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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鳳林鎮　美好花生

本場於4月29日在鳳林鎮舉辦甘藍合理化

施肥及病蟲害整合管理示範觀摩會，會後有位

農友和研究同仁聊起來才發現，原來是美好花

生的鍾媽媽－劉秀霞。由於久聞鍾媽的炒花生

香，因此大夥們一同去美好花生看看可否買幾

瓶來解解饞。

位在鳳林市區中和路的美好花生，一樓是

鍾爸爸的農機具修理行，鍾媽媽領著我們回到

家裡，兒子鍾順龍、媳婦梁郁倫剛好都在，由

於他們都是高學歷返鄉，吸引許多媒體上門採

訪，即使如此，鍾順龍告訴我們他現在正學習

當農夫，他說：「鳳林的花生農最『小』77

歲，年紀最大則超過90歲了。」為了傳承種花

生的經驗與文化，因此他決定親自來試試看。

不過畢竟是拿相機的手，要怎麼做農事還真得

受點訓練，剛好近日農委會農民學院陸續開

課，本場協助這位有心的新手農夫來報名上

課。

除此之外，美好花生的主力品種之一台南

選9號陸續出現品種混雜的情形，常常大花、

小花開不齊，本場特作與加工研究室的研究人

員余德發與其分享花生選種留種的技巧，並提

供場內育成品種落花生花蓮1號以及2號，讓鍾

家人試種。

那麼那天到有沒有沒有買到炒花生呢？美

好花生炒完就賣完啦！所以要先打電話預訂

喔！

▲產品圖片由美好花生提供 

http://www.goodeats.com.tw/



為農會加油、為農業加分
為提升花蓮、宜蘭兩縣農業產業供應鏈整

合與協同能力，本場於4月22、23日，假宜蘭

縣頭城農場辦理「花宜兩縣農會推廣人員業務

推動共識營」活動，藉由2天的專業訓練與啟

發，讓縣農會及鄉鎮地區農會的推廣幹部及農

事指導員，共同激盪出花蓮、宜蘭農業產業的

新目標與共識。

為協助農業永續發展，提高農民生產意

願，強化農會企業形象及提供消費者健康安全

農特產品，首要在於建立安全優質的農業產業

供應鏈，建構永續經營的農業價值鏈體系。有

鑑於改善轄區農業產業供應鏈及提升產業價值

鏈之需要，本場特別邀請產業界專業顧問，中

國生產力中心吳肇懿顧問擔任講師，會中除專

業經營管理課程外，本場特別安排說明場內研

發成果與業務說明，並解說農委會現階段推動

作物健康管理體系簡介等，以提升花蓮、宜蘭

兩縣農業推廣及農事指導經營管理認知及相關

理念與技術。

與會單位除花蓮、宜蘭縣各縣、鄉、鎮、

地區農會推廣幹部及指導員參與外，花蓮宜蘭

兩縣農政單位亦前往聆聽與指導，希望改善農

業產業供應鏈之間相互關係，並從農業推廣及

農事指導工作中盤點出主要推廣及輔導策略，

共同研擬出主要關鍵指標(KPI)，協助各農會

及農會間營造出相互合作之藍海策略，日後更

輔導轄區農民提高實質收益，以及提昇農業產

銷班的實質競爭力。

藉由在生產端做好源頭管理，生產出安全

優質農產品，以優質的品質與規範進行契作保

障農民收益；以客為尊的行銷推廣經營模式提

高獲益，建立可長可久的農產品品牌，提升農

會農產品品牌價值，為農會加油，更為農業加

分。

▲吳顧問肇懿與推廣人員共同討論農業
發展願景

▲花宜兩縣推廣人員共同留影 ▲推廣人員充分表達輔導成果

▲推廣人員瞭解農村在地體驗活動 ▲楊課長大吉說明推動作物健康管理體
系

▲農推廣人員聚精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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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葉粉蝨之生態與防治技術

作者：賴信順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60

▲銀葉粉蝨媒介番茄黃化捲葉病毒

▲銀葉粉蝨主要棲息於葉背

前　言

從1990年至今，銀葉粉蝨的角色已由當

初的新興害蟲提昇成為重要媒介植物病毒昆

蟲。無論是嚴重危害番茄的番茄黃化捲葉病

毒，還是危害瓜類的南瓜捲葉病毒，甚至在

2009年嚴重危害洋香瓜的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這些病毒都是由銀葉粉蝨所媒介。為了降低銀

葉粉蝨對農作物的危害，因此需了解銀葉粉蝨

的生態，並且藉由其生態特性來整合現有的防

治技術，才能減少銀葉粉蝨對農作物所造成的

經濟損失。

銀葉粉蝨之生態習性及危害

銀葉粉蝨俗稱白蒼蠅，體長約1.0公釐，

具2對白色翅膀，習慣聚集棲息於寄主植物的

葉背。其寄主植物非常廣泛，多達500種以

上，除了十字花科、茄科、豆科與葫蘆科等主

要蔬果作物外，同時亦能生存於花卉作物如聖

誕紅、菊花與洋桔梗等，甚至常見的雜草如龍

葵、昭和草與大花咸豐草等也能看到其蹤跡，

因此銀葉粉蝨能夠在不同雜草與作物間遷移繁

衍。當氣候進入乾燥的季節，更是適合銀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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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葉粉蝨所造成的直接危害是以刺吸式

口器在葉背吸食汁液，造成葉片乾枯黃化，其

取食後所分泌的蜜露會誘發煤煙病，在葉片上

會影響光合作用的效率，而在果實上則會降低

商品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銀葉粉蝨也是重

要的植物病毒媒介昆蟲，在低密度族群數量即

可能造成全田區植株受到植物病毒感染。以番

茄而言，銀葉粉蝨以媒介番茄黃化捲葉病毒為

主，造成番茄新葉黃化皺縮，使得番茄植株不

再生長。以瓜類而言，銀葉粉蝨主要媒介南瓜

捲葉病毒與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兩種，南瓜捲葉

病毒在植株生長初期即會造成植株生長停滯，

而瓜類退綠黃化病毒則是在植株生長中後期造

成老葉黃化，影響果實品質。
▲銀葉粉蝨媒介瓜類病毒且常為多種病毒複合

感染

▲冬瓜感染瓜類退綠黃化病毒

蝨繁衍及活動，而長期降雨與低溫則不利銀葉

粉蝨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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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黏板兼具調查蟲數及防治的功能

