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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要 目

文／圖　陳彥睿、陳榮五、施福來、李麗玉

本場已研究發展多年園藝治療，並且和內政部南投啟智教養院也

合作進行5年的園藝治療計畫成果。在99年3月26日上午9時於內政部南

投啟智教養院辦理園藝治療觀摩會呈現在各教養院、社福機構面前。

涵洞庭園的成果

在「仁和社區涵洞」庭園營造的過程中，院生有機會與社區居民

接觸，居民也看到智能障礙者有多樣的面貌、擁有許多技術與潛能，以

及純真體貼的天性，無形中消除了對他們的恐懼。工作的過程裡，居民

們觀察到院生認真努力、乖巧秩序的一面，多次對他們予以肯定的回

饋，有時揮揮手問候、贈送飲料、合照、微笑、關懷的眼神，每一個動

作都代表了對院生的接納，也讓院生對社區擁有一份歸屬感。雖然院生

生活在教養院，但也能積極參與社區事務、融入社區生活，拉近彼此的

距離。這項活動不僅促進院生與社區居民交流，也形成社區居民對於智

能障礙者的印象轉變與肯定，使院生經歷被尊重及被接納...等社會關係

轉變。

「仁和社區涵洞」庭園的設計，除了希望讓路過的民眾能更認識

當地社區之人文物產，也提供民眾一休憩、放鬆、恢復注意力的場所，

能有具體的景觀治療的效果。而營造涵洞景觀的服務過程中，也是培

養、訓練智能障礙院生有景觀營造實務操作的機會，院生在此汲取經

驗，「去經歷」是獲得知識和技能一個很好的方法，院生在參與涵洞景

觀營造過程中學習到各項技能與發展問題解決的能力，在這裡沒有制式

化的課表，都是師徒制實務的操作與訓練。院生經由涵洞中木藝、園

藝、馬賽克拼貼、土木...等工作來增進其行動力、生理與知覺、認知能

力。在多樣化的工作中發掘個別能力與潛能，體驗從工作裡獲得自尊與

自信，擁有成就感，使其不僅是被照護者，也學習有能力來照護他人、

照護植物。

綠光園區的成果

綠光園區的開發已有五年光景，回想過程艱辛困難，風波不斷，

篳路藍縷，猶如一部撼動人心的開發史，所幸有一群可愛的折翼天使

(教養院院生)，不畏辛苦，不曾喊累，不問收穫，只為耕耘，披荊斬

棘，日曬雨淋，風雨無懼，天真無邪的本性令人動容，總算傻人有傻

福，倉天感動，院生的努力與堅持終受到各界的支持與肯定，與台中區

推 廣 活 動 專 欄

文／圖　陳彥睿、陳榮五、施福來、李麗

園 藝 治 療園 藝 治 療 計 畫 開 花 又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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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改良場的園藝治療研究合作計畫，更讓我們體會到自助人助與天助

的真諦，依據「美國園藝治療協會」對園藝治療定義為「利用植物或園

藝活動以促進社會、教育、心理與生裡的適應，幫助身體、精神與心靈

的健康」，院生在打造綠光庭園的過程，因每天接觸植物園藝與泥土，

無形中卻是內心充滿歡喜，並感應到植物成長的生命力及永不放棄的

鬥志，還有大自然寬大包容的神奇魔力，在在使得院生除了園藝技能的

精進外，起伏不安的情緒也獲得紓解平復，精神體力亦都好轉，真是一

舉數得，帶著一顆無私的心，營造一個讓三百多位院生甚至更多人，學

習、感受與蛻變以淨化身心靈的休閒教育生態農場，這是他們心中的理

想願景。

結語

據台中區農業改良場長陳榮五博士總結地表示園藝治療除需有園

藝專業技巧外，對於人文和心理的關懷，願意付出與分享的心態，上課

的技巧，這些都是園藝治療不可或缺的要素。並舉出內政部南投教養院

有此成果的關鍵在於是(一)領導者的看見與支持(二)入迷的靈魂人物(三)

團隊的合作(四)並能多方結合各界資源。於是乎我們就提出下列一個方

程式和與會的朋友作深一層的分享。

(長官看見與支持+入迷的靈魂人物+團隊齊心付出+結合外面資源)×(園藝治療)
2
×(甘心樂意)

