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菊科葉菜類

菊科葉菜類包括萵苣、茼蒿、紅鳳菜與

結球萵苣等作物。以往只有茼蒿上的斜紋夜蛾

有登記3種防治藥劑，而其他菊科葉菜類皆沒

有。為解決這樣的問題，政府在不影響全民健

康的權益下，開始依作物類別公告可延伸使用

藥劑，讓農民合理施用農藥。植物保護手冊所

登記可施用於此類作物防治斜紋夜蛾的藥劑共

有11種（表三）。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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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菊科葉菜類上斜紋夜蛾防治藥劑

（四）茄科果菜類

茄科果菜類包括番茄、甜椒、茄子與辣椒

等作物。植物保護手冊所登記可施用於此類作

物防治斜紋夜蛾的藥劑共有6種（表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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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茄科果菜類上斜紋夜蛾防治藥劑

（五）葫蘆科瓜菜類

葫蘆科瓜菜類包括胡瓜、小黃瓜、苦瓜、

絲瓜、扁蒲、南瓜與冬瓜等作物。植物保護手

冊所登記可施用於此類作物防治斜紋夜蛾的藥

劑為50%馬拉松乳劑。其每公頃每次施藥量為

1.0-1.2公升，稀釋500倍，於斜紋夜蛾發生時

開始施藥，每隔5至7天施藥一次，採收前4天

停止施藥。施用時不可與鹼性藥劑混用，溫室

栽培應避免使用。

（六）葫蘆科瓜果類

葫蘆科瓜菜類包括洋香瓜、香瓜與西瓜等

作物。植物保護手冊所登記可施用於此類作物

防治斜紋夜蛾的藥劑有2.46%賽洛寧膠囊懸著

液與2.5%賽洛寧微乳劑，其每公頃每次施藥

量皆為0.5-0.6公升，稀釋倍數皆為2,000倍，

於害蟲開始發生時開始施藥，每隔7天施藥一

次，兩種藥劑皆於採收前7天停止施藥。

結　語
斜紋夜蛾的防治工作不再是藥劑萬能，而

是整合所有防治技術。在作物種植前，栽培田

區需進行淹水，以除去可能藏匿於土中的幼蟲

或蛹。在栽培田區周圍懸掛斜紋夜蛾性費洛蒙

誘殺盒，進行雄蛾的誘殺，之後每個月更換一

次性費洛蒙。作物種植後，每週噴灑一次不同

廠牌的蘇力菌製劑，以降低幼蟲的密度。在斜

紋夜蛾的發生高峰期，依據植物保護手冊與距

離該作物的採收期遠近挑選適合的防治藥劑，

以達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 安全採收期 

50%馬拉松乳劑 500 採收前 4天停止施藥。 

75%硫敵克可濕性粉劑 3,000 採收前 6天停止施藥。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液 2,000 採收前 9天停止施藥。 

2.5%賽洛寧微乳劑 2,000 採收前 9天停止施藥。 

2.8%賽洛寧乳劑 2,000 採收前 9天停止施藥。 

20%芬化利可濕性粉劑 5,000 採收前 10 天停止施藥。 

5%芬化利乳劑 2,000 採收前 10 天停止施藥。 

25%汰芬隆水懸劑 750 採收前 14 天停止施藥。 

20%芬化利水基乳劑 3,000 採收前 14 天停止施藥。 

20%芬化利乳劑 3,000 採收前 14 天停止施藥。 

35%白克松可濕性粉劑 3,000 採收前 15 天停止施藥。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 安全採收期 

