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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因鋒面影響，花蓮地區的天氣較不

穩定，各地常有陣雨發生。在綿綿細雨稍微

停歇，氣溫回升至24-28℃，容易促使稻熱

病大面積發生，快速蔓延危害，造成水稻植

株嚴重受損。目前花蓮地區的水稻大多數已

進入分蘗後期，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的監測數據顯示，玉里零星地

區稻熱病危害情形有加重的趨勢，因此再次

籲請農友加強稻熱病的防治工作。

長期以來，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均持續進

行花蓮地區稻熱病發生情形的監測工作，今

年在第一期稻作定植不久之後，花蓮場即根

據當時氣候的變化與稻株生長情形，在3月

初就已預先發佈新聞稿，提醒農友稻熱病好

發季節將至，需注意預防其發生，同時啟動

稻熱病監測計畫，在3月底發佈稻熱病發生

警報，再次呼籲農友積極進行稻熱病防治工

作。因此大多數農友均能夠掌握到正確的防

治時機，花蓮地區稻熱病的為害情形便被控

制，加上合理的減氮施肥，使得大多數地區

已不見稻熱病嚴重危害的情況。

儘管如此，花蓮場依舊持續著每週監測

各地區稻熱病的發生情形，以便能夠提供農

友關於稻熱病的最新發病預測及防治方法。

近來因鋒面南下，導致氣候不穩定，因此水

稻植株的抗病能力也會隨之減弱，加上多雨

的天氣，容易使得稻熱病再度襲擊水稻栽培

區，所以花蓮場再一次提醒農民把握時機進

行稻熱病的防治工作。

防治稻熱病應於鋒面來襲前後採取適

當的措施，目前植物保護手冊推薦防治藥劑

種類如下：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

（0.33～0.4公斤/公頃）、50%護粒松乳劑

1,000倍（1.0～1.2公斤/公頃）、6%撲殺熱

粒劑（30公斤/公頃）、2%嘉賜黴素可濕性

粉劑1,000倍（1.0～1.2公升/公頃）等，使

用時應遵守藥劑使用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並隨時注意該場發佈之警報。

另外，應注意合理施肥，若田間水稻葉

色偏濃綠者，可能有氮肥施用過量的情形，

易使稻熱病病情加劇，則多施鉀肥少施氮

肥，甚至可停施氮肥，並施用含矽肥料當基

肥不但可改良土壤，亦可減少發病。

花蓮部份地區稻熱病嚴重為害，請農友注意加強防治

台灣地區蔬菜栽培面積有20多萬公頃，

一年四季各式各樣蔬菜種類繁多，是國人飲

食中補充維生素及纖維素重要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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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皆可順手作業，提高工作效

率，降低生產成本，是目前迫切需求的。

有鑒於此，本場開發蔬菜種子直播機，

另為解決蔬菜播種問題，開發本土型手推式

蔬菜種子直播機播種作業機具，構造簡單輕

巧，價格便宜，農友操作簡便實用，不需特

別技術就可達到良好播種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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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適合

一般農家及專業蔬菜種子直播。

手推式蔬菜種子直播機係朝向簡單輕

巧又方便的方向加以設計，利用人力推動直

播機行走輪，本機經由人力推動直播機把

手，推動行走輪帶動附掛在方型管上的播種

機傳動著地輪，讓播種機往前行走達到播種

的目的。種子經由種子箱，播種輪分配定量

定距，聯結到下方之開溝引導管再進入土壤

中，使開溝、播種、覆土達到一貫化作業完

成。本機適用於菠菜、蕹菜、白蘿蔔、胡蘿

蔔、小白菜、青江白菜及觀賞切花用向日葵

等播種。利用本機播種青江白菜可節省3/4 

種子量，由於直線播種，行距有規律，利於

施肥除草等田間管理作業。

使用該機具有以下優點：

1. 節省播種量，降低種子成本。

2. 減少間拔作業。

3. 作業輕便，提高工作效率。

4. 利於施肥、除草等田間管理。

5. 使用本機操作極為簡單。

為加速手推式蔬菜種子直播機之推行，

本機已辦理技術移轉谷林科技有限公司（高

雄縣大寮鄉大發工業區裕民街33號，聯絡電

話07-7873355）商品化生產，農民欲購買者

可逕洽該公司。

本場開發之手推式蔬菜種子直播機

菠菜直播田間生育情形▲

稻熱病大面積的病徵▲

稻熱病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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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推動農業漂鳥計畫，鼓勵青年