2
愛心付出÷　勞累壓力+辛勞+時間急迫壓力+過份期待+冷言冷語+負面消極心態＝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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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陳貞如 陳彥睿 陳愛椿 陳榮五

一、前言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與瑪利亞社會褔利基金會合作園藝治療計畫多

年，且已有良好成果，本文主要針對種植蔓性植物(三星果藤)對於機構

人員及顧客之感受，栽種地點位在台中市愛心家園(台中市東興路一段

450號；豐富公園旁)，在中庭之走道兩旁不銹鋼鐵架，栽種台灣原生的

蔓性植物“三星果藤”，使原本冷硬的鋼鐵上攀爬具有生命力的植物，

調查機構之相關人員之感受，以作為園藝治療之參考。

二、調查方法

本意見調查旨在了解愛心家園家長、志工、一般社會大眾以及工

作人員對台中市愛心家園(台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園區種植蔓性

植物後大眾之感受情形之調查。本調查採問卷調查法，對象為園區身心

障礙者家長、一般民眾及台中市愛心家園志工與工作人員，共計發送

350份問卷，回收280份問卷，有效問卷為280份。調查工具為「蔓性植

物種植調查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SPSS10.0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三、調查結果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

同意
(％)

無意見
(％)

不同意
(％)

非　常
不同意

(％)
1. 您知道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的地方？
77

(27.5)
113

(40.4)
80

(28.6)
7

(2.5)
3

(1.1)
2. 您同意愛心家園現在種植

的蔓性植物很適切
71

(25.4)
142

(50.7)
60

(21.4)
4

(1.4)
3

(1.1)
3. 你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後，讓您感受到溫
馨？

91
(32.5)

139
(49.6)

48
(17.1)

2
(0.7) 0

4.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後，讓您感受到放
鬆壓力？

85
(30.4)

138
(49.3)

54
(19.3)

3
(1.1) 0

5.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後，讓您情緒低落
時可以改變心境？

75
(26.8)

133
(47.5)

69
(24.6)

3
(1.1) 0

6.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後，讓您感受到工
作效率提高？

63
(22.5)

125
(44.6)

88
(31.4)

4
(1.4) 0

7.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讓您活絡思
考？

67
(23.9)

125
(44.6)

85
(30.4)

3
(1.1) 0

8.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後，讓您感受到環
境清涼綠意盎然？

94
(33.6)

153
(54.6)

33
(11.8) 0 0

9.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性
植物後，讓您感受視野
變寬廣遼闊？

70
(25)

147
(52.5)

57
(20.4)

6
(2.1) 0

10.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有助於減少
鋼鐵硬材質的壓迫感？

102
(36.4)

135
(48.2)

42
(15)

1
(0.4) 0

11.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讓您願意多
停留在花園前聊天或觀
賞？

80
(28.6)

149
(53.2)

51
(18.2) 0 0

12.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讓你願意常
到這裡來欣賞植物？

70
(25)

143
(51.1)

66
(23.6)

1
(0.4) 0

13.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有助於家園
提高服務品質形象？

72
(25.7)

153
(54.6)

53
(18.9)

2
(0.7) 0

14.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改變您對這
裡的環境印象？

73
(26.1)

161
(57.5)

46
(16.4) 0 0

15.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讓您願意考
慮在家中種植類似植
物？

66
(23.6)

122
(43.6)

70
(25)

20
(7.1)

2
(0.7)

16.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性植物後，讓您願意學
習瞭解相關植物？

56
(20)

139
(49.6)

81
(28.9)

4
(1.4) 0

17. 您知道種植植物的基本
觀念，例如澆水時間
等？

52
(18.6)

138
(49.3)

83
(29.6)

6
(2.1)

1
(0.4)

18. 您知道種植蔓性植物需
依賴輔助器具，如棚架
嗎？

65
(23.2)

152
(54.3)

62
(22.1)

1
(0.4) 0

19. 您知道至少三種蔓性植
物的名稱與植物對應
嗎？(例如：牽牛花、
九重葛等)

68
(24.3)

146
(52.1)

63
(22.5)

2
(0.7)

1
(0.4)

20. 您會如同仁討論或詢問
有關愛心家園的植物種
植？

49
(17.5)

111
(39.6)

