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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梨策略聯盟組織在本場經過一年

    的輔導規劃及推動運作下已具雛型，

目前有 7 1個產銷班，聯盟成員共計 1 5 0 0

人。為加強確保梨策略聯盟發展與品牌維

護，以使聯盟班隊達成應有的共識，成員

特自發性於九十一年六月三日上午十時假

本場大禮堂二樓，舉辦一場極具別開生面

的“台中區梨策略聯盟產銷班加盟維護品

牌簽約宣誓大會”儀式，來表達他們的決

心宣誓。

    大會開幕式由聯盟召集人陳場長榮五

親自主持，並邀請台中縣政府代表、東勢

鎮、新社鄉、石岡鄉、和平鄉農會總幹事

蒞臨列席，另受邀人員包括7 1個產銷班班

長代表共同與會。當日陳場長致詞時表示

：梨策略聯盟在去年成立以後，承蒙縣政

府、農會及各聯盟成員的大力支持，順利

推動這項工作。以往國內梨的生產面積維

持在八千公頃以下，市場壓力比較小，但

近年來因栽培技術的提昇使得生產面積有

增加的趨勢，依全省統計目前生產面積已

達九千公頃左右，對我們來講壓力蠻大，

尤其今年一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

，國外水果開始進入國內市場競爭，所以

在面臨本國生產量增加與進口水果競爭的

雙重壓力下，我們特別成立梨的策略聯盟

組織，希望各盟員能夠團結一致，不只針

對國內市場銷售問題進行改善，品質好的

產品更要能在國外市場銷售，如此我們所

面臨的壓力相對就會少一點。所以我們要

改變以往的銷售方式，主動出擊拓展市場

。為此，本場將於今年六月二十二、二十

三日假台中市中正公園中山堂前廣場，舉

辦因應WTO之梨產業文化活動，以梨策略

聯盟為主打，辦理促銷活動。其活動特色

有異於往常的有：一、聯絡物流配送人員

台

▲宣誓大會由本場場長陳榮五主持

文/邱阿勤．張惠真 圖/孫培賢

提升梨產業競爭力 台中區梨策略聯盟產銷班宣誓大會
設立攤位，方便消費者配送服務。二、現

場安排梨加工品D I Y教學示範與品嚐，藉

此來增加梨的銷售。另外去年成立的台灣

策略聯盟協會，也積極從旁協助拓展國外

市場，今年也計畫在大陸（上海）市場進

行梨的促銷，國內媒體也有意願配合銷售

，希望梨產業在多管齊下之運作能順利推

展成功。但前提是我們的品質一定要能夠

規格化，不要沒有固定的標準，讓消費者

直接選擇所要的品質，而不會有被受騙的

感覺。所以今天邀請各位前來，希望大家

共同來做宣誓，讓國產的梨品質能被各方

所接受與肯定。

    接著與會各位總幹事及來賓致詞時也

提到：感謝台中場對梨策略聯盟付出的心

血，主導這項重責工作實屬難能可貴，希

望在座的各盟員能確實配合所訂定的規則

來執行。當日活動並安排本場農業專家說

明梨新品系雜交梨育成情形、土壤葉片分

析與原始施肥資料填報以及梨盟品牌維護

加強宣導等提出意見和看法以供各盟員參

考。最後的壓軸是由梨策略聯盟生產組組

長代表宣讀加盟公約，其內容如下：

一、為確保梨盟發展與聯盟品牌維謢，凡

    參與中部梨策略聯盟之產銷班，必須

    由班長代表向聯盟組織簽署聯盟加盟

    公約；接受聯盟輔導之盟員，必須向

    班長簽署聯盟品牌維護公約，並嚴格

    自律遵守聯盟發展相關約定。

二、有關以梨盟品牌包裝箱或名譽賣出之

    梨果甜度，嚴格自律要求需達1 1度以

    上，並合乎裝箱規格與吉園圃規章相

    關規定。

三、以梨盟品牌包裝或名譽賣出之梨果，

    皆應接受由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台中

    縣政府、台中縣農會夥同梨盟品管小

    組公評人士，不定時進行產品抽檢。