留農築巢以引進農業生力軍，97年將持續

辦理農業漂鳥畫眉營的體驗活動8梯次，並

辦理漂鳥築巢營3梯次。

本年度5月至12月共規劃8梯次3天2夜

的農業體驗漂鳥營隊，為提供參加營隊的

青年有更多元的選擇，本場於第一至第四

梯次新增安排宜蘭縣的體驗營隊，而第五

至第八梯次營隊的行程則於花蓮縣安排各

項體驗活動。第一梯次營隊的活動預定於

5月20～22日開跑，歡迎全國各地18歲至

35歲之青年朋友踴躍報名參加，每梯次名

額僅有20位，欲報名的青年朋友請儘速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進入新農業運動漂

鳥網或直接登入http://straybirds.coa.

gov.tw辦理報名手續，去年未能參加的青

年朋友們，請馬上行動保握機會，以免錯

過體驗認識本土農業的最佳良機。

97年第一至第四梯次安排宜蘭縣的體

驗營隊，活動時間分別為第一梯次5月20～

22日、第二梯次6月10～12日、第三梯次

7月22～24日、第四梯次8月19～21日，活

動行程則分別於宜蘭縣勝洋休閒農場、庄

腳所在休閒農場、綠園有機農場、玉露茶

園、蘭陽盆花運銷合作社及宜農牧羊場等6

處，安排水草養殖、果樹、休閒農業、有

機農業、茶葉、花卉及羊隻飼育等7項體驗

元素，各點的體驗活動設計相當豐富實際

且讓學員均有親自操作的經驗。

花蓮縣營隊活動的辦理時間安排於第

五梯次9月16～18日、第六梯次10月21～23

日、第七梯次11月11～13日、第八梯次11 

月25～27日，3天2夜的活動行程分別在花

縣志學農場、兆豐休閒農場、欣綠農園、

舞鶴茶區、立川漁場及鬱金香花園等6處，

安排設計一連串有關有機農業、畜牧、果

樹、休閒農業、茶葉、水產養殖及花卉產

業的體驗元素，另為讓學員吸取更多農業

經營的經驗，於二天的晚上亦有安排農業

達人與青年朋友分享心得及交流互動。參

加95年及96年漂鳥畫眉營的學員對營隊活

動的規劃設計及安排均給予90％以上滿意

度的極高評價，本年度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參考學員的寶貴意見，將更提升活動內容