114
(40.7)

6
(2.1) 0

平均人數及百分比％
72

(25.7％)
138

(49.29％)
65

(23.21％)
4

(1.4％)
1

(0.4％)

整體而言，75％的受訪者表示滿意，23％的受訪者表示無意見，

表示不喜歡約佔2％，可以發現多數的受訪者對於家園種植蔓性植物美

化環境表示支持。

逐題的統計結果如上表，由此表可以發現，有較多人持不滿意之

意見在於在家中種植蔓性植物，約有7％，其餘受訪者的反對意見，或

是不認同意見都在2.5％至0.4％之間。

四、結語

在本次的調查中發現，對於種植蔓性植物有適切感、感到溫馨、

放鬆壓力、情緒低落改變心境、提高工作效率、活絡思考、清涼綠意盎

然、視野寬闊、減少壓迫感，願意來此聊天，改變環境印象，合計有

75％的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在認知方面也提昇栽種蔓性植物之相關知

識及澆水常識。

在回饋意見中正向肯定的意見例如“很幸福”、“可以紓壓”、

“美不勝收”。也有鼓勵再加強的，例如“要有適當的管理”、“更多

元化”、“避免不當伸展以免造成刮傷”、“定時修剪避免蚊蟲”。也

有種植其他作物之意見，例如“種葡萄”、“種百香果”、“種黃金

葛”，較不認同的意見是“不宜大範圍栽種，會讓人有寒意”。

現代社會由於工作節奏加快，人們工作壓力加重，而在都市中儘

都是水泥的、人工的、非自然性的，更是讓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我

們不要忘了人性有親生命性，因此在您的工作週遭就種上幾種綠色蔓性

植物，在一個走廊或一個角落或一面牆種滿了植蔓性植物，當您匆忙走

過之時不要忘了給彼此一個微笑，您的心真的會不一樣。

為鼓勵農民團體及專業農民參與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擴大飼料玉

米種植面積，原逐年簽訂契作措施，為配合大佃農中期租地規劃，改以

三年為期訂定契作獎勵措施，以提高大佃農參與意願，增加國內飼料玉

米之供應。

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調整農業補貼，86年起規定保價

收購飼料玉米耕地轉出種植其他作物或休耕，即喪失保價資格。近年國

際穀物價格高漲，我國每年進口飼料玉米450至500萬公噸，需求量大，

國產飼料玉米銷路不成問題，為尋求突破，辦理契作飼料玉米獎勵措

施，以降低種植成本，同時鼓勵大佃農承租休耕田種植飼料玉米，活化

休耕農地。

為活化休耕農地，自97年起推動契作獎勵措施，對於與鄉鎮農會

契作之農民，每期作每公頃發給獎勵金4萬5千元，生產之玉米由農會以

每公斤8元契約收購，並銷售市場供製飼料，如農會銷售價格高於每公

斤8元，價差之90%再回饋農民，以確保農民之收益。

考量97、98年係以逐年簽訂契作措施，影響農民種植意願，為配

合大佃農中期租地規劃，穩定飼料玉米生產，明訂民國99年至102年台

灣省農會辦理飼料玉米契作價格每公斤8元，另對於承租連續休耕地種

植飼料玉米之大佃農，並給予每期作每公頃2萬元之承租獎勵，以有效

減輕大佃農租地負擔，並確保其生產收入。該會將加強宣導，請農民朋

友踴躍參加，期契作飼料玉米種植面積由97年之3,300公頃至102年推廣

至8,000公頃。

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為鼓勵農民團體及專業農民參與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擴大飼料玉 契作之農民，每期作每公頃發給獎勵金4萬5千元，生產之玉米由農會

文/行政院農業委員

未來三年賡續辦理獎勵契作飼料玉米，以鼓勵未來三年賡續辦理獎勵契作飼料玉米，以鼓勵
大佃農參與，提高糧食自給率大佃農參與，提高糧食自給率

文/圖　陳貞如

前言 13 您同意愛心家園種植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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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農業統計年報顯示臺灣番石榴栽培面積有6,956公頃，產