藉由翻葉調查蟲數掌握
施藥時機

銀葉粉蝨之防治技術

銀葉粉蝨屬於小型害蟲，其發生初期不

易發現，而當發現作物受到危害時，通常銀葉

粉蝨的族群密度已經非常高，因此銀葉粉蝨的

防治工作應依不同作物生長期整合多種技術來

進行。

一、種植前的田間衛生

種植前的田區整理是降低銀葉粉蝨蟲源

的基礎工作，尤其是清除田區周圍的雜草。因

為銀葉粉蝨能夠棲息在雜草間，若能在種植前

降低銀葉粉蝨的族群數量，便能避免於幼苗期

即受到其危害。

二、保持田間環境通風

銀葉粉蝨屬於體型細小的昆蟲，雨水與

風對其生存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植株間應避免

葉片過於茂密，成為銀葉粉蝨最佳藏匿處，而

藉由清除老葉保持田區通風，也是防治銀葉粉

蝨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時除可降低銀葉粉蝨的

族群密度外，亦能方便防治藥劑的施用。

三、非農藥防治

除了上述兩種方式降低銀葉粉蝨族群密

度外，藉由銀葉粉蝨的趨性與天敵，亦可降低

銀葉粉蝨的密度。銀葉粉蝨對黃色有趨性，因

此於田間懸掛黃色黏板可誘殺銀葉粉蝨成蟲。

另適時釋放銀葉粉蝨的天敵亦能達到壓制其族

群密度的效果，包括：捕食性天敵有草蛉、小

黑粉蝨瓢蟲、椿象與卵形捕植蟎等，寄生性天

敵有東方蚜小蜂與淺黃恩蚜小蜂，而微生物天

敵有蠟蚧輪枝菌與白殭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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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藥劑防治

目前銀葉粉蝨的主要防治工作仍以噴施

藥劑為主，但其噴施方式有些不同，由於銀葉

粉蝨棲息於葉背，因此防治藥劑需噴施於葉背

才能達到最佳的防治效果。為達到適時防治及

節省藥劑成本，可藉由黃色黏板誘引或翻葉調

查銀葉粉蝨的數量，以決定防治藥劑噴施的時

機。雖然同樣是針對銀葉粉蝨，但是在不同作

物上可使用的藥劑種類有差異。目前植物保護

手冊上有登記或延伸防治銀葉粉蝨藥劑的作

物類別有葉用甘藷、瓜類、胡瓜、洋香瓜、冬

瓜、茄科、番茄、十字花科蔬菜、花椰菜、芥

藍、豆科豆菜類、毛豆、菊科蔬菜、蕹菜、菠

菜、秋葵與觀賞花卉等。由於銀葉粉蝨容易對

防治藥劑產生抗藥性，因此應選擇不同殺蟲作

用機制的藥劑輪流施用，以達較佳防治效果。

另外，依照藥劑種類不同而有不同安全採收

期，可供農友在不同時間點的施藥參考，相關

施藥方法與注意事項請詳閱藥劑包裝上的說明

或植物保護手冊http://www.tactri.gov.tw/

htdocs/ppmtable/。以下針對葫蘆科作物與茄

科作物進行說明。

（一）葫蘆科作物

葫蘆科瓜類包括苦瓜、絲瓜、南瓜、胡

瓜、西瓜、洋香瓜等作物。植物保護手冊所登

錄可延伸施用於此類作物防治銀葉粉蝨的藥劑

共有10種，其中是針對胡瓜與花胡瓜排除5種

防治藥劑，而針對洋香瓜則另有5種原先單獨

登記的防治藥劑（表一）。

表一、葫蘆科作物上銀葉粉蝨防治藥劑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 安全採收期 作用機制* 備註

0.5％可尼丁粒劑 限植穴使用 4A

16%可尼丁水溶性粒劑 3,000 採收前9天停止施藥 4A

9.6%益達胺溶液 1,500
洋香瓜、香瓜、西瓜採收
前21天停止施藥，其他瓜
類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4A

9.6％益達胺水懸劑 1,500
洋香瓜、香瓜、西瓜採收
前21天停止施藥，其他瓜
類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4A

25％派滅淨可濕性粉劑 1,2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9B

2.4％第滅寧水懸劑 1,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3A 胡瓜除外

10％賽速安水溶性粒劑 4,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4A 胡瓜除外

20％達特南水溶性粒劑 3,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4A 胡瓜除外

11％百利普芬乳劑 1,000 採收前9天停止施藥 7C 胡瓜除外

25％布芬淨可濕性粉劑 1,000 採收前15天停止施藥 16 胡瓜除外

2.8％畢芬寧乳劑 1,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3A 限洋香瓜

2.5％畢芬寧水懸劑 1,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3A 限洋香瓜

2％阿巴汀乳劑 1,000 採收前12天停止施藥 6 限洋香瓜

10%氟尼胺水分散性粒劑 2,000
採收前6天（設施栽培12
天）停止施藥

9C 限洋香瓜

9.4％六伏隆水懸劑 1,500 採收前15天停止施藥 15 限洋香瓜

*作用機制分類編號相同者為同一類藥劑，建議應輪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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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茄科作物上銀葉粉蝨防治藥劑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 安全採收期 作用機制 備註

10.4％貝賽益達胺水懸劑 2,000 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3A+4A

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4,000
採收前6天（設施栽培12天）
停止施藥

4A

20％達特南水溶性粒劑 3,000 採收前3天停止施藥 4A 限番茄

40.4％賽果培水懸劑 3,300 採收前10天停止施藥 4A 限番茄

10%氟尼胺水分散性粒劑 3,000
採收前6天（設施栽培12天）
停止施藥

9C 限番茄

（二）茄科作物

茄科作物包括馬鈴薯、番茄、甜椒、茄

子與辣椒等作物。植物保護手冊所登錄可延

伸施用於此類作物防治銀葉粉蝨的藥劑共有

2種，針對番茄則另有3種原先單獨登記藥劑

（表二）。

結　語

銀葉粉蝨雖然是小型昆蟲，但其所造成

的危害是不容小覷。在防治藥劑成本逐漸增加

的此時，藉由種植前的清除雜草，降低入侵的

蟲源數量；於作物生長期間的清除老葉，降低

銀葉粉蝨的族群密度及棲所；初期利用非農藥

防治方法壓低密度，之後利用翻葉或黃色黏板

掌握施藥的時機，以提升將藥劑的防治效率，

噴施時應著重於葉背，以發揮最佳的防治效

果；不同殺蟲作用機制的輪用，可避免銀葉粉

蝨產生抗藥性。整合以上防治技術，便能降低

防治藥劑成本，同時達到最佳的防治效果，且

針對連續採收的作物能降低殘留農藥超量的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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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類蔓枯病之發生生態及防治

