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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訪視中部地區產業 現地了解旱象對產業影響

首次產官研攜手推動長照機構園藝療育共創臺中都會區高齡健康幸福老化

臺中市和平區 ( 梨山 )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大吉大利長壽花　綻放彰化

   陳盟松副研究員 (左 )向陳
駿季副主委 (中 )說明荔枝
因乾旱影響情形 (右為農試
所嘉義分所張哲瑋主任 )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訪視中部地區產業 現地了解旱象對產業影響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

臺灣面臨 56年來最嚴峻之水情，為了解旱象對產業的影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駿季副主任委員 110年 5月 11日訪視中部地

區產業與參加芬園鄉農會座談，期了解產業現況與協助農友度過旱

象難關。

第一站前往埔心鄉訪視青農胡志豪，關切乾旱對葡萄生長與品

質的影響，本場葉文彬副研究員向陳副主委解說利用微噴灌與草生

栽培，可降低水情對葡萄生產影響。第二站前往芬園鄉農會參加農

藥實名制座談，該座談係本場為宣導作物水分管理措施及提升當地

作物栽培技術所辦理之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與

會人員共 260人。陳副主委致詞表示，面臨嚴峻水情，農委會除要

求農水署針對 110年一期作供灌嚴峻區域實施分區輪灌、間歇灌溉

及啟用抗旱井等應變措施，亦請該署辦理灌溉設備補助，讓農友在

水情吃緊下，能夠擁有與提升灌溉設備，並請試驗改良場所研擬各

項作物乾旱因應措施，於各地辦理宣導與現地輔導，另訂定乾旱災

害認定指標等，以協助農民度過缺水難關。此外，110年 7月 1日

起將推行農藥購買實名制，除有助農藥流向管理與鞏固食安外，配

合植物醫生診斷服務，協助農友精準施藥。李紅曦場長致詞表示，

針對水情嚴峻，本場已規劃辦理 27場抗旱節水技術宣導會，並於

臉書與 Line@進行宣導，期能在當前水情嚴峻下提供農友相關技術

資訊。

隨後座談由陳駿季副主委、李紅曦場長及黃翊愷總幹事共同主

持，農試所方怡丹主秘、農水署彰化管理處劉淑華處長、防檢局洪

裕堂科長與歐陽瑋科長、農糧署中區分署陳尚仁秘書、中興大學植

物醫院莊溢源院長、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蘇啟懷科長及彰化縣農會楊

宏文主任等共同列席。黃翊愷總幹事提出乾旱導致荔枝減產協助、

一期水稻供水，以及二期是否能順利插秧等農民最關心議題，並建

議農藥實名制與肥料系統勾稽，簡化實名登記程序。陳副主委表示

若因乾旱減產已達天然災害標準，可由地方政府提報或中央進行災

損公告，另請農糧署針對荔枝次級品加工輔導進行研議，而二期作

仍需視水情評估，至於肥料實名系統勾稽建議，會再請相關單位研

議。農水署彰化管理處劉淑華處長表示目前水情雖然嚴峻，但應可

讓農民完成一期作收穫。隨後農友提出果樹銷售、咖啡農機及灌溉

設施補助等問題，列席單位也一一回應。

第三站前往芬園鄉訪視兩位林姓農友荔枝園，由陳盟松副研究

員、農試所嘉義分所張哲瑋主任進行說明，其中未具灌溉設施果園

結果量少，陳副主委建議農友可趁此時申請管路灌溉設備補助外，

也請彰化縣政府調查與進行荔枝天然災害提報作業。第四站前往中

寮鄉，在林裕堂總幹事帶領下，訪視蔡姓與林姓果農香蕉園及簡姓

農友柑橘園，其中蔡姓農友挖水池蓄水與設置管線灌溉，林姓農友

果園則因旱象導致吸芽減少，可能影響往後收穫，而簡姓農友柑橘

園因缺水導致葉片捲曲掉落，加上春梢少，可能影響來年產量。陳

副主委除建議農友申請管路灌溉設備為未來生產作準備外，也建議

