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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繼2005年推出綠皮質優的

「花蓮1號」山苦瓜新品種；2006

年推出第一個白皮山苦瓜「花蓮2

號」新品種之後，又一新研發綠色

山苦瓜品種「花蓮3號」，「花蓮3

號」係1998年自花蓮縣吉安鄉收集

之山苦瓜地方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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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密度試

驗、截切力測定及官能品評等，於

2007年11月10日取得品種權。 

本場指出新品種「花蓮3號」山苦瓜，

為雜交一代品種，分枝多，莖蔓中等，深裂

葉，葉色綠，花瓣黃色，雌雄同株異花，雌

花早開，雌花於主蔓第14節之低節位開花，

適合栽種的時期從3月至9月，今年3月初在

花蓮縣壽豐鄉進行試種；新品種山苦瓜果皮

深綠色，果面具珍珠突起及條狀突起，長橢

圓形，果實大小約160公克，約為大苦瓜的

三分之一重量，植株生長勢強、雌花早開、

高雌花性、結果力強、果形美及截切

值適中等諸多優良特性，其口感介於

栽培種大苦瓜與野生小苦瓜間，適合

鮮食、煮湯及炒食等各種料理美食，

推廣前景相當看好。

本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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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代選出高雌花性、生長勢強之

優良自交系，雜交之後選得優良雜交

組合，經過品系比較試驗、區域試驗

等育成「花蓮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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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克樣品含

維生素C 171.2毫克，高出大苦瓜95毫克以

上；每100公克樣品含葉酸167.2微克，高出

大苦瓜95微克，抗氧化能力強，極具保健價

值，提供給民眾保健食材新選擇。

優良高維生素C　山苦瓜之新品種　『花蓮3號』

古人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早春

時節，有一種台灣原生蘭花，在陽光充沛的

草地上，綻放著小巧玲瓏的花朵，然而它不

只是花長得美麗，而且還有保健功能哦！它

就是「綬草」，俗稱「清明草」。

綬草（Spiranthes sinensis (Pers.) 

Ames.）為綬草屬之地生蘭植物，因為它小

巧玲瓏的粉紅色花朵，旋轉著生於花軸上，

宛如青龍纏柱般向上延伸開放，相當特別；

另外，它的根外觀如人參般，再加上盛花期

在清明節左右，故別名盤龍參、春蟲、青龍

纏柱、青龍抱柱或清明草等。綬草的根莖

短、根系肥厚、簇生；葉數枚，叢生於基

部，呈線形至線狀披針形；花呈白色至粉紅

色，屬穗狀花序，花莖自基部抽出，花軸上

密生著小花，並環繞花軸盤旋上升順序開

放，花期為2至5月間，花謝後，地上部葉片

會枯黃凋萎，並於8至9月間重新萌芽，次年

春天開花。綬草的分布地相當廣闊，在台灣

全島的中低海拔的平野、田畔草地、濕潤地

草叢中都可發現它，不過因為人們的過度採

集，目前在田野中較難見到它的蹤跡。

本場近年來致力於綬草之繁殖研究，

改善栽培繁殖體系大幅提高綬草種子的發芽

率，目前已將此技術技轉給民間業者；另外

亦開發綬草的組織培養繁殖技術，達到量產

種苗的目的。透過種苗生產繁殖技術的研

發，我們期望讓這個在田野上不容易見到的

美麗又具保健功能的台灣原生蘭，能帶給人

們更多的健康，也期許它能再次回到它的原

生地綻放美麗的花朵！

可供觀賞又保健的台灣原生蘭－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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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漸暖，蘭陽地區濕度仍高，農

友俗稱「紅菇」的青蔥銹病即將進入好發

季節， 銹病是早春時期容易發生的一種

病害，銹病菌感染青蔥後，葉片上產生

許多銹黃色小斑，因顏色近鐵鏽色故名

銹病，而不只有青蔥會發生銹病，其他如

韭菜、玉米、茭白筍、葡萄等均會發生此

種病害，此病害易藉風、雨傳播而感染蔓

延。主要危害葉片及花梗，表皮稍有突起

後破裂，露出橘紅色粉狀物，是為夏孢子

堆，而病斑上所產生的夏孢子隨風、雨水

傳播，造成重複感染，是流行的主因。蔥

銹病菌較適低溫，於22℃以上夏孢子即較

不適宜發芽，34℃以上則完全不發芽，因

而多在早春至4～5月間危害，

當氣溫轉高，雨水豐沛時即不

見；地力較差處更易發生猖獗

危害。

青蔥是宜蘭縣重要經濟蔬

菜產業之一，全縣青蔥栽培達

700公頃，其產值達5億以上，

為宜蘭青蔥主要收入之一。本

場建議栽培青蔥的農友把握防

治適期，儘速依照植物保護手

冊之推薦，於病害發生初期即

施藥防治，以避免遭受損失。

防治藥劑：

1、 50％三氟敏水分散性粒劑4,000倍，發

病初期開始施藥，以後每隔7天施藥一

次，連續四次。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2、 23％三泰隆乳劑2,000倍，發病初期開