前　言

葫蘆科作物是臺灣主要蔬菜種類，宜

蘭、花蓮地區栽培瓜類包括西瓜、南瓜、冬

瓜、小胡瓜、苦瓜、絲瓜、洋香瓜及香瓜、扁

蒲等。臺灣的氣候適合瓜類栽植，但其病害亦

種類繁多，其中蔓枯病對於瓜類產量之影響甚

鉅。吉安地區所栽培之龍鬚菜即為隼人瓜，近

年來亦有受蔓枯病危害之問題發生，尤以7～

8月時在高溫下快速的蒸散作用，使原已感病

的植株生長更加衰弱，再遇午後大雨使病原菌

大量產生，而造成大量死藤。本病由一種子囊

真菌Didymella bryoniae (Mycosphaerella 

melonis )所引起，在高溫多溼的環境下容易

造成植物發病，故其防治工作不可不慎。

作者：陳任芳  副研究員、

　　　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60.390

病徵及發病生態

蔓枯病，顧名思義，以莖部受害最為常

見，可造成株蔓枯死，但亦能為害幼苗、葉部

及果實，農友稱之「敗頭」，依為害寄主部位

的不同，可引起苗枯、葉斑、蔓枯、萎凋、果

腐等不同的病徵。典型感染症狀為在葉片、葉

柄和莖上形成黑褐色、同心圓紋或不規則病

斑，初期近地面部位的莖受害時，病斑與健全

組織交接處形成深綠色水浸狀病斑(圖一)，常

呈長條狀裂紋(多在莖節上開始)(圖二)，不久

後壞死且分泌膠狀物，後期轉為暗褐色流膠(

圖三)，嚴重時被害部裂開，藤蔓萎凋枯死(圖

四、五、六)。在果實上則呈現水浸狀病斑，

中央褐色枯死，病斑後期會龜裂凹陷，內部組

圖一、蔓枯病初期於蔓上形成深
綠色水浸狀病斑

圖二、蔓枯病於蔓上形成長條狀
裂紋病徵

圖三、病斑呈木栓化，分泌暗褐
色膠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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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則乾腐及木栓化，造成果實腐敗。不需放大

鏡下肉眼即可看到莖、葉或果實上病斑表面所

產生的小黑點，是病原菌的子囊殼或柄子殼。

本病菌生長溫度7～33℃，最適發病溫度

在20～28℃，本病菌的子囊孢子與分生孢子均

可做為感染源，對不同瓜類的侵入感染適溫範

圍不同，例如：香瓜在20℃，西瓜、胡瓜在24

～25℃，夜溫20～24℃，而洋香瓜則在夜溫16

～20℃時較易罹患本病。高濕度為病原菌生長

之必要條件，濕度對病害發展則遠超過溫度的

重要性，孢子於植物體表濕潤狀態下(相對濕

度超過85%)維持1小時以上即可發芽，病原孢

子在適當的環境下發芽後，可直接侵入幼苗的

表皮，但對老化組織則需經由氣孔、水孔或傷

口侵入，侵入感染後4～8天內呈現病徵並開始

又產生大量新的分生孢子和子囊孢子，在同一

生長季可頻頻進行傳播再侵染。下雨時子囊孢

子及分生孢子可藉由氣流、風雨濺散或灌水傳

播，故須特別注意天氣狀況，以採取必要之防

治措施。

蔓枯病菌可藉種子帶菌，可存活於病蔓

殘體，以厚膜孢子形態殘存於土壤中越冬成為

二次接種源。本病菌是一種兼性腐生菌(大多

存在死去的組織)，寄主表面分泌物會刺激誘

發厚膜孢子發芽而侵入感染，機械傷害及擦傷

則可促進病害的發展，因此，黃守瓜及蚜蟲的

危害亦被認為會傳播病害。

一般來說，蔓枯病較易罹病的條件如

下：1.於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當瓜蔓長滿畦面

時即開始發病；2.在平均氣溫18～25℃、連續

降雨或多雨潮濕情形下有利於發病；3.在白粉

病菌感染較嚴重瓜田；4.連作田；5.土壤質地

粘重田區；6.氮肥施用過多、植株生長過密；

7.日照不足、通風不良；8.管理粗放的園區，

都可能使瓜類較易罹患蔓枯病。

防治方法

由於本病害之病原菌可以厚膜孢子的型

態在土中殘存一段時間，氶可能種子帶菌，導

致其防治困難度提高，目前可採行的防治方法

包括： 

1. 採用清潔種苗：本病可藉由種子傳播，育

苗前可參考應用植物保護手冊上瓜類蔓枯

病防治藥劑浸種處理種子10～30分，生產

清潔健康種苗是減少病害的首要工作。

2. 土壤蒸氣消毒：在國外有應用土壤蒸氣消

毒機進行土壤濕熱消毒，在82℃下處理30

分鐘，即可減少土壤中的病原菌，降低本

病感染源。但土壤蒸氣消毒機在露地栽培

田區的應用不便，因此可在夏季於畦面覆

蓋透明塑膠布、畦溝灌水的方式，利用太

陽的高溫連續日照處理至少45天，亦可達

同樣效果。

3. 做好田間衛生管理：田間發現早期病株已

確定為無可救治的，應立即拔除帶出田外

銷毀，病蔓可以深埋堆置做成堆肥，切勿

廢棄於田間，病穴可撒少量石灰消毒。因
圖四、蔓枯病以莖部受害最為常見，

農友稱之「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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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式含有木黴菌及黏帚黴菌之有機資

材，可參考應用防治。

7. 抗病育種：臺灣栽培的瓜類品種對於蔓枯

病的抗感性不同，選育並推薦抗病或中抗

品種，可減少對化學藥劑的依賴，有效控

制蔓枯病。感染白粉病植株較易發生蔓枯

病，因此種植抗白粉病品種，可減少蔓枯

病之為害。

8. 作物生育期間盡量避免機械傷口，防治黃

守瓜、蚜蟲、蝸牛等減少蟲害傷口，但晚

上避免噴灑殺蟲劑，以保持植物表面乾

燥。

9. 適當的土壤排水，適當施肥，枝葉勿過度

茂密，在地面50公分高處以內保持通風，

增加空氣流通性。另可翻曬土壤，高畦深

溝，整平畦面以利於雨後排水降低濕度。

結　語

蔓枯病可危害瓜類的幼嫩植株及成株，

並藉由種子、風雨、機械傷口等途徑蔓延擴

散，在田間逐漸累積族群，最終影響瓜田產

量；但若能整合病害防治方法，藉由消毒種苗

及土壤、做好田間衛生等，減少蔓枯病接種

源；並依循植保手冊適當用藥，減緩病害傳播

速度，做好有系統的病害管理，將有助作物健

康及達到防治本病之最佳成效。

病蔓上的許多病原菌可透過灌水、陰雨天

或颱風過後水流大量傳播。因此，重視田

間衛生，可有效降低病原菌的感染源，減

少病害持續蔓延的機會。

4. 採行輪作制度：連作同一種作物，而使病

原菌族群逐漸累積，與非瓜類作物長期輪

作2～3年(至少18個月)，或與水稻輪作一

年，建議可採取3～5年周期輪作不同作物

或進行休耕，以減少病害發生。

5. 藥劑防治：施用化學藥劑是現今治療蔓枯

病的主要手段，惟為生產健康安全的農產

品，建議農友應參照登記於植物保護手冊

上的瓜類蔓枯病防治藥劑，針對對象作物

可選擇2～3種藥劑輪流進行防治，並注意

藥劑使用方式、施用時機（在連續降雨高

濕度時，易發病嚴重，致化學防治效果不

彰，因此注意雨期時需於發病初期用藥較

為有效）及用藥部位，審慎用藥，以免造

成藥害，或因過度施藥而引發菌株抗藥性

的產生。此外，務必遵守安全採收期，以

維護農友及消費者的健康。

6. 微生物防治：以木黴菌(Trichoderma 

harzianum )、黏帚黴菌(Gliocladium 

c a t e n u l a t u m  ) 、螢光假單胞菌

(Psudomonas fluorescens )粉衣處理種

子可降低蔓枯病發生。目前台灣市場上已

圖五、病斑多在莖節上開始，嚴
重時藤蔓萎凋枯死

圖六、於蔓上形成長條狀裂紋病斑，不久後
壞死分泌膠狀物，嚴重時被害部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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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子標誌選育抗黃化