蕉農申辦香蕉收入保險，以保障收入，另也請本場針對乾旱影響未

來生產的作物種類、數量及程度等進行調查評估，以利掌握整體旱

情影響層面。最後陳副主委表示，水情仍嚴峻，除會將相關問題與

建議帶回研議外，農委會也會持續協助農友，共同度過水情難關。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委 (左 )主
持座談會，說明當前嚴峻水情
之相關措施及推動農藥購買實
名制內容 (右為李紅曦場長 )

 芬園鄉黃翊愷總幹事 (右 )提出
荔枝因乾旱減產、一期作供水及
二期作插秧等農友最關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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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產官研攜手推動長照機構園藝療育

共創臺中都會區高齡健康幸福老化

 ▲ 針對養護中心高齡者，研究團隊進行療育活動的設計、帶領及評估，
增進其身心的健康效益

  依照高齡住民的需求，設計的種菜
活動能引導其維持肢體之能力

文圖 /許嘉錦、陳蓓真

為強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綠色照顧政策中綠療育主軸，並接軌

行政院長期照顧 2.0政策，本場以園藝療育多年研究基礎，與臺中
市政府農業局攜手合作，於今 (110)年初在豐原區田園老人養護中
心及流星花園，營造一座療育示範花園，提供高齡住民親近植物的

機會，同時結合園藝療育活動以促進住民的健康及幸福感。合作團

隊相關成果於 4月 30日在田園老人養護中心召開成果發表記者會，
雙方除一同見證推動園藝療育帶來之健康效益，並期待合作成果能

擴散形成產業鏈，共創臺灣在地健康幸福老化的優質社會。記者會

現場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精強局長、社會局彭懷真局長及衛生局李

幸嬪股長亦出席與會，關切該研究相關成果以對應業務之推動。

李紅曦場長表示，農委會綠色照顧政策包含綠飲食、綠照顧及

綠療育三大主軸，目標為實現在地健康老化的願景。其中綠療育部

分，本場已投入近 20年的研究，過去 3年已於中彰投地區共 9個
農村社區導入園藝療育，並培訓相關種籽師資，成效良好，為了接

軌長照 2.0政策，積極促進亞健康長者健康老化，因而透過臺中市
政府農業局積極尋求長照機構合作，並獲蔡局長推薦適當地點。本

次在豐原區田園老人養護中心及流星花園的園藝療育合作內容，包

含花園場域布建、園藝療育活動課程帶領及健康效益評估共 3個部
分。本場研究團隊改造一座模組化的療育花園，利用植物、無障礙

花檯及輔助工具，讓高齡住民輕鬆參與種植及懷舊體驗，從 2月中
開始每週 1次共 6次的園藝療育活動課程，透過引導讓住民獲得活
動身體、喚起回憶及分享喜悅的訓練；並克服高齡住民的認知限制，

採用微笑指標問卷及腦波儀進行評估，準確記錄住民當時的生心理

情況。研究結果顯示，活動後住民的微笑表情指標提高 15.6%，代
表放鬆的α腦波頻度則增加 24.6%，驗證園藝療育帶來的健康效
益。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精強局長說明，臺中市都會化發展快速，

高齡化的長照需求與高張力的生活壓力，需要園藝療育來緩解及改

善。相關研究指出，園藝療育具有預防保健、活力老化及減緩失能

等促進長者健康福祉及提升老人生活品質之益處，恰對應長照 2.0
目標。這次將園藝療育引入長照機構後，也驗證了確具提高幸福感、

維持肢體功能及認知之效益，農業局將持續聯合市府社會局及衛生

局等局處進行合作與推動，期待將園藝療育導入與擴散，服務及照

顧全市 38萬的高齡人口。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彭懷真局長亦表示，他於大學任教時曾指

