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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本年度全國稻米產業界年度關注盛事－「十大

經典好米」選拔活動，經過一連串嚴謹程序，以及

專家們公平、公正、公開的 評審之下，於9月16日

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由王副主任委員政騰

揭曉「十大經典好米」得主，並於9月25日盛大舉

行頒獎活動。

在經過激烈的鄉鎮初賽後，今年全國共有44個

稻米達人，參加「十大經典好米」競賽。經過第一

階段品質規格及成分分析，以及第二階段的外觀性

狀與食味官能評鑑，終於評選出10位得獎人，其中

東台灣以及唯一女性獲獎者為宜蘭縣冬山鄉蕭月娥

農友。

蕭月娥農友感謝農會、農糧署以及改良場等

機關技術輔導，並表示：「顧水稻就好像顧小孩，

要用心、細心與耐心。稻米品質與產量兩者要做取

捨，田間合理化施肥是絕對必要的，如此稻穗上稻

穀也才能粒粒金黃飽滿」。

部分資料以及照片來源：冬山鄉農會。

宜蘭縣冬山鄉蕭月娥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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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N:2008100099
99年9月   2,500本
工本費30元

▲十大經典好米得主蕭月娥農友以及夫婿朱坤

宗先生
▲

蕭月娥農友與陳主任委員頒獎合影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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秈、　、糯品種白米糊化特性比較
若以煮飯後直接食用來說，秈米太鬆、太

硬，糯米又太黏、太軟，都不太好吃。而稉米

是介於秈米跟糯米之間，黏度及軟硬度都比較

剛好，適合一般人煮飯後作為主食直接食用。

圖四及表一為本場使用糊化黏度快速測定

儀所測出之不同類型稻米品種糊化黏度特性。

最高黏度、最低黏度、最終黏度、回昇黏度等

糊化特性皆以台中在來1號最高，台稉糯3號最

低。破裂黏度以台稉9號最高，台稉糯3號最

低。更進一步，我們若以台稉16號以及台稉9

號這兩種稉米來比較的話，最高黏度以台稉16

號表現較佳，破裂黏度兩者差距不大，而回昇

黏度以台稉9號表現較好。因此，我們透過糊

化黏度特性的數值可大致知道，用台稉16號

以及台稉9號這兩種米來煮飯的話，在飯還熱

熱的時候，可能用台稉16號的米煮出來的飯比

較好吃；但是以冷飯而言，可能台稉9號的米

飯比較好吃，因為台稉9號的冷飯比較軟，而

相對的台稉16號的冷飯可能就稍為變得較硬。

不過，米飯食味品質是相當複雜的特性，仍應

綜合多項評估方式來判定。而且，每個人喜歡

吃的飯可能不太一樣，有人喜歡吃比較軟一點

的，也有人喜歡吃比較硬一點的。所以，如果

了解糊化特性代表的意義，育種或研究人員可

由此糊化特性選育不同用途之稻米品種。

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

        在米質檢定上之應用
作者：黃井約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稻作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40 

前　言

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如圖一），可以

使用在測定白米粉末之糊化過程黏度變化的特

性，研究人員可透過此黏度變化的特性來評估

白米食味。因為它具有白米樣品使用量較其它

米質檢定儀器少、且測定迅速等優點，所以適

合用在水稻育種初期或其他沒有太多白米樣品

的狀況下來檢定米質。而且，不管是稉米、秈

米或糯米的米質特性，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都

可以快速地檢定出來。

以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檢定米質

之原理
白米重量70～80%為澱粉，是構成白米

的主要成分。澱粉（包含直鏈、支鏈澱粉）黏

彈性、溶解度及結晶構造等理化性質，受到直

鏈澱粉、支鏈澱粉的組成和構造之影響。同時

米澱粉的組成和構造也是影響米飯食味的重要

因素。因此，我們透過使用糊化黏度快速測定

儀來測定白米粉末的糊化特性，可以幫助我們

了解該米飯的食味特性，如黏度及硬度等。

使用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來測定白米粉末

的糊化特性時，懸浮於水中的白米粉末於攪拌

加熱後，隨著糊化程度的提高黏度也上昇，達

到最高黏度後，在93℃保溫數分鐘後，已膨

潤糊化的澱粉粒再因持續的攪拌而分解破裂，

導致黏度的降低，產生所謂的最低黏度及破裂

黏度（最高黏度減去最低黏度之差值）。接著

在一定的速度下逐漸冷卻後，已糊化之澱粉分

子彼此之間以氫鍵結合而老化，黏度也再次上

昇，即產生所謂的最終黏度及回昇黏度（最終

黏度減去最低黏度之差值）。

以台灣消費者一般偏好之稉米的食味口感

來說，以最高黏度高、破裂黏度大、回昇黏度

較小的米食味口感較受歡迎。典型的秈米最高

黏度低、破裂黏度小、回昇黏度大，米飯口感

較不適合國人食用習性。 

圖一、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

圖二、水稻台　16號白米粉末糊化過程黏度變化曲線

　　　註：　　溫度，　　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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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檢定米質之流程

▲2.將一定量之白米粉末及水放進檢測用罐內

▲3.將罐子放入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塔座上

▲4.將塔座按下進行米質特性檢定 ▲5.檢定完成後罐子內的米糊

▲1.將白米磨成粉末

結　語
使用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檢定米質迅速、

客觀。而且，不管是稉米、秈米或糯米的米質

特性，都可以利用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快速地

檢定出來。可做為目前常用之食味計、味度計

之外，另一項評估米飯食味品質之良好工具。

因此，水稻育種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它來進行所

需要水稻品種的篩選，栽培人員也可以利用它

來進行食味評估進而調整栽培方法等，用途可

說是非常廣。因此，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透過

使用糊化黏度快速測定儀等儀器之輔助加速水

稻品種及栽培技術改良工作之進行，培育符合

消費者需求的水稻品種，期能提高國產稻米的

品質，讓國產稻米變得更多樣、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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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不同品種水稻白米糊化曲線

表一、不同類型水稻品種白米糊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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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水稻，因此當地原住民自古即有種植陸稻

