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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消費者

營 養 健 康 又 好

吃的金針乾製

品 ， 認 明 由

「台灣金針協

會」所核發的

「台灣金針標章」，

正是您選購金針乾製品時

的最佳保障。

金針富含蛋白質、醣類、維生素A、

B1、B2、菸鹼酸、鈣、磷及鐵等成分，自古

以來即有「忘憂草」或「宜男草」之稱；而

金針乾製品則是國人餐桌上歷史悠

遠的食材之一。國內金針種植區域

主要集中在花蓮與台東地區，尤其

是花蓮縣玉里鎮的赤柯山與富里鄉

的六十石山為最大產區。每年採收

製作的金針乾製品，提供了國人餐

飲烹調時的優良材料。近年來由於

大陸走私或藉由轉口貿易進口之低

價「港針」產品，充斥市面，衛生

安全堪虞，往往造成消費者的疑慮。為有效

建立國產金針品牌，與大陸產「港針」產品

區隔，由國內從事金針栽培、加工及銷售業

者籌組的「台灣金針協會」，由生產源頭把

關，協助業者依據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等單

位研究改進之加工流程，生產安全衛生之金

針產品，再經檢測合格者發給「台灣金針標

章」，並且不定期抽驗貼有本標章貼紙之產

品，是消費者選購金針乾製品時食品衛生的

最佳保障。

寒流來襲的冷空氣裡，一碗熱呼呼的金

針湯，總是讓人從心底暖和起來。

如何選擇好吃又健

康的國產金針乾製品？

花蓮農改場提醒您，認

明「台灣金針標章」就

沒錯啦。台灣金針協會

的會址為：花蓮縣玉里

鎮樂合里新民13-1號，聯

絡電話為03-8889378或是

0933-998259。

選購好吃又健康的國產金針乾製品

請認明安全標章

蘇主委嘉全於本(97)年2月19日蒞臨花

蓮，上午先視察花蓮區漁會、花蓮農田水利

會等處之業務後，再率同農糧署長黃有財、

糧食產業組長王長瑩、東部分署代分署長羅

文龍、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侯福分等人，專程驅

車到玉里鎮東豐里視察有

機米產銷班的運作情況，

為農民打氣，慰勉東豐產

銷班班員，受到玉里鎮鎮

長劉德貞，玉溪農會理事

長邱顯達及全體班員的熱

烈歡迎，蘇主委嘉全鼓勵

他們不要被農藥殘留事件

所擊倒，繼續為台灣的有

機農業打拼。由班長陪同蘇主委一行人，實

地參觀稻穀烘乾機、冷藏庫、有機米加工設

備和有機堆肥廠，並以簡報東豐有機米十三

年來的奮鬥歷程。

蘇主委表示，東豐有機米產銷班在有機

米被驗出微量農藥殘留後，於第一時間內以

產銷履歷紀錄追溯到生產產品的農民，並且

通知通路上將全班所有產品下架，非常的負

責任，事後該班也通過慈心有機認證協會的

再度考核，回復有機認證標章，他對該班多

年來堅持與努力的態度非常的佩服與肯定，

因此，他很願意替東豐「有機米」掛保證，

並透過媒體協助行銷，找回消費者的信心，

台灣有機農業的推動相當的辛苦，因為大環

境所致，使受到污染的有機田相當的多，但

不能因此抹煞其他農民的努力；呼籲農友唯

有做好新農業政策，喚起各界對台灣農業的

重視，為台灣農業注入新的活力，開創新未

來。

蘇主委嘉全親訪東豐有機米產銷班 為有機米產銷班打氣掛保證

蘇主委嘉全親訪東豐有機米產銷班 為有機米產銷班打氣，掛保證。▲

「台灣金針協會」的安全

「台灣金針標章」。

▲

本場農業推廣課沈課長聰明，綜理本

場花蓮及宜蘭兩地的農業推廣工作，負責

盡職，熱心服務，績效良好，推行兩縣的

農業行政及協助農業推廣人員執行業務不

遺餘力，對農民的服務極為完整具熱心，

經宜蘭縣政府評選為96年績優農業行政推

廣人員，特於公開典禮頒獎狀，以資鼓

勵。

在此特別恭賀沈課長，恭喜沈課長將

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並做為同仁們的楷

模。

賀! 本場沈課長聰明榮獲

宜縣績優農業行政暨推廣人員

本場農業推廣課沈課長聰明（左一），由宜

蘭縣政府農業處處長吳柏青（右二）頒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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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自今年1月至2月底為止，一

