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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農產品全球化、自由化競爭的挑

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之關注日益殷切並加

以重視，對於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衛生安全

更成為國內外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為順應

此國際潮流與消費者需求，進而藉此防堵黑

心食品入侵，並強化拓展農產品外銷能力，

農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並將其列為「新農業運動」中重要工作

之一。去(96)年度本場為積極推動產銷履歷

工作，特別成立產銷履歷輔導委員會及推動

小組，明確訂定各委員及各產業推動小組成

員之職掌，積極輔導推動轄區產銷組織獲得

驗證標章。為讓轄區農民能接觸產銷履歷制

度新知與概念，本場於去(96)年度共辦理8

場次產銷履歷之教育訓練，並協助相關農業

單位辦理9場次教育訓練，以提升農民對產

銷履歷制度的瞭解與認識。

去(96)年度本場輔導花蓮、宜蘭兩縣

地區的農民取得產銷履歷認證，包括果樹

產銷班19班，141人，通過驗證面積147.87

公頃；蔬菜產銷班9班，43人，通過驗證面

積24.7公頃，稻米產銷班2班，105人，通過

驗證面積217公頃，總計共輔導30個生產單

位，輔導289位農民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實

際生產產銷履歷農產品面積達389.57公頃。

值得一提的是本場協助三星地區農會成為全

國第一位取得集團驗證的農民團體，充分輔

導農民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共完成產銷履歷

認證三星蔥農43位生產面積24.7公頃，梨農

31位生產面積24.56公頃，茶農17位生產面

積18.81公頃，讓產銷履歷的輔導工作奠定

良好的基礎，更為農會集團認證樹立良好典

範，並為地區農業產業建立良好品牌形象。

目前產銷履歷制度相關法制齊備，認驗

證體系業已建立，業務推動相關配套工作大

致就緒，將邁入擴大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供

貨上市之新階段。尤其是產銷業者、政府、

消費者在保護「食」的安全之努力成果，為

讓大家看得見、享受到，農委會特別將今

(97)年訂為「安全農業年」除加強推動產銷

履歷制度之目標與決心外，同時宣布今(97)

年產銷履歷農、漁、畜產品供應量以總產量

一成為目標。除此之外，本場今(97)年度為

協助及輔導轄區農民能更加順利取得產銷履

歷驗證，已於日前由本場侯場長邀集農糧

署、花蓮、宜蘭縣政府、各級農會及本場研

究人員共同召開產銷履歷推動說明會，希望

整合農政單位的力量積極協助地區農產業加

速取得產銷履歷認證，並責成本場地區聯絡

人員為各鄉鎮地區執行產銷履歷制度之輔導

窗口，協助農民取得認證工作，並規劃產銷

履歷教育訓練課程，建立產銷履歷種子師資

協助農民完成產銷履歷上網工作。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將邁入擴大量產

行銷推廣之新階段，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之推動、輔導規劃，以及政府對於農民生

產者之驗證費用給予適度補助等，以減輕生

產者負擔及參與意願。消費者今後只要認明

TAP（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標章就可以安

心購買、安心消費。為讓生產者能安心生

產、消費者能安心消費，農委會更呼籲消費

者共同支持與協助，以利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的推動更順暢、更快速。 

產銷更安全  履歷有保證

桶柑產期為元月～四月，色澤鮮豔，果皮橙紅帶黃色，且黃中帶

金，果型較椪柑圓，甘甜適度，由於採收期恰值春節前，與椪柑同為

最佳應景果品，桶柑又由於生產季節正逢春節前後，有大「橘」(吉)

大利的年味，因此又有「年柑」之名。

長期以來經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技術輔導下，頭城地區所生產

的桶柑，由於地理環境優異，靠山面海、陽光充足、雨量充沛，蘊育

蘭陽桶柑優良品質，栽培技術不斷提昇，果實風味及色澤均佳，果肉

柔軟、風味濃郁，桶柑耐於久藏，產期長，成熟期一致，多食生津解

渴，含豐富維他命C，是台灣的國產最佳水果代言人。

行　政　院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敬賀
農業委員會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花蓮縣瑞穗鄉果樹產銷班第1班、第9班完成