50%馬拉松乳劑 500 採收前 4天停止施藥。 

75%硫敵克可濕性粉劑 3,000 採收前 6天停止施藥。 

2.46%賽洛寧膠囊懸著液 2,000 採收前 10 天停止施藥。 

2.5%賽洛寧微乳劑 2,000 採收前 10 天停止施藥。 

2.8%賽洛寧乳劑 2,000 採收前 10 天停止施藥。 

35%白克松可濕性粉劑 3,000 採收前 15 天停止施藥。 

前　言
臺灣屬海島型氣候，每年5至10月常有颱

風豪雨侵襲，造成攀爬類蔬果生產受損，供應

量不足，價格高漲。鑑於栽培農作物需要，開

發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可供藤蔓農作物

順勢而穩定的生長，實為發展精緻農業不可或

缺之重要需求。然而，習用支架結構設計，都

以支架配合網線搭覆構成，因此搭建時都著重

支架整體強度及對農地的固定能力考量，雖然

平常可提供穩定、安全的效能，可是面臨颱

風、豪雨侵襲時，由於支架呈直立狀態，面對

強力颱風吹襲根本無法抵抗，導致依附在支架

網線上的農作物直接受到損害，支架也容易因

過度受力而歪斜傾倒，不僅無法保護農作物，

更會因支架的壓覆造成更大損傷，對使用者來

說是極大的問題。颱風來襲前，農作物如何作

好防颱準備，如何降低損失，增加蔬果供應

量，平衡災後蔬果之高價，為農業研究單位的

一大考驗。鑒於此，本場研發簡易防颱活動式

支柱關節栽培棚架之新技術，可改善傳統支架

栽培之缺失，活動式支柱關節基本上保有傳統

支架栽培之功能，可配合支柱角度之調整，當

颱風來襲時改變支柱之角度，減少颱風吹襲之

阻力，因而減少植株葉片損害，迅速恢復植株

之生長。

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之設計 
簡易防颱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改變了

一般田間藤蔓攀爬棚架支柱固定使用之觀念，

經由活動式支柱關節開發設計改良，改變成固

定與活動兩用，利用簡單物理結構原理，達到

作者：施清田 副研究員、

楊大吉 副研究員兼課長

作物環境課

農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80

簡易防颱活動式支柱關節
栽培棚架介紹

▲颱風過後支柱恢復，利於作物繼續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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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與活動之目的。在支架下方設有上套管及

