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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消費者對中藥材安全之疑慮，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積極推動建

立本土化中草藥產業，選定適合本地栽培之丹

參及當歸等中草藥，研發優良中草藥栽培法，

從基源植物鑑定、栽培環境的土壤、灌溉水質

之安全檢測、栽培繁殖技術，收穫處理至加工

利用等，都建立一套準則，提供農民使用，可達

到生產安全、高品質藥材的目標。

丹參（Salvia miltiorrhiza Bge.）為

唇形科草本植物，使用部位為根部。丹參之

重要成分為丹參酸（salvianlic acid）、

丹參酮(tanshinone)等成分，對於身體之保

健有所助益。本場選擇丹參等保健作物建立

優良栽培體系，於花蓮縣瑞穗、玉里一帶地

區約六公頃農地生產安全及高品質之藥材。

試驗及調查結果顯示：花蓮地區種植之丹參

生長適應性良好，無病蟲害情形發生，根部

之產量佳且品質優良。保健作物除了產量與

品質之外，其有效成分之含量亦為重要之一

環，本場針對丹參之指標性成分丹參酸及丹

參酮含量進行分析，發現其含量較市售者為

高。在抗氧化能力方面亦較市售之丹參為

佳，此顯示花蓮地區生產之丹參品質佳，加

上栽培環境都經過嚴格之篩選及控管，因此

生產的丹參品質安全有保障。

本場亦針對此目前保健的潮流，以花

蓮地區生產的優質新鮮丹參等保健作物為原

料，開發丹參多樣化產品。為進一步推廣台

灣本地生產之中草藥，特以花蓮出產的新鮮

丹參，與國內知名之飯店主廚合作，秉持健

康美味的原則，開發丹參的一系列創意美

饌，編印『花蓮丹參、當歸保健創意料理』

食譜，每一道菜色都色香味俱全，充份發揮

新鮮藥材之特色，期能讓國人認識本地新鮮

藥材的優勢與多樣化烹調藝術，運用於日常

生活中。雖然丹參為藥食同源之藥材，在食

用上仍以適量為宜。

本場侯場長福分指出本場選定丹參等

保健作物作為發展之目標，建立以中草藥優

良栽培體系來生產優質及安全之中草藥，如

此，不但確保中草藥藥材之品質，使民眾在

保健的用途上無安全之虞，亦可使農民能夠

有轉型之契機，增加農民之收入，再者，可

在東部地區建立一個保健作物生產基地，並

開發多元化之保健產品，提升產品之附加價

值，以安全優質之品牌，拓展行銷市場，提

升台灣在全球保健產品市場的競爭力。

花蓮生產的丹參產品　品質好且安全無虞　養生保健好處多

本場97年6月12日於農業推廣大樓舉辦

「苦瓜產業與保健功效」研討會，邀請國內

專家學者一起來探討與分享山苦瓜新品種

GAP生產現況與苦瓜在醫學及保健功效上應

用及研究，當日各界對苦瓜有興趣之民眾約

150人參加。

苦瓜藥食兩用已有千年歷史，不僅

可以作為日常蔬菜，更可以清熱解暑，

促進食慾。作為藥用，它屬於寒涼性

質，有清熱解毒的功效，明代《本草綱

目》記載，苦瓜微苦、無毒，具有除邪

熱等之功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04年起將苦瓜列入農業生物技術國家

型計劃中草藥及健康食品產業化之重點

推動研究目標。

本場多年來積極蒐集台灣野生種山苦

瓜品種，進行純化及育種，並建立了高品質

苦瓜栽培之生產模式，並陸續育成苦瓜花蓮1

號、2號、3號及4號等4個優良品種。另一方面

積極提供新育成之苦瓜品種材料，與台灣大

學、中國醫藥大學、慈濟大學、屏東科技大學

等學術單位合作，研究苦瓜之機能保健及醫

學上之功能，經多年研發團隊之努力，已有

顯著結果，因此特別舉辦本研討會邀請各研

究專家學者將研究成果與社會各界分享。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10位專家學者發

表演講，內容非常豐富，包括「台灣中草藥

及健康食品產業化體系之建立及推動」「苦

瓜降血糖、降血脂之研究」及「苦瓜生物活

性之研究」三大主題，內容涵蓋苦瓜產業的

定位與展望、優質安全生產體系的建構。舉

辦本次研討會望能使民眾、農友及研究人員

獲得更多的相關資訊，對於苦瓜未來發展有

所貢獻，可促進苦瓜產業升級並增加農民收

益，建立苦瓜保健產業增加附加價值。

本場「苦瓜產業與保健功效」研討會 發表苦瓜藥食兩用之研究現況

參加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合照▲

本場侯場長福分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記者會

中，向各界說明本場對台灣本地生產之中草藥

的研究開發成果，向國人推廣台灣本地生產之

中草藥。

▲

以花蓮地區生產的優質新鮮丹參等保健作物為

原料，開發丹參多元化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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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創意料理等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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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97年5月29日(星期四)上午9

