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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亦美 的 紫羅蘭
本場育成新品種 可藉葉色分辨 單 重 瓣株
本場經過8年的研究，育成紫羅蘭新品種，配合苗期
單、重瓣分辨技術，可提高田間栽培重瓣株比率，減少種
植到單瓣株之管理成本，提高花農的收益。
紫羅蘭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但大多數人不認識
它，甚至把一些開紫色花的植物當成是紫羅蘭。真正的紫
羅蘭是十字花科的花卉，花序密集呈柱形，花朵豔麗且富
有香氣，很多香精產品就直接把紫羅蘭當商品名。紫羅蘭
花色不僅有紫色，還有紅、黃、白、橙等色。一般紫羅蘭
品種有個特點，就是種子播種後，開花時單瓣花及重瓣花
比率大約為1:1，因單瓣花小、價格差，而重瓣花美、價
格高，現有市面品種不容易在小苗期把重瓣苗挑出來，所
以大約有一半的植株開單瓣花而沒有收成的價值。本場育
成的新品種能由外表的特徵把重瓣苗找出來，契合農民的
種植需求，增加花農收益。

此次推出以葉色分辨單重瓣的品種，以苗株顏色為鑑
定基礎，葉色較淡者為重瓣株，葉色較深者為單瓣株，花
色有深粉、濃紫及純白，該新品種在台灣氣候下育成，在
平地冬季的自然溫度下可順利開花且品質優良，種植後約
60天可以收成，切花長度約70∼80公分。不論是剪花瓶插
居家裝飾，或在公園遊樂區種成大面積的花海，都可吸引
目光且香氣瀰漫，加上紫羅蘭
具浪漫氛圍的高知名度，容
易引起民眾的注意，值得
推廣栽培。
【文/圖 張元聰】
→王場長仕賢在農委會記者會
中發表紫羅蘭新品種，備受
媒體關注，紛紛大幅報導
←新品種可由葉色分辨單重瓣花，
右側重瓣株的苗色較淺，左側單
瓣株葉色較深

←紫羅蘭花色艷麗、香氣濃郁，
推出後可望成為花市新寵

本場的紫羅蘭新品種，可在苗期輕易的找出重瓣株來
種植，如以每分地種植4萬株，每枝切花平均價格10元來
計算，原本只有2萬枝花為重瓣，可售出20萬元，但栽培
新品種經選苗後種植，4萬株幾乎全部為重瓣花，收入可
增加1倍至40萬元，原本紫羅蘭因單瓣株使得農民無栽培
意願的問題，新品種推廣後可以獲得解決。

→紫羅蘭新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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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生產技術講習會 活動花絮

由於近來市售及包裝
場豆菜類農產品被抽
檢驗出農藥殘留不合
格比率偏高，為改進
農友的用藥習慣進而
張總幹事鈺萱致詞
本場謝副研究員明憲說明長豇豆栽培技術
提高產品的安全性，
結莢期間使用之藥劑要特別留意安全採收期，或使用蘇力
本場於2月21日假雲林縣
菌、礦物油、葵無露等非農藥防治資材。
莿桐鄉農會，辦理豆菜
王場長仕賢致詞
講課結束後進行綜合討論，針對農友提出之病蟲害防
類作物健康安全生產技
治及用藥等相關問題，例如亞滅培在防治薊馬上相當有
術講習會，教導農友正確的栽培管理技術。現場並提供本
效，為何不能在種植初期使用？農糧署洪技正就現行法規
場整理之「長豇豆病蟲害防治藥劑」供農友用藥參考。
面予以詳細講解，並提及在豆菜類農藥殘留不合格案件
講習會當天，農友參與情況踴躍，共有84人參加。會
中，均為使用未核准登記於豆菜類之農藥，包括嘉保信、
議由本場王場長仕賢及莿桐鄉農會張總幹事鈺萱共同主
芬普尼、亞滅培、菲克利、達滅芬、賓克隆等22種藥劑，
持，農糧署洪技正東奇、雲林縣政府施德仁先生、雲林縣
請種植長豇豆之農友在進行病蟲害防治時，必須對症下
農會楊課長世榮亦蒞臨指導。另有鄰近6鄉鎮農會－斗六
藥，並慎選登記於長豇豆之防治藥劑 (可參考本場網站之
市農會、台西鄉農會、大埤鄉農會、二崙鄉農會、崙背鄉
農作物推薦用藥，本場已彙整出28種作物之防治藥劑資料
農會、虎尾鎮農會等農會指導員出席參與。
供農友使用，也會隨著公告藥劑之變動予以更新)。本場
會中由本場謝副研究員明憲介紹長豇豆栽培技術，內
亦就病蟲害防治策略及藥劑使用上給予建議，若農友對用
容包括長豇豆之品種特性比較、適合栽培之氣候環境及栽
藥方面有任何問題，可以利用本場病蟲害診斷服務專線
培管理流程，並強調無病毒種子在栽培上之重要性。江助
(06-5912959) 隨時與植物保護人員聯絡。由於農友對本次
理研究員汶錦講解長豇豆合理化施肥技術，包括長豇豆之
講習會反應熱烈，表示講習內容在豆菜類作物栽培上相當
肥料建議用量、施肥時機及原則、以及適合之土壤性質
需要，因此為提升農友生產健康安全之豆菜類農產品，也
等，並建議農友採取土樣送本場進行免費土壤營養診斷分
請種植豆菜類農友填寫基本資料，日後將由本場、莿桐鄉
析，且依報告結果及施肥建議來施用肥料。鄭課長安秀及
農會、雲林縣政府及雲林縣農會進一步進行聯合輔導。本
陳助理研究員昇寬介紹豆菜類病蟲害防治及安全用藥，除
次講習會在熱烈的討論聲中圓滿落幕。
介紹豆菜類病蟲害之相關生態及防治方法，並講解農藥使
【文/圖 陳昇寬】
用之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由於豆菜類是連續採收作物，

