漁場林彬志場

長…等，使參訓者能在講師的引導及實際

演練解說下，瞭解做為優秀解說員應具備

那些條件，以及如何應用各項農業資源。

透過導覽解說技巧與體驗活動呈現，成功

行銷具有在地特色的休閒農場。 

學員於馬太鞍溼地欣綠農園參與「休閒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

訓練」課程。

▲

想在家中佈置個迷你生態水缸或小水

池，但又找不到耐濕的開花植物嗎?不妨試

試千禧花吧！它開花性強、花色艷麗又耐浸

水的特性，絕對會讓你驚艷不已。

千禧花又稱為美麗千屈菜，屬於千屈

菜科，通常在每年5-6月間開花，翠綠叢生

的植株在成熟之後會從植株頂端長出花

梗，並在花梗上陸續開出許多紫紅色大小近

1公分的花朵，盛開時整個花梗就像是紫紅

色花串般在風中搖曳，煞是好看。本場近年

來針對耐水性植物進行種原蒐集與園藝利

用改進研究，發現千禧花的耐水性十分優

良，除了幼苗時期比較不耐潮濕以外，植株

對水分過多的環境適應性非常良好，植株

長成之後即使將根部全部浸在水中，只留

莖葉與花在水面上，植株仍然照常生長開

花，不像一般開花植物只要遇到淹水就容

易腐爛倒伏。

千禧花耐淹水的特性，可以運用在居

家水池景觀或目前流行水族箱生態缸之

中。因為水生植物較少有亮麗的花色，植株

通常呈現綠色，而睡蓮與荷花植株較大，要

運用在小型景觀中比較不容易，但

是千禧花植株適中，花色又鮮豔，運

用在中小型水池或生態缸中的陸生

景觀部分非常適合，是非常有發展

潛力的新興開花植物。

此外，在種植千禧花時，須注

意光線要充足，才可以讓花序持續

盛開，光線不足時開花情況較差，花

數會明顯減少。而千禧花有明顯的

冬季休眠特性，低溫時花葉會枯萎

只剩枝條，此時不需要挖除，等隔年4-5月

氣溫回升時，莖基部還會再長出新芽。但是

如需顧及景觀維持，還是建議在植株變醜

時挖除更新，改種植冬季花卉或其他耐寒

性水生植物，方可維持景觀的美麗與完整。 

盛夏水岸的紫紅色驚艷—美麗又耐濕的千禧花

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7年05月02日農

水字第0970030455號函辦理，「節水灌溉

推廣計畫」項下之管路灌溉設施申請補助，

公告補助項目如下：

一、水源調控設施：包括水源設施、動

力設備、調蓄水設施等。二、末端管路設施：

包括穿孔管系統、噴頭式系統、微噴式（含

噴霧）系統、滴灌系統。

補助基準以年度核準計畫補助為基

準，其他補助申請對象、補助所需資料以及

其他詳細補助細項，請電洽臺灣省花蓮農

田水利會（03）8463609。

申請補助灌溉設施公告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已於97年6月11日修正發布，農作物類重點

如下：

現金救助項目 救助額度 現金救助項目 救助額度

稻米 16,000元/公頃
蜂箱**

全毀 380元/箱

雜糧作物 15,000元/公頃 半毀 190元/箱
牧草 10,700元/公頃

農作物育苗作業室
全倒 2,500元/坪

果樹 60,000元/公頃 屋頂吹毀 550元/坪
花卉 60,000元/公頃 苗 12元/箱
菇類 50,000元/公頃

塑膠布溫網室
塑膠布(網) 60,000元/公頃

蔬菜 24,000元/公頃 整體結構 450,000元/公頃
特用作物* 24,000元/公頃

水平棚架網室
塑膠布(網) 15,000元/公頃

菇舍(傳統式) 230,000元/公頃 整體結構 80,000元/公頃

*檳榔及荖藤、荖葉、荖花未辦妥專案種植登記者，不予救助。

**每戶救助總金額最高以四萬九千元為限。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已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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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八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主材料：百果50公克、天麻10公克、枸杞20公克、當歸葉6公克、鮮香菇100公

克、當歸100公克、蘆筍100公克、綠竹筍100公克、鮭魚片500公克

調味料：鹽適量、酒少許、水120公克

製作方法：

1.百果、天麻、枸杞加水煮熟調味。

2.當歸葉、鮮香菇汆燙切片、當歸、蘆筍、綠竹筍切長段汆燙。

3.用鮭魚片將作法2依序包妥蒸熟，再淋上作法1。

雙歸捲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元氣養生湯
主材料：豬腳300公克、當歸莖100公克、南瓜150公克、野茄100公克、秋葵

100公克、當歸葉10公克、木鱉子葉10公克

調味料：鹽適量、水800公克

製作方法：

1.豬腳切塊汆燙與當歸莖醃30分鐘備用。

2.南瓜、野茄切塊、秋葵切段。

3.水煮開加入作法1煮30分鐘後加入作法2煮熟並調味，起鍋前加

入洗淨當歸葉、木鱉子葉即可。

花蓮縣花蓮市農會家政班 製作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發生時期 防　　治　　要　　點

水　稻 

福壽螺 全 月 
1.隨時撿拾螺體、卵塊消毀。2.灌溉水進出口設置阻隔網(內層粗網6-10目，外層細網16-32目)。3.插
秧前、後施80%聚乙醛或70%耐克螺藥劑，但應注意魚毒。

螟　蟲 全 月 
1.第一期水稻收割後儘速翻犁。2.螟蛾出現後7-10天或有葉鞘變黃時，施藥防除。3.秧苗用3%加保扶
粒劑或直播種子用粉衣處理。4.本田區用50%撲滅松乳劑等推廣藥劑防治。

黃萎病 全 月 
1.秧田及本田初期，施用3%加保扶粒劑或丁基加保扶粒劑防除。2.秧田及本田附近雜草噴佈藥劑防除
黑尾浮塵子。

縱捲葉蟲 
稻 苞 蟲 

全 月 稻葉出現捲葉率達1%時，使用布芬第滅寧、陶斯松等藥劑防治。

水象鼻蟲 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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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飛蝨 全 月
1.清除周圍雜草。2.同時防治黑尾浮塵子，選用蝨必殺、丁基滅必蝨、毆殺松、加保扶、陶斯松等藥
劑。

落花生 
小黃薊馬 下 旬 生育初期發生時選用50%達馬松溶液防除。

斜紋夜蛾 全 月 1.採用性費洛蒙誘殺雄性成蟲。2.幼株期施用2.8%畢芬寧乳劑等推廣藥劑，傍晚噴射根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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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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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畢芬寧等藥劑。3.田埂、
溝壁亦應同時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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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尤需特別注意粉蝨防治，避免傳播番茄黃化捲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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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樹類 東方果實蠅 全 月
1.全面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殺板。2.清除落果，減少孳生源。3.密度增加迅速時，以蛋白質水解物
加芬殺松點狀噴施園區外。4.參考使用藥劑防除，柑桔園(芬化利、芬殺松)、蓮霧園(賽扶寧)、檬果
園(芬殺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