時40分在農業推廣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有機生態環境營造與休閒多元化發展研

討會」，會中邀請多位專家學者針對有機

農業之生態環境營造與休閒之多元化發展

進行專題報告，當日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農

民、業者及一般民眾約有180

人參加。

國內有機農業自民國

75年開始推動，迄今已超過

20年，雖然與歐美及日本等

相較起步較晚，但透過產、

官、學之合作及努力，已有

超過2000公頃的推廣成績。

有機農業為具有健康、安

全、休閒及永續經營等四大

特色之產業，同時亦包含生

產、生活及生態等特性，因

此除提升國人生活品質、提

供健康飲食及保護環境外，

必須再突破現在有機農業的瓶頸，發展更

多元化，以配合觀光休閒的有機農業亦是

近年發展的趨勢。

東部地區因環境優美，天然生態資源

豐富，且境內極少污染性工業，因此非常

適合發展休閒長宿與生態旅遊等產業，所

以本次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就「有機農業

觀光休閒之發展」、「有機農業與生態環

境之關係」及「有機休閒農場之營造與行

銷」等三個主題進行專題報告，除說明國

內外有機觀光休閒之現況外，亦對有機環

境建構、昆蟲多樣性及微生物於有機生態

保育之利用等方面進行發表，最後則由專

家學者提出結合各種資源對有機休閒產品

之行銷提出心得及看法，希望藉著講師之

經驗分享進而發掘實務面的問題，提供互

相觀摩學習的機會，以促進有機農業之健

全發展，在兼顧生態環境的維護和農田永

續利用的前提下，生產健康安全的有機農

產品。

在綜合討論的時候，參與的聽眾亦踴

躍發言，肯定此次研討會的舉辦。並希望

本場將來能多多舉辦類似的活動，由於內

容豐富，所以希望以後辦理的時間能夠拉

長，增加大家學習的機會。最後，在大家同

感收穫豐富的心情下，結束了這次盛會。

本場「有機生態環境營造與休閒多元化發展研討會」

各界參加踴躍　反應熱烈

本場侯場長福分主持綜合討論，由每位講者現場解答大家的

提問。

▲

本場輔導農民在花蓮縣鳳林鎮長橋里

往林田山路道兩旁之休耕農田推廣種植之

黃波斯菊、百日草及向日葵連日來已陸續

開花，花海景緻，美不勝收。本場於5月30

日上午十時舉辦「景觀綠肥輪作栽培模式

建立之田間觀摩會」，由本場場長侯福分

主持，民眾及農民參加極為踴躍，約200餘

人一起參與賞花。

近年來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已成功開發

出能夠在每年6～8月暑假期間開花的景觀

綠肥作物類包括黃波斯菊、百日草及向日

葵等，根據本場示範結果發現黃波斯菊、

百日草及向日葵等在花蓮地區夏季栽植

時，其適應性相當良好，應可發展成為縱

谷另類景觀綠肥作物；另外本場以不同比

例的景觀綠肥作物種子混合種植，田野上

呈現豐富多姿多彩的不同花色混合，一改

以往之單一花種、花系，感官視覺上煞是

好看，並對農村田野景緻有加分且加乘的

效果。

黃波斯菊為菊科一年生草本，株高

約15～90公分，花黃色或橙黃色，分枝

多，每一枝條均能開花，花期持久，盛開

的花朵金黃耀眼，臨風搖曳，殊為悅目，

性喜溫暖或高溫，甚耐旱，生性強健，容

易栽培，不需特殊管理即能開花，開花結

籽後，種子成熟常會掉落地面，經發芽後

再生長，延綿持續開花。百日草花色繁多

且鮮明豔麗，包括藍、紅、橙、黃、白、

紫、粉紅等。種子繁殖，全年均可，但以

春、夏為宜，性喜高溫，抗寒力弱。向日

葵俗稱葵花、葵花籽、太陽花，播種後約

70～75天開花。

近年來國人生活品質提高，愈注重

休閒旅遊活動，綠肥作物之功能由以往單

純地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改良土壤理化

性、避免病蟲害滋生及雜草叢生等之目

的，朝田園景觀美化之途邁進。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為配合休閒農

業之發展，提昇國人休閒品質，積極開發

美化農村景觀用之綠肥作物種類，以形成

特殊景觀帶，增進休閒觀光之可看性。

夏日花東縱谷花海長廊　百花怒放　正是賞花好季節－

「景觀綠肥輪作栽培模式之建立田間示範觀摩」

夏日花東縱谷花海長廊　百花怒放　美不勝

收。（黃波斯菊、百日草、向日葵混合）

▲ 明豔百日草，全年均可種植，可美化農村景