始施藥，以後每隔7天施藥一次，連續

四次。採收前15天停止施藥。

春暖花開季節　請注意青蔥銹病防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培訓出來的漂鳥青

年楊文志，放棄藥廠高薪工作，在宜蘭縣

自家農地，從零開始學習，即使曾歷經失

敗他也不氣餒，終於築巢變農夫。

本場為積極落實推動新農業運動之

農業漂鳥計畫，鼓勵青年留農築巢以引進

農業生力軍，自95年開始辦理農業漂鳥畫

眉營的體驗活動提供18～35歲青年朋友參

加，希望藉由年輕人下鄉參與，體會「斯

土斯有民」，腳踏實地的農村生活，進而

對農業產生興趣，農業漂鳥計畫有別一般

農業體驗營以休閒娛樂為重心，而是以

知識性的農業教學及親身參與農場運作過

程，然後再由農委會透過各式配套輔導措

施，讓有心投入農業行列的年輕人成為專

業的經營者，讓台灣農業逐步年輕化，實

現青春歸農的夢想。

95年9月5日來了一位來自宜蘭縣的

年輕人－楊文志，參加本場辦理的95年第

二梯次農業漂鳥畫眉營的體驗活動，報到

後學員自我介紹，善於行銷的楊文志馬上

吸引同學們的注意，而後並被選為該梯次

副班長，上課用心且問題特別多，結訓後

不但成為該梯次聯絡中心，並與志同道合

決定實現青春歸農夢想之同學更是常有互

動，並到許多農場觀摩學習，之後也參加

漂鳥築巢營，而這位很特別的楊文志受完

訓馬上回宜蘭當起農夫，放棄原本一個月

十幾萬在藥廠當業務的高薪工作，為了這

片土地，為了他的理想，他告訴家人他要

留在家裡務農。

30歲的楊文志專科畢業後，曾到食品

工廠、藥廠工作，常聽到藥廠幹部談到治

癌新藥的效能；他不禁思考，致癌的源頭

為何？他發現現代人疾病特別多，如果能

夠降低蔬菜或土壤裡的硝酸鹽含量，就可

以直接降低疾病的發病率；於是他決定用

有機栽培的方法來栽培蔬菜，田地裡雖然

長滿雜草，楊文志一點也不擔心，反而感

謝這些小幫手在他的土地裡保持他田裡土

壤水份，堅持只用有機肥餵養作物。

為了要實踐他的夢想，從沒種過

植物的楊文志參加了農委會的漂

鳥營，從零開始學習，即使曾

歷經失敗，楊文志不氣餒。這

位六年級生放棄月薪十萬的

工作，雖然被人笑太傻，

但他反而認為這是現代年

輕人才該有的行動，他要

讓這片田成為改善傳統農

民生活困境的試驗園地。

如今他每天只花兩三

個小時下田耕作，其餘時

間就研究如何不使用農藥，

趕跑菜蟲的好方法，一有問

題他馬上透過輔導機制，請教

本場的專家群，而經過一年來

的努力，他終於自創了一套「有機

農法」，而且他除了種出有機的蔬菜，他

說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找出好的農法，創

造農地價值，他常看到鄉村不少老人很孤

單，農地收入又不好，所以決心提升農地

價值。他還會在田裡就預先把菜挑揀好，

讓購買的家庭主婦在回家後，不用再花時

間處理，就因為差異化的服務不僅讓老顧

客不斷回流，也替台灣農業創造新思維，

注入新的生命力。

漂鳥學員　築巢變農夫

銹病在青蔥上之病徵。▲

楊文志在有機田中種植地瓜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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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綠美化又有新選擇，翠綠又可愛