捲葉病之番茄品系

前　言

番茄黃化捲葉病於1960年代首先發生於

以色列及約旦地區，而臺灣則於1981年發現此

病毒病害，至今在世界各地均有發生，此病害

可造成番茄產量八成以上的損失，為番茄生產

的一大限制因子。

番茄黃化捲葉病為一種銀葉粉蝨傳染之

番茄黃化捲葉病毒（TYLCV）所造成的病害，

番茄在受TYLCV感染後，病徵呈現葉片向上

捲、葉柄下垂、葉脈呈紫色、節間縮短、葉片

變小、變厚、植株呈淡黃色，生長受阻，有時

頂端如同十字花科抽苔狀，植株只開花不結

果，或結果品質亦差，對產量影響很大，若於

開花前即受此病毒感染則將完全無收穫，嚴重

者導致全園廢耕，造成農民極大的損失。然而

網室栽培及殺蟲劑防治媒介昆蟲也僅能延緩病

害的傳播，其媒介昆蟲銀葉粉蝨又容易產生抗

藥性，因此唯有育成抗病品種才是根本解決之

道。

近年來分子標誌輔助(選)育種(Molecular 

assisted seclection，MAS)的技術已漸漸成

熟，例如國際稻米研究中心在短短兩年內利用

作者：王啟正　助理研究員、

　　　黃佳興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回交育種及MAS技術將耐淹水基因SUB1導入水

稻商業品種中，使新品種既保有原有優良品種

特性又具有耐淹水性。近年來有關番茄抗黃化

捲葉病毒分子標誌的研究也有許多報告出現，

本場以利用分子標誌輔助番茄抗TYLCV雜交後

代植株的選育，也證明此技術可有效鑑別育種

後代的抗病性。

分子標誌與抗病基因染色體連鎖圖譜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步，已經有許多種

類的分子標誌技術被開發，最好的分子標誌就

是直接定位在基因的片段上，不管後代基因如

何連鎖互換，此分子標誌都與其基因緊密結

合，因此準確率是百分之百，然而這種功能性

基因分子標誌，必須將基因選殖出來並證明其

功能性，實驗上較為繁瑣廢時，加上許多作物

的性狀為多基因所控制的，無法利用傳統的基

因選殖方法來獲得基因的序列。

透過染色體連鎖圖譜可以了解目標性狀

基因(包含主效基因及微效基因)位於染色體的

相對位置，係調查分子標誌與目標性狀在後代

分離族群連鎖互換率而獲得的圖譜資訊，互換

率越低表示分子標誌與目標性狀的連鎖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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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這種分子標誌為連鎖型的分子標誌。除了

必須與目標性狀緊密連鎖以外，良好的分子標

誌最好具有共顯性，此種標誌可以區分同質結

合、異質結合抗病及不抗病的三種後代，利用

性較高。另外分子標誌必須再現性高，可重複

性高且能在不同實驗室之間彼此相互驗證。如

再具有所需實驗人力少、步驟簡單、DNA品質

及量要求不高等條件之分子標誌，則更有發展

的潛力。

經由染色體遺傳連鎖圖譜分析，已經有

5個主要的抗番茄黃化捲葉病基因座被定位

在番茄染色體分子標誌連鎖圖譜中，此5個

抗病基因跟其分子標誌都有高程度的連鎖關

係，依照圖譜建立的時間分別將基因命名為

Ty-1、Ty-2、Ty-3、Ty-4及Ty-5，其中Ty-1、

Ty-3及Ty-4基因來自番茄野生種Lycopersicon 

chilense，分別位於6號及3號染色體上，Ty-2

基因則是來自於L. hirsutum，位於11號染色

體，Ty-5基因來自L. peruvianum (L) Mill.

野生種，位於4號染色體，其連鎖的分子標誌

也被發表於報告中（表一），這些分子標誌經

本場重複測試後，以Ty-2基因及Ty-3基因的分

子標誌除了具有共顯性之外，也具有再現性

高、實驗步驟簡單、DNA品質及量要求不高等

條件，具有實際應用的潛力。

利用分子標誌輔助育種之優點與缺點

利用分子標誌輔助抗番茄黃化捲葉病毒

育種有許多優點，可以在苗期抽取DNA進行檢

測及篩選抗病後代植株，節省田間空間與管理

人力。加上番茄黃化捲葉病毒僅能透過銀葉粉

蝨傳染，無法利用人工機械接種，因此無法在

苗期利用人工接種篩選抗病性，且維持及餵養

單一病毒銀葉粉蝨技術困難，利用銀葉粉蝨接

種到病徵出現需要20天以上，利用分子標誌篩

選所需時間較少。而且外表抗病的植株無法利

用肉眼區分抗病基因為同質結合抗病性還是異

質結合抗病性，若選到異質結合抗病性的植

株，則後代抗病性狀會分離，必須進行後裔檢

定，抗黃化捲葉病毒基因之分子標誌屬於共顯

性的分子標誌，可以區分後代抗病基因為同質

結合還是異質結合的植株，節省後裔檢定的時

間。

一般而言，有些不抗病番茄植株在溫度

較低時病徵不明顯，若以外表病徵判斷及選拔

比較容易選到不具有抗病基因之植株，且在選

拔抗病植株時，無法利用外表抗病性狀分辨抗

病後代的抗病性為一個基因或兩個基因造成

的，利用兩個抗病的分子標誌篩選可育出具有

兩個抗病基因的品系。此外，若具有許多分子

標誌的連鎖圖譜資訊，只需要兩代的回交及一

代自交，便可將抗病性狀導入高品質之自交系

中，其他性狀可與原品系完全相同，而傳統之

回交育種必須經過六代以上的回交及一代自交

才能育出一個接近原有品質的抗病品系。

MAS技術雖然可以提早篩選及節省田間空

間及人力，但相對增加實驗室的工作，傳統抽

取DNA方式及PCR電泳耗時耗力，在國外大型

種苗公司已經使用機械快速抽DNA、機械手臂

輔助PCR及毛細管電泳等機械來節省人力。另

外，若育種族群很大時，經由連鎖圖譜計算獲

得的分子標誌與抗病基因會出現少數分離情

形，也就是說會有不抗病的後代植株被誤判，

只能尋找與抗病性狀更緊密連鎖的分子標誌來

克服此情形。

番茄抗黃化捲葉病毒種原與育種現況

目前番茄栽培種（L y c o p e r s i c o n 

esculentum ）中並沒有具高抗番茄黃化捲葉

病的種原，在數種野生種中如L. chil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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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L. hirsutum、L. peruvianum (L.)