量141,065公噸，較93年之面積7,486公頃減少7%，產量同時較93年

184,738公噸減少23.6%，主要產地以高雄縣為首，其次是台南縣、彰化

縣，台中地區共有1,433公頃約佔全國20.6%。番石榴週年可開花結果，

自然生產期大都集中在7-9月，近年來在生產面輔導農民加強疏果，提

高品質，降低單位面積產量及調節產期，減少春、夏季果實產量。

番石榴之銷售方式以果菜批發市場共同運銷為主，年交易量佔總

生產量約29%，另有一部分賣到行口、販運商及少部分直銷，批發市場

價格可反應出不同市場對品種之喜好，也是其他銷售通路之價格指標。

從94年至98年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行情，可分析近五年各品種、各市場

之交易量與交易價格變化，各品種以珍珠拔為市場主流，世紀拔因果農

品種更新，從96年起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帝王拔居交易量第二位，

水晶無子居第三位，泰國拔自96年起也從市場消聲匿跡。98年市場交易

量以珍珠拔40,012.3公噸最多，其他品種依序是帝王拔、水晶無子、其

他品種、世紀拔，其中珍珠拔95年交易量為五年內最多較94年成長1.3

倍，帝王拔97年交易量為五年內最多較95年成長2.8倍，世紀拔大幅減

量98年較94年減少542倍，水晶無子98年較94年減少2.1倍，各品種間消

長互見(表1)。

各品種之五年平均價格以水晶無子較高28.7元/kg，其次是帝王拔

28.3元/kg，第三是珍珠拔22.3元/kg，第四是其他品種20.7元/kg，第五

是世紀拔14.1元/kg，第六是泰國拔11.1元/kg (表1)。

分析98年各批發市場交易量及交易價格行情，珍珠拔、帝王拔、

水晶無子、其他品種1-12月均有交易量，珍珠拔交易量於3-4月、6-7

月及9-10月及12月均達3千公噸以上，平均交易價格為11月47.3元/kg最

高，最低為7月盛產期10.1元/kg (表2)，各市場別交易量以台北市第一果

菜批發市場12,886公噸最多，佔總交易量40,012.3公噸之32%，其次是

三重市果菜批發市場29%、台中市果菜批發市場23%(圖1)，平均交易價

格以台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11月最高53.7元/kg，及台北市第一果菜批

發市場52.7元/kg。

帝王拔每月交易量均不大於80公噸，平均交易價格最高為11月

57.2/kg，最低為7月14.4元/kg(表2)。各市場別交易量，以台北市第一果

菜批發市場270.7公噸最多，佔總交易量530.3公噸之51%，其次是台中

市果菜批發市場33%，三重市果菜市場15%(圖2)，平均交易價格以台北

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1月最高66.9元/kg，及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11

月61.1元/kg，最低價為7月份台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4.6元/kg。

水晶無子以7月交易量較大，10-12月最少，每月交易量均低於100

公噸，平均交易價格最高為11月71.6元/kg，最低價為交易量最多之7月

19.7元/kg(表2)。各市場別交易量以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246.9公噸

最多，佔總交易量427公噸之58%，其次是三重市果菜批發市場28%，台

中市果菜批發市場13%(圖3)。平均交易價格最高在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

市場11月87.4元/kg，最低價為6月於台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8.1元/kg。