觀。

▲ 田間觀摩會現場，民眾非常踴躍，詢問許多品

種及栽培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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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本次因應國

際肥料價格上漲，調整國內肥料價格，由

政府補貼漲幅之7成，惟農民及民意代表反

映，希望台肥公司配合農業政策，協助吸收

部分肥料漲幅。同時行政院劉院長指示肥

料漲價應比照汽油漲價之多元吸收原則，

經農委會積極協調，台肥公司同意吸收肥

料漲幅之15％。經由政府及台肥公司補貼及

吸收漲幅85％後，15％由農民負擔。

農委會說明，台肥公司同意

吸收肥料漲幅15％之經費為6.6億

元，在未來半年內，因國際原物

料持續上漲所增加之採購成本，

台肥公司另將自行吸收約5.62億

元，合計約2.22億元。國內農民

購肥價格漲幅亦將由原平均漲幅

42.6％，下降為22.3％。以尿素

為例，5月30日調整前價格每包

360元～370元，經政府補貼原調

漲後價格每包520元～530元，漲

幅43％，再經台肥公司吸收後，

調降為每包445元～455元，降低

75元，漲幅降為23％，其它各項

主要化學肥料均依比率調降。本

項價格調整溯自上(5)月30日調整

價格起算，在當日以後已購買肥

料登記有案者，可向鄉鎮農會及

肥料行辦理差價退款。

農委會指出，肥料業者自5月30日起

至6月11日止，已出貨供應各種化學肥料

38,423公噸，96萬餘包，因應農民農耕需

求。該會「肥料配銷督導小組」持續加強

查察各地肥料進出貨、配銷、購肥登記及

庫存情形，並配合檢調機關稽查，防範囤

積肥料行為。且農糧署持續開設17線肥料

問題專線（如下圖所示），接獲反映予以

說明，並迅即處理回復。

農委會最後說明，為確保農業永續

經營，呼籲農民合理化施肥，節約化學肥

料使用，該會將規劃擴大推廣國產優良有

機質肥料，並依農友各種作物耕作特性，

提高推廣面積與數量；另加強推廣冬季休

閒期種植綠肥作物，維護農田地力，減少

化學肥料使用，以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之

衝擊。（97.06.13行政院農委會新聞稿第

5277號）

幫農民節省施肥成本　本場辦理「土壤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講習」

政府已協調台肥公司吸收肥料漲幅　降低農民購肥價格

自93年9月至今，國際肥料及製肥原物

料價格已上漲51％～423％，如持續凍漲，

肥料業者不願意進口肥料，台肥公司雖配

合政府政策全力供應，但其最大產能僅能

滿足8成市場的需求，因此肥料將供應不

足，所以從今(97)年5月30

日起調漲國內肥料價格後，

為顧及農民收益及降低農民

購肥負擔，經政府價差補貼

後，國內農民購肥價格漲幅

亦將由原平均漲幅42.6％，

下降為22.3％。

根據本場歷年的調查資

料顯示，花宜地區耕地因為

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土壤

母質呈現小面積及多樣化的

特性，致使土壤性質呈現極

大的變異，形成如土壤過酸

或過鹼、排水不良、地下水

位過高、石礫過多、土層淺薄及土壤養分

有效性偏低等對耕作造成障礙的土壤，對

施肥效果造成極大的影響。若透過農改場

免費的土壤檢測，進行土壤改良及合理化

施肥措施，就能提高肥效並降低肥料施用

量，估計約可減少施肥量至少2成，除降低

生產成本外，亦能提高農產品的品質，並

確保土壤之永續利用。

為進一步讓農民了解政府現行的肥

料政策及正確的土壤採樣程序與土壤改良

技術，農改場邀請農委會農糧署東區分署

及地區農會，在宜蘭縣及花蓮縣辦理多場

「土壤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講習會」，除說

明肥料價格及補貼政策外，並講解各種作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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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有興趣的農友與民眾踴躍參加，