的豐富性、實用性、銜接緊湊度，讓參加

的學員有最豐碩的體驗及收獲。

本年度之漂鳥築巢營活動，今年特增

加為三個梯次，分別為休閒農業經營班；

香草、保健植物栽培管理班及有機農業產

品經營管理班。各梯次活動內容為：休閒

農場經營策略、休閒農業創意產品設計與

實作、休閒農業體驗活動之設計與應用、

農場觀摩、農業達人經驗談等；香草植物

之繁殖栽培、保健山藥功能與運用、香草

植物之加工實作、農場觀摩、農業達人經

驗談等；有機栽培病蟲草害管理、有機質

肥料特性與應用、農場觀摩、有機堆液肥

製作、農業達人經驗談等。每梯次名額24

位，築巢營結訓的學員，將可優先參與農

糧署等政府機關辦理的農業專業訓練及優

惠農業貸款。

為有效改善目前農業經營者高年齡化

的現象，提升農業競爭力，95、96年推出

漂鳥計畫，為傳統農業注入活力，藉此培

育青年並投入農業經營行列，已引起社會

青年極大的迴響，參加漂鳥畫眉營的學員

均表示透過本項活動確實讓他們更認識及

接觸本土農業，甚至表示經過營隊的體驗

活動之後對農業有了迥然不同的看法，並

為有意追求農村自然生活者提供了許多好

資訊及機會，對未來推動綠色產業有極大

的助益。緣此，97年度本場持續舉辦八梯

次的漂鳥畫眉營活動，提供更多元豐富的

農產業體驗活動，以讓更多的青年有機會

認識及接觸本土農業。

農業漂鳥體驗活動　五月份開始起飛

學員實地操作農機操作。▲

學員們認真學習組合盆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為落實執行園丁計畫訓練，以引進農業

新血與新觀念，並善加運用珍貴的農業資

源，共同為農業打拼，促進農業永續發

展與成長，97年度針對有意從農之35歲以

上民眾持續舉辦2梯次的入門班訓練，並

開辦1梯次進階班訓練，而第1梯次入門班

訓練將於6月23日開跑，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呼籲有意參加的民眾迅速至園丁計畫網

站(http://gardener.coa.gov.tw)線上報

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積極推動農民觀

念革新，培育優質人力資源，自95年8月起

推出園丁計畫訓練，受到社會大眾熱烈迴

響，97年度將再辦理入門班訓練41梯次，

並開辦進階班訓練12梯次，總計提供1,980

個參訓機會。園丁計畫入門班及進階班訓

練，每梯次受訓期程均為5天4夜，參訓者

均須自付經費3,500元，餘由政府負擔，

並提供食宿；報名作業統一採網路報名，

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截止。相關資

料及報名，民眾請上園丁計畫網站自行查

詢。

本場表示2梯次入門班訓練辦理日期分

別為6月23日至27日及8月4日至8日，只要

年齡35歲以上，60歲以下之人士有興趣從

事農業，但未曾經營農業者即可報名，但

曾參加過漂鳥體驗或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者

不得重複參訓。入門班訓練以農業政策、

產業概況與發展潛力、栽培技術等入門課

程為主，並安排現場觀摩與實作課程，讓

學員實地參觀經營有成的農場與產銷班，

及邀請成功農民現身說法，分享其經驗與

心得；進階班訓練日期為9月1日至5日，對

象為園丁計畫入門班結訓學員，但未曾參

加過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者即可報名，課程

以有機農業經營管理基礎為主。

本場特別呼籲有意參加報名者於網

路報名後，須先行繳交自付經費，始得保

留其參訓資格，自付經費繳款帳號為「凌

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農糧署園丁計畫專

戶」，民眾報名或繳費後亦可自行上網查

詢確認。民眾若有任何相關問題，請洽園

丁計畫客服專線02-23958089，或洽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課陳忠明先生：