四、抽檢不合格者，或經消費者投訴有據

    者，除即刻嚴格要求不得以梨盟品牌

    包裝或名譽賣出外，並取消其盟員資

    格，停止一切聯盟輔導，並應即時繳

    回印有聯盟品牌配額之包裝箱或相關

    資材，另由班嚴格議定對該員執行其

    他相當之處分，以予懲戒。

五、聯盟產銷班班內盟員，經公評人士不

▲儀式由生產組組長帶領各班班長共同宣誓

▲梨策略聯盟銷售的梨品質要求嚴格

▲設計精美的梨策略聯盟標誌

    定時產品抽檢不及格達三次以上，或

    經消費者投訴有據者，全班進行連座

    處分，該班三年內喪失聯盟資格，停

    止聯盟一切相關輔導。

六、品管績優之聯盟產銷班或盟員，或為

    促進聯盟發展熱心參與之核心幹部班

    隊，得由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台中縣

    政府、台中縣農會夥同梨盟績效評議

    小組進行公評，優先予以聯盟相關輔

    導，以茲鼓勵。

    宣誓大會在聯盟成員大夥的加油聲中

圓滿結束，梨策略聯盟冀望透過此項宣誓

方式使梨各盟員自動遵守聯盟發展相關之

約定，以凝聚梨盟員之向心力及激勵士氣

，使日後梨產業能永續經營與具有競爭力

，讓國內高品質梨的名聲響譽國際市場。



，低溫長日有利大蒜鱗莖生長與發育，當

過早種植，蒜株在生育末期低溫不足，蒜

瓣無法順利分化，氣生鱗莖發生嚴重。為

避免氣生鱗莖產生，適時種植及避免蒜種

遭遇過低溫度，都可避免此情況之產生。

    管葉現象是指大蒜植株在一定葉位上

葉片呈管狀，形似蔥葉，橫切面為環狀，

無明顯的出葉口或僅在頂端有很小的出葉

口，使內層葉及蒜苔不能及時長出，蜷曲

在管葉內，最後因內葉仍不斷生長，造成

假莖整個斷裂。據觀察管葉一般發生在靠

近蒜苔的第2 - 5葉位上，以第3、4葉位發

生頻率最高。大蒜正常葉片扁平而狹長，

橫切面成闊V型。管葉現象減少大蒜光合

作用之面積，向內則產生約束力，直接影

響蒜苔的發育，且所產蒜球不管在蒜球直

徑或重量上，分別都較正常植株減少1 1 . 2

%及3 0 . 3 %，但是如能及時將管葉割開，

則蒜苔及鱗莖之生長與正常植株差異不顯

著。此外，管葉的發生亦伴隨二次生長之

產生，即使割葉也不能完全消除這一影響

。目前認為蒜種貯藏溫度較低（5℃）、

蒜瓣較小（＜4 . 7 5 g）、播種過早以及水

份較低時，都可能發生大蒜之管葉現象。

遇此情況，可將管葉割開以減少損失。

    種蒜之跳瓣現象是指蒜瓣植後，由於

種植過淺或土壤過於硬實，造成蒜株基部

露出土表。如發生這種情形，在苗期根際

容易缺水，結球時由於蒜頭直接受到陽光

照射，蒜皮容易粗糙，組織變硬，顏色變

綠或紅，降低蒜頭的品質。為避免發生跳

瓣，在蒜瓣種植時，種植深度以整個蒜瓣

剛好沒入土中為原則，在硬實土壤則要種

植稍深或進行覆土。

    大蒜由於生育期長達1 5 0 - 1 8 0天，每

個生育期之環境條件及栽培技術，都深深

影響蒜頭的品質與產量。造成大蒜畸形發

育之原因，正漸漸被人們所了解，如何避

免發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掌握「適時、

適地、適種」三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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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蕭政宏、陳榮五大蒜畸型生育原因之探討大蒜畸型生育原因之探討大蒜畸型生育原因之探討
    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蒜