的傳統，栽培地區主要集中在萬榮、壽豐、光

復、瑞穗、玉里及卓溪等鄉鎮的原住民村落。

相對於灌溉栽培稻，原住民種植的陸稻多採粗

放栽培管理，產量雖不及傳統栽培水稻來得豐

產，但陸稻天性較耐旱、耐瘠及對逆境耐性強

等特性，適合在農業栽培環境條件相對不理想

的山地地區來種植，因此陸稻的栽培也就成為

了花蓮縣境內原住民聚落極具特色的稻作栽培

方式。陸稻植株的稻稈一般較高大、粗壯，葉

片較長且寬；但分蘗數較少，每叢支數約10

～15支，每公頃乾榖產量約3,000公斤，僅及

一般栽培稻品種產量的二分之一左右。部分陸

稻品種更具有感光性，在一期稻作長日照栽培

環境下無法開花結穗，田間生育僅維持在營養

生長期狀態，只長葉片而不結穗，要直到秋天

短日照環境出現時才能進入生殖生長期而抽穗

開花。陸稻抽穗後的稻穗較一般栽培水稻品種

長，榖粒較大，且多著生紅、黑或白色長短不

一的稻芒。稻芒或雖有減少鳥類取食的功能，

但著生稻芒的榖粒相對也容易在乾燥及碾製

的過程當中造成機械阻塞及榖粒脫殼的困難。

除此之外，因山區缺水環境不適合栽培灌溉水

稻，零星種植的陸稻則多採旱田種植，在旱作

栽培型態下的陸稻反而能避開平地水田栽培時

最頭痛的金寶螺為害。

多用途的陸稻資源
花蓮地區山地陸稻栽培歷史悠久，陸稻

的栽培更與東部地區原住民村落的生活及文化

習俗息息相關。日常生活中，陸稻除了可作為

米飯食用及用於釀酒外，因陸稻產量低且零星

種植，市面上較少能看到其相關的產品，因此

原住民過去多會將收穫的珍貴陸稻細心貯藏，

等待村落有節慶祭典或朋友到訪時，作為招待

之用。收穫後之陸稻，在經過簡單之脫殼加工

後，可製成具原住民特色的各式風味美食，例

如用陸稻煮成的飯，原住民給它一個特別的名

稱，叫做哈哈（hahah）；加工後製成的麻糬

則稱為都崙（durujn）。香、Q、可口的特殊

風味，更讓遠來遊客讚不絕口，現在更已發展

成各式精美、獨特的美味點心及禮盒，成為來

東部旅遊遊客的最佳伴手禮。除了作為糧食食

用外，不同陸稻品種間的植株在葉片、稻穗或

穀粒形狀、顏色、長短芒、稻芒顏色上都相當

具有特殊性，依據本場現有收集之陸稻穀粒外

觀表現，在穀殼色澤上可表現出淡黃、橘黃、

金黃與黑褐色四種；糙米外觀可分成紅、黑、

花蓮區珍貴多樣化的陸稻資源

作者：潘昶儒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稻作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40

▲榖粒著生金黃色長芒的陸稻稻穗

前　言
稻 在 植 物 分 類 學 上 屬 禾 本 科 、 稻

屬 （O r y z a ） 植 物 ， 全 世 界 共 有 2 2 個 種

（spec ies），其中只有非洲型稻（Oryza 

glaberrima Steud.）與亞洲型稻（Oryza sativa 

L.）兩種為栽培種，其餘20種均為野生稻。目

前栽培稻栽培區域遍及亞洲、歐洲、美洲、非

洲及澳洲等地，不同稻品種間之農藝性狀、稻

穀產量及對環境逆境反應又各有不同。以全球

栽培面積最多的亞洲型稻來說，依據其種間差

異又可分類為印度型稻（indica）、日本型稻

（japonica）及爪哇型稻（javanica）等三個亞

種。印度型稻又稱秈稻，分蘗多，榖粒細長，

對環境逆境抗性較強，多栽培於熱帶地區；日

本型稻又稱稉稻，分蘗較少，榖粒短圓型，對

低溫環境耐性較佳，多種植於溫帶地區；爪哇

型稻又稱熱帶型稉稻，其植株分蘗少、產量

低，榖粒較大呈短圓形，且多著生稻芒，雖較

不耐低溫環境，但具有耐旱、耐瘠及對逆境耐

性較強等特性，多分布於馬來半島、印尼、泰

國及菲律賓等熱帶山區。台灣現有山地陸稻栽

培特性類似於爪哇型稻，據學者研究推論為原

住民自南太平洋諸島東移時，為因應主食暨釀

酒之需而攜入繁殖而來。

山地陸稻特性
東部花蓮境內山區多丘陵地，山區農地

灌溉水源缺乏，較不適宜栽種平地湛水栽培之▲東部山地地區種植的陸稻田區

▲陸稻植株分蘗少，稻稈外觀粗壯

▲陸稻耐旱耐瘠對逆境適應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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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與透明四種；芒也可分成長、中、短與無芒