導學生進行園藝療育論文，亦曾在東勢區信義養護中心辦理過園藝

療育活動，故很高興參與本次活動，瞭解本場在社區及長照機構推

動園藝療育的成果，社會局轄下之老人與身心障礙等機構及關懷據

點，期待未來有機會進一步合作。

田園老人養護中心陸桂森董事長另表示，參與園藝療育活動

後，住民非常期待每週的戶外花園時間，他們專注的照料親手種植

的植物，或是和家人朋友分享自已的創作品，一些噪動不安的情緒

也就較少發生。

本場研究及推廣園藝療育將近 20年，運用相關專長於設計植
物套組、推廣示範花園、編寫教案、培訓人才及評估效益，服務對

象由休閒農場到農村社區，協助鄉村高齡者在地健康安老，這次將

研發能量推展到長照機構，就是期盼藉由分享階段成果來拋磚引

玉，促成各界關注園藝療育產業的合作及發展，共同為長者健康老

化盡一份心力。

 ▲ 園藝療育花園擁有豐富的視
覺美，能夠引動人們親近自
然的本性

 ▲ 許嘉錦助理研究員 (左 1)向李紅曦場長 (右 1)、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蔡精強
局長 (左 3)、社會局彭懷真局長 (左 2)、衛生局李幸嬪股長 (左 4)及養護
中心陸桂森董事長 (右 3)介紹園藝療育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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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區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圓滿完成
文 /張惠真 圖 /曾康綺

本場於 110年 4月 27日舉辦 110年度臺中區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以增進家政推廣人
員專業知識及工作連繫，與會有轄區農漁會的家政督導及指導員共 59人參加。

稻米是國人的主食，水稻為臺灣栽培面積最大的糧食作物，國人吃的每一口米飯，都與

生活、生產及生態有關。為配合農委會近年積極推動全民食農教育，本場希望透過農業教育與

飲食教育，提升國人對國產農產品的支持、實踐健康飲食生活。本次訓練以稻米為主題，李紅

曦場長主持開訓致詞，對基層農漁會推動農村高齡者輔導並接軌辦理綠色照顧工作表達肯定與

鼓勵，並期許學員持續精進家政推廣工作內容。課程由鄭佳綺助理研究員講述臺灣

稻米的故事 -臺灣水稻的歷史與演進及氣候變遷下臺灣水稻的生產與研發，中午由
臺中市潭子區欣燦田媽媽羅美蘭班長介紹米食製作與產品品嚐，下午課程邀請靜宜

大學食品營養系黃延君副教授講授穀動幸福 -稻米營養與保健。最後進行本場場區
水稻巡禮，由鄭佳綺與鄧執庸助理研究員帶領參觀本場具歷史意義之豐收紀念碑及

場史暨研發成果展示館，介紹本場稻米品種改良之成果與貢獻，並引導至試驗田區

介紹水稻品種與稻田生態。

透過本次課程增進中部地區家政推廣人員瞭解臺灣稻田與稻米的重要性，以應

用於在地米食推廣工作，提升國產米食消費。

臺中市和平區 ( 梨山 ) 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會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

110年 5月 4日本場來到轄區最遠處臺中市和平區梨山，於和
平區農會梨山肥料倉庫舉辦農業技術、抗旱節水說明及政策宣導

會，由李紅曦場長與和平區農會李順冬總幹事共同主持，與會農友

共 50人。
李場長致詞表示，和平區是臺灣溫帶果樹主要產地，其中梨、

柿及桃種植面積分別占全臺種植面積 32.97%、36.77%及 22.25%，
顯示和平地區在溫帶果樹生產供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隨著水

情進入 56年來最枯旱的一年，勢必影響果樹的生育，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針對 110年一期作供灌水情嚴峻區域，農水署除已實施分區
輪灌、間歇灌溉及啟用抗旱等應變措施外，本場也研擬各種作物之