世紀拔每月交易量均低於1公噸，平均交易價格最高為11月37.6元

/kg，最低為2月7.4元/kg(表2)。各市場別交易量以三重市果菜批發市場

1.6公噸為主，佔總交易量3公噸之53%，其次是台北市第一及第二果菜

批發市場均各佔23%(圖4)。平均交易價格最高為11月在三重市果菜批發

市場37.6元/kg，最低在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2月6.9元/kg。

其他品種每月交易量均低於11公噸，平均交易價格最高為11月40.5

元/kg，最低為6月12.4元/kg(表2)。各市場別交易量集中在三重市果菜批

發市場19.6公噸，佔總交易量23.3公噸之84%，台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

佔12%，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佔4%(圖5)。最高價出現在三重市果菜

批發市場10月33.6元/kg，最低價在台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2元/kg。

表1　94-98年番石榴批發市場交易量與平均價格

單位: 公噸，元/kg

品種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五年平均價格
交易量 平均

價格 交易量 平均
價格 交易量 平均

價格 交易量 平均
價格 交易量 平均

價格

珍珠拔 32029.4 22.1 41453.8 19.1 41270.3 20.7 39181.8 25.4 40012.3 24.4 22.3 

帝王拔 0 0 253.3 28.9 658.3 26.8 724.7 28.7 530.2 29.2 28.3 

水晶無子 899.5 25.8 1028.5 24.6 879.8 29.9 481.8 37.3 426.8 32.2 28.7 

世紀拔 1628.6 15 881.6 11.9 159.6 15 85.8 17.9 3 17.9 14.1 

泰國拔 15.4 11.1 0.1 9.7 0 0 0 0 0 0 11.1 

其他 15 10.8 15.5 17.7 22.7 23.4 15.5 23.5 23.4 24.7 20.7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產品市場行情報導系統

表2　98年番石榴批發市場每月交易量及平均交易價格
月份別 珍珠拔 帝王拔 世紀拔 水晶無子 其他

1月 交 易 量 1936.8 38.8 0.1 25.1 1.3
平均價格 36.5 46.5 31.8 38.5 29.3

2月 交 易 量 3743.3 42 0.4 37.9 1.2
平均價格 16.5 21 7.4 21.4 17.2

3月 交 易 量 3921 46 0.4 43.6 0.6
平均價格 21.2 26 17 33.3 20.7

4月 交 易 量 3210 57.6 0 23.6 0.9
平均價格 24.3 32.1 20 43.6 22.3

5月 交 易 量 2669 55.6 0 12.3 0.7
平均價格 33.1 42.1 0 55.9 27.9

6月 交 易 量 3927 73.4 0.2 39.9 0.6
平均價格 12.5 18.2 10 22.9 12.4

7月 交 易 量 4509.6 78 0.4 91.6 3
平均價格 10.1 14.4 9.6 19.7 12.8

8月 交 易 量 2691.3 30.1 0.7 42.2 10.5
平均價格 27.4 23.8 25.1 34.3 26.5

9月 交 易 量 3706.1 18.8 0.3 63.6 0.7
平均價格 26.8 28 18.7 35.4 26.3

10月 交 易 量 3310.9 19.8 0.1 17.8 1
平均價格 31.1 33.1 27.1 40.4 32

11月 交 易 量 2212.1 24.3 0.1 12.5 1.3
平均價格 47.3 57.2 37.6 71.6 40.5

12月 交 易 量 4175.1 45.8 0.4 16.7 1.6
平均價格 28.3 36.7 21.1 46.4 25.6

圖1　98年果菜批發市場珍珠拔交易量及平均價格 圖2　98年果菜批發市場帝王拔交易量及平均價格 圖3　98年果菜批發市場水晶無子交易量及平均價格

圖4　98年果菜批發市場世紀拔交易量及平均價格 圖5　98年果菜批發市場其他品種番石榴交易量及平均價格

文/陳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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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謙信