詳細講習的時間請洽農改場土壤肥料研究

室查詢(電話為03-8521108轉370)或注意本

場網站公布欄，本場也會發出會議通知。

本場在鄉鎮辦理「土壤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講習」，由侯場長福

分親自主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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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七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主材料：香水梨100公克、當歸末30公克、芒果100公克、蒟蒻100公克、胡

蘿蔔末50公克、荸薺末50公克、芹菜末30公克、美生菜6葉、鮭魚

肉200公克、冬粉30公克。

調味料：鹽5公克、糖10公克、當歸水30公克。

製作方法：

1.水梨去皮泡鹽水撈出切粒，當歸切末，所有副食材切粒，美生菜

剪圓形，鮭魚肉切小粒備用。

2.冬粉炸酥搓成小粒，鮭魚肉汆燙熟撈出。

3.所有食材依序下鍋炒，加入調味料，起鍋前加入水梨、芒果、當

歸末拌勻即可盛起，放入美生菜葉裡即可。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家政班 製作

歸 蔘 鮭 寶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當歸味噌拌彩蔬
主材料：秋葵100公克、青花椰菜60公克、白花椰菜60公克、玉米筍30公

克、當歸莖葉60公克、紅甜椒20公克。

調味料：味噌1湯匙、豆腐乳1小塊、當歸泥1又1/2茶匙、糖少許、當歸水少

許。

製作方法：

1.秋葵洗淨去蒂；青、白花椰菜洗淨切小朵；玉米筍、當歸洗淨切

段；紅甜椒洗淨切片。

2.全部蔬菜入滾水中燙熟，撈起後泡冰水備用。

3.將醬汁材料拌勻。

4.蔬菜瀝乾水份後盛盤，沾醬汁即可食用。

花蓮縣花蓮市農會家政班 製作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發生時間 防　　治　　要　　點

玉  米 玉米螟 上、中旬 採用釋放寄生蜂，飼料玉米以加保扶粒劑等藥劑施用，食用玉米採用蘇力菌噴施。

落花生
葉斑病 全月 病斑出現時即行選用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等藥劑防治，每10天噴施一次。

小綠浮塵子 全月 發生初期選用50％加保利可濕性粉劑500倍防治。

雜  糧

蔬  菜
斜紋夜蛾 全月

1.採用性費洛蒙誘殺雄性成蟲。

2.初齡幼出現時，於傍晚噴施畢芬寧、陶斯松等藥劑。

3.田埂、溝壁亦應同時施藥。

芋 疫病 全月 1.注意氣象預報，連續雨天或停雨時，即噴施藥劑。2.選用三元硫酸銅等藥劑噴施。

青  蔥 甜菜夜蛾 全月
1.栽種田區懸掛性費洛蒙緩釋劑誘殺雄性成蟲。

2.選用因得克、因滅汀、蘇力菌等防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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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葉片逾5隻選用畢芬寧、阿巴汀、益達胺、布芬淨、培丹藥劑，並配合黃色粘紙使

用防治。

十字花科蔬菜 黃條葉蚤 全月 發現有該蟲初期發生時可選用培丹或阿巴汀等藥劑噴施。

文  旦

柑桔類

銹蜱 全月 幼果、小果期為防治適期，可施用可濕性硫磺、克芬蟎、芬普蟎等藥劑。

星天牛 全月 樹幹部分塗佈石灰乳或包覆塑膠布或施用40.6％加保扶水懸劑避免天牛成蟲產卵於樹幹。

果樹類 果實蠅 全月
1.全面懸掛果實蠅誘殺板，以徹底防治果實蠅，降低該蟲密度，減免果實被害。

2.密度高時以水解蛋白質等食物誘引劑加芬殺松於果園四周噴施誘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