連受到幾波寒流及連續降雨影響，正值一

期水稻插秧期及生育初期，對水稻生長確

有不良影響，水稻在低溫的環境其生長勢

會較慢，農友們往往會增施肥料以促進其

生長，然而多施氮肥將會造成植株徒長，

葉片柔弱，水稻的抗病力變差，因而增加

感染稻熱病的機會，因此不可偏施氮肥，

以免加劇蔓延，請農友應多加注意防範。

葉稻熱病發病初期先於葉面上形成

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如環境適合，擴大

成紡綞形，此時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為

赤褐色，內部灰白色，嚴重時葉片枯萎甚

至全株枯死。同時春分過後氣候若陰晴不

定，日夜溫差大，稻熱病則極易發生及蔓

延，且易造成嚴重損害。稻熱病的發病與

雨、露水有密切的關係，稻熱病發生期間

只要溫度適宜下，降雨日數越多，發病越

嚴重，若未能及時防治，稻熱病就如同瘟

疫般擴散開，稻田似火焚燒過而致無法收

成，可謂水稻栽培區的流行病。

由於水稻稻熱病病原菌生理小種變

異頻繁，無論農友栽培之品種抗病與否，

均應隨時注意田間發生情形，儘早做好適

當之田間管理及藥劑防治工作，才可減損

失。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呼籲農友這期間應隨時注意田間病

害監測，並採取適當防治措施。

稻熱病的防治方法除栽培前選定抗病

品種外，稻田肥培管

理應注意三要素之配

合，切勿施用過量的

氮肥，如發現稻熱病

發生，應停施氮肥，

並立即引水灌溉，因

灌溉水中有多量的

矽酸，水稻吸收後

可增加對稻熱病的抵

抗性，或酌施矽酸爐

渣以增加稻株抗病能

力。晚植水稻施肥應

注意鉀肥之配合，以

增加抗病性。

另外應減少進入稻田踐踏，以免使稻

根受損，影響稻株之抗病力。葉稻熱病發

生期間，稻田不可過度曬田，以免使病情

加劇。

水稻葉稻熱病之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

保護手冊，適時選用正確藥劑實施防治工

作，更應要注意病勢進展，當發現稻熱病

大多是灰綠色感病型新病斑時，就應趕快

防治。預防性藥劑可用4％或6％撲殺熱粒

劑、75％三賽唑可溼性粉劑(15天後再噴

藥一次)，若已發現病斑初發生應立即噴

藥防治，防治藥劑可用50％護粒松乳劑、

21.4％保米賜圃乳劑(加展著劑稀釋3,000	

倍)、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嘉

賜三賽唑可濕性粉劑1,500倍、15%加普胺

水懸劑2,000倍、或50%護粒松乳劑1,000

倍等。

水稻稻熱病好發季節將至，請農友注意加強防範

農委會近日接獲民眾反應，少數有心

人士謊稱可代替民眾報名園丁計畫訓練，

結訓學員並可申請政府現金補助，提供免

費農地，及立即就業等傳聞，該會為防民

眾受騙上當，特別予以澄清該項不實消

息。該會表示園丁訓練一向均以網路公開

報名方式辦理，受訓學員結訓後則提供進

階訓練、農地資訊、資金融通、及經營管

理諮詢等後續協助；政府從未有直接現金

補助及提供免費農地情事，該會籲請民眾

切勿聽信不實的傳聞，並任意提供個人證

件資料或繳交代辦費用，以免受騙遭受財

物損失。

農委會表示，為提升農業人力素質，

自95年度起推出園丁計畫，提供有興趣營

農民眾農業相關入門課程訓練，以協助受

學員加入農業生產行列。其報名均公開透

過園丁計畫網站(於農糧署www.afa.gov.tw

網頁點選「園丁報名」進行連結)作業，

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相關之收費方

式亦公告於該網站。該會從未透過任何民

間單位辦理仲介業務。民眾若有相關問

題或疑問，請洽該會農糧署查詢(電話：

049-2332380)。

農委會為協助園丁計畫訓練結訓學員解決

從農所遭遇問題，提供之輔導措施如下：

1.凡參加園丁計畫入門班訓練，在未從農

前可報名參加進階班訓練，學習農業生

產技能。實際從農後，比照一般農友報

名參加「農民農業專業訓練」之遴選。

2.有購買或租用農地需求者，可上農委會

「農地銀行」網站(http://ezland.coa.	