等四種表徵，多樣化的外觀型態視覺效果極

佳，可加以開發利用來做為花藝素材之用。

未來展望
山地陸稻品種繁多，栽培性狀及利用性亦

各具特色，部分品種如紅糯米及黑糯米等特殊

地方品種如今已發展成花蓮縣光復鄉及壽豐鄉

極具地方特色的農特產品。但因陸稻本身產量

低，農友栽培意願不高，縣內除部分農會及產

銷班採契作栽培經營外，田間多僅零星種植。

再加上本地栽培的陸稻多為地方品種，田間栽

培時常有品種混雜情形發生，造成田間管理之

困擾，也影響產品之品質。為提升東部地區山

地陸稻之栽培品質，本場已持續多年進行陸稻

種原之純化工作，目前由各地區收集而來的陸

稻種原已達二百餘種。希望能藉由品種純化工

作來篩選出表現優良的陸稻品種供農友種植，

以提升產品品質，增加農友收益。因陸稻擁有

豐富的遺傳資源及對逆境耐性良好等特性，除

可加以利用來做為水稻育種材料外，本場目前

正持續進行各項陸稻品種特殊成分分析工作，

希望能開發陸稻的多元化利用以增加其利用

性。也更期望能讓珍貴、多樣化的山地陸稻，

能在東部這塊土地上永續的經營下去。

瓜類整蔓技術之介紹

作者：胡正榮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花蓮縣光復鄉特產-紅香糯

前　言
台灣地區瓜果類蔬菜種類豐富，是夏季的

主要蔬菜來源，其生育型態多為蔓性生長，且

初期營養生長後、到栽培中後期呈現枝蔓生長

與開花、結果並行的狀態，適當的田間整蔓管

理，有助於養分集中、促進著果與果實肥大，

而增進產量與品質，此外還具有增加通風與採

光的功能，使作物葉片維持良好的光合作用效

能，並可降低病害發生率。因此整蔓可說是栽

培瓜果類蔬菜的重要基本工作，與產量及收益

息息相關，以下分別就宜蘭、花蓮地區常見的

栽培瓜類，介紹其栽培管理時整蔓及留果的方

法與共通注意事項，供生產者於田間經營操作

時之參考。

宜蘭花蓮地區常見栽培瓜類

之整蔓技術

西　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2,400公頃。大果西

瓜種植株距一般為1公尺，若採單蔓整枝時，

株距可縮短為0.5公尺。當母蔓長度達30～50

公分時，開始引蔓，大果西瓜整蔓方式可分為

三種：留母蔓的三蔓整枝、只留子蔓的三蔓整

枝與單蔓整枝。留母蔓的三蔓整枝是保留母

蔓，再加上留兩條生長勢相近的子蔓，並摘除

其餘側蔓。只留子蔓的三蔓整枝則是在母蔓長

約50公分時摘心，等子蔓長出後，留三條生長

勢相近的子蔓，此法可使結果期更為集中。單

蔓整枝則是只留母蔓，並去除所有子蔓，因母

蔓雌花發生較早，可提早採收並進行密植，提

高單位面積產量。

因西瓜果實的養分主要來自留果節位下的

第4片葉及留果節位上的十幾片葉片，側蔓的
▲花蓮縣壽豐鄉特產-黑糯米禮盒

▲色、香、味具全的紅糯米飯糰

▲以紅糯米製成的麻糬點心-都崙（durujn）

▲大果西瓜每條結果蔓上留一個果實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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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是輔助的營養來源。結果節位上的側蔓儘

早摘除，如有孫蔓留2葉摘心，每一條結果蔓

上留一個果實為原則，一般小果西瓜單株可留

4～6果，中果西瓜留3～4果，大果西瓜留2果

為宜，以第2、第3朵雌花最適合留果，多餘果

實及外型不良正者在雞蛋大小時摘除。

南　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200公頃。國內食用

南瓜的栽培品種，以中國南瓜為主，其次為西

洋南瓜(又名印度南瓜)，種植株距1.2～1.5公

尺。中國南瓜因分枝性較強，母蔓不摘心，留

基部較強壯的的子蔓2～3條，並摘除孫蔓，自

結果節位發生的側枝留1~2片葉後摘心。西洋

南瓜可採用單蔓或雙蔓整枝，如採單蔓整枝管

理，引蔓時需持續將長出的子蔓摘除；採行雙

蔓整枝法，於母蔓生長至6～8節位時摘心，之

後選擇2條生長強健的子蔓引作為結果蔓，其

餘子蔓剪除，結果蔓上結果節位發生的側蔓均

留1葉摘心，其餘側蔓剪除。

南瓜結果通常以母蔓上第1個果實果肉最

厚，之後果肉愈薄，但保留第1果會明顯減弱

生長勢，影響後續開花、結果情形，建議摘除

第1果，待第2果結成後再行留果。

冬　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180公頃。冬瓜的母

蔓、子蔓及孫蔓均能結果，種植株距1.2～1.5

公尺，露天栽培管理一般多不整蔓，但適當引

蔓與留果可提早產期及增加產量。引蔓約在母

蔓長1公尺時，將莖蔓向同一方向誘引，使枝

條平行生長、不交疊為原則。一般側蔓在第1

～2節即可發生雌花，之後每隔5～7節再發生

雌花或連續發生雌花，大果冬瓜品種建議自第

2朵雌花結成果實開始留果，每株留1～2粒果

實；小果品種可不疏果，連續採收成熟果實即

可。

小胡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85公頃。株距一般

為45～55公分，不易發生側蔓或是以母蔓著

果為主的品種，進行單蔓整枝時，可改為株距

35公分密植。整蔓方式為將母蔓引縛在支柱

或瓜網上，摘除母蔓第4節位以下所發生的雌

花，母蔓第5節以上開始留果，採母蔓單蔓整

枝時，則是將剛發生的側蔓摘除，並隨母蔓生

長而連續去除

側蔓。如需在

側蔓上留果，

則在母蔓達到

第20～25節時

摘心，以促進

側蔓發生，側

蔓則於雌花發

生後、第1節位

葉片完全展開

時，在雌花上

方留1葉摘心，

以 利 果 實 的 肥

大。

洋香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70公頃。洋香瓜栽

培株距55～60公分為宜，主要行雙蔓整枝，

以孫蔓為結果蔓，在幼苗期本葉3～4片時進

行摘心，留2條生長勢強的子蔓。以子蔓第6～

10節上發生的孫蔓為結果蔓，第5節以下的孫

蔓應於早期摘除，未留果孫蔓留1片葉摘心，

結果孫蔓第1節為雌花，開花前留2片葉並摘

心。果實呈雞蛋大小時，選留健康圓正的果

實，一蔓最多留2果，一株留3～4果。

香　瓜(東方甜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40公頃。甜瓜的主

要結果位置在子蔓及孫蔓上，整蔓方式可分為

單蔓整枝方式及雙蔓整枝法，單蔓整枝時株

距採35～40公分，雙蔓整枝時放寬為55~60

公分。單蔓整枝為僅留母蔓方式，於母蔓第

11~14節位之子蔓第1節留果，留果之子蔓留2

葉摘心，其餘子蔓及早摘除。採用單蔓整枝方

式，單果重量及品質較佳，但因產量不如雙蔓

整枝方式，故農民較少採用。雙蔓整枝法則是

在母蔓4~6葉時摘心，待子蔓發生後，選留生

育強健的子蔓3~4條，子蔓第4節內發生之孫

蔓均應及早摘除，留第5節起所發生之孫蔓，

待子蔓生長至第16~18葉時再摘心，留果之孫

蔓留1~2片葉摘心，其他孫蔓任其生長，單株

以留10果為原則。

苦　瓜

宜 花 地 區

栽培面積約25

公 頃 。 苦 瓜 種

植株距為1.5～

1 . 8 公 尺 ， 其

主 要 結 果 位 置

在 子 蔓 上 。 整

蔓 時 母 蔓 不 摘

心 ， 使 之 持 續

生 長 較 多 節 位

後，留5～8條

生長勢中等、

且在第1、2節

位出現雌花的

▲中國南瓜未及時摘除孫蔓，造成枝蔓與果實競

爭養分，不易結果

▲西洋南瓜進行雙蔓整枝

▲小胡瓜可密植行單蔓整枝，

自母蔓第5節以上開始留果

▲香瓜多採用雙蔓整枝法，結果之孫蔓留1至2片

葉摘心

▲苦瓜主要結果位置在子蔓

上，選留較早出現雌花的子

蔓作為結果蔓為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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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黃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為唇

