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物改良課八十八年度主要示範及推廣成果 

林學詩 

一、水稻新品種示範與推廣 

       為使農民瞭解新育成品種特性及栽培方法，進而加速稻種更新、提昇食米

品質及產量、增加農民收益，因此進行示範及舉辦觀摩檢討會。本場在花蓮縣方

面於 88 年 一期作及 88 年二期作分別在鳳林鎮（88 年一期作無台梗 17 號）、玉

里鎮及富里鄉舉辦，示範品種為台梗 16 號、台梗 17 號，以台農 67 號對照，88

年一期 作各品之產量在三鄉鎮分別為鳳林鎮：4,225 kg/ha、3,115 kg/ha，玉里鎮：

6,052 kg/ha、7,063 kg/ha、5,635 kg/ha，富里鄉：6,877 kg/ha、8,880 kg/ha、4,118 kg/ha

（88 年二期作考種資料尚未出來）。宜蘭縣方面於 88 年一期作在冬山鄉、壯圍

鄉舉辦，示範品種為台梗 14 號、台梗 16 號，以台農 67 號對照產量 分別為冬山

鄉：5,420 kg/ha、5,245 kg/ha、5,128 kg/ha，壯圍鄉：6,430 kg/ha、6,052 kg/ha、6,304 

kg/ha；88 年二期作在員山鄉舉辦，示範品種為台梗 16 號、台梗 17 號，以台農

67 號對照，產量分別為 4,067 kg/ha、4,110 kg/ha、3,923 kg/ha。88 年二期作台梗

16 號花蓮縣栽培面積達 1,521 公頃，占全縣水稻栽培面積 20﹪，為本縣栽培面積

第三名之品種。 

二、強化良質米產銷計畫 

       為辦理良質米大面積集團栽培，本計畫係輔導具有生產分級小包裝白米及

銷售能力之鄉鎮農會及糧商與農民契作或集團生產良質米，以提昇食米品質建立

分級銷售制 度，促進食米消費。88 年一期作於花蓮縣花蓮市辦理 99 公頃、玉

里鎮 938 公頃及富里鄉 1479 公頃（面積共 2,516 公頃），宜蘭縣辦理鄉鎮為五結

鄉 800 公頃、礁溪鄉 500 公頃、三星鄉 200 公頃、冬山鄉 150 公頃、員山鄉 150

公頃（面積共 1,800 公頃），透過水稻育苗中心統一育成強健秧苗，供 應農民

栽培，依照「良質米栽培管理手冊」加強田間管理，並由稻作代耕代營隊統一收

穫、繳交農會，依良質米乾燥技術進行烘乾，以確保品質。為鼓勵農民種植良 質

米品種，於 88 年一期作辦理期間，補助稻農秧苗費每公頃 600 元，期增加良質

米栽種面積。 

三、良質米品質評鑑比賽 

       為建立地方品牌、提昇良質米品質，88 年第一期作於宜蘭縣五結鄉農會「蘭

陽五農米」、礁溪鄉農會「溫泉米」辦理米質評鑑比賽，五結鄉有 24 位農戶參



賽，由 林煌濤農友榮獲特等獎，礁溪鄉有 20 位農戶參賽，由謝樹春農友獲得特

等獎，農民反應熱烈。另於 88 年二期作於富里鄉農會辦理富麗米評鑑比賽，計

有 42 位農 戶參賽，參加農民非常踴躍，藉以加強宣導促銷，頗受好評，惟在米

質外觀部分有半數以上未達一等米標準，應再加強輔導農戶做好病蟲害防治及灌

排水管理，期能 提升米質外觀。 

四、水稻有機米產銷班 

       花蓮縣、宜蘭縣第一期作有機米產銷班辦理 6 班計 184 公頃，花蓮縣花蓮

市一班 10 公頃、玉里鎮一班 24 公頃、富里鄉兩班 101 公頃，宜蘭縣礁溪鄉一班