驗證查核工作，本場侯場長特前往參加授證典

禮，頒發文旦產銷履歷證書。

▲

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榮獲全國第一個通過產銷

履歷集團驗證的農民團體。

▲

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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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研究人員為配合政府，以研發推

廣健康、安全、優良農產品及強化經營效

率為目標，分別在作物品種改良，栽培管

理技術改進、有機農業、安全農業、保健

作物及採收後處理與加工技術及農業經營

管理等各面進行試驗研究，本場經過一年

的努力，成果豐碩。因此特於97年1月10日

假本場農業推廣訓練中心教室舉辦「96年

度試驗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提供給轄

區內的農政單位、農會推廣人員、農友及

民眾了解。並在會中頒獎表揚，榮獲96年

全國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之玉里鎮果樹產

銷第一班及獲選優良農業產銷班之鳳榮地

區農會蔬菜產銷班第七班。

本年研討會分為四大主題進行試驗

研究，以下就此四大主題研究成果摘要於

後，提供給農民朋友們參考。

作物育種及繁殖技術研發

利用番茄農桿菌基因轉殖系統作為番

茄花蓮亞蔬五號抗蟲基因轉殖研究，已成

功將蘇力菌抗蟲基因Cry1AC及Cry1IC 轉

殖到番茄花蓮亞蔬五號，檢測證實Cry1IC

基因插入基因組中並能夠表達，再取其葉

片餵食斜紋夜盜蟲，可成功的減少蟲口存

活率及葉片啃食率且比未轉殖植株低，抗

蟲力較佳。本場選育苦瓜新品種「花蓮三

號」於2007年11月10日取得植物品種權。

是為一代雜交品種，具有園藝性狀佳等特

性，經成分分析其葉酸、維生素C及膳食纖

維皆比大苦瓜高出許多，極具推廣價值。

研究優質蓮霧品種阿塗大粒種及越南白肉

品種，在不同季節利用實生苗扦插成活率

之比較，此提高扦插成活率的藥劑及扦插

時期二種方式，值得加以利用。輪葉紫金

牛以中段插穗及施用輕肥，並採用4～6吋

吊盆需3～4個月即可達成盆階段，臭茉莉

以春季基段插穗於（田土＋稻穀）的介質

表現最佳，盆栽矮化效果以施用pp333高於

500倍可達顯著效果，盆栽管理以輕肥為

宜，採用5～7吋盆需3～4個月即可達成盆

階段。

作物栽培技術改進

探討聖誕紅實生苗做為景觀用樹型之

最適栽培模式，發現6月前嫁接方式做樹

型苗栽培，以5或10公分接穗嫁接於實生

苗30公分處，可以培養出完美樹型聖誕紅

盆花，同時可以減少去除基部芽及除葉的

人工成本。為瞭解樹齡對文旦柚產量與果

實品質的影響，連續三年在花蓮縣瑞穗鄉

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文旦柚的產量與樹齡

的關係並不明顯，並且在有關品質的性狀

上，同一果園20年與40年樹齡的果實亦沒

有明顯的差異。以三種不同投入有機栽培

與健康管理(對照)栽培模式，探討對食用

百合種球品質的影響，試驗結果顯示，採