gov.tw/quick_search.php)查詢農地買

賣及租用訊息。

3.從農期間若有資金需求，可依「擴大家

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

辦法」及「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要點」規

定辦理資金融通(農委會農業金融局網

站http://www.boaf.gov.tw/boafwww/	

index.jsp?a=dp&mp=3或向該局查詢)。

4.對於農業經營所遭遇之問題，農委會所

屬各區農業改良場均設有輔導窗口，提

供諮詢與輔導。(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

會農糧署新聞稿)

園丁計畫採公開報名　從無現金補助等情事　

農委會籲請民眾勿輕信傳聞以免上當

稻熱病田間發生情形。▲

稻熱病病徵。▲

稻熱病大面積田間發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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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世紀，是資訊網路時代，全球電

腦使用人口已超過3億人，而網際網路

(Internet)	 對現代人類生活的影響更是

無遠弗屆，是人們獲得各項資訊的重要媒

體與工具。在Web	 2.0架構下，網路影音結

合了互動、共享、發布等功能，讓全世界可

以透過多媒體影音平台，真實感受網路無

國界、溝通零距離的力量。	

1 6 世紀葡萄牙人 來到台灣就 驚呼

Form os a（美麗之島），為展現台灣農業之

美，農委會建置「繽紛台灣網路電視台」，

規劃農情萬種、怡然樂活、典藏生態、精采

印象、農科新象等5類農業相關之多媒體影

音頻道，提供民眾隨時上網點播農委會及

所屬各機關所製作之影音資料，讓全球人

士可以透過本平台，即時欣賞這些難得且

珍貴的影音內容，進而深入認識台灣多樣

的風貌。

「繽紛台灣網路電視台」的成立，更促

進了農業多媒體影音資料的紀錄與保存，

同時將台灣農業資訊推廣至國際社會，讓

全球人士得以看見我們台灣為農業、林業、

漁業、牧業、水土保持、及生態保育等方面

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並透過真實呈現的

珍貴紀錄畫面，以宣揚台灣的美。

本台(榮譽)台長蘇嘉全主委提到：「民

眾在這個農業網路電視台裡，將會看到很

多有關台灣珍貴的影音資料；不管是大人

或小孩們，大家來到繽紛台灣網路電視

台，要像挖寶一樣，而且絕對會滿載而歸。

這台將是大家最棒的網路電視選擇。」

行政院農委會將藉由這個多媒體影音

平台，持續推出介紹台灣珍貴的鳥類、花卉

栽植技術與卓越農業研發成果、全台各地

森林步道、國家公園遊樂區、以及農林漁牧

相關之防疫檢疫知識等寓教於樂的節目影

片，讓大家都能夠透過網路觀賞這些珍貴

的影片，更加認識與珍惜台灣這片土地，進

而誘發大家想親臨其境暢遊一番，有助於

提升農村經濟發展。(資料來源:農委會新

聞稿	第5234號)

「繽紛台灣網路電視台」邀您上網認識台灣農業

為加速農業知識傳播，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已建置「農業推廣充電站」，透過網

路提供農業相關知識與資訊，97年度將提

供更多元、簡便、全新改版的服務內容，

整合農業易學網之教育訓練作業及線上學

習服務，以提供農業推廣人員及一般民眾

在職訓練管道與學習成長紀錄。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特別籲請大眾儘速上網至農業推

廣充電站（http://www.agrext.coa.gov.