03-8541881。

97年度園丁訓練營　首梯次六月份即將開跑



第   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3

「山茉莉」是一種既潔淨又芳香的

台灣本土花卉，在端午節前後陸續開放至

9月，且具有茉莉香味而得名。山茉莉是

馬鞭草科，海州常山屬之灌木花卉，葉對

生，闊卵形或近似心形，頂生頭狀聚繖花

序，花冠白色或略帶粉紫色，具有茉莉香

氣，花朵數眾多，頗為壯觀，核果球形，

以扦插為主要的繁殖方式，在陽光及水分

充足之環境下，生育良好，花期可長達1個

多月。

由於深具觀賞價值，本場已深入研發

探討，由蘭陽分場負責完成繁殖、栽培、

園藝利用及盆栽矮化技術等研究，本場擬

逐步將相關成果推廣給農民進行種苗及盆

花的栽培生產，以提供國人居家或公共空

間綠美化之新選擇。山茉莉自然生長的植

株一般約1～2公尺高，以盆花方式栽培時

需略加矮化，本場已完成植株矮化可行性

之探討，結果以開花期前採用人工修剪及

配合藥劑處理的效果最為理想，株高約30

公分，可培育成為美觀的中型盆栽，適合

都會家居及辦公室的綠美化；庭園則建議

以叢植及綠籬的方式栽培，可創建一片潔

淨芳香的花海，給人一種清新脫俗的氣

氛，除了賞心悅目還可為您的庭園及室內

增添茉莉花香。

97年『農機訓練』、『農業自動化人才訓練計畫』開始報名了

潔淨芳香的本土新興花卉－山茉莉

9 7年「農機操作保養修護訓練」

訓   練   班   別 上 課 地 點 人數 預定開班日期 訓   練   對   象

新型管理作業機械使用保養與檢修班 宜蘭大學

20

6/24～6/25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機修護人員

農地搬運車使用保養與檢修班（2） 宜蘭大學 6/26～6/27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機修護人員

單缸引擎使用保養與檢修班 屏東科技大學 7/8～7/9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機修護人員

新型農機訓練班 中興大學 7/14～7/15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校教師、政府機關主辦人員

農地搬運車使用保養與檢修班（1）

屏東科技大學

7/17～7/18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機修護人員

果園動力割草機使用保養與檢修班 7/21～7/22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校教師、農機修護人員

農業廢棄物處理技術班訓練班 8/11～8/13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校教師、政府機關相關人員、農民團體

重型機械—鏟裝機在農業上之應用 8/14～8/15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校教師、農民團體及政府機關相關人員

農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研習班 8/18～8/21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校教師、農民團體及政府機關相關人員

機電整合研習班 8/25～8/29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校教師

動力噴霧車使用保養與檢修班 9/1～9/2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機修護人員

國產中耕管理機使用保養檢修訓練班 9/3～9/4 產銷班班員、農友、農機修護人員

※ 農機操作保養修護訓練開訓計畫及報名表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www.afa.gov.tw/TrainLoan_index.asp?CatID=38

9 7年農業自動化人才訓練計畫

訓   練   班   別 上課地點 人數 預定開班日期 訓  練  對  象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農用感測系統研習班

中興大學

30

7月1日～3日 農友、農會員工、產銷

班農友、糧食業界員

工、園藝業者員工、農

機研究人員、生機研究

人員、農技教師、農業

生產技術人員、農機業

界員工、各級政府單位

農機及倉儲相關主辦人

員。

陳俊源先生 電話：04-22840378轉394

傳真：04-22879351

氣壓控制工程技術訓練班 7月9日～11日
謝廣文副教授 電話：04-22857593

傳真：04-22879351

無線感測器應用研習班 7月21日～23日
陳宏茂先生 電話：04-22850946

傳真：04-22840697

圖控程式設計與應用研習班 宜蘭大學 7月23日～25日
廖文賢先生 電話：03-9357400轉842

傳真：03-9326345

資訊與電腦應用暨計畫編寫訓練班

台灣大學

40 8月20日～22日
王友俊先生 電話：02-33665386

傳真：02-23644881

農業器材及產品履歷驗證管理系統訓練班

30

8月28日
呂鎧煒小姐 電話：02-27583902

傳真：02-27232296

穀物乾燥與冷藏管理技術訓練班 8月29日
呂鎧煒小姐 電話：02-27583902

傳真：02-27232296

為配合整體農業發展之調整，減輕

農事作業成本及提高農事作業效率，培養

農民正確使用農業機械和相關的自動化設

施，增進保養修護技術及方法，灌輸農業

生產經營管理技術，以促進農業生產機械

化技術之推廣與應用；加強國內自動化人

才及種子教師理論基礎，並建立自動化監

控系統之規劃與設計能力。由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委託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及財

團法人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辦理97

年度「農機操作保養修護訓練」及「農業

自動化人才訓練計畫」。本（97）年度預

定辦理共計19班次，參加受訓之學員學雜

費全免，歡迎符合訓練對象踴躍參加。預

定開班概況如下表，有意參加研習訓練之

農友，可將個人相關資料（如報名表格

式）利用傳真、電話或網路報名，詳情請

參閱表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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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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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稻熱病 全月 
1.適度氮、磷、鉀三要素配合施用，氮素肥料勿過量施用。 2.插秧後25-30天左右，施用三賽唑