用高投入有機栽培模式，所得的產量最高

及大球根（20/22公分）的比率最佳(83.8

％)，4種栽培模式對採收後新鮮種球及不

同貯藏時間，品質與營養成分變化則差異

不明顯。為瞭解花蓮地區良質米品種適地

優質安全生產標準操作程序，以本區栽培

面積最廣的品種台梗2號，利用不同栽培密

度，播種量、調查各生育期的葉綠素值、

積溫及收穫後分析農藝性狀及米質食味，

初步結果，以播種量160公克及栽培密度

30×30公分，在農藝性狀及米質食味表現

上較佳，本試驗仍持續進行，累積相關資

料，以利建立本區良質米品種適地優質安

全生產標準操作程序。

有機農業、安全農業技術與農機研發

利用不同有機資材及插秧數的處理

探討有機水稻栽培稻熱病防治技術中，無

論一或二期作，皆以插單株苗的發病率表

現最佳，而各種有機資材亦具防治能力。

利用數種植物性萃取物質，進行害蟲防治

試驗，結果顯示菸草浸液對於棉蚜具有良

好致死效果，而100倍的菸草浸液配合250

倍苦楝油及1%無患子液可有效防治韭菜薊

馬，500倍窄域油加50倍菸草浸液及1%無患

子液可防治金針花蚜蟲，100倍樟腦油與

100倍苦楝油加上1%無患子液混合對二齡

斜紋夜盜有強烈忌避作用，但致死效果並

不好，而對四齡斜紋夜盜既無忌避作用也

無致死效果。透過源頭管理生產有機農業

適用之禽畜堆肥，使資源有效利用，初步

結果顯示，雞飼料不添加鋅，或少量補充

至濃度40mg/kg，或添加蛋白質及纖維素酵

素，皆為未來可行之法。在針對短期蔬菜

的病蟲草害管理模式中，亞磷酸與亞托敏

可防治短期蔬菜的露菌病，以種子粉衣木

徽病菌可防治立枯病。本場亦進行蔬菜種

子直播機研發，可一次完成施肥、整地、

作畦、播種一貫化作業，適合一般及專業

農民使用，且可減少浪費種子及人力間拔

等問題。

保健作物、採後處理加工與農業之行銷」

探討丹參對不同栽培環境的表現及有

效成份含量的影響，均以吉安地區表現最

佳。開發具獨特風味的山胡椒應用於畜產

品配方，消費者對添加了山胡椒的香腸及

臘肉的品評在可接受範圍內，貯藏期限內

的pH值、色澤、脂質氧化量皆無變化，總

生菌數、大腸桿菌數檢測均為陰性，顯示

山胡椒具抑菌、防腐、增加風味等功能。

在銀柳採後處理流程中，溫度越高處理時

間越長，所造成的傷害越趨嚴重，而低溫

貯藏試驗中，以0℃及5 ℃下的保鮮效果較

10℃為佳。本場並針對吉園圃農產品超市

通路與顧客的研究，分析結果改善消費者

認知品牌權益有助於提昇顧客滿意度及顧

客忠誠度，並藉由提高消費者所認知之知

覺風險管理，以強化企業形象及本身競爭

優勢。本場亦於本年度辦理新農業運動的

漂鳥計畫，共8梯次3天2夜的農業體驗漂

鳥營隊。規劃並設計涵蓋農漁牧元素之課

程，並邀請轄區內成功且年青踏實的農業

達人互動交流，使年青人能夠親近及更瞭

解農業，加強投入農業的動力。

『96年度試驗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

景觀用樹型聖誕紅實生苗。▲

鳳榮地區農會蔬菜產銷班第七班榮獲全國優良

農業產銷班。

▲

漂鳥營農業體驗－焢窯。▲



第   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3

本場為輔導金柑產業之發展，積極

推動鮮食金柑之市場行銷，選育具粒大豐

產之無病毒健康種苗，加速更新果園，同