農民種植 綠 肥 作 物 應作好田間管理工作
本 (100) 年第2期作嘉義縣 (市) 及台南市屬蟲害好發區
域，列為停止種植田菁之縣市。彰化縣及雲林縣第2期作
種植田菁綠肥者，應於10月15日前完成翻埋作業，其餘縣
市於休耕屆期前1週完成田菁綠肥作物翻埋，請各縣市提
早加強宣導農民週知。另休耕田區倘農民未依規定落實綠
肥作物田間蟲害管理，致鄰田受蟲害影響，或鄉鎮公所接
獲農民反映、防檢局通知時，應立即通知種植綠肥之農

戶於3天內辦理限期翻埋；並授權縣市政府得以鄉鎮為單
位，通知轄區內申辦種植綠肥之農戶於1週內辦理限期翻
埋作業。倘農戶未善盡田間管理之責，或未能於上述期限
內配合者，除當期作視同不合格，不核予休耕給付外，並
取消次年同一期作申辦各項保價收購及轉作、休耕之資
格。
【文/農藝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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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遠方來～台東區農改場抵本場標竿學習
本場參加第3屆
（99年度）政府服務
品質獎比賽，經農委
會評定為特優，並獲
推薦代表農委會參加
行政院評比機關之
一，因此台東區農改
場在規畫本年度標竿
學習時，特別與本場
聯繫，擬來訪研習本
場有關為民服務相關
流程及相關設施。

台東區農改場來訪人員與本場同仁合影
陳耀煌副研究員引導參觀本場紫羅蘭新品種溫室↑

謝明憲副研究員解說夏南瓜試驗研究

生米食
養

為提高我國白米的消費量，
扶助農業發展，兼顧綠色環保，每人每天多吃一口飯，可
減少休耕面積5,000公頃，請國人
多多品嚐台灣米的好滋味！

本場除彙整99年服務績效參加評比外，並在99年底委
託國立成功大學調查統計研究中心，進行服務滿意度調
查，以瞭解本場施政概況，作為施政檢討及推動業務改進
措施之參考。調查結果顯示，不論在專業知識或服務態
度，受訪者對本場之滿意度均極高，可見本場在農友心目
中的形象相當正面，這些結果應歸功於本場所有工作人員
一貫以來抱持服務熱忱的努力成果。
台東區農改場同仁由該場林學詩場長帶領，一行11人
於3月9日抵達本場進行標竿學習活動，本場由鄭秘書榮瑞
接待。鄭秘書先以簡報介紹本場業務概況，之後引導參觀
場區設備、實驗室、試驗田區及溫室。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養生糙米飯
材 料： 糙米200公克、蝦米10公克、紅蔥頭20公克、
香菇5公克、魷魚乾35公克、胡蘿蔔50公克、
竹筍200公克、高麗菜150公克
調味料： 醬油50公克（約3大匙）
作 法： 泝糙米洗淨，浸泡1小時；紅蔥頭、蝦米洗淨
剁末；香菇、魷魚乾泡軟切丁；胡蘿蔔、竹筍
切丁備用。
沴將高麗菜川燙至軟備用。
沊熱鍋冷油，入紅蔥頭、蝦米、香菇和魷魚乾
爆香，加竹筍丁和胡蘿蔔丁炒軟，再入調味料
及泝之糙米拌勻，入電鍋煮熟，待冷卻備用。
沝取沴之高麗菜平鋪，放入作法沊之糙米飯，
捲成圓柱狀即可。 【食譜製作/西港區農會】

