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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活 動 專 欄

本 場 辦 理 農 業一 日 體 驗 活 動 - 來 去田庄七迌
文圖／張惠真、曾康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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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辦理農業親子體驗活動，提供全國民眾親子一同走入農業世界，認
識農業，體驗農業，並感受農業文化。本場於8月18、19、25、26、27
日在場區辦理五梯次的親子體驗活動『來去田庄七迌』，本活動採網路
報名，報名相當踴躍，除了有中部轄區的朋友來參加外，另有來自北部
地區的家長帶著小朋友報名參加，一同來體驗各項農業 DIY 活動，感
受親子同遊的樂趣！
本場張場長致盛博士在體驗活動開始時介紹本場，讓所有的大朋
友、小朋友能夠了解農業從生產、生活到生態，在在都與國人的生活息
全體大合照

息相關，藉以增加農業知識，更能藉由活動的參與實際瞭解農業的推動
現況以及各項新技術的研發成果。

外還有親手營造我的快樂小花園-「組合盆栽及製作葉脈書籤」，現場

「來去田庄七迌」活動寓教於樂，親子插秧活動能讓所有的大小朋

完成作品可帶回家學習照顧及觀賞，達到親子共同參與、體驗的樂趣。

友親自下田踩踩泥巴、聞聞泥土的氣味，在大家戴上斗笠、袖套，並脫

由於四梯次的農業體驗活動，報名相當踴躍，反應熱烈，本場為讓

下鞋子和襪子後，開始分組，先從水田劃線開始，水稻專家教大家彎著

弱勢團體有機會參與，特別於8月27日增辦一梯次活動，參加的弱勢團

腰拿著秧苗，在軟軟的泥巴中行走，將秧苗插入水田中，實際體驗農夫

體有台中光音育幼

在稻田中插秧的辛勞，雖然頭頂著烈日，大家還是將所有的秧苗插入水

院、彰化慈生仁愛

田中完成插秧的體驗，藉由此體驗了解早期農夫插秧的辛苦，深深體會

院、慈愛殘障教養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院、單親家庭學童，

整裝梳洗後，趨車前往鄰近的劍門生態花果園休閒農場，沿途欣賞

很少接觸農業的弱勢

本場的試驗田、拜訪紅龍果的家、跳舞女郎文心蘭及農村風光，到了劍

朋友們，對每一個體

門農場，農場主人教所有大小朋友竹筒禮炮的典故、原理及親自點放迎

驗都相當好奇，並玩

賓禮炮，並由本場昆蟲專家介紹農業有哪些常見昆蟲，是益蟲還是害

的不亦樂乎。每梯次

蟲？以現代防治的新觀念如生物防治、性費洛蒙防治等新技術，降低害

的活動結束後，大家都

蟲對農作物的危害。活動中安排「鬥蟋蟀」活動，所有大小朋友為自己

玩得意猶未盡，非常期

支持的蟋蟀加油，在加油歡樂聲中不時聞到香噴噴的味道，原來是農場

待下次能有機會再來到

阿嬤在準備「割稻飯」，具有濃厚人情味的割稻飯，只有在以前農村時

改良場，並更深入認識

代才能體會到，這麼古早味的飯菜，讓所有來參加夥伴吃了好幾碗。另

農業、體驗農業。

慈愛教養院的朋友自己組合文心蘭盆栽

親手製作葉脈書籤

水稻專家教導小朋友在水稻田劃線

體驗鬥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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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賴文龍、郭雅紋

張場長致盛博士主持致詞

賴文龍於果園講解草生栽培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多年來配合政府政策執行推動『合理化施肥－果

農民提出問題，主辦賴文龍解答

用於植株分枝矮化果樹之果園進行觀察與推廣。

園綠肥栽培利用示範推廣』之計畫，於果園進行綠肥栽