的迷你水生植物—巴戈草，不僅植株外型

叢生緊密，適合做為盆栽使用；整株耐水

的特性，又讓它成為最熱門的水草缸用水

草之一，園藝用途十分廣泛。

本場近年來針對水生植物進行種原

蒐集與園藝利用研究，發現有多種水生植

物頗適合做為居家綠美化之用。其中巴戈

草、虎耳草、日本紙莎草、田字草、丁香

水龍、紫海棠等，更可馴化種植成為新興

的觀賞盆栽，而且這些盆栽不像一般盆

栽需要控制給水以免腐爛，天生的喜濕特

性，即使植株底部完全泡在水中也不容易

死亡，只要光線充足，在室內也可持續生

長。而巴戈草生長迅速、株型緊密，覆蓋

效果極佳，極具有居家盆栽種植與庭園景

觀佈置的潛力，再加上可以整株浸水的特

性，栽植在水中不容易腐爛，光線充足時

甚至可以在水中持續生長，非常適合居家

庭院、陽台、室內與水缸等各種環境的綠

美化使用。

本場指出，巴戈草屬玄參科的過長沙

屬，原生於南美洲，又稱做毛過長沙、大

對葉或大虎耳，喜好戶外全日照的環境，

光線不足時植株容易徒長倒伏影響外觀，

但在夏季高溫強光時反而以牆角、窗台等

半遮陰環境下植株外觀較佳，且因為植株

需水性較高，種植時要隨時記得補充盆土

的水分，不可以讓盆土乾掉，如果無法經

常澆水，亦可利用水杯或盛水容器將盆子

直接浸入水中，植株也不容易因此腐爛。

耐寒性尚佳，全年可生長，但是在冬季生

長較緩慢，最好不要在此時進行繁殖。

此外，摘取巴戈草當作水族缸裡面的

水草使用時，須注意光線要充足，否則容

易徒長影響外觀。如果要種植在室內或光

線較弱的地方，建議在戶外種植一整盆巴

戈草的盆栽，再從盆栽上定時摘取植株當

作水族缸的水草使用，便可使水草缸持續

維持漂亮的外觀。巴戈草是熱門且常見的

水草，想要購買可到一般水族館或水生植

物專賣店詢問。

盆栽、水缸種植兩相宜，「巴戈草」小巧可愛的水生植物

巴戈草可全株沉水生長，是熱門的水族箱

用水草。

▲

本場為因應我國加入WTO後，自由貿易

市場所帶來的競爭及近年來消費者健康概

念日益提升的環境下，我國農業必須以質

取勝，並發揮獨有的農業優勢，藉以提升

我國產業之競爭力，增加相關產業經營者

的收益。有鑒於此，本場於今（97）年度

為農民、農會推廣人員及民眾量身訂做並

規劃辦理「山蘇栽培經營管理班」、「青

蔥栽培經營管理班」、「有機農產品消費

者推廣訓練」、「農會推廣人員訓練─農

業行銷策略與技巧」、「休閒導覽解說技

巧與實務班」、「保健植物栽培與開發應

用班(高級)」、「農業經營成本與市場行

情分析班」、「休閒農場創新經營班」、

「多樣性保健植物資源之開發與利用班」

及「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研習班」等十項訓

練活動，各項課程安排具創新、實用且貼

切農民現況之問題，請踴躍向本場農業推

廣課報名參加。

訓練活動資訊可參閱下表說明，或逕

向本場農業推廣訓練中心主辦人員林正木

先生洽詢，洽詢電話為03-8521108轉192或

03-8523048。 

本場辦理各項農業教育訓練　歡迎踴躍參加

班名 辦理日期 招生對象及條件 報名方式 收費標準

山蘇栽培經營管理班 4/16～4/17 經登記有案之轄區山蘇產銷班員為優先

進入本場首頁網

(http: //www.hdais.

gov.tw/)

最新活動訊息

下載報名表

不收費

青蔥栽培經營管理班 4/29～4/30 經登記有案之轄區青蔥產銷班員為優先

有機農產品消費者推廣訓練

班
5/15～5/16 花蓮、宜蘭轄區之有興趣民眾

休閒導覽解說技巧與實務班 6/19～6/20
經政府准予籌設及取得許可登記之轄區休閒農場

為優先

保健植物栽培與開發應用班

(高級)
7/14～7/18

曾參加96年本場辦理保健植物栽培與加工利用(進

階班)之學員為優先

花蓮區農會推廣人員訓練

(農業行銷策略與技巧班)
11/4～11/5 花蓮、宜蘭轄區之各級農會推廣課(股)人員

農業經營成本與市場行情分

析班
7/29～7/31

生產農糧產品之全國農民，其所需之條件至

(http://www.agrtrain.coa.gov.tw)查詢

進入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

(http://www.agrtrain.

coa.gov.tw)

網路報名

（4/15～5/30）

300元/人

休閒農場創新經營班 8/26～8/28
全國休閒農場經營業者，其所需之條件至

(http://www.agrtrain.coa.gov.tw)查詢
300元/人

多樣性保健植物資源之開發

與利用班
9/22～9/26

保健(特用)栽培及一般全國農民，其所需之條件

至(http://www.agrtrain.coa.gov.tw)查詢
500元/人

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研習班 10/27～10/31

全國有機農民（含有意從事有機栽培者），其所

需之條件至(http://www.agrtrain.coa.gov.tw)

查詢

5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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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五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材　料：當歸汁190公克、鮮奶油50公克、鮮奶

100公克、膠凍粉1大匙。

作　法：

1. 當歸汁、鮮奶油、鮮奶加熱至85℃，

加入膠凍粉拌勻。

2. 倒入容器中，放冷卻。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家政班

當 歸 奶 酪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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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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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瓜果 銀葉粉蝨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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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菜蛾 上、中旬 選用蘇力菌、脫芬瑞、因得克或因滅汀等藥劑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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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蚜蟲類 上、中旬 1.清除園區附近雜草。2.選用畢芬寧、益達胺、派滅淨等藥劑噴施。

柑桔類

文旦

黑星病 全月
1.提前預防避免為害果實造成病班。

2.可選用免賴得、晴硫醌、甲基多保淨等藥劑噴施。

黑點病 全月
1.提前預防避免為害果實造成病班。

2.可選用免賴得、晴硫醌、甲基多保淨等藥劑噴施，梅雨季可視田間實際狀況酌增施藥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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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加強該蟲之誘殺盒懸掛，以徹底防治果實蠅，全面降低該蟲密度，減免果實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