Mill、L. pimpinellifolium (Jusl.)Mill、

L. cheesmanii Riley等都有發現高抗病性的

種原。而早自1974年就有學者開始進行種間雜

交，將抗病的基因導入栽培種中，例如1990

年有學者在印度從番茄野生種L. hirsutum 

f.glabratum 的B6013品系中選出六個抗番茄

黃化捲葉病的品系，其中的H24品系為具有

Ty-2抗病基因品種之來源。

亞洲（世界）蔬菜研究中心已經利用源

自L. hirsutum f.glabratum 的H24品系進行

抗病育種，經由與各區農業改良場所合作已經

有大果抗病番茄花蓮亞蔬18號、桃園亞蔬20

號，小果番茄花蓮亞蔬21號、種苗亞蔬22號的

品種命名與推廣，這些抗病品種帶有Ty-2基

因。根據了解該中心育種部門已經利用分子標

誌來進行同時具有Ty-1、Ty-2、Ty-3的大果番

茄品系育種。

來自美國及歐洲種苗公司也有一些番茄

抗病品種，如先正達公司、Enza Zaden公司

等，其中先正達公司的大果綠肩抗病品種最近

在台灣流行種植，本場分子標誌檢測這些來自

美國及歐洲的番茄抗病品種顯示都帶有Ty-3基

因。

本場從97年開始收集抗病番茄種原及分

子標誌相關文獻，在98年已經實驗確定文獻中 

抗病基因的分子標誌的穩定性，並開發了葉片

快速PCR技術，省去抽取大量育種後代的DNA工

作，可在子葉苗期快速大量的檢測植株之抗病

基因，在98、99年已經利用此技術進行雜交後

代的篩選工作，目前已經進行到F4世代，經連

續兩世代田間觀察，經分子檢測具有抗病基因

的植株，種植在田間觀察外表性狀，並沒有病

徵，感病對照組RedR-0-0、Yel-0-等品系卻出

現中等至嚴重的病徵（圖一），證實此分子標

誌具有高可信度。預計至F5世代可選出抗病基

因同質結合之親本品系。

結　語

面對粉蝨媒介傳染的番茄捲葉病毒病猖

獗蔓延，目前尚無有效藥劑可資防治，尤其是

夏季病徵嚴重時生產農戶束手無策。番茄夏作

可栽種的品種如花蓮亞蔬5號，桃園亞蔬9號及

台中亞蔬10號等，都不具番茄捲葉病毒病的抗

病性，近年來推出的桃園亞蔬20號、花蓮亞蔬

21號及種苗亞蔬22號具有抗黃化捲葉病、耐熱

之優點，黃色系品種尤以花蓮亞蔬21號最受歡

迎，因此抗黃化捲葉病毒育種十分重要，然而

面對病毒型的演化，以上具有Ty-2基因（抗台

灣病毒型）的品種已有部分罹病現象，報告顯

示為泰國病毒型所致，而具有Ty-3基因的品系

可抗泰國病毒型，因此育成同時篩選具有兩個

抗病基因之品系十分重要，利用分子標誌輔助

育種最適合這種同時篩選兩個抗病基因的育種

工作，因此利用分子標誌輔助選種及育種將可

增加育種效率，縮短多性狀或多抗病基因育種

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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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番茄抗黃化捲葉病毒基因種原及染色體位置、連鎖之分子標誌

基因 來源 染色體 染色體位置(cM) 連鎖之分子標誌

Ty-1 L. chilense
LA1969 CH6 4-8.6 TG297

TG97

Ty-2 L. hirsutum
H24 CH11 84-92 TG36

Ty-3 L. chilense
LA2779 Ch6 25-27  cLEG-31-P-16

T1079

Ty-4 L. chilense Ch3 81-83.3 C2 At4g17300
C2 At5g60610

Ty-5 L. peruvianum (L) Mill.
Line TY172 Ch4 13.5-17.1 SINAC1

▲經分子標誌篩選感病(左)與抗病(右)植株於田間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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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山有機村產業群聚發展概

況－永豐村、豐南村

前　言

本場自91年起積極輔導花蓮縣富里鄉羅

山村建構為全國第一個有機村，並以羅山有機

村之建構及輔導模式為基礎，推動鄰近的竹田

村、石牌村、永豐村、豐南村發展為有機農業

產業群聚區域，秉持「生產、生活、生態」三

生一體的核心概念，以「有機健康，樂活休

▲永豐村、豐南村是花蓮縣富里鄉最南端的2個小村落

作者：吳明瑾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1▲豐南村的田園美景

閒」為目標，強化提升當地的農特產、人文與

獨特環境，除豐富的有機農產外，亦致力永續

農村自然生態景觀與農村文化資源，發展多樣

農村導覽、體驗活動、地方特色料理與農產品

加工，以促進有機農特產品及有機休閒產業發

展，活絡農村經濟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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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村曾經風光一時的「東山糖廠」

永豐村概況

歷史與人文

永豐村舊名「鱉溪」，民國五十年以

前，與豐南村同屬一村。全村面積13.82平方

公里，共有十五鄰179戶590人，分居於無毛

山、復興、鹽桑寮、舊糖埔、頂埔、蚊子洞等

六個聚落，居民以客家、平埔籍居多，並有少

數閩南籍。

民國五十八年村內設立了東山糖廠，生

產工業用紅糖，曾是富里鄉唯一的工廠，但後

來因為東南亞國家製糖業興起，國際紅糖糖價

格低迷而關廠歇業。近來村內居民為發展有機

休閒產業，整理了舊有的竹塱仔厝，變身為

「鱉溪黑糖體驗工廠」，重啟曾經風光一時的

地方製糖產業。

地理與位置與景觀特色

永豐村位於富里鄉南區，境內由鱉溪南

北縱穿，分為東西兩區域，東側為高聳的海岸

山脈地形，西側則為較緩的丘陵地，鱉溪流過

形成的凹谷盆地，是村內主要稻田耕作區域。

村境西側的無毛山海拔391公尺，由山頂

可眺望永豐村與花東縱谷的秀麗風光。在村內

望向豐南村石門隧道兩旁的永豐山和象山，則

可見猶如美人仰臥的美人山。此外，村內還有

一株近百年樹齡的櫸木，古早的平埔族傳統建

築竹塱仔厝及土埆厝，以及復興72號古厝、永

豐41號古厝及潘家古厝等歷史痕跡。

▲永豐村內百年大櫸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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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