下套管上下組合之活動關節，且下套管卡槽兩

外側各設腳踏翼板，可供施力並利於上套管抽

離滑動者；另在腳踏翼板下方設有卡桿可供網

體勾固定。支柱結合活動式支柱關節後要架設

網體時，網體底端直接勾固定在卡桿，免除綑

綁程序。當颱風來襲前，必須收摺支柱及網體

時，使用者只要手握支柱同時踩壓腳踏翼板，

即可輕易將上、下套管抽離滑動而改變角度，

讓支柱平舖貼近地面，減少作物受風面侵襲。

颱風過後，可迅速恢復原來豎立式支柱，以利

作物繼續生長，減少農作物損失。

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之結構

與功能 
主要結構包含支柱旋動座、棚架之管夾掛

勾、活動式支柱關節等結構所構成，三項主要

結構皆為模具開發，再與19mm錏管結合組裝

完成，其作業結構與功能簡述如下： 

1.支柱旋動座結構：可供支架結合或展開呈倒

V字型，旋動座是由旋動管座及旋動管樞接

組成，旋動管座底端有一夾管座可對應收折

後的支柱予以夾置，便於張開插固於地面或

結合收藏的操作。

2.棚架之管夾掛勾結構：管夾掛勾Ｃ型狀，直

接對支柱進行彈性夾固定，不會發生滑脫問

題，網線繞設穿置網體，令網線吊掛在每一

個管夾掛勾錐形收束縫後便可被夾固，不會

發生網線脫離勾體，可保持作物良好的生長

環境，達到棚架最佳使用效果。

3.活動式支柱關節結構：係由上套管可滑動軸

接下套管的卡槽所構成，下套管兩外側設有

腳踏翼板，在支柱關節插入土壤時，除可用

手施力插入，亦可由腳踏翼板踩壓入土壤中

定位；且在支架結合活動式支柱關節架設網

體時，網體底端直接勾固定在卡桿，免除習

用的綑綁程序。

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特性 
1.可將一般田間藤蔓攀爬棚架支柱固定使用之

觀念，改變成固定與活動兩用，利用簡單物

理機構原理，達到固定與活動之目的。

2.保有傳統栽培棚架的功能，颱風來襲前將原

▲颱風來襲前棚架放平貼近地面，減少颱風直接

吹襲

▲管夾掛勾夾置棚架支柱，其錐形收束縫供網線

吊掛、夾置

矗立式支柱改變角度，棚架放倒貼近地面，

減少颱風吹襲阻力，減少植株葉片損害及棚

架毀損；颱風過後，又方便支柱回復原來的

樣子，以利作物繼續生長。

3.關節設計由上下二組件結合而成，中間由一

插銷固定聯結，一般在固定情況下，上組件

設有一凹槽，讓下方組件的凸起物固定，如

果需配合角度改變時，將上組件拉至頂端，

脫離下方凸起物，加上上組件下方設有凹

槽，以插銷為固定軸，讓上組件整體支架沿

著左右溝槽移動，達到支架傾斜之目的。 

4.Ｃ型狀管夾掛勾夾置在棚架支柱上，外側管

壁設有向上之勾體，具有錐形收束縫供網線

吊掛、夾置，防止網體因為藤蔓類作物的重

量壓制而變形、下垂。

5.颱風來襲前農作物如何作好防颱準備，降低

損失，增加蔬果供應量，平衡災後蔬果高

價，成功研發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新技

術，可改善傳統栽培棚架缺失。  

6.在支架下方設有上套管及下套管上下組合之

活動關節，且下套管卡槽兩外側各設腳踏翼

板，供施力並利於上套管抽離；另在腳踏翼

板下方設有卡桿供網體勾固定。

7.當颱風來襲前，必須收摺支柱及網體時，若

土壤堆積在上、下套管間卡死，只要手握支

架同時腳踏翼板，即可輕易將上、下套管抽

離滑動改變角度，讓支柱平舖貼近地面，減

少作物受風面侵襲，颱風過後，方便恢復原

來豎立式支柱，以利作物繼續生長，減少農

作物損失。 

8.利用本結構颱風過後一星期內作物生長可恢

復達70%，對預防颱風災害及災後復耕有顯

▲傳統鐵絲固定網線，費時又危險

▲傳統鐵絲固定支架，費時又危險

▲支柱旋動座安裝快速又安全

16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七十二期 2010.6月號

17



固定與活動之目的。在支架下方設有上套管及

下套管上下組合之活動關節，且下套管卡槽兩

外側各設腳踏翼板，可供施力並利於上套管抽

離滑動者；另在腳踏翼板下方設有卡桿可供網

體勾固定。支柱結合活動式支柱關節後要架設

網體時，網體底端直接勾固定在卡桿，免除綑

綁程序。當颱風來襲前，必須收摺支柱及網體

時，使用者只要手握支柱同時踩壓腳踏翼板，

即可輕易將上、下套管抽離滑動而改變角度，

讓支柱平舖貼近地面，減少作物受風面侵襲。

颱風過後，可迅速恢復原來豎立式支柱，以利

作物繼續生長，減少農作物損失。

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之結構

與功能 
主要結構包含支柱旋動座、棚架之管夾掛

勾、活動式支柱關節等結構所構成，三項主要

結構皆為模具開發，再與19mm錏管結合組裝

完成，其作業結構與功能簡述如下： 

1.支柱旋動座結構：可供支架結合或展開呈倒

V字型，旋動座是由旋動管座及旋動管樞接

組成，旋動管座底端有一夾管座可對應收折

後的支柱予以夾置，便於張開插固於地面或

結合收藏的操作。

2.棚架之管夾掛勾結構：管夾掛勾Ｃ型狀，直

接對支柱進行彈性夾固定，不會發生滑脫問

題，網線繞設穿置網體，令網線吊掛在每一

個管夾掛勾錐形收束縫後便可被夾固，不會

發生網線脫離勾體，可保持作物良好的生長

環境，達到棚架最佳使用效果。

3.活動式支柱關節結構：係由上套管可滑動軸

接下套管的卡槽所構成，下套管兩外側設有

腳踏翼板，在支柱關節插入土壤時，除可用

手施力插入，亦可由腳踏翼板踩壓入土壤中