形科黃芩屬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40～60

公分；葉披針型，對生，葉綠色；花紫色或紫

紅色；根為主根系，根部橫切面為黃色，是一

傳統之中藥材，利用部位為其根部。黃芩在本

草文獻中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止血、安胎

等記載。其味苦、性寒。歸肺、心、肝、膽、

大腸經。黃芩是大柴胡湯、小柴胡湯、黃芩湯

等複方中藥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有效成分為

黃芩素(baicalein)、黃芩苷(baicalin)及漢黃芩素

(wogonin)等。黃芩目前在東部花蓮地區已有

栽培，近年來在在東部地區種植之試驗結果顯

示：黃芩之黃芩素、黃芩苷及漢黃芩素等有效

成分含量佳，並具極佳的抗氧化能力，根部品

質優良，適合在東部地區推廣種植。

黃芩之栽培管理

選　地：

黃芩適合於一般平地栽培，種植環境以平

坦、通風良好之地點為佳。黃芩之利用部位為

根部，因此栽培之土壤以排水良好、富含有機

質之砂質壤土為宜，有利黃芩根系之生長，若

排水不良會影響根系之生長，或造成根部之腐

爛情形發生。

施肥與整地：

黃芩種植前施用有機質肥料，有機質肥料

施用量以N：P2O5：K2O＝4.9：2.1：1.9之粒

狀有機質肥料為例，每公頃施用約為5,000～

6,000公斤，有機質肥料施用量需視土壤有機

質含量而定，肥力較高的土壤宜採用較低的推

薦施用量。整地前將有機質肥料均勻灑施於田

子蔓作為結果蔓，需留意不要留到不開雌花的

營養蔓，結果蔓第1朵雌花出現的時間愈早且

位於較低的節位上，則產期較早，初期的產量

也較高。

瓜類蔬菜整蔓共通注意事項

掌握生長特性

事先瞭解栽培的瓜果蔬菜種類與品種開花

特性，尤其是雌花與果實的主要生長位置，以

決定相關作業，包括：行株距、整蔓形式、引

蔓時間點、留果位置及留果數量等，到真正種

植栽培時才能及時作業。

適當留果位置

通常母蔓上的第1朵雌花最早發生，但因

此時植株葉片數較少，又同時在生長枝葉、開

花，都需要消耗養分，所以第1朵雌花結成的

果實常發育較差，也容易造成植株生長受到抑

制，務必要摘除之，後續在適當的結果蔓上進

行留果，留果數不可貪多，否則易導致果實發

育不良，產量及品質欠佳。

疏除下位枝葉

良好的整枝修剪及適度疏除下位老葉及側

蔓，有利於通風，可減少病害發生機會，且光

線通透性較高，葉片可維持較佳的光合作用能

力，製造養分供果實發育。

清潔操作器具

進行整枝修剪時需注意刀剪清潔，以避免

成為傳播病原的管道，田間連續操作以70%的

酒精消毒最為方便。先修剪正常健康的植株，

再處理病枝及病株的部分，剪除病枝或病株

後，應立即消毒刀剪後再進行其他修剪工作。

結　語
瓜果類蔬菜的結果特性各有不同，栽培

者在種植前宜事先了解並擬定整蔓模式，將有

助於生產作業規劃。又瓜類整蔓工作雖較為繁

瑣，卻是相當重要的環節與基礎，因此確實地

整蔓與留果處理，不但可提升瓜果產量與品質

外，又可維持良好通風與採光，落實作物健康

管理，一舉兩得好處多。

作者：張同吳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5

保健作物黃芩之栽培管理

▲黃芩植株開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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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翻犁於土壤中。整地時土壤宜深耕並細碎