 永豐村境內擁有有高山、丘陵及溪谷

多樣的生態環境，可涵養豐富的動、植物資

源，而低海拔地區因為環境開墾利用，成為外

來種生物較為強勢的區域。村內有山黃麻、

樟、榕、楓等喬木，禾本科、百合科、茄科等

草本植物，以及溪畔、田野間散生香燭科、浮

萍科、鴨拓草科等水生植物。動物方面則常見

台灣彌猴、赤腹松鼠、鬼鼠、溝鼠，兩棲爬蟲

類的龜、鱉、蛙、蛇、蜥類，鷿鵜、鷺、雁

鴨、鷲鷹等百餘種鳥類，以及蟋蟀、幽蟌、蜻

蜓、蛾、蝶、甲蟲等種類繁多的昆蟲。

農業資源

永豐村的地形、氣候與土壤皆非常適宜

耕作，因此本村居民多為務農，耕作以生產稻

米為主，主要生產區域位於谷地附近，水田面

積有227餘公頃，所生產的水稻品質極優，在

富里鄉內素負盛名，其次還有桂竹50公頃及梅

子、甘蔗等其他雜糧作物。村內目前的有機栽

培作物主要為水稻及梅子，有機水稻約達95餘

公頃，而有機梅也有13餘公頃。

豐南村概況

地理位置與人文概況

豐南村位在富里鄉最南端，全村面積廣

達35.18平方公里，是全鄉面積最大的一村，

目前共有288戶786人，居民有一半以上都是阿

美族，其餘多為客家、閩南籍人士。本村地形

山地多平地少，因此居民主要居住在村內的豐

南社區、學校坪兩地，以墾山為主業。由於地

處山區交通不便，對外僅以一條東富公路（台

23號省道）為聯絡門戶。

自然環境與景觀特色

豐南村主要的溪流為鱉溪，鱉溪流過形

成兩岸岩壁陡峭的溪谷，形勢與太魯閣峽谷相

似，鬼斧神工的懸崖峭壁素有「小天祥」的美

名，此外還有萬丈飛騰的中溝瀑布、涓柔的女

鬼瀑布、氣勢磅礡的雙抱竹瀑布等多樣的天然

景致。

生態資源

豐南村境內高山、溪谷錯綜複雜，海拔

由180公尺至1600公尺，所以境內河川多端

急，地形景觀變化大，因此擁有豐富多樣的生

▲竹塱仔厝的牆面為編竹拌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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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斧神工的峭壁景致素有「小天祥」的美名

態資源。山區植物有松、杉等針葉樹及樟、

樺、楠等落葉喬木；丘陵平地則為茄苳、血

桐、九穹等闊葉樹及水、旱田中香燭科、浮萍

科、澤瀉科等水生植物。動物方面分佈有台灣

野豬、台灣彌猴、長鬃山羊、山羌、赤腹松鼠

以及種類豐富的蛙、蜥、蛇、龜、鳥類、昆蟲

等。豐沛的生物相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兩

爬類的鱉，早期永豐、豐南村的鱉溪水畔，就

是因為鱉的數量眾多，因此兩村舊名得名為

「鱉溪」。

農業環境

豐南村因為山地多平地少，水稻多集中

生產於地勢較平坦、土壤較豐沃的豐南社區及

學校坪區域，少數分佈於鱉溪沿岸的低地，目

前村內有機水稻面積約29餘公頃，有機果樹種

植面積有5餘公頃。而山區較平緩的斜坡間也

有一些村民辛勤拓墾出來的零星梯田，主要種

植桂竹、箭筍、梅、甜桃等作物。

永豐村、豐南村有機休閒產業    

發展現況

永豐村及豐南村在農委會與富里農會的

輔導下成立了永豐分校及豐南分校的有機稻田

學校，積極參與並推動有機村各項活動。永

豐分校在村內有設立「鱉溪有機黑糖體驗工

場」，可讓遊客體驗各項DIY活動，包含製作

黑糖、黑糖甜心饅頭及各項永豐村的傳統童

玩，此外永豐村還有許多特殊的手工藝，如蘆

葦製的開運小掃把、天然竹子製成的捕鼠器、

蘆葦及稻梗編成的草鞋等等。

如果到了豐南有機稻田學校，則有以原

住民古法搭成的「鴨咪別莊」，有家政班鴨媽

媽們活潑熱情的導覽解說，帶領遊客參觀鴨

舍，學習養鴨與生態平衡的秘訣。此外也有許

多的體驗活動例如撿拾鴨蛋，體驗餵食鴨子，

認識鴨的加工品，還可以DIY製作鹹鴨蛋。

來到豐南村也可以請豐南有機稻田學苑

協助規劃一日或二日遊的體驗有機生態之旅，

感受有機農村風光，欣賞豐南村原住民舞蹈，

並享用原住民風味餐，或是客家小吃，夜宿於

村內五晶牧場，有專人引導夜遊山區，觀察夜

行性動物生活及欣賞美麗的星空，如果季節對

了，還能體驗農事插秧、割稻、碾米等活動，

自己製作原味的手工麻糬，當地也有專業的解

說導覽人員導覽小天祥並探訪瀑布，認識小天

祥內多樣的生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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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村的鱉溪黑糖體驗工場

▲天然竹子製成的古早捕鼠器

結　語

本場自97年起調查永豐村、豐南村發展

為有機農業產業群聚的可行性，經評估結果顯

示兩村位居海岸山脈西側，地形封閉，區域獨

立不易受周圍環境影響，因此在基礎環境上有

優越的發展條件，現階段有機農作以水稻及果

樹為主，在生產面仍有發展的潛力與空間。根

據村內參與有機農業群聚產業發展方向座談會

的居民反應，居民對有機村的發展持以期待與

正面肯定的態度。經本場輔導目前永豐村由村

長劉正綱先生擔任召集人成立永豐有機推動委

員會，豐南村由陳進發先生擔任召集人成立豐

南有機推動委員會，有機推動委員會下設有生

產組、活動規劃組、產品加工組、有機稻田學

院組等，積極推動營造有機村的各項活動，如

設計在地伴手禮、開發風味料理、規劃有機深

度旅遊行程等，希望藉由有機村的營造，結合

當地觀光休閒產業，改善居民的經濟狀況，並

保有這裡自然且豐富生態與樸實、純真的農家

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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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資訊傳播創新服務與應用

介紹

前　言

民國80年代開始，拜電腦科技進步快速

之賜，網際網路得以串聯起世界各地的電腦，

成為訊息流通的重要管道，各機關團體紛紛架

設專屬網站，只要網路暢通，遠在千里之外的

使用者就可隨時瀏覽網站提供之各項資訊。本

場即自民國87年架設「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全球

資訊網（www.hdais.gov.tw）」，將本場各項

試驗研究成果及農業資訊快速傳播給農友參考

應用，在網站建立良好完整的資料庫，讓社會

大眾可共享資源，也方便同仁查詢歷年資料。

為增加本場維護網站資料之便利性，提供使用

者更佳的網頁瀏覽方式及個人化服務，於99年

進行網站改版，新網站版面風格清新、瀏覽簡

便，也減輕網站維護人員更新資料的負擔，更

了增加電子報寄送、RSS訂閱及線上報名等服

務。近年Web2.0成了網站營運的熱門話題，各

級政府積極應用社會網絡加強與民眾溝通及

互動，本場也跟上腳步利用YouTube推廣研發

成果，透過動態影音的呈現，拉近和民眾的距

離，讓民眾更容易親近相關農業研究與發展之

成果。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全球資訊網」於99年改

版，讓人耳目一新

建立會員系統　提供個人化服務

高油價時代的來臨，節能減碳成為施政

重要課題，本場為減少印刷紙張之耗費及寄送

郵件之旅途往返，幾年前已開始將農情月刊及

農業專訊，製成電子版，以專人發送電子郵件

的方式寄給讀者，也由專人新增讀者資料，新

網站為簡化程序，建立會員資料庫，由使用者

自行建立檔案，成為網站電子報會員，本場維

護人員將最新一期的電子版上傳網站後，系統

就會自動寄送予會員，此外，電子報亦提供本

場辦理之各項活動資訊。網站目前共有1,056

作者：曾竫萌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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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會員，大部分是曾經參加本場教育訓練之學