乾旱因應措施，配合抗旱節水現地與臉書及 Line@宣導，希望全力
協助農民度過缺水難關。

李場長另表示，為向梨山地區溫帶果樹農友提供乾旱應變措

施，特別安排本場果樹專家徐錦木助理研究員介紹溫帶果樹抗旱節

水的栽培管理技術、陳令錫副研究員介紹植物水分利用的觀念與管

路灌溉設備，而為能實質協助農友在水情吃緊下擁有良好的灌溉設

備，也邀請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徐

智問管理師，介紹灌溉設備的補助措

施，最後由沈原民助理研究員介紹溫

帶果樹病害防治及安全用藥，並針對

今年 7月 1日開始試辦的農藥購買實
名制政策進行說明與座談。此外，為

安頓農友的生計及退休生活品質，農

委會積極推動三保一金的農民福利政

策，包含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

害保險、農業 (農作物 )保險及今年
1月 1日開始施行的農民退休儲金制
度等，籲請各位農友及早申辦，以享受政府

照顧農民的美意。並感謝李順東總幹事及在

座的農民朋友參與，未來本場也會持續擔任

農民生產技術與農業推廣的堅強後盾。

和平區農會李順冬總幹事致詞表示，首

先感謝本場特別辦理本次宣導會，梨山地區

農友認真務實，面對今年旱情影響，希望藉

由宣導會，提供農友抗旱栽培管理觀念與技

術，並讓農友瞭解相關灌溉設備補助措施，

也感謝農友們參加本次宣導會，農會也會與農民站在一起，為地方

產業共同打拼努力。

除辦理本次宣導會外，李場長亦訪視梨山地區農友，包括：

和平區梨產銷班第 1班楊湋釧班長、第 2屆百大青農黃劉邦偉及第
4屆百大青農周永藩，針對梨山地區果樹栽培現況、品種更新、旱
情影響等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並提供果樹抗旱節水措施、栽培管

理技術與活動及課程資訊等，期提升農友栽培技術與農業資訊取得

等。

此外，於宣導會結束回程途中順道拜訪仁愛鄉農會，於五岳巴

萊館與戴錦稔總幹事針對地區旱情、農業生產及農特產品等進行意

見交流，戴總幹事表示五岳巴萊館原為農會原鄉驛站轉型而來，期

透過全新樣貌經營，整合與行銷在地優質農特產品，李場長除肯定

戴總幹事的創意與用心外，也期許農會業績蒸蒸日上，創造原鄉農

業銷售新亮點。

 宣導會由李紅曦場長 (左 2)與和平區農會李順冬總幹事
(左 1)共同主持

 與會農友認真聽講

 李紅曦場長 (中 )與仁愛鄉農會戴錦稔總幹事 (左 4)、陳璿
仁指導員及本場同仁於五岳巴萊館合影

 李紅曦場長 (第 2排右 10)與參加人員合照

 鄧執庸助理研究員 (右 1)介紹豐收紀念碑之歷史

 李紅曦場長、陳裕星課長及徐錦木助理研究員 (右 1
至右 3)拜訪和平區梨產銷班第 1班楊湋釧班長 (左 1)，
針對果樹抗旱節水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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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細蛾防治管理
文 /于逸知

每當荔枝花期結束進入小果期，正是荔枝細蛾等害蟲

前來危害的時刻。農友應及早啟動防治工作，避免害蟲數

量遽增，影響荔枝果實收成。由於荔枝細蛾族群於荔枝非

結果期仍存留於果園內蛀食嫩梢與葉片，但此時族群較少

不易察覺，直至荔枝花後進入果實生育期，荔枝細蛾成蟲

會受吸引飛至果實上產卵。卵於果表孵化後，幼蟲鑽入果

實內蛀食種子，並導致果粒無法發育；若後期果肉已包覆

種子，則會危害蒂頭，造成提早落果，嚴重影響產量。因

此，建議農友於開花後 7-10天 (小果約綠豆大小 )開始施
用荔枝細蛾之防治藥劑，1週噴藥 1次，每次以使用 1種
防治藥劑為原則，並注意安全採收期。特別提醒農友，於