台灣夏初之梅雨季，常遭豪大雨為害；盛夏之際，亦多颱風侵

襲。這種突來的暴雨，常造成作物遭遇淹水，農民因而遭受極大的損

失。政府為解決栽培者一時之困難，亦必須花費龐大的經費實行救助方

案。農作物淹水逆境在台灣之氣候環境下實為重要之研究課題。

農作物淹水逆境於國際上為受學者注目之議題，在台灣亦有以淹

水為題材的諸多學術報告。然而研究之方向以農藝作物為主，偶有果

樹、蔬菜之論著，但花卉方面之研究則極為稀少。另一方面，研究使用

之試驗材料多為種子繁殖之作物，像以菊花這類扦插繁殖的作物為研究

對象的報告，則極為少見。菊花為台灣重要之大宗花卉，栽培面積廣，

全年可生產，在台灣亦有遭遇夏季淹水災害的問題。對於菊花之淹水逆

境缺乏廣泛之研究，僅有以色列學者曾提出相關之試驗報告。為了解淹

水逆境對菊花生產之影響，並從事台灣菊花耐淹水品種系選拔，遂進行

一系列試驗。

經三次淹水，每次間隔一週，每次淹水2天，處理後一週，觀察菊

花外觀將全數品種系對淹水之敏感程度分為五級，依序為耐淹水、輕微

耐淹水、輕微敏感、敏感、及非常敏感。試驗之菊花品種系中以不耐淹

水的居多，極為敏感及敏感二個級數的品種系佔總數之七成以上。而耐

淹水之品種系佔不到總數之3%，以台中場雜交選拔之品系所佔比例較

多。總計參試之316個商業品種中，僅有4個品種為耐淹水；於雜交後代

之226個品系中，則有11個品系為耐淹水品系。

以肉眼觀察之不同淹水敏感程度之代表品系各四品系，歷經三次

淹水處理，經排水後11天，調查其葉、莖、根之乾物重。對淹水敏感之

品系，其乾物重在淹水處理後明顯降低，顯示耐受性高之品系所受淹水

逆境影響則較小。觀察耐淹水或對淹水敏感級數之次序，比對生長量於

對照及淹水逆境兩個處理間之變化，結果顯示對淹水愈敏感之品種系經

淹水後之生長量有減少之趨勢。

對淹水極敏感者，淹水後初期其根部明顯受害，而地上部之影響

可能為逆境後期，導致調查期間二者之地上部與根之比值大。然而此一

數值(T/R)在組內之差異大，若要作為選拔之指標仍應參考全株之鮮重

或乾重變化為宜。以肉眼觀察植物之反應，佐以生長量變化之調查，可

以選拔出相對較為耐淹水之品種系，作為育種之材料。

耐淹水的菊花，在經濟栽培之品種中出現之比率並不高。水稻在

前人試驗中，分別於3156個品系中篩選出6 %，或18115個品系中篩選

故事內容： 
　　什麼樣的小吃，可以賣了七十年，不僅不被時代淘汰，還能發展成

地方特色料理，除了真材實料、價格公道外，我想那份濃濃的在地人感

情與對美味的堅持，才是讓清水王塔米糕飄香七十年的最大關鍵。

　　台灣很多地方都有賣米糕，可是清水王塔的米糕，卻是全省獨有的

做法，蒸得香軟濃郁的糯米，裡面是滷得噴香的肉片和鮮美的蚵乾，尤

其是淋在上頭的辣醬，和米糕的美味融合在一起，更是神來之筆，難怪

讓人一吃再吃，口耳相傳，成為台灣著名小吃。

　　發明這種米糕做法的就是王塔先生，早年他是一位木匠，雖然當時

台灣普遍貧窮，能吃到一碗白米飯，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可是王塔天生

就對美食有著獨到天份，他在別的地方看到有人在賣米糕，但卻只是簡

單把糯米加上普通的龍眼乾而已。

　　他不禁想著如果把糯米做成鹹的口味，當成正餐，一定味道更好，

於是王塔開始著手研究，剛好老婆娘家就是在賣陶器，家裡很多小陶

罐，他把生糯米泡水後，然後加入醬油和蒜頭拌炒，原本平凡無奇的糯

米，馬上香味四溢。

　　為了讓糯米原味不走失，鎖住香味，王塔把拌炒好的糯米放在小陶

罐，裡面再加上豬肉和蚵乾，肉的香味和蚵乾的鮮甜，讓糯米變的Q軟

綿密、美味大大提昇。

　　可是王塔覺得還不夠，因此，他再用糯米磨成米漿，和辣椒、滷汁

熬成醬料，最後淋在蒸好的米糕上面，三種口感層次，讓王塔一推出在

路邊攤賣，就在清水當地造成轟動，生意天天客滿。

　　除了米糕好吃，王塔對湯頭也很講究，當時沒有味精這種東西，王

塔就用豬大骨和蛤仔熬煮二十多小時的湯頭，拿來做肉羹湯、餛飩湯與

米糕塔配，再也合適不過。

　　儘管時光過了七十年，王塔米糕也從一間不起眼的小攤子，變成人