員，本場也非常歡迎其他對農業感興趣的網友

加入成為電子報會員。

本場每年舉辦多場觀摩會、教育訓練及

研討會等，相關訊息皆公布於網站上，以擴大

宣傳效果，意者再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傳送

報名表至本場，活動主辦人於報名截止後彙整

電郵及傳真成一份簽到簿，對報名者及主辦單

位都不太方便，有鑑於此，新網站增加了線上

報名的功能，使用者首先要在網站加入成為線

上報名會員，爾後只要登入即可進行各項活動

之報名，不必重複填寫個人基本資料，系統會

自動記錄個人的學習紀錄，主辦單位也可隨時

查詢報名狀況及輸出報名總表作為簽到簿。

此外，也可利用網站RSS訂閱來隨時掌

握網站最新訊息，RSS的英文全稱是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係將網頁內容抽取出

來，讀者只要訂閱RSS Feed，以後開啟RSS 

Reader時，網站的最新資訊就能推播到訂閱者

眼前；訂閱時先要下載RSS Reader，如免費軟

體SharpReader，使用Firefox瀏覽器的使用者

則可以下載其附加元件Sage，或使用Web Base

閱讀器如Google閱讀器(要先加入為Google會

員)等，接著進行匯入RSS Feed，只要在 圖

示上，按滑鼠右鍵，然後選擇「複製捷徑」，

或是點選後將網址列所出現的路徑複製，再貼

到RSS Reader的訂閱網址列裡就完成了。

應用網路資源　擴大服務量能

在現今的網路時代，報紙和電視的重要

性已不若以往了，許多人坐下來的第一件事是

打開電腦或是拿出手機上網，說到查資料，馬

上想到上網google一下，Google公司提供強大

的網際網路搜尋引擎，由於它簡潔的頁面設計

和最有關的搜尋結果獲得了廣大網友的認同，

而且不斷提供網友許多好用的創新服務，例如

「Google Maps」提供查詢地址、搜尋商家和

其他用戶建立的地圖，「Google Docs」提供

在線上建立並分享文件，隨時隨地均可存取使

用，「YouTube」提供搜尋、觀賞、上傳和分

▲在Google Maps建置花宜地區休閒農業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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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影片等等，本場即運用上述服務來增加與民

眾交流的管道。

為推廣轄區休閒農業發展成果，本場利

用Google Maps來建置花宜地區休閒農業導

覽，將各休閒農場、旅遊景點、風景區、田媽

媽美食、產銷班隊、體驗農家等地點標示於

Google地圖上，提供照片及短文介紹該點，讓

使用者可以容易地依各鄉、鎮、市別瀏覽當

地的農業旅遊資訊，並可進一步利用Google 

Maps提供之規劃路線功能，選擇採開車、搭乘

大眾運輸或徒步等方式前往，系統就自動產生

建議路線及預估路程所需時間，作為遊客規劃

行程的參考。

為提升服務品質，本場利用Google Docs

建置網路問卷調查服務滿意度及抱怨案件等，

提供使用者在線上直接反應各項意見，系統可

統計調查結果予本場參考，減少事後人工整理

問卷的工作。此外，在YouTube建置本場影音

播放頻道，將國語、台語及英語等版本之機關

▲在YouTube建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影音播放頻道

簡介及珍貴的70週年老照片上傳至YouTube，

以增進外界對本場的認識，也上傳本場重要活

動及技術推廣相關影片，方便農友及民眾線上

收看，並可直接對影片發表評論，增加本場收

集意見之管道，亦促進外界對本場之認同。

結　語

「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認為只要

通路夠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總銷量

也能夠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銷量抗衡，

運用於網際網路，則表示網路上任何的內容都

能累積一定的瀏覽量，並產生令人意外的整體

效益，所以不論個人或團體都應該利用網路來

行銷或推廣自己的產品、理念或成果，本場

也考量未來在網站持續導入更多Web 2.0的作

法，如建立部落格或Facebook，來加強與民眾

互動，並增加花宜地區各項農業資訊的傳播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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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宮村盆栽產業發展

現況紀實
作者：張聖顯  助理研究員

　　　蘭陽分場

　　　花卉果樹研究室

電話：(03)9899707 轉 113

前　言

99年4月中下旬奉派赴日執行為期11天的

研究考察計劃，主要目標為觀摩日本花卉之育

種及栽培技術，並藉此機會了解日本花卉市場

之運作現況、行銷策略及民眾之用花習慣。在

短暫的11天行程裡以東京都附近為參訪範圍，

就近參訪之花卉產業有盆栽、寒梅、球根花卉

（鬱金香）及相關之農業試驗機構、農協、農

企業、植物園、花卉市場等，行程相當緊湊，

希望藉此次短暫的觀摩考察機會，彙整日本重

要花卉相關研究發展資訊，作為本場未來花卉

研究發展之參考，並在相互競爭中尋求與日本

相互合作之可能契機。

大宮盆栽美術館巡禮

盆栽產業之參訪行程安排於4月19日，日

本之盆栽（Bonsai）亦即我們俗稱為盆景的傳

統園藝，此行主要參訪位於日本東京附近著名

的盆栽重鎮大宮盆栽村及大宮盆栽美術館，正

確位置為埼玉縣的大宮市盆栽町。當天上午先

行參觀大宮盆栽美術館，當時由台灣長宿協會

▲大宮盆栽美術館之戶外展覽區

▲大宮盆栽美術館之室內展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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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日專員謝美微小姐陪同導覽及翻譯，並事先