再作畦栽培，畦面的高度約為30公分，作畦的

方向以南北向為宜。栽培行株距為100×40公

分，若栽培株距過小將會影響植株之通風與生

長。黃芩之利用為根部，為了防範地下根部浸

水，以作畦栽培方式利於植株之灌溉與排水，

對植株根系生長較佳。

種　植：

黃芩利用種子繁殖，在種子成熟時可自行

留種採種使用，一般種植時期為3月或9月，但

以3月種植時期的產量較高。採育苗栽培之方
式者，將種子播種於育苗盤或育苗床，約5～7

天後發芽，待葉片長至4～6片後，即可移植田

間定植。亦可採種子直播之方式，將種子直接

播種在已整地完成之田間，覆土深度約2～3公

分即可。定植時應小心避免幼苗根部受損，影

響植株移植存活率及根部生長發育。定植後應

即澆水或噴灌灑水，以提高幼苗成活率。

雜草管理：

雜草會妨礙黃芩之生育，影響根部的品質

與產量，也會成為病蟲害傳播媒介，因此雜草

的控制成為栽培的重要作業。在整地完成作畦

之後，在畦面上覆蓋銀黑色不透光的塑膠布或

雜草抑制蓆等材料，抑制雜草的生長。亦可以

人工除草之方式在雜草苗期進行除草作業，惟

較耗費人工與成本。

病蟲害防治：

黃芩在種子發芽之幼苗初期會遭地下害蟲

為害，將幼苗啃食或剪斷，雖為害情形不多，

但仍需注意防範。在植株進入生長階段則鮮少

有病蟲害為害情形發生。

收穫適期：

3月種植的黃芩植株於6～7月開始抽花

▲黃芩利用種子繁殖

▲黃芩移植田間定植情形

苔， 10月至11月植株成熟可採收根部，此時

根部的產量最高，有效成分黃芩素、黃芩苷及

漢黃芩素等有效成分含量高及抗氧化能力最

佳，根部的產量與品質皆佳。黃芩收穫以機械

採收，採收時以耕耘機附掛板犁之方式，翻犁

畦面兩側之土壤後將根部小心取出，收穫時應

避免根部之損傷，以免因損傷根部造成根部傷

口腐爛導致發霉，影響根部之品質。黃芩每公

頃根部之產量約為800～1,200公斤。黃芩之

根部橫切面為黃色，收穫之根部以清水洗淨除

去泥沙及雜質後，依根部主根及支根部位加以

分級，並除去細小無商品價值之細根，將根部

橫斜切切片，置於烘箱中以40℃之溫度烘乾約

2天，根部完全乾燥後即可使用。烘乾後之根

部以真空方式包裝，置於4℃之冷藏庫貯存，

即可保存一年及維持根部品質。

結　語
黃芩為重要的中藥材之一，具有清熱解

毒、抗菌、消炎、抗氧化、抗發炎等功能，目

前除作為複方中藥處方使用外，亦可開發為保

健產品，根據學者的研究顯示中藥複方黃芩、

白芍、甘草等組成之黃芩湯可減輕腸癌化療之

副作用，因此黃芩之保健功能日益受到重視，

另外，因其成分具有美白及抗過敏之功能，因

此也可開發為美容保養品使用。黃芩目前依據

本場之試驗結果顯示，其有效成分黃芩素、黃

芩苷之含量高於市售之藥材，顯示其品質優

良，未來具推廣種植的潛力。

▲黃芩10-11月植株成熟即可進行採收

▲黃芩之根部收穫後，除去泥沙切片烘乾

後，即可使用

▲黃芩之利用部位為根部及根部切

片

▲黃芩根部切片烘乾後包裝，於4℃保存

▲黃芩植株初期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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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足夠的水資源是影響國家發展最主要的因

素之一，隨著時代的演進，在有限的水資源供

應之下，農業、工業及民生用水的競爭越來越

激烈。在印度，農業生產仍是該國目前最重要

的經濟來源，因此農業用水仍然支配著水資源

運用，而工業用水在近年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民生用水雖然並未明顯增加，但隨著印度非都

會區社經狀況的改善，預估未來民生用水的需

求將會大幅提高。

根據世界資源組織(Wor 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統計，西元2000年印度的可利用水

資源年供應量為6458億立方公尺，平均每人

每年的用水量為635立方公尺，其中農業用水

佔91.2％，顯示極高的比例是用於灌溉。

農作物的灌溉在印度的農業生產上是非常

重要的，因為當地的雨季不容易預測。在一些

農業灌溉完全依賴雨水供應的地區，雨季較短

或雨量較少極易導致作物歉收或是整期作物枯

死。根據世界銀行（1999）的統計，印度利

用人為灌溉來生產作物的地區，其單位面積產

量是利用雨水灌溉地區的7倍。而在過去50年

中，大量的灌溉相關投資與建設已使全印度灌

溉面積從1951年2千3百萬公頃增加到1997年

的9千萬公頃以上，且仍持續增加當中。隨著

灌溉面積的增加，以及作物栽培技術及品種的

改進，在這段期間內印度的作物生產有非常大

的進步，這也使得該國的經濟與糧食安全獲得

大幅的改善。

隨著灌溉需求的增加，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需求日益增加，39％的灌溉用水是來自地下

水，而其他部分則由地表水供應。而工業用水

的逐年增加也壓縮地表水對農業灌溉的供應。

印度在2000年的工業用水佔總用水量的4％，

遠低於農業用水，然而根據

世界銀行1999年的調查報告

預估，印度自1999年到2025

年工業用水加上能源相關產

業用水等會從670億立方公尺

增加到2,280億立方公尺，這

對印度水資源的供應將是非

常大的一個壓力。

水資源永續利用

水資源的永續性利用，

依目的可被定義為「完全滿

足現在與未來社會的水資源

利用系統，且必須兼顧其生

態、環境及水文的完整」，

因此要實行水資源的永續利

用 ， 必 須 要 有 計 畫 性 的 規

劃，而且要注意所有相關生

物的多樣性與保護，使其仍

能維持在所處的水文環境中

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另外更

要注意水資源及土地資源不

可隨時間的流逝而減少或消

失。

水資源管理之永續利用
—以印度為例

作者：林文華 助理研究員

蘭陽分場

蔬菜研究室

電話：(03)9899707轉108

▲Krishna Raja Sagara水壩下游灘地改建成印

度中部知名的休閒勝地Brindavan garden，為

一善用水壩設施資源的典型例子。
▲此次於印度舉辦之「水資源管理之永續利用」研習課程共有來自11

個亞非農村發展協會 (AARDO)會員國的14位學員參加

▲研習課程在印度中部大城海德拉巴的國立鄉村發展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舉辦，由印度當地教授與專家授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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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資源永續利用的評估