產業面臨新的挑戰，雖然目前大蒜以關稅

配額的方式進行保護，然而配額外大蒜亦

可以每公斤3 2元之高關稅進入國內市場，

面對這樣的競爭，國內大蒜產業如何自處

？除了致力降低成本外，蒜球產量及品質

的提升為另一重點，本文擬就獨實蒜、二

次生長所形成之複瓣蒜、爆蒜、氣生鱗莖

、管葉現象及跳瓣現象等畸形生理及其形

成原因加以探討，期能提供蒜農種植之參

考，以減少畸型蒜產生，避免農民不必要

之損失，有利於品質的提升。

    獨實蒜（單瓣蒜）是由於頂芽不分化

花芽而直接分化為貯藏葉，形成僅具單瓣

之蒜球。當大蒜播種過晚、過早或蒜瓣過

小時，由于缺乏花芽分化及鱗莖分化所需

的低溫條件或幼苗營養條件不良，極易形

成獨實蒜。除此之外，利用空中鱗莖繁殖

，土地貧瘠，乾旱或高度密植時也易形成

獨實蒜。在大蒜促成栽培而進行低溫處理

溫度太低及處理時間太長時，花芽分化所

需的葉數還沒有長夠，就遇到鱗莖膨大的

適宜條件，花芽分化受到抑制，頂芽變為

貯藏葉，從而形成獨實蒜。在大蒜幼苗生

長過程，肥水不足，或葉片遭病蟲危害，

以致在鱗莖形成初期，整個地上部生長量

過小，也會形成獨實蒜。獨實蒜不是一個

品種的特性，而是栽培過程中的一種反常

現象。因此可以推知獨實蒜之產生主要由

於營養物質供應不足而影響花芽及鱗莖分

化所致。克服的方法，一方面選擇較大的

蒜瓣作為留種用；另一方面在蒜葉生長過

程中，加強肥水及病害管理，促進地上部

生長，並儘量適時種植避免植前不當的低

溫處理皆可避免獨實蒜之產生。

    大蒜二次生長是指大蒜初級植株上，

內層或外層葉腋中已分化的鱗莖或氣生鱗

莖因延遲進入休眠，而繼續分化並長出葉

片形成次生植株，甚至產生次級蒜苔和次

級鱗莖。二次生長產生的植株稱次級植株

。二次生長的發生，使鱗莖蒜瓣數目增加

，大小不一，排列錯亂，以致整個蒜球分

離，形成所謂的複瓣蒜，大大降低商品價

值。二次生長並不是大蒜的特有現象，而

是蔥科植物的普遍現象。只是一般條件下

不表現出來。目前大蒜二次生長造成複瓣

蒜之原因尚不十分清楚，但就已有的報導

及觀察証實，二次生長與品種、播種期、

密度、氮肥、灌水、種蒜大小及種蒜貯藏

溫度及當年度氣候有關。如大片黑及和美

蒜的二次生長率比花蒜高；適期播種比早

播，二次生長率低；複方施肥比單施氮肥

，二次生長率明顯降低；蒜種過大（超過

1 0公克），二次生長高；蒜種低溫貯藏比

高溫貯藏，二次生長率高；灌水量過大二

次生長率增加；營養生長期如遇低溫時間

過久，二次生長發生嚴重。為克服這種反

常現象，主要的就是要在秋季不要太早種

植。此外在鱗莖開始膨大以後，要控制肥

水用量，避免已形成之大蒜返青，重新長

出葉子。

    散瓣蒜（爆蒜）是指鱗莖的構造並無

反常現象，但其整個蒜瓣相互分散，成為

散瓣蒜。造成這種現象之原因，主要是由

於採收太遲，以致鱗莖的莖盤及蒜膜在採