聯繫大宮盆栽美術館安排該館之盆栽技師木元

歸文先生負責接待解說。大宮盆栽美術館是由

大宮盆栽協同組合集資20億日圓籌辦而成，於

2010年3月28日開幕，該館之土地是由市政府

無償提供使用，展覽場設於一樓分為室內及戶

外二區，室內展覽場展出盆栽相關之名品盆

栽、盆器、水石、浮世繪、典籍書冊及座敷飾

等，室內2樓另設教室及盆栽觀景台，做為教

育訓練用；戶外展覽場則展出各類盆栽絕品，

並整體規劃展現日式風格之盆栽庭園；展出之

精美盆栽及器物書畫，為江戶至明治時代之歷

史盆栽相關文物，原為高木盆栽美術館之個人

收藏，價值超過百億日圓，高木企業老董事長

痴愛盆栽但因年老而後繼無人，為了要將盆栽

之傳統技藝及文化精神傳播給後代，遂以5億

日圓之低價讓售與大宮盆栽美術館，成就了世

界第一座優質的盆栽美術館，故大宮盆栽美術

館除負有保護盆栽文化遺產之重責大任外，還

有進行盆栽相關研究、帶動光觀及活化盆栽產

業等三個使命。

大宮盆栽名園尋訪

一、盆栽味十足的盆栽村

大宮盆栽美術館是由盆栽村這一帶盆栽

名園及其協會所造就的，大宮盆栽村位於大宮

市的盆栽町，是一群盆栽技藝師集合發展的區

域，存續在此已有相當久的歷史，盆栽村裡的

幾個名園都是代代相傳而保留至今，現有的園

主大多承接了5-6代以上的祖宗基業，在日本

所稱的盆栽就是我國所說的盆景，我們祖先認

為具有藝術造詣的盆栽需給予更尊崇的稱謂即

「盆景」，可比擬為一幅蘊含自然樹勢及山水

意境的活畫作。因為時間有限只能就近造訪位

於盆栽美術館附近的蔓青園、清香園、九霞園

及芙蓉園，就在一園看過一園的路途中，發覺

整個盆栽村的路樹及庭木都經過專業手法的修

整，因此也都帶著濃濃的盆景味道，從這上面

也可看到日民族對文化之守護與執著是很徹底

而深植於日常生活之中。村子裡的盆栽名園都

是家族代代相傳而歷史悠久的，因此百年以上

的老盆景可以”比比皆是”來形容而不為過，

然而在現代要守護傳統也有其必然的壓力，速

食時代的日本年輕人對傳統事物越來越是一知

▲大宮盆栽村之行道樹及庭園木均有濃濃的盆
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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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解，對蒼勁古樸而沉重昂貴的盆栽則止於欣

賞而無力購買也無力照顧，此次參訪中已看到

走出陳舊老園而積極向外推廣的行動，更以輕

便活潑及花彩組合的型態來吸引年輕的客群，

展現出活化這個傳統的技藝與產業的作為，譬

如蔓青園就進行一年半的休園重新設計規劃與

改裝，於2010年二月開園再出發，很明顯的在

古老盆栽的基礎外增加許多展示、教育及DIY

的功能。

二、今古合流的清香園

相當受到年輕世代歡迎的清香園，其第

五代的女掌門人山田香織曾受邀於NHK電視台

錄製一系列趣味盆栽的節目，作品有盆景的質

感而且色彩豐富因此受到大眾的喜愛，該園設

有二處彩花盆栽教室，另外還設有函授課程，

入園參觀及DIY體驗均需付費，現場DIY組合彩

花盆栽很受歡迎，如此積極而廣泛的教育及推

廣，似乎已為日本盆栽產業打通一條活路，其

守護傳統下所做的調整與改變是值得我們借鏡

的。

三、自然多樣的九霞園

逗留最久的則屬九霞園，目前園主為村

田 永老師傅，一家三口看顧著一園的各色盆

栽，也是代代相傳的老盆栽園，是上盆的植物

種類最多的一家，不論禾草、草花、球根、藤

本、灌木、喬木、水旱植物，都可成為形色俱

佳的盆栽，因園主崇尚自然法則，故栽培的盆

栽上幾乎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跡，且不以藥劑

處理，渾然天成而韻味十足，入園參觀後因園

主結束管理工作而得與請益及討論，相談之下

方知其為日本皇室皇宮的御用盆栽大師，園藝

雜誌曾有專題報導，其對各種植物之適性適栽

有其深入的觀察與體驗，其堅持隨植物天性進

行培育的觀念值得學習與參考，唯如此栽培通

常需要較長久的時間，價格自然較一般流通之

速成盆栽昂貴許多，於盆栽產業之生產上應規

劃為中長程目標及中高所得客戶群通路，而與

大量需求之市場要有所區隔。▲清香園之入園處

▲蔓青園之盆栽庭園景觀

▲九霞園之盆栽種類繁多且古今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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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意恬靜的芙蓉園

芙蓉園排在規劃行程的最後，參訪時全

園有3-4個盆栽師傅在修整樹形，未聞吆喝聲

也無輕聲細語，寂靜異常，想是園主的工作風

格，加上時間已近傍晚，故向其中一位老先生

表明參觀之意圖並獲同意後，就信步於盆栽庭

園中逐一觀賞，園中傳統形式之盆栽佔大多

數，與工作風格一樣的穩重而肅穆。

結　語

經過整整一天日本盆栽村相關產業參訪

之旅，對於整潔而處處充滿濃濃盆栽味道的盆

▲芙蓉園之盆栽庭園景觀

栽村固然留下了深刻記憶，而感受最為深刻的

是其盆栽技師對傳統技藝之堅持信念，並順應

時勢所趨而尋求創新及突破的努力，持之以恆

的向外展示、教育民眾、開發新客群及迎合新

需求的作為，展現了日本盆栽界的堅持、努力

及改變歷程，也正是我們盆栽產業及其他花卉

產業亟需思考的課題。

致　謝

本次赴日行程之參訪單位及交通食宿等

安排委由台灣長宿休閒發展協會駐日專員謝美

微小姐代理接洽，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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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鳳林鎮　美好花生

本場於4月29日在鳳林鎮舉辦甘藍合理化

施肥及病蟲害整合管理示範觀摩會，會後有位

農友和研究同仁聊起來才發現，原來是美好花

生的鍾媽媽－劉秀霞。由於久聞鍾媽的炒花生

香，因此大夥們一同去美好花生看看可否買幾

瓶來解解饞。

位在鳳林市區中和路的美好花生，一樓是

鍾爸爸的農機具修理行，鍾媽媽領著我們回到

家裡，兒子鍾順龍、媳婦梁郁倫剛好都在，由

於他們都是高學歷返鄉，吸引許多媒體上門採

訪，即使如此，鍾順龍告訴我們他現在正學習

當農夫，他說：「鳳林的花生農最『小』77

歲，年紀最大則超過90歲了。」為了傳承種花

生的經驗與文化，因此他決定親自來試試看。

不過畢竟是拿相機的手，要怎麼做農事還真得

受點訓練，剛好近日農委會農民學院陸續開

課，本場協助這位有心的新手農夫來報名上

課。

除此之外，美好花生的主力品種之一台南

選9號陸續出現品種混雜的情形，常常大花、

小花開不齊，本場特作與加工研究室的研究人

員余德發與其分享花生選種留種的技巧，並提

供場內育成品種落花生花蓮1號以及2號，讓鍾

家人試種。

那麼那天到有沒有沒有買到炒花生呢？美

好花生炒完就賣完啦！所以要先打電話預訂

喔！

▲產品圖片由美好花生提供 
http://www.goodeat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