定位；且在支架結合活動式支柱關節架設網

體時，網體底端直接勾固定在卡桿，免除習

用的綑綁程序。

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特性 
1.可將一般田間藤蔓攀爬棚架支柱固定使用之

觀念，改變成固定與活動兩用，利用簡單物

理機構原理，達到固定與活動之目的。

2.保有傳統栽培棚架的功能，颱風來襲前將原

▲颱風來襲前棚架放平貼近地面，減少颱風直接

吹襲

▲管夾掛勾夾置棚架支柱，其錐形收束縫供網線

吊掛、夾置

矗立式支柱改變角度，棚架放倒貼近地面，

減少颱風吹襲阻力，減少植株葉片損害及棚

架毀損；颱風過後，又方便支柱回復原來的

樣子，以利作物繼續生長。

3.關節設計由上下二組件結合而成，中間由一

插銷固定聯結，一般在固定情況下，上組件

設有一凹槽，讓下方組件的凸起物固定，如

果需配合角度改變時，將上組件拉至頂端，

脫離下方凸起物，加上上組件下方設有凹

槽，以插銷為固定軸，讓上組件整體支架沿

著左右溝槽移動，達到支架傾斜之目的。 

4.Ｃ型狀管夾掛勾夾置在棚架支柱上，外側管

壁設有向上之勾體，具有錐形收束縫供網線

吊掛、夾置，防止網體因為藤蔓類作物的重

量壓制而變形、下垂。

5.颱風來襲前農作物如何作好防颱準備，降低

損失，增加蔬果供應量，平衡災後蔬果高

價，成功研發活動式支柱關節栽培棚架新技

術，可改善傳統栽培棚架缺失。  

6.在支架下方設有上套管及下套管上下組合之

活動關節，且下套管卡槽兩外側各設腳踏翼

板，供施力並利於上套管抽離；另在腳踏翼

板下方設有卡桿供網體勾固定。

7.當颱風來襲前，必須收摺支柱及網體時，若

土壤堆積在上、下套管間卡死，只要手握支

架同時腳踏翼板，即可輕易將上、下套管抽

離滑動改變角度，讓支柱平舖貼近地面，減

少作物受風面侵襲，颱風過後，方便恢復原

來豎立式支柱，以利作物繼續生長，減少農

作物損失。 

8.利用本結構颱風過後一星期內作物生長可恢

復達70%，對預防颱風災害及災後復耕有顯

▲傳統鐵絲固定網線，費時又危險

▲傳統鐵絲固定支架，費時又危險

▲支柱旋動座安裝快速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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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效果。

結　論
本結構可將一般田間藤蔓攀爬棚架支柱固

定使用之觀念，經由支柱旋動座、棚架之管夾

掛勾及活動式支柱關節結合錏管，將支架改變

成固定與活動兩用，利用簡單物理機構原理，

達到固定與活動之目的。當颱風來襲時，將原

豎立式支柱改變角度，讓支柱平舖貼近地面之

一種設計。颱風過後方便支柱恢復，利於作物

繼續生長，對預防颱風災害有顯著效果，未來

具有市場性。使用簡易防颱活動式支柱關節栽

培棚架具有以下優點：

1.規格化產品便於加工組裝，提升產品品質精

度及競爭力。

2.適應颱風季節，減少損失，增加收入。

3.有專利保護，可供產業大量利用。

4.耐久性、田間架設簡單，可重覆使用安裝方

便。

簡易防颱活動式支柱關節已獲得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發明專利1件(專利號碼第I302584號 

)及新型專利4件(專利號碼第M324131號、第

M333049號、第M333050號及第M361866

號)，相關技術已透過技術移轉方式轉移給廠

商商品化量產造，嘉惠農民。

前　言
本場於 91 年起在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進

行有機村可行性之調查評估，認為該村具有全

面發展有機農業的潛力；其後經過在地的行

政、農業機構及村民的認同，組成羅山村有機

農業之發展委員會，建構了全國第一個有機農

業村。

為持續推動轄區內有機村發展，本場於

97年起針對羅山村鄰近四個村（竹田村、石牌

村、永豐村、豐南村）發展為有機村進行資源

調查及可行性評估，評估之後的結果，將作為

將來推動發展有機農業的基礎及依據。此次評

估計畫也請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管理研究

所陳紫娥教授專業研究團隊對自然景觀資源及

村民意願等進行協助調查，以期評估能更客觀

正確。

竹田村各項資源調查
人文資源

竹田村全村面積有15.2平方公里，村內

共有25鄰487戶1359人，分居於竹田（後

街）、溪埔(源和)、埔頭(富田)三個聚落，住

民以來自北部桃、竹苗的客家人居多，另有來

自中部台中、彰化等地的閩南籍，都是日治以

後才大量遷入本鄉開墾的移民，平埔族人則自

清代就已進入本村。

生態資源

竹田村除六十石山的金針作物區，500公

尺以上山區大多保持完整的原始風貌，各種類

的植物生長均十分繁茂，500公尺以下丘陵地

帶的原生植物相，則已完全被破壞，成為草本

植物與外來種植物強勢的地區。大型的獸類幾

羅山有機村產業群聚發展評估規劃

竹田村、石牌村

作者：陳源俊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5▲於石牌村可以一覽花東縱谷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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