收前已在土中腐爛，形成散瓣蒜。在高氮

肥及鹼性土壤散瓣蒜發生之機率較高。為

減少散瓣蒜發生，儘量在大蒜地上部葉片

1 / 2黃化及蒜球已充實的狀況下，進行採收

工作。此外，避免生育時期施用過多氮肥

及在過鹼土壤種植，皆可防止散瓣蒜之產

生。

�  氣生鱗莖（半天蒜）之原因係由於絕

大多數的大蒜品種，都不開花結籽，或只

能開退化的花而不結籽，並在蒜苔的花序

上，會生出許多細小的鱗莖，稱為氣生鱗

莖，這些氣生鱗莖可作為繁殖之用。在正

常的狀況下，氣生鱗莖通常都極為細小，

並不影響蒜球之品質及產量，但在某些狀

況，這些細小的氣生鱗莖，會異常的生育

與蒜球競爭養份，嚴重時甚至造成蒜球不

分化，形成無瓣蒜或少瓣蒜。據研究大蒜

發生氣生鱗莖時，若將氣生鱗經移除，可

增加1 5 %之產量。發生氣生鱗莖之原因，

主要在於幼苗期或種蒜貯藏期遭遇低溫，

造成大蒜春化作用，產生氣生鱗莖。此外

▲僅有單瓣之獨實蒜 ▲二次生長所結蒜球大小不一，

  分瓣不齊

▲異常發育之氣生鱗莖，嚴重影響大蒜產量 ▲跳瓣造成蒜球外露影響品質▲大蒜二次生長產生許多次生葉▲管葉現象減少蒜株光合作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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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已於今年(9 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 T O )，依據入會諮商結果，稻

米採限量進口方式開放市場，目前進口量

為平均消費量之8 %，折算為1 4 4 , 7 2 0公噸

糙米，其中6 5 %由政府進口，3 5 %由民間

進口，民間進口配額採先申請先分配方式

辦理。第一批開放民間進口的稻米，已於

4月初陸續在量販店或大賣場販售，國內

消費者在買米時，有更多樣化的選擇。至

於進口米與國產米的品質與價格有何差異

，相信是消費者相當關切的問題。以下就

本場 5月初在市面上買到的進口米與國產

米，進行分析後的結果加以介紹，俾供各

界參考。

    本次在市面上買到的進口米有標示日

本的魚沼越光米，及新潟越光米，前者為

2公斤裝，後者為1 . 4公斤裝，價格均為每

公斤新台幣 2 5 0元；另一種標示美國加州

米，為 3 . 8公斤裝，價格每公斤約 4 7元；

文/洪梅珠
進口米與國產米的比較進口米與國產米的比較

    什麼是財產呢?舉凡土地、房屋、現

金、股票等都屬於我們一般所泛稱的「財

產」，這些東西我們不但看得見，也摸得

著，所以，它們有時候也被稱作「有形資

產」。當然嘍，相對於「有形」，是不是

也會有個「無形資產」呢?