tw）體驗運用。

為配合行政院

「挑戰2008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E世代

人才培育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積極推動農漁民終

身學習體系計畫，

培養具國際觀、資

訊化、創新能力的

e世代優質農業人

力，今年將推出全

新版的「農業推廣

充電站」學習平台，定位為農業學習與推

廣交流的知識入口網站，希望透過網路無

遠弗屆的力量，讓農業推廣學習突破時空

的限制，邁入全新面貌的農業知識疆界。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多年來各項農業試

驗研究成果，舉凡作物品種與栽培技術改

良、病蟲害防治與管理技術、土壤肥料管

理技術、農產品加工利用及農業推廣等，

均呈現於農業推廣充電站的教學資源庫

中。另外，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已自製完成

有機農業生產技術－水稻篇與有機蔬菜採

收後處理技術2套數位教材；並與台灣知

識庫專業團隊共同製作有機栽培概論及有

機液肥與堆肥製作技術2套數位教材，未

來均能透過農業推廣充電站的農業易學院

來進行數位學習。

透過全新風貌的農業推廣充電站，可

取得農業推廣訊息及專業知識，還可進行

農民專業訓練報名與初、複選作業，提升

業務效率及服務品質。另「農業推廣充電

站」加入了web2.0概念，建立部落格社群

的功能，增加會員間之互動分享機會，創

造更豐富之交流平台，分享多元的農業資

源。因此「農業推廣充電站」是全民的充

電站，更是一個農業推廣資訊分享與學習

的開放園地。97年1月至3月為新舊網站並

行階段，預定於97年3月21日停止「農業

充電站」與「農業易學網」舊版營運。新

版「農業推廣充電站」的加值服務，提供

更豐富、便利、資訊化的功能，歡迎您上

線充電！

行政院農委會提供農漁民子女就學獎

助學金，96學年度第2學期之受理期限自本

（97）年3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請農漁民

朋友把握時間依規定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

農（漁）會申請。

農委會表示，本獎助學金資格條件為

：1.申請人須為農保被保險人、農會正會

員或漁會甲類會員。2.申請人及其配偶最

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114萬元。

3.未領取政府各類學雜費就學減免優待、

教育或其他補助者。4.申請人之子女就讀

國內高中職或大專校院。但各類在職班、

輪調建教班、假日班、學分班、公費生、

延畢學生、學士後各學系學生、研究所或

年齡超過25歲之在學生不納入獎助範圍。

5.申請人子女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70分

以上，操行成績乙等或70分以上。歡迎符

合資格之農漁民把握時間檢附相關證件向

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漁）會提出申請。

農委會指出，本獎助學金之申請規定

及申請表件，均登載於農委會網站，請農

漁民上網（http://www.coa.gov.tw）點選

：「資料下載」（第2頁）→「農漁民子

女就學獎助學金申請表件」下載；或就近

逕洽詢當地縣（市）政府或基層農（漁）

會。(資料來源:農委會新聞稿	第5225號)

歡迎農漁民把握時間  於三月底前  踴躍申請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提供創新加值服務的農業推廣充電站

整併後的新版農業推廣充電站首頁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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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四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材　料：香菇10公克、紅甜椒10公克、當歸葉3公克、當歸

100公克、蛋白200公克、南瓜泥200公克。

調味料：鹽適量、冰糖少許、胡椒少許、太白粉少許、水

360公克。

作　法：

1.	香菇切末，紅甜椒切段，當歸葉切片。

2.	當歸切片加水煮熟以鹽、冰糖調味並勾芡備

用。

3.	蛋白、水、鹽、胡椒拌勻裝入模型，加入搓圓

南瓜泥及作法1蒸熟，再淋上作法2即可。

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家政班

喜 上 眉 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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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紋枯病	 下旬	
1.避免偏施氮肥。2.發病時選用賓克隆、待克利、滅紋、鐵甲砷酸銨、維利黴素類藥劑防治。	

3.施用有機砷劑注意用藥量、稀釋倍數，以防藥害。	

負泥蟲	 上旬	
1.水稻生育初期，幼蟲發生時，施用3％加保扶粒劑，配合追肥混合後撒施。2.利用噴佈方式時

可選用50﹪益滅松等推薦藥劑施用。3.施藥時慎防污染水源以免產生餘毒。

螟蟲(一點

螟、二化螟)
中、下旬	 注意初期防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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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象鼻蟲	 上旬
1.改善耕作環境、清除雜草、整平田面避免積水。2.本田期施用培丹、加保扶、丁基加保扶粒

劑。應注意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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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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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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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紋夜盜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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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 疫病 上、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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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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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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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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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點病

黑星病
全月

提前預防避免為害果實造成病班。

可選用免賴得、晴硫醒、甲基多保淨等藥劑噴施。

薊馬 全月 薊馬發生時，可輪流施用下列藥劑：賽洛寧、丁基加保扶、培丹等藥劑。

潛葉蛾 上旬 選用芬諾克、陶斯松、佈飛賽滅寧等藥劑防治之。

梨 黑星病 上、中旬 發病初期用四克利、易胺座或三氟敏等藥劑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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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