印度未來數十年的需水量是多少？還有要

如何做跟做到何種程度才能滿足未來的用水需

求？根據印度學者Vaidyanathan指出，要評估

未來的用水策略，必須考量：(一)在現有技術

面及經濟上可支持為前提的情況下，能將地表

水及地下水的供應量增加到何種程度？(二)要

能應付農業及其他非農業用水的供應量需求是

多大？(三)各種不同用途的耗水量各佔總用水

量的多少比例（用來估算水資源利用效率）？

並預估其個別比例在未來會增加的幅度。

（四）每單位農業耗水量可增加多少產量或生

產力。

二、農業發展與水資源永續利用

印度在過去50年來由於引進許多主要作

物的高產品種並廣泛種植，且增加化學肥料的

使用，使得耕作與灌溉面積增加將近一倍。然

而近年來印度人逐漸發現因生產技術精進所造

成的產量增加似乎己到達一個瓶頸，有些地區

的農業產出甚至有明顯減緩的趨勢。而在此

時，印度為因應未來10-20年間社會經濟的進

步與成長，對糧食與纖維原料的需求將會更加

殷切。換言之，農業生產進步的腳步要更加速

才能符合此一需求。但是近年來農作物產量並

未隨著肥料的使用而有相對明顯的提升，反而

因為化學肥料的不當施用及密集的耕作制度造

成嚴重的土壤問題，這些都大大影響土地的永

Krishna Raja Sagara

Kanva 

▲筆者參訪的Kanva水庫及Krishna Raja Sagara

水壩均在印度中部大城邦加羅爾市近郊

續利用，尤其在印度西北地區，這些問題更加

嚴重。

近年來印度政府著手規劃該國農業的願

景，並仔細修正農業方針以符合經濟成長對農

業生產的期望，包含：(一)持續穩定的增加灌

溉區域的面積及栽植作物密度，(二)藉由更有

效率回收滲漏水、灌溉溝渠水的再利用及降低

不當的水資源使用來大幅改善灌溉效率。然而

即使在農業灌溉水的使用上獲得有效改善，但

民生用水等非農業用水的需求增加仍會使印度

的水資源供應不足問題在20年內浮上枱面，而

在50年內即有可能供應枯竭，屆時印度必需仰

賴大量進口糧食來維持食物供應，而水資源的

爭奪也將造成當地許多戰爭與衝突。

三、水資源永續利用的達成

根據印度學者Loucks（2000）的見解，

要進行水資源永續利用的規劃，相關人員的訓

練十分重要。他指出要使水資源管理系統能有

效地永續運行，關鍵就在於有足夠訓練有素的

專業人員分別掌控水資源管理系統的規畫、研

發及管理維持等工作。在不足的部分須加強相

關的訓練與教育，以印度這個具有多個重要河

川流域的國家為例，各個流域的河川水資源管

理均各有所擅，透過各個重要河川的水資源管

理部門與人員的經驗交流與技巧傳授，可使水

資源管理的知識水準獲得整體提升，這對水資

源永續利用的達成非常有幫助。

除了專業人員的培訓與技能提升外，

Loucks也指出地方人士及地區性工作人員的責

任感也非常重要。他認為印度水資源管理系統

推動的一大障礙便是當地的相關工作人員並未

擔負起責任，他們習慣一有問題便直接求助於

中央政府，而非先思索自行解決之道。Loucks

認為最佳的地區性水資源管理者不僅是訓練有

素而已，他們還要具有熱忱，願意建立自身對

該地區淹水及乾旱等水文資訊的經驗，並瞭解

當地民眾的用水習慣、需求及其對水資源所關

注的重點，才能有效管理和掌控當地的水資源

▲印度政府對於水資源運用相關議題十分重視，

經常舉辦相關的訓練與國際交流活動

▲印度國立鄉村發展所（NIRD）位於印度中部大

城海德拉巴市郊，其附屬之水資源與土地管理

研究中心(CWLM)為印度最主要的水資源相關研

究與訓練中心

▲Kanva水庫除了提供當地灌溉與民生用水外，

因風景迷人、鳥類聚集，目前已成為著名的觀

光景點。

▲水庫蓄水為印度重要的水資源之一，水壩規模

通常大於台灣，圖中的Krishna Raja Sagara

水壩，壩長超過2公里，供水區域可達129.5平

方公里，總蓄水量為494.5億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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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鑑於產業與消費者對於稻米品質之殷切

重視，本場於民國93年開始建立米質實驗室，

積極添購各項稻米品質分析設備，包括生米食

味計、米粒外觀分析儀、味度計、熟飯食味計

及硬度黏度分析儀、白米粉末快速黏度分析

儀、新鮮度計等，建立起完整的稻米品質分析

技術，並應用於水稻新品種選育及栽培技術改

進研究上，另一方面也提供轄區農民免費的稻

米品質檢測服務，期農民藉由米質檢測結果調

整栽培與施肥措施，進而提升稻米品質。

由於稻米品質之良劣是由多項理化性質、

米粒外觀與食味等諸多複雜因子互相影響決

定，要精確判斷米質優劣是相當複雜且具難度

之工作，本場為持續改進米質檢測技術，一方

面繼續加強相關研究，另外也觀摩國外其它試

驗研究單位之米質實驗室，希望能引進新技術

以使本場之米質檢測技術更完善。位於菲律賓

之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以下簡稱IRRI)是國際上最重要之稻

米研究中心，筆者於民國98年有幸參加IRRI之

「2009水稻育種研習課程」，由此也對IRRI米

質實驗室之設備與研究重點有初步認識，希望

藉由本文將所見所聞與值得借鏡之處提供各界

參考。

國際稻米研究所米質實驗室之主要

研究項目與設備

IRRI米質實驗室之全名為穀物品質、營養

與收穫後處理中心(Grain Quality, Nutrition, and 

Postharvest Center (GQNPC) )，成立於2004

年，來自澳大利亞的穀物化學專家Melissa A. 

Fitzgerald博士擔任實驗室主持人，實驗室主要

任務為評估 IRRI選育之育種品系之稻米品質，

並以生化、生理、代謝、基因遺傳等各角度研

究影響米質之因子，另外稻米收穫後處理與碾

製流程如何減少損失與增加收益也在研究項目

作者：宣大平 副研究員兼課長

作物改良課

電話：03-8521108轉310

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稻米

品質研究技術發展現況介紹

利用。

另一個水資源管理永續利用的要件，就是

與現代科技相互結合。經由電腦系統對各種水

文資料進行相互比對與最佳化，再加上電腦程

式建立水文系統的模擬結果，管理者可以得到

關於水資源的許多資訊，這對制定水資源管理

的多元化方針與具體計畫非常有幫助。如果沒

有這些電腦模擬結果與資訊，要預測與評估未

來的水文變化會十分困難與曠日費時，也間接

影響水資源管理方針制定及永續利用評估的時

效與準確性。

結　語

由於「水資源不足」是印度目前面臨最

大的水利問題，因此該國的水資源政策著重於

如何有效運用水資源，並且以印度境內沙漠與

半沙漠氣候為核心問題，進行水資源開發以及

有效管理水資源等相關改進。而印度許多地區

仍然單靠雨水灌溉作物，因此如何提高人為灌

溉的比例也是該國的水資源政策。台灣雖然年

雨量充沛，然而近年來氣候越來越不穩定，表

現在降雨上就是雨量分布不均。以波動的原理

來看，台灣的降雨有以下趨勢：1.振幅變大：

近年台灣的降雨有變化幅度加大的情況，一下

雨就瞬間驟降，而無雨時則極度乾旱。2.頻率

變亂：近年的降雨情形與時間越來越難掌控，

該雨不雨，該晴則雨。政府在因應雨量過多導

致的災損與農損等有許多作為，但在因應缺水

上似乎較為保守，可能與台灣這方面問題並非

十分嚴重有關。而印度近年一直積極推行灌溉

改進計畫，雖然技術精進的程度不一定比台灣

好，但在提升單位面積灌溉效率的積極度上，

卻值得我們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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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味計，以近紅外光原理、非破壞性及間接方