荔枝開花期切勿噴藥，避免誤殺蜜蜂而影響授粉，導致產

量下降。

由於荔枝細蛾雌蟲一生最多可產 300粒卵，且完成一
世代僅需 18-26天，容易產生抗藥性，請農友務必輪替使
用不同作用機制之藥劑。目前推薦之防治藥劑有益洛寧、

第滅寧、芬殺松、撲滅松及加保利共 5種，以及近日新增
的亞滅培與賽洛寧兩種緊急防治用藥，均可共同防治其他

蛾類與荔枝椿象等害蟲。此外，由於荔枝細蛾幼蟲可殘留

於落果或躲藏於落葉內化蛹，田間落果等廢棄物應儘速清

除或進行藥劑處理，以避免荔枝細蛾孳生與擴散，進而影

響收成。

▲ 荔枝細蛾幼蟲主要危害荔枝種子與果粒蒂頭，導致落
果，造成損失 (圖 /陳明吟提供 )

為什麼超商的壽司要放在18℃
文圖 /任珮君

超商的壽司為何要放在 18℃？其實是為了兼具米飯的口感，以及維
持壽司保存期限折衷平衡下來的結果。溫度一直是食品保存的重要關鍵，

食品的保存期限與微生物生長狀況有關，而微生物同人類一樣怕冷，當儲

藏溫度越低，食品中的微生物活動力越低，越不易生長；相反的，當儲藏

溫度越高，食品中的微生物活動力越強，微生物快速生長繁殖，使得食品

很容易腐敗。這也就是夏天食物比冬天容易壞的原因。

然而，將壽司放置於 7℃，會遇到米飯變得乾乾硬硬且不好吃的問題，
這和米飯本身特性有關。米飯在低溫條件下發生老化作用，米飯中的水分

離開組織，澱粉形成緊密而較硬的結構，因此吃起來不像剛煮出來的米飯

般柔軟。超商為讓消費者買到壽司時，仍保有柔軟的口感，乃將壽司貯放

於 18℃，以延緩
米飯的老化速度。

然而，因壽司儲

藏溫度較高，相

對的，微生物比

較容易滋長，故

保存期限也較短，

為了安全起見保

存期限設定不會

超過 1 日，如購
買超商壽司產品，

記得當天就吃完。

大吉大利長壽花　綻放彰化
文圖 /蔡宛育、吳政珊

長壽花 (Kalanchoe blossfeldiana)，英文
Kalanchoe，為景天科 (Crassulaceae)燈籠草屬
多年生肉質草本植物，原生於非洲馬達加斯加

島，又稱為多花落地生根、壽星花、好運花。

長壽花花色豐富，有鮮紅、粉紅、紫紅、橘色、

黃色及白色等多種顏色，玫瑰花型之重瓣品種

為近年市場主流。由於花期長、易栽培及花朵

數多，極適合作為居家裝飾之觀賞花卉，已成

為國內外極受歡迎的盆花之一。

隨著長壽花品種多元化，近年丹麥的園

藝公司更推出切花品種，並積極進行國際性推

廣。目前臺灣已於彰化地區進行小規模長壽花

切花種植，花期為 1月至 4月，並試銷日本及
國內市場。長壽花切花瓶插壽命甚長，不插水

甚至能綻放 3週以上，適用於瓶插及花束之花
藝應用。

▲ 長壽花切花栽培田區

▲ 長壽花花藝創作

▲ 長壽花切花於瓶插之花藝
應用

▲ 18℃是兼顧米飯口感並維持壽司保存期限折衷下的最適溫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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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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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溫 區

危險溫度帶

微生物快速生長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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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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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