潮絡繹不絕的排隊名店，成為清水小鎮的代名詞，可是對米糕的傳統做

法，王塔第三代還是堅持當年的傳承，讓王塔米糕繼續飄香下去。
材　料：糯米600公克、五花肉400公克、蝦米1大匙、蚵乾1大匙、香菜少許

調味料：醬油5大匙、五香粉1小匙、冰糖1大匙、八角1小匙、米酒1大匙、油

蔥酥1大匙、甜辣醬少許

作　法：1. 糯米泡水2-3小時後瀝乾，五花肉切小片，蝦米、蚵乾洗淨泡軟後

瀝乾，香菜切末。

2. 將糯米拌入油蔥酥放入蒸斗蒸熱（約一小時）後備用。

3. 五花肉略炒加入醬油、冰糖、五香粉、

八角、米酒滷至香軟後備用。（將滷肉

瀝乾，滷汁留著備用）

4. 蝦米、蚵乾加酒分別炒香備用。

5. 滷肉、蝦米、蚵乾放入米糕筒排好後，

放入蒸好的糯米飯150公克。（半成

品）

6. 將半成品放入水滾的蒸籠回蒸12分。

7. 扣於碗中後淋上滷汁，灑上香菜和甜辣

醬即可食用。

故事料理專欄

故事內容：

故事料理系列--5
王塔米糕飄香七十年王塔米糕飄香七十年

清水鎮農會田媽媽追菜香班  王蕭美華

「故事料理」 
　　食物不僅供我們飽腹、提供營養，共享食物更是人與人心靈
交流最快的方法。在我們成長過程，有許多料理是扮演著傳遞親
情間微妙關係的角色，離開家鄉的遊子，會想起小時候阿嬤或媽
媽的一道菜，或特殊地方小吃，或配合當地特殊節日、時令、民
俗人文、歷史之特有的飲食。外來遊客亦可以感情、情緒去感受
食物，藉由食物認識許多地方的風土人情。
　　因此，本場在98年度辦理「故事料理」徵文比賽，作者以料
理為主題，寫出一道菜背後之動人的故事，共評選16項優勝作
品，將在本年度陸續刊登，與大家分享有故事有感情的料理。

出2.0 %耐淹水的品系。在小麥25個品種系的抗耐淹水選拔上，亦呈現

相同之情形。本試驗之菊花篩選542個品種系，耐淹水之品種系低於3 
%。雖然其比率甚低，但顯示經過人為的努力選種，仍有機會選出耐淹

水之品種系作為栽培及育種使用。

於水稻中，當遭遇全株淹水時，大部份的品種會受損或死亡，可

是有少數品種對淹水有抗耐性。然而這種抗耐性(tolerance)並非表示這

些品種不會有損害，而是受影響較少。關於這一點，在菊花的品種系對

淹水後之耐受性，亦有相似的結果。對於經淹水後生長仍良好的品種，

其生長勢之降低比較不明顯，而非完全不受淹水之影響。不耐淹水之品

種系經淹水後，生長量快速下降。

其次是淹水的時間長短很難決定，太長的淹水時間可能造成全數

的植株均死亡而無法選拔；而太短的時間，逆境之強度不夠，大多數的

品種均會存活，而逆境造成之生育不良無法明顯出現。本研究之進行亦

發生類似之困難。台灣颱風期間之淹水多為1-2天之短期淹水，與大多

數淹水試驗長達一週以上之試驗不同。本文於第一次淹水一天後，發現

因逆境之強度不足，大多數之品系均生長良好，無法進行選拔，於是進

行第二次及第三次淹水，在觀察植物之生長品系間存在有明顯差距，才

開始進行篩選。

常用做為評斷淹水逆境受害程度的表示法有：植物的鮮重、乾

重、地上部及根部的生長及二者之比例，農藝作物及豆科植物會用穀粒

產量或結莢量作為評判基準。其次，葉部受害程度亦為重要的指標。淹

水後常見之葉片反應為萎凋或氣孔之開張度，以水分潛勢或氣孔導度為

測量基準。葉片黃化及老化、枯萎或落葉，亦為常見之現象。

對於在淹水後短時間內要在大數量之品種系中做出選拔，肉眼可

以觀察得到的葉片萎凋、黃化及枯死現象是立即可以進行的判斷，多數

量的鮮、乾重測量則難以在有限的時間中達成。本試驗即以肉眼觀察，

初步將參試之品種系概分為五組，然後再從中選擇數株，比較組間的乾

物重差異與觀察所得結果是否一致。試驗之結果顯示以肉眼觀察植株葉

片之生長變化，應可做為大數量選拔之可行辦法。

經由本研究確可從大量之品種系中篩選出耐淹水之植株，然而其

開花習性等園藝性狀仍待進一步評估。考慮菊花品種多樣化之需求，短

期內以嫁接之技術克服淹水逆境之問題或許是一可以發展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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