時協助礁溪鄉農會辦理生鮮金棗行銷推廣

活動，讓都會區遊客體驗式觀光果園摘果

DIY，享受田園摘果樂趣，研發各種美味

生鮮金柑料理，製作好吃的菜餚，調整體

質、滋補強身，共創果農與消費者雙贏的

新契機。

金柑（Kumquat）為芸香科，（Rutaceae）

金柑屬（Fortunella）常綠灌木，又稱金橘或

金棗，果色金黃美觀故名之，金柑原產中國浙

江省，於1906年由日人田代氏自日本引進台灣

栽培，主要栽培地區為宜蘭縣面積280公頃，

佔全台90％以上，由於蘭陽平原三面環山，東

臨太平洋，雨量充沛，交釀易成濃露，主要產

地礁溪鄉是著名的溫泉風景區，形成較適合

之生長環境，使金柑成為宜蘭獨步全省的特

產，亦為主要的本土化經濟果樹。

栽培品種以長實金柑為主，該品種果

形較長，具豐產特性，新鮮金棗果皮厚、

果肉酸中帶甜，具有生津止咳、促進食

慾、使口氣芬芳和養顏美容等。亦可供為

製作蜜餞加工之原料，尤其鮮果維生素C含

量豐富，糖度9～10%，並含豐富無機質，

促進新陳代謝及延年益壽。

宜蘭地區春作洋香瓜大多於農曆年後

逐漸開始移植。時值早春，東北地區受東

北季風影響，溫度普遍較低，苗期洋香瓜

容易受到露菌病及白粉病危害。如未施以

適當的防治措施，往往會嚴重影響日後的

植株發育及收成。本場特別呼籲轄區農友

於洋香瓜定植後，及早進行露菌病及白粉

病之防治，不但效果將事半功倍，且可降

低生產成本。

(一)白粉病病原菌以子囊殼附著於被害殘

株越年，翌年由子囊殼內之子囊產生

子囊孢子，飛散於空中而成第一次傳

染。一般於春、秋兩季或在乾燥及光

線不足的環境，發病劇烈。防治方法

如下：

1.選用抗病品種種植，如台南9號、農友秋

華2號。

2.注意田間衛生，採收後應清除殘株。

3.設施內濕度可減輕白粉病，但往往使露

菌病發生嚴重，因此必須維持良好通風

狀態。

4.藥劑防治：目前推廣於防治瓜類白粉病

的藥劑很多，惟少數種類藥劑可能抑制

幼蔓生長，故應慎選藥劑種類，並輪流

使用，以減少抗藥性的發生，並遵守安

全採收期。如：50％克收欣水分散性粒

劑3,000倍(6天)、50％賽普洛水分散性

粒劑1,500倍(6天)、25.9％得克利水基

乳劑3,000倍(6天)。

(二)露菌病主要以病原菌之孢囊為感染

源，溫度在攝氏15～25℃、濕度高時

孢囊可釋放游走子，藉水傳播，因此

相對濕度高時發病特別嚴重，病斑由

近根部葉片開始出現，並向新葉蔓

延，葉片受害時，初呈水浸狀斑，黃

斑漸成棕色，患部乾枯，病斑受葉脈

限制多呈多角形。防治方法如下：

1.採用設施栽培。並且避免密植。

2.畦面舖銀灰色塑膠布減少病原隨雨

水潑濺傳播。

3.避免偏施氮肥，三要素適當使用。

4.藥劑防治：輪流施用推薦藥劑，以

避免抗藥性產生，並遵守安全採收期。如

：23.6%百克敏乳劑3000倍(12天)、9.4%賽

座滅水懸劑3000倍(6天)、52.5%凡殺克絕

水分散性粒劑2500倍(15天)。

其 他 推 薦 防 治 藥 劑 ， 請 詳 閱 農 藥 標

示，或上防檢局農藥資訊網站(htt p://

pesticide.baphiq.gov.tw)查詢，或洽本

場專線 (03-8535915) 詢問。 ( 以上圖片

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蘇俊峯博士提供 )