式測定。 IRRI米質實驗室測定直鏈澱粉含量也

同樣運用連續流動自動化學分析儀，但並沒有

應用國內目前常用之食味計、味度計或熟飯食

味計等。

雖然國內外已有許多儀器與方法分析直

鏈澱粉含量，但各個方法測定結果差異甚大， 

IRRI米質實驗室曾將相同之稻米樣品送至全球

17個實驗室用其各自常用之方法分析，結果

是直鏈澱粉含量為0％之糯米樣品各實驗室測

定值分布在0-12％間，主要原因是各實驗室

使用之馬鈴薯直鏈澱粉標準品、測定光波長、

標準曲線型式、測定時間等因子各不相同，

因此 IRRI米質實驗室希望能建立稻米直鏈澱

粉含量測定之標準模式供各界應用。另外以往

各測定方法的標準曲線是利用馬鈴薯澱粉，

與稻米澱粉仍在構造上有微細差異，故均只

能得到近似之直鏈澱粉含量的粗估值， IRRI

正研究利用分子篩滲透層析儀（Size-Exclusion 

Chromatography, SEC）來建立能更精確測得

直鏈澱粉真實含量之方式。

在直鏈澱粉特性研究上另一項特色是運用

液相層析質譜儀探討不同品種直鏈澱粉特性，

Fitzgerald博士指出具有相同稻米直鏈澱粉含量

之不同水稻品種，運用液相層析質譜儀可以更

進一步區分出細部之直鏈澱粉組成差異，希望

將來可以對於相同稻米直鏈澱粉含量品種為什

麼米飯品質仍有差異，找到解釋之因子。

二、香米香氣分析與基因研究

在香米(fragrant rice; aromatic rice)研究

上，我國近年已育成多個香米品種，包括台

農71號、台農74號、桃園3號及本場育成之台

稉4號等，我國香米品種選育在香氣判別上多

仍用咀嚼米粒、或以氫氧化鉀溶液浸泡葉片

再以嗅覺分析其香味來評斷。 IRRI也將香米

列為重要研究項目，一方面以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測定世界各地不同品種之香米，包括

巴基斯坦的Basmati及泰國的Jasmine 品種，

測定標的為2-acetyl-1- pyrroline (2-AP)，為香

米主要香氣成份；另一方面由基因層面探討產

生香氣之因子，已發現大部份香米品種的基因

BADH2突變後，會造成2-AP累積產生香氣，

但也有少數香米品種BADH2基因未突變，卻

有香氣表現， IRRI希望找出其它影響香氣之基

因與遺傳代謝機轉。

三、因應全球暖化高溫下控制米粒心腹

白基因研究

因應全球暖化下高溫常導致米粒心腹白等

白堊質比率大幅提高之問題， IRRI米質實驗室

也嘗試能找出高溫下影響白堊質之相關基因，

之中。稻米品質在米粒外觀上性狀包括白堊

質、顏色、碾米率及米粒形狀與大小等；食味

或烹煮後品質則包括直鏈性澱粉含量、膠化溫

度、凝膠展延性、黏性與硬度等特性。實驗室

目前主要研究重點在於將各項米質評估方法標

準化並加以改良；將難以評估之米質性狀找出

科學化之評估理論依據；找出在穀粒充實過程

中影響米粒理化、烹煮及營養成份之關鍵因

子；在全球暖化下，環境因子如何影響穀粒充

實與品質也成為研究重點之一。

IRRI米質實驗室內部裝潢採取明亮潔淨風

格，走進米質實驗室就會發現整個實驗室內部

隔間與牆面皆是純白色調，每個小隔間都有大

片玻璃可以看到內部，使整個實驗室有很舒適

與開放的感覺。實驗室功能上可說是具備All in 

One之功能，從稻穀乾燥、礱穀、精米、米粒

外觀、香味、直鏈性澱粉等理化特性及微量元

素分析，及分子標誌等遺傳分析都包含在此實

驗室中。

在分析設備上，比較特別的配備包括：

Foss米粒外觀影像分析儀、連續流動化學分析

儀(Autoanalyzer3, Bran & Luebbe, Germany)、

測定澱粉加熱後變化之流變儀及白米粉末快速

黏度分析儀(RVA 4)、液相層析質譜儀(LC-MS, 

Waters 2695 Separations Module)、毛細管電

泳分析儀、測定微量元素的能量色散X射線螢

光儀(MiniPal 4)等。

IRRI米質實驗室在稻米乾燥部份有一特別

之設計，利用一間獨立乾燥房間，溫度維持在

攝氏20-22℃間，以低溫除濕方式處理濕穀10

天來緩慢乾燥，以維持稻米較佳品質，這樣處

理用於特別米質試驗上。

國際稻米研究所米質實驗室重要研

究
IRRI米質實驗室有幾項特別之研究值得介

紹與國內研究人員，或許將來有機會國內可以

考慮與IRRI建立合作關係或引進相關技術，以

提高米質檢測與研究能力。

一、稻米澱粉分析技術研究

稻米直鏈澱粉含量是影響米飯軟硬等

特性之重要因子，國內以往測定方法多以

Juliano(1971)之方法處理樣品，再用直鏈澱粉

自動分析儀測定，近年來則常應用日本製各型

▲IRRI米質實驗室稻穀低溫乾燥室

▲IRRI米質實驗室入口

▲IRRI米質實驗室內部明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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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其將高溫下對白堊質敏感與不敏感反應之