    答對了，人類社會從很早開始，就有

所謂「商譽」這種東西。拿中國人來說，

學武術就要到河南嵩山的少林寺；買藥呢

，也非得找家「老字號」的藥舖才能安心

⋯.，這也就是所謂的「商譽」。然而，

我們摸得到或甚至看得到「商譽」嗎?坦

白說，真的很難。至於要估計「商譽」確

實值多少錢，那當然就難如登天了。這通

常也就是「無形資產」的二大特性了：第

一、它是看不見的；第二、它的價值往往

    什麼是專利權呢?首先，讓我們來看

看「專利」這兩個字的意思吧。就字面上

看來，「專利」指的就是專屬利益，也就

是專利所有權人所獨享的權利。不過，就

現行專利法規的精神來說，「專利」強調

的是「排他性」，而非指專利所有權人「

擁有」些什麼。簡單的說，如果你擁有一

個可以在熱帶地區栽種寒帶作物的方法，

同時很幸運的，這個方法被中華民國政府

給予專利保護，那麼，如果有人想在高屏

地區（屬於熱帶地區）種植某種寒帶作物

，他就必需先經過你的「授權」，在取得

你的同意以後才可以開始栽種。如果有人

未經你的同意，就擅自在高屏地區栽種起

某些具高經濟價值的寒帶作物，這就算是

「侵權」行為，是必需接受某種程度的處

罰的。

    當然，如果你的技術除了在我國，也

被其他熱帶國家（如中美洲國家、新加坡

、印尼等國）所承認（也就是只要你肯花

錢，就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國家提出申請，

並取得該國的專利權）的話，那麼，任何

人若想在你已取得相關專利權的熱帶國家

栽種寒帶作物，都必需先得到你的「授權

」，即便是全球知名的廠商也必需如此。

不過，前提是，由該等專利所衍生出來的

技術價值最好能遠遠超過維護其所必須付

出的代價（除申請專利時所需支付的申請

費用外，為保持專利的有效性，通常每年

仍需支付一定數額的專利維護費用），如

此一來，將專利權握在手上也才有實質的

意義。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您所擁有的專

利每年所創造的權利金收益不足一萬元，

但是相關的專利維護費用卻超過此一數額

時，您就要考慮是否要繼續為這些專利繳

交年費，或者乾脆放棄相關的權利。

    再者，有用的「專利」和「錢」之間

的關係也是相當密切的。價值連城的「專

利」一經「授權」，其所創造的收益（權

利金）往往是相當驚人的。當然，專利所

有權人也可以採取一次賣斷的做法，以期

能在短時間內創造出更大的收益。而若專

利所有權人發現其專利正遭受「侵權」時

，也可以採取法律救濟的動作（打官司）

，以取得為數可觀的「損失賠償」，或往

往數十倍於其真正損失的「懲罰性賠償金

」。

    此外，我國專利法將專利型態分為三

種：發明、新型與新式樣專利，其相應的

保護期間則分別為二十年、十二年與十年

。顯然的，由於發明專利的創新程度最高

，也因此而享有最長的保護年限。

    其他與專利之申請、維護等有關事項

，請有興趣的朋友直接參考經濟部智財局

網站（網址為www.moeaipo.gov.tw/patent/

search_patent/search_
patent_main.asp），在

此不再贅述。然由於各國政府對於專利權

涵括範圍在認定原則上或有不同，而這也

是欲以「專利」手段對於知識財尋求保護

的朋友仍應特別注意的地方。

難以正確估算。

    時至今日，「無形資產」的重要性不

但與日俱增，部分企業甚至還將其視為能

靈活運用於商戰上的策略性武器。再者，

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無形資產」的價

值現已遠遠超過了「有形資產」的價值。

就拿股票市場來說吧，台泥、台肥、國壽

等「資產股」（這些公司都擁有龐大的土

地資產）目前的市值，都已遠遠落於所謂

的「科技股」（這些公司的特徵是：手中

握有大量的專利權以及具競爭力的知識）

之後了。也就是，如果想擁有傲人的競爭

力，非得從累積「無形資產」開始。當然

啦！「無形資產」還是有等級之分的，一

項相當容易習得的技藝，比方說如何上網

，其價值自然就較如何設計一套可供上網

文/秦立德

還有一種是標示泰國香米，亦為 3 . 8公斤

裝，價格每公斤約5 1元，此外購買國產的

越光米，為 3公斤裝，價格每公斤約 8 3元

，及C A S良質米台  9號，為2 . 5公斤包裝

，價格每公斤約5 0元。

    就本次的樣品而言，以日本的越光米

最貴，其價格為國產越光的 3倍，為國產

良質米台  9號的5倍，美國加州米及泰國

香米的價格則與國產良質米台  9號較相

近。經過外觀檢定的結果，發現本次購得

之樣品均符合中國國家標準C N S一等白米