鮮食金柑 　健康好處多多

國際飼料玉米價格持續上漲，高雄港

進口玉米大盤價格自95年7月每公斤5.29元

上漲至目前之11.20元(元月22日)，漲幅高

達111﹪，造成國內畜禽飼養成本大幅增

加；農委會為提高國產飼料玉米供應量，自

97年第1期作起，將飼料玉米納入「水旱田

利用調整後續計畫」獎勵種植項目，鼓勵農

民利用休耕田種植飼料玉米。

國內休耕田再利用議題向為各界關切

的焦點，為因應國際飼料玉米價格上漲趨

勢，及考量畜禽產業發展需求，農委會自本

(97)年起，全面推動休耕田契作飼料玉米，

並由鄉鎮農會協助農民銷售飼料玉米，契作

種植飼料玉米之農地每公頃每期作發給獎勵

金45,000元，連同玉米銷售市場收益，較現

行保價收購飼料玉米及休耕給付收益為高。

農委會表示，為推動契作飼料玉米獎

勵措施，96年2期作已於嘉義地區擇2鄉鎮試

辦，並於去（96）年11月至12月間於台灣地

區召開「休耕地種植飼料玉米之契作獎勵措

施」7個場次說明會，向各縣市鄉鎮農會說

明獎勵措施內容及實施方法。目前中南部30

餘鄉鎮農會已表達辦理之意願。97年預定推

動飼料玉米種植面積為10,000公頃，可供應

國產飼料玉米50,000公噸。

農委會進一步說明，國內飼料玉米大部

份仰賴進口，在國際飼料玉米價格持續高漲

下，推動本項措施，可增加國產飼料玉米自

給率，並達到增加農民收入及提高休耕農田

利用效率之政策目標。(資料來源:農糧署) 

獎勵休耕地種植契作飼料玉米，增加國產飼料玉米供給率

籲請農民注意洋香瓜苗期病害防治  以確保產量及品質

洋香瓜白粉病。▲

洋香瓜露菌病。▲

金柑製作之美食健康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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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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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泥蟲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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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毒。 

葉稻熱病 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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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螟蟲(一點

螟、二化螟)
下旬 稻株葉鞘變黃或田間有流葉、折葉、枯心時，即選擇撲滅松乳劑等藥劑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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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期施用培丹、加保扶、丁基加保扶粒

劑。應注意魚毒。 

福壽螺 全月 1.撿拾螺體、卵塊。2.進水口設置阻隔網。3.插秧前後施用苦茶粕或耐克螺、聚乙醛等藥劑。

玉米
煤紋病 中下旬 1.肥料三要素平衡使用。2.發病初期施用錳乃浦可濕性粉劑防治。 

玉米螟 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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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諾伐隆噴施。

雜糧、蔬菜 斜紋夜盜蟲 全月 
1.播種整地時撒佈加保扶粒劑等防除。2.幼株時採用陶斯寧、陶斯松、畢芬寧乳劑等藥劑防

除。3.栽種田區懸掛性費洛蒙緩釋劑。

番茄 晚疫病 全月
1.以遮雨設施防降雨。2.注意氣象預報，連續雨天或停雨時，即噴施藥劑。3.藥劑選用氫氧化

銅、亞托敏、賽座滅、達滅芬、凡殺克絕或亞磷酸施用。

芋 疫病 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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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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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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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桔 潛葉蛾 下旬 選用芬諾克、陶斯松、佈飛賽滅寧等藥劑防治之。

梨 黑星病 下旬 發病初期用四克利、易胺座或三氟敏等藥劑防治。

材　料：紅蘿蔔半條、蛋6粒、紫色山藥150公克、當歸葉  

6片。

調味料：高湯600cc、醬油1小匙、米酒2匙、胡椒粉少許、

鹽少許。

作　法：

1. 紅蘿蔔用果汁機攪碎過濾備用加兩粒蛋水蒸第

一層。

2.紫色山藥蒸過攪碎加兩粒蛋水蒸第二層。

3.當歸葉用果汁機攪碎過濾加兩粒蛋水蒸第三層，

淋上調味即可。

宜蘭縣員山鄉農會家政班

千 層 豆 腐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上期 (90)所刊之「麵面和風」，製作單位應為「宜蘭縣五

結鄉農會家政班」的得獎作品，誤植為「宜蘭縣員山鄉農會

家政班」，在此更正，並表示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