可濕性粉劑或撲殺熱粒劑預防。3.病斑出現時，施用熱必斯、護粒松、亞賜圃等藥劑防治。

穗稻熱病 中、下旬 1.適度施用穗肥。2.抽穗前5-7天施用三賽唑、熱必斯、護粒松等藥劑預防，齊穗再施藥一次。 

白葉枯病 全月 
1.避免偏施氮肥。2.晨露未乾前，避免進入稻田，減少人為傳染。3.常發病田應於幼穗形成期前

施6%撲殺熱粒劑預防。4.病斑初現時以10%克枯爛可濕性粉劑或10%鏈四環黴素可濕性粉劑噴施。 

紋 枯 病 全月 選用賓克隆、待克利、滅紋、鐵甲砷酸銨、貝芬同、維利黴素等藥劑防治。 

螟蟲(一點螟、

二化螟) 
全月 

1.注意初期防除。2.稻株葉鞘變黃或田間有流葉、折葉、枯心時，即選用撲滅松乳劑等施用，尤

須注意孕穗、抽穗前期之施藥防治。 

玉  米
煤紋病 全月 

1.力求肥料三要素平衡使用。 

2.發病初期施用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等藥劑防治。 

玉米螟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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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諾伐隆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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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花生

蓮  花
小黃薊馬 全月 

生育初期用達馬松溶液防除，每10-14天噴施一次，共2次。

蓮花田可以亞滅培、益達胺等藥劑噴施。

雜  糧

蔬  菜

斜紋夜盜 全月 
1.針對栽培作物種類，依據植保手冊選擇推薦用藥。2.播種整地時撒佈加保扶粒劑等防除。3.幼

株時採用陶斯寧、陶斯松、畢芬寧乳劑等藥劑防除。4.栽種田區懸掛性費洛蒙緩釋劑。

銀葉粉蝨 全月 
1.採用32目防蟲網隔絕成蟲。2.利用畢芬寧、益達胺、阿巴汀等藥劑防治（應視作物種類，參考

植保手冊用藥）。3.清除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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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  菜

青  蔥
銹病 上、中旬 選用三得芬乳劑、百克敏乳劑或菲克利、三泰隆(青蔥)等藥劑噴施。

青  蔥
紫斑病 全月 選用亞托敏、克收欣、甲鋅保粒素或依普同等藥劑噴施。

甜菜夜蛾 全月 1.選用因滅汀、因得克、蘇力菌等防治之。2.栽種田區懸掛性費洛蒙緩釋劑。

材　料：當歸根150公克、當歸菜150公克、雞蛋250公克、嫩豆腐200公克。

調味料：鹽1大匙、高湯1茶匙、太白粉水6湯匙。

作　法：

1. 當歸根打汁，當歸葉切細末備用

2.雞蛋打散加入高湯及當歸汁攪拌均勻調味備用。

3.嫩豆腐以心型鋼模雕取出，放入蒸盤中。

4.蒸盤中加滿作法2入蒸籠蒸熟。

5.將當歸之葉末調太白粉水煮開，淋於作法4上即可。

宜蘭縣三星鄉農會家政班

賞 心 悅 目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當 歸 養 生 粥
材　料：蓮子200公克、麥仁100公克、當歸50公克、糙米100公克、枸杞10

公克、小米100公克、白木耳50公克、紅棗12顆。

調味料：冰糖少許。

作　法：

1. 蓮子泡軟去除蓮子心，麥仁、當歸、糙米、枸杞，分別洗淨。

2.蓮子放入鍋內加水中火煮10分鐘再加入糙米煮開以小火煮。

3.續加入麥仁、小米、當歸丁熬煮20分鐘。

4.加入紅棗、白木耳，待煮爛了加入冰糖，枸杞即可裝盤。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家政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