規格，而進行米飯食味品評（以良質米台

   9號當作對照）的結果，以日本越光米

的口感最佳，優於國產的良質米台  9號

，本次購得的美國加州米食味則與對照相

近，泰國香米的食味則遠較對照差。日本

魚沼越光米或新潟越光米食味雖較國產米

好，但其價格昂貴，可能僅能贏得少數特

定族群的偏愛，對國產米的衝擊應該有限

。而本次購得的美國加州米食味雖與國產

米相近，但本次試吃使用的對照應為去年

(9 0年)1 1月∼1 2月間收割，5月後台灣新

米陸續上市，美國加州則一般在9 - 1 0月才

有新米收獲，所以 6 - 9月間國產米的新鮮

度對美國加州米而言，應該是一種競爭優

勢。泰國米雖具有特殊香味，但口感較差

，可能與國人的喜好有一點落差，而且在

價格與國產良質米相近的情況下，國內消

費者的接受性有待觀察。國內米商為迎戰

進口米，紛紛成立區域策略聯盟，展開一

場世紀的米戰。此外，大陸米的“質”與

“價”不容輕視，各界應多關注其發展趨

勢。

的軟體程式要來得低得多了。這好比雖然

同樣是土地，不過，內蒙古每坪土地的單

價要比台灣地區要來得低得多的道理是一

樣的。

    「無形資產」我們通常也叫它做「智

慧財產」，原因無他，要不費炊灰之力來

取得這些資產是不大可能的。相較於此，

絕大多數的有形資產，如房產、土地、錢

財等則都是可以輕輕鬆鬆直接繼承的。當

然，既是財產，也就有其相對上應享的權

利（由政府立法提供保護），這也就是我

們一般在報章雜誌或新聞媒體中經常可見

的「智慧財產權」一詞。目前與農業較相

關的「智慧財產權」樣態共有以下四種：

專利權/植物種苗法、著作權、營業密秘

、商標權。我們將會在隨後的幾期中，陸

續針對各個不同樣態的智財權做深入淺出

的介紹，敬請 期待。

品   名 價格（元/公斤） 食味等級* 備  註

進口米

進口米

進口米

進口米

國產米

國產米

250�

250�

47�

51�

83�

50

A

A

B

C

B

B

日本魚沼越光米

日本新潟越光米

美國加州米

泰國香米

國產越光米

CAS台  ９號

* A表示優於對照(CAS台  9號)

�B表示與對照相同

�C表示比對照差

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什麼是專利權?什麼是專利權?什麼是專利權?



    古名天羅，又名菜瓜，學名Luffa aegyptiaca Mill.

，屬葫蘆科。絲瓜有二大類即圓筒狀及稜角狀二種。

性喜高溫、日照，在台灣全年均有絲瓜，而以夏季為

盛產期。鮮嫩時多採收供食用，果實完全成熟纖維化

後拿來利用之纖維稱為絲瓜絡，可代替海綿供為洗浴

的材料使用。選購絲瓜時以拿在手上感覺愈重、縱紋

較淺、外皮疙瘩較粗糙甚至帶點灰色果粉、摸起來堅

實飽滿者越新鮮。

�   絲瓜富含膳食纖維，並含有鈣、磷、鐵及維生素

A、B、C。其所含的皂類有一定程度的強心作用。根

    8 9年6 ~ 7月間，埔里地區茭白筍遭受

新病害（9 0年5月定名為基腐病）感染。

受害植株初期新葉顏色偏向黃綠色，隨後

出現與中肋平行之黃色條紋，接著新葉內

捲且顏色枯黃，外位葉及葉鞘部份顏色仍

相當濃綠。將莖幹部位縱切，可看到基部

中心組織崩解呈軟腐狀，而無法正常結筍

。若於結筍過程罹病，肉質莖較硬略呈纖

維化，由筍基部向上有褐變現象。罹病部

位有惡臭。茭白筍正常植株每叢分蘗數2 0

~30株，受害嚴重時，僅殘存1~3株，對二

期筍產量影響甚劇。病原菌初步認定是細

菌Enterobacter cloacae及水生真菌Pythioge-

ton zizaniae複合感染。9 0年受害範圍含蓋

埔里鎮及魚池鄉茭白筍主要栽培地區，已

成為普遍發生的茭白筍病害。

罹病環境
    茭白筍基腐病在一期筍採收末期開始

發病，8 9 ~ 9 1年最初罹病及受害嚴重地區

均位於眉溪及南港溪下游區域；且採筍量

大者，罹病程度較為嚴重；較早採筍者，

罹病時間較早。本病害細菌性病原為兼性

厭氧菌，能在高溫及低氧的環境生存；真

菌性病原喜好高溫的環境。茭白筍長期湛

水栽培，土壤通氣性不佳，且採筍後棄置

於田間的大量殘株，阻礙灌溉水的流通，

營造有利於該病發生的環境。

傳染途徑
    病原菌可潛伏在前期作母莖的殘骸越

冬達六個月以上，茭白筍採收後，留置田

間的殘體或秋筍採收後，耕犁入土的殘株

文圖／廖君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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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專欄