親本雜交，所得後代族群送至不同國家種植

後，再將收穫之稻穀送回 IRRI分析。2009年

台灣大學農藝系、本場與 IRRI合作於花蓮本場

進行試驗，種植本雜交後代族群，成為本批材

料測試地點之一，以觀察本批後代品系在台灣

花蓮氣候環境下之反應。

四、米粒外觀分析判別技術之研究

米粒外觀分析上IRRI米質實驗室使用FOSS 

Cervitec 1625 型米粒外觀分析儀，可以將每

一米粒掃描後以影像呈現於電腦螢幕上，並分

類為完整粒、碎粒、白堊質粒等，此型米粒判

別機具有長粒米與中短粒米不同之米粒分配盤

可置換，而國內常用日系判別機專為中短粒之

稉型米設計，有無法分析秈稻等長粒米之困

擾。

目前米粒判別機各家機型在判斷基準上並

不統一，因此如果一粒具心腹白之碎米，不同

機型可能會有分別判別為碎粒或白堊質粒等不

同判別結果。 IRRI米質實驗室有鑑於此，正努

力建立在各種同時具有多種特性、可能有不同

判別結果或不易判定之情形上，建立世界上標

準統一之判別標準，供各界參考應用。

結　語

我國近年來不論農民、業者及消費者都非

常強調稻米品質，稻米品質檢測技術在未來稻

米產業發展上愈加重要。國際稻米研究所米質

實驗室致力於探討各項影響米質之複雜因子，

並尋求建立標準化之檢測技術，包括米粒外

觀、直鏈澱粉、香米等。如能建立與國際稻米

研究所米質實驗室持續良好之合作互動，並引

進世界最新檢測技術與標準，將有助於提高我

國稻米品質檢測技術之發展，並促進與世界技

術水準接軌。

誌　謝

本 次 赴 菲 律 賓 國 際 稻 米 研 究 所 參 與

「2009水稻育種研習課程」承蒙亞非農村發

展組織 (AARDO) 提供旅費，特此誌謝。
▲菲律賓國際稻米研究所(IRRI)米質實驗室主持

人Melissa A. Fitzgerald(右三)2009年12月

至本場參訪

▲國際稻米研究所米質實驗室檢測米粒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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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教農友怎樣說的比種的還動人
外觀調控新技術　讓水草漂亮又持久

花蓮縣富里鄉有知名的金針山－六十石山及

好吃的米，還有體驗有機生活的最佳去處－羅山

有機村，每到了假日就吸引遊客前來一探究竟，

農友發覺除了生產健康好吃的農產品外，如何將

本地的好山、好水、好故事、好東西介紹給外地

人知道，才能吸引遊客不斷回流。為了協助農友

提升導覽解說的能力，本場特別於9月7、8兩日

假富里鄉農會碾米廠二樓會議室辦理休閒農業導

覽解說訓練，共有豐南、竹田、東里及羅山等村

農友45人參加訓練，現場反應熱烈，學員表示受

益良多。

本次課程請到中華民國社區產業永續發展協

會邢聖得理事長講授生態旅遊遊程規劃與解說、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林淑英理事長講授故事行

銷與解說、後山研究室負責人張振岳先生講授社

區人文環境及解說資源及馬太鞍溼地教育協會陳

博彥班長與郭靜怡解說員講授環境生態解說，內

容豐富實用，除了各個講師精采的講解，指導學

員如何向遊客生動而有趣的介紹當地的人、事、

農產品及生態資源等，各堂課也都安排學員分

組演練與發表，讓學員有實際上台練習解說的機

會。

學員和芬表示目前已在從事導覽解說的工

作，但是常常會被遊客突如其來的問題或反應所

打敗，參加訓練後讓她知道如何在事前先做好解

說準備，平時應多涉獵各項相關知識，隨手收集

相關解說資料，或向耆老請益，並且將解說內容

生活化、簡單化，也要把在地的人、事、物背後

深層的意義適時地傳達給遊客。本場從過去的調

查發現富里鄉有不受污染的環境及豐富的景觀、

歷史人文、自然生態等資源，當地的農友也有

不少已從事休閒或有機農業，提昇導覽解說品質

後，將能帶領遊客深入認識富里鄉，進而認同當

地的各項農特產品，為當地的休閒及有機農業大

大加分！

▲學員在義民廟前合照

▲講師教導學員發掘在地故

事

▲講師帶領學員掌握解說的

要領
▲學員熱烈討論解說主題的

呈現方式

▲學員練習解說劉秋明古厝

的建造方式

水族寵物是近年來很流行的時尚休閒活動，

而水草缸的擺設也成為居家綠美化的新風潮。許

多喜好在家蒔花種草的人，不再是種種觀葉植

物、盆花之類，而是擺起水族箱、魚缸，在家裡

養起水草來。然而嘗試過的人普遍都有一個感

覺，就是大多數的水草觀賞壽命很短，剛買來的

植株種入水缸中，不到2週便拉長變形，既不美

觀也不持久。因此本場近年來針對市售水草觀賞

期太短的問題進行改善的研究，目前已成功開發

出「紫海棠」、「毛過長沙」等有莖型觀賞水草

的外觀控制技術，可使植株在水中維持良好的外

觀達數倍以上的時間。不但民眾買回家可以欣賞

更久，水草在水族館等銷售地點也可擺放更久，

不需要常常更新外觀變差的商品，大幅降低水草

的銷售成本。而且經過處理的植株外型更佳，更

具有銷售潛力。

紫海棠是爵床科的小型植物，耐陰性與耐水

性非常好，所以常被當做水草販賣，暗紫紅色的

葉片與光亮革質的外表，在水族缸中很能吸引目

光。而經由該技術處理後，紫海棠植株可以在光

線極暗的水中維持達3個月以上，而且外觀沒有

明顯變差，延長植株觀賞壽命的效果非常好。毛

過長沙是玄參科的小型水生植物，外型可愛及耐

水淹的特性使其成為熱門的觀賞水草，深受大家

喜愛。然而在室內水缸中只要幾天便會快速徒長

使外觀變差，進而喪失觀賞價值，而經由該技術

處理後，毛過長沙的外觀可以維持2週以上不變

差，觀賞壽命延長至3倍以上。

本場目前已開發出紫海棠等3種水草的外觀

控制技術，並將透過技術移轉將該技術移轉給民

間業者使用，讓居家水缸中的水草更加美觀耐

看。

▲經外觀控制技術處理後的紫海棠植株（左），外

觀維持情況明顯較未處理者（右）良好

▲經外觀控制技術處理後的毛過長沙植株（右），

外觀維持情況明顯較未處理者（左）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