胡蘿蔔飯
材 料： 蓬萊米3杯、胡蘿蔔1000公克、糖醋蒜30公
克、香菜20公克
調味料： 醋3大匙、糖4大匙、鹽1小匙、醬油1小匙、
沙拉油1杯
作 法： 泝胡蘿蔔洗淨→取2/3量切片→過油→榨成胡蘿
蔔汁；另1/3量切條→過油→作成蜜汁胡蘿蔔條。
沴蓬萊米洗淨→加入泝之胡蘿蔔汁（連渣）煮
成胡蘿蔔飯→拌入糖、醋→待涼。
沊胡蘿蔔飯整型包入蜜汁胡蘿蔔條擺盤，插入
香菜→盤中以少量蜜汁胡蘿蔔條、糖醋蒜裝飾。
【食譜製作/斗六市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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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灣西瓜節

西瓜王 選拔 高品質西瓜 競賽
西瓜 料理 果雕 競賽 歡迎報名
「2011年台灣西瓜節」活動將於100年5月14日在雲林縣縣立體育館登場，由
本場及雲林縣政府共同主辦，今年將辦理之各項西瓜競賽內容如下，比賽地點
在雲林縣縣立體育館，歡迎農友及各界料理高手踴躍報名參加，詳細比賽辦法
及報名表，請上本場網站http://www.tndais.gov.tw查詢及下載。 【文/編輯室】

一、高品質西瓜競賽
評鑑時間：100年5月12日上午9時30分
評鑑組別：大型西瓜組、中型西瓜組、小型西瓜組、
迷你無子西瓜組
二、珍奇西瓜競賽
評鑑時間：100年5月14日上午9時
三、西瓜王選拔
評鑑時間：100年5月14日上午9時
報 名 日 期：即日起至100年4月29日止
受理報名單位：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電話：06-5912901轉545
傳真：06-5912993

四、西瓜料理競賽
時
間：100年5月14日9時∼17時
組
別：社會組、校園組
五、西瓜果雕競賽
時
間：100年5月14日9時∼17時
組
別：社會組、校園組
報 名 日 期：即日起至100年4月26日中午12時止
受理報名單位：
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電話：06-2925890
傳真：06-2923189
雲林縣廚師職業工會|電話：05-5353076
傳真：05-5325429

愛用國產農漁畜產品金句網路票選即日開跑! 4/6 截止
農委會力邀大家踴躍投票支持台灣農業
為鼓勵「在地生產、在地消費」而舉辦的「愛用國產
農漁畜產品」金句徵稿活動投稿則數破萬，主辦單位農委
會邀集專業評審初選後，自社會組與學生組稿件選出各30
則入圍參加複選，入圍作品並自3月4日起至4月6日接受民
眾網路投票，農委會歡迎全國民眾踴躍參加網路票選，更
希望大家用實際的行動支持「在地生產、在地消費」運
動。
農委會表示，這次參與作品呈現面向相當多元，從各
個角度點出台灣農漁畜產品的優點，而獲選入圍參加複選
與網路票選的作品，大部分都以「台灣味」、「在地」、
「新鮮度優於進口農產」、「品質安全」等概念為主，顯
示參加者對國產農漁畜產品予人的優質形象相當鮮明；此
外，也有一些作品採諧音或押韻等方式表現文字趣味，唸
起來頗有順口溜的意味。農委會說明，獲獎作品未來將以
適當的形式應用在農漁畜產品推廣活動上，此次部分作品
概念相當富有原創性與創意，但內容文字還有調整的空
間，現階段為尊重作者，將以原來的作品接受複選與票
選，後續這些作品若獲獎，主辦單位將適度調整。

「愛用國產農漁畜產品」金句徵稿活動截至2月28日
止，共收到11,370句投稿（社會組8,716 句，學生組2,654
句），經剔除「超過20字、未附意涵說明、未留作者資
料」，以及「作品內容偏離主題」或「內容僅提及單項農
產品」者後，共有社會組6,696句及學生組1,290句接受初
選評審。
為了鼓勵大家踴躍參與，農委會提供多項豐富實用的
獎項，除了參加投稿者有機會得到新台幣 10 萬元獎金、
100公斤經農委會嚴選的國產一等好米、農漁畜精品好禮
與全國18處森林遊樂區當年度免門票入園證等獎品外，農
委會也設計 100 份「票選挺農獎」，讓參加網路票選的朋
友也有機會享用10公斤國產好米；此外，作品得到最高票
的作者，將成為「票選人氣王」，可得1萬元獎金與價值3
千元的農漁畜產好禮。
網路投票部分將在4月6日晚上11點59分59秒截止，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活動網站網址http://slogan.coa.gov.tw，
民眾有相關問題請電：02-23712998。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