39 公頃、羅東鎮一班 10 公頃。二期作有機米產銷班辦理 5 班計 182 公頃，花蓮

縣花蓮市一班 14 公頃、玉里鎮一班 32 公頃、富里鄉兩班 132 公頃，宜蘭縣礁溪 

鄉 4 公頃。兩期作合計 367 公頃，為全省最大之推廣面積。有機米產銷班稻穀較

一般栽培區減產 10～6％，公頃產值增加 30～15％，生產成本增加 30～13％，

純收益增加 48～7％。有機米產品銷售各有機專賣店、超級市場及機關社團等，

銷售情形良好。 

五、輔導稻田收穫後稻草掩埋理示範 

       88 年第一期作於宜蘭縣五結鄉辦理 5 公頃，會同相關單位選定公路旁許聰

裕農友稻田，於 88 年 6 月 28 日召開觀摩會，由稻作代耕隊進行現場收穫剪草及

掩埋作 業，並發佈新聞稿宣導稻草處理對增進土壤肥力之效益及減少空氣污染

與交通安全等，參加農友多達 126 人，反應熱烈。 

六、稻田耕作制度集團輪作經營示範 

       在花、宜等兩縣具有稻田集團輪作發展潛力之地區，選擇最適切之輪作制

度示範 35 公頃。示範結果花蓮地區以秋作芋仔甘藷－春作田菁之輪作模式之全

年平均公頃 收益最高較雙期作水稻增加 44,550 元，宜蘭地區以夏秋作越瓜－裡

作油菜－Ⅰ期作水稻之輪作模式之全年平均公頃收益最高較雙期作水稻增加

196,800 元。 

七、落花生新品種花蓮 1 號栽培示範及良種繁殖推廣 

       落花生新品種花蓮 1 號於民國 86 年 10 月 16 日命名通過，本場 88 年春作於

花蓮及宜蘭等兩縣辦理新品種栽培示範合計 1.0 公頃，示範結果顯示花蓮 1 號在



兩 縣皆表現優異，莢果平均公頃產量約為 3,035~3,269 公斤，較對照品種台南 10

號約增產 23.8%，並於 88 年春作辦理花蓮 1 號原原種繁殖圃 0.2 公頃。88 年 6

月 8 日在花蓮縣瑞穗鄉富民村召開落花生新品種花蓮 1 號田間觀摩會，約有 200

餘位農友出席參加，該品種之田間表現深受農友肯定。 

八、編印「文旦產銷經營研討會」專刊 

       本場於八十七年九月假國立花蓮師範學院舉辦全國性「文旦產銷經營研討

會」，邀請各農政主管單位、農業技術研究單位、文旦產銷班員等參加，會中特

別邀請產、 官、學界專家學者，就文旦產業之政策、生產、銷售、經營等層面

提出研究成果與建議。八十八年五月本場將所有與會學者專家提出的論文，以及

地方農政單位主 管、果農等所提出的意見，編輯成冊，總計有論文 18 篇，全書

共 205 頁，可作為今後提昇文旦產業競力之重要施政參考。 

九、原住民地區農業綜合發展計畫~山地作物經營輔導 

       花蓮縣梅之栽培面積有 496 公頃，大部份原住民種植在山坡地，其中以富

里鄉、卓溪鄉較多，為加強山地農業生產與經營理念，發展地方產業特色，提高

原住民果 樹栽培管理技術，提高梅果品質。本場於卓溪鄉太平村黃泰山農友設

立示範圃一處，87 年 11 月間進行矮化修剪，主幹高度 0.6~0.8 公尺，主枝 3~4 枝

斜 向上方 40~50 度，高度控制 0.8~1.2 公尺，施基肥每株 10~15 公斤。春梢萌芽

期及生育加強病蟲害防治工作，經矮化處理後平均單果重提高 17.4%，著果率提

高 38.7%。 

十、舉辦「火鶴花盆栽技術發表會」 

        88 年 4 月 23 日假蘭陽分場舉行「火鶴花盆栽技術發表會」，將本場三年來