消費專欄

農產品生機食膳農產品生機食膳

茭白筍基腐病之發生及管理措施茭白筍基腐病之發生及管理措施

材料：絲瓜 1條

      嫩海帶芽 3大匙

      胡蘿蔔 3 0公克

調味料：細味噌 1 . 5大匙

       細砂糖 1小匙

       薑末 1小匙

       檸檬汁 2大匙

做法：

1.絲瓜去皮切絲、胡蘿蔔切絲，

  加入適量的海帶芽與調味料，

� 拌勻後即可食用。

備註：海帶芽不用泡水，因為絲

      瓜會出水。

材料：

絲瓜 3 0 0公克 

嫩薑 2 0公克

紅蘿蔔 3 0公克

調味料：

鹽 1 / 2小匙

細冰糖 1 / 2大匙

水果醋（可用檸檬汁代替）

     2大匙

做法：

1.絲瓜去皮切成約1公分

  寬的細條，嫩薑及紅蘿蔔洗淨去皮切成細絲。

2.將處理好的材料全拌在一起，並加入鹽、醋及冰糖拌勻，放

  入冰箱約二小時後即可食用。

涼拌絲瓜涼拌絲瓜 味噌絲瓜味噌絲瓜

文/曾玉惠絲 瓜 (Vegetable sponge)
據本草綱目記載，絲瓜氣味甘平、無毒、有除熱

利腸、去風化痰、涼血解毒、通經絡、行血脈、

下乳汁、暖胃補腸及固氣和胎之功效。

�   絲瓜食用法甚多，煎、煮、炒、炸皆宜。買

來的絲瓜如果是剛採收的，未烹調前可置於室溫

通風處1∼2天，以使酵素發揮作用。絲瓜在調理

前須去皮，故食用性較為安全。

    絲瓜藤水有明顯的止咳、去痰作用，民間用

以治療肺炎、急慢性氣管炎、發燒，尤其最普通

的是做為美容保養肌膚之用。早年，絲瓜果常被

利用來消腫退溫，絲瓜絡經處理而成的西瓜霜則

用止血止痛。絲瓜葉搗汁生服被用於解蛇傷之毒。

均可能成為病原菌繁殖或潛伏的居所。此

外，罹病母莖所分蘗的新芽可殘存病原菌

，成為隔年的感染源之一。病原菌可經由

水的流動而傳播，一期筍採收盛期，大量

暴露的採筍傷口成為病原菌侵入的重要途

徑，並經由母莖相連的組織，感染新分蘗

幼株。

建議管理措施
1.栽培健康種苗：

  病原菌會潛伏於罹病母莖所分蘗的新芽

  ，應從未罹病地區選取健康種苗。然而

  ，健康種苗的取得較為困難，且病原菌

  是否潛伏其中，將來仍有賴偵測技術的

  建立及配合健康種苗繁殖圃的設置，提

  供栽培農戶所需。

2.重視田間衛生：

  春筍採收後，應清除園區內的茭白筍殘

  體；秋筍採收後，將殘株連根掘起，曬

  乾後，再予以焚燒為最佳對策；若未能

  連根掘起，至少要加強耕犁作業，將殘

  株碾成碎屑，以利分解。秋筍採收後的

  休閒期，設法排除水份或降低地下水位

  ；並將表土翻犁，增加曝曬的機會，以

  降低病原菌在田間的密度。此外，整地

  時每 0 . 1公頃施用 6 0公斤的烏肥，於發

  病初期可降低6 0 %的罹病叢率。

3.水位管理併同藥劑防治：

  一期筍及中間筍採收末期，降低田間水

  位使低於採筍的傷口，可減少病原菌侵

  入的途徑。9 1年的田間藥劑試驗結果，

  7 5 %銅滅達樂可濕性粉劑 6 0 0倍噴施於

  葉鞘（含葉鞘）以下的部位，噴施後維

  持低水位，可將罹病叢率控制在2 0 %以

  下，使茭白筍增產2 5 %。上述試驗成果

  僅能暫時作為緊急防治參考，仍需透過

  相關程序取得合法的地位，才能列為正

  式推薦防治用藥。然而，茭白筍可供食

  用的肉質莖是茭白筍與黑穗菌共生的產

  物，若防治藥劑選擇不當或提高使用濃

  度，可能會造成藥害或干擾孕筍過程。

4.區域共同防治：

  病原菌可經由種

  苗及水源傳播，

  因此，共用同一

  水源的栽培農戶

  應正視此病害的

  威脅性，共同來

  降低此病原菌在

  田間的密度。

▲罹病植株新葉黃化內捲

▲罹病株莖幹基部組織崩解呈軟腐狀

▲整地時須將殘株清除，翻耕土壤增加曝曬的機會

▲降低水位使低於採筍的傷口為防治基腐病的必要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