研究盆栽火鶴花的栽培技術，發表供農友參考採行，重要的技術有：遮光網之使

用法、 生長調節劑之使用法、肥料使用法等項目。同時在分場溫室中展現優良

盆栽火鶴花之栽培品種，計有：Lady Jane、Lady Anne、Red Hot、Southern Brush、

Mickey Mouse、Pink Aristocrat、Purple Viking 等數種。 

十一、花蓮縣蔬菜有機栽培生產改進示範 

       八十八年度的蔬菜有機栽培示範面積共計 17.95 公頃，輔導栽培之有機蔬菜

種類有山蘇、過溝菜蕨、龍鬚菜、甘藍、甜椒、小番茄、花胡瓜、馬鈴薯、胡蘿



蔔、 山藥等多項。本場並爭取計畫輔導宜蘭縣農會生鮮超市設置「有機蔬菜冷

藏專櫃」以達到產銷合一及提高農民之收益。該專櫃於 88 年 5 月 9 日母親節揭

幕，並舉辦 有機孝心餐活動，吸引上萬人次參加，場面盛大，達到促銷有機蔬

菜之目的。 

十二、原生花卉種苗繁殖及栽培示範 

       為增加轄區內原住民農友收入，在花蓮縣秀林鄉原住民金清秀先生處設置

原生鐵炮百合栽培示範圃，進行百合種球繁殖及切花生產，可一作兩收所生產之

百合切花每 枝單價達 20 元，切完花後可行二代球養成，為下一季栽培生產用之

種球，利用此一栽培模式可降低生產成本增加收益。另於秀林鄉佳民村林玉蘭農

友一處，完成台 灣山蘇花遮陰網室搭建及噴灌設施搭設，山蘇孢子收集播種及

成株山蘇定植作業。台灣山蘇花種植 9000 株，已開始採收上市，每台斤 150~180

元間，收入 頗豐。而玉牡丹示範圃已完成以蛭石為扦插介質，扦插玉牡丹二批，

成活率達百分之百。盆植玉牡丹扦插株 200 盆，樹型養成中。 

十三、台灣原生鐵炮百合復育示範 

       本場為了復育台灣原生的鐵炮百合，首先與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花蓮

管理站合作，將本場培養的百合種球，選定管理站園區水池邊坡種植。本項工作

進行極為順 利，定植的百合花於 88 年 5 月間盛開，場面甚為壯觀，吸引無數遊

客觀賞。為了持續百合復育工作，88 年度本場繼續進行百合種球大量繁殖工作，

總共培養出約 10,000 個種球，88 年 6 月先將在試驗田間繁殖培育的百合種球收

穫後，給予 5℃冷藏處理，以打破種球休眠狀態，之後再取出種球，於 8 月 26

日起分批再 送到管理種植，總共提供 3,300 個種球，種滿邊坡，綿延長達 300

公尺。這些百合在東管處花蓮管理站人員細心管理與照顧下，於 10 月 21 日正滿

坡遍野的 開放中，在海風的親拂下，豐姿綽約的迎風搖曳，展現出秋高氣爽的

百合風情，除了她的美更有淡淡的清香飄散在風中。預計今年春季 4~5 月間，百

合會再開一次花。 

       為加強原生百合復育工作，於 10 月下旬再提供原生鐵炮百合種球，種植於

花蓮市美崙山公園、花蓮市國福里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地區、及宜蘭頭城農場等

地，共約 3,000 個種球。希望藉此復育成果，讓民眾體驗大自然的美，與珍惜本

土植物資源。原生百合的復育工作需要長期努力，及全民共同配合，不濫墾、不

濫採；盡 一己之力參與資源保護，保育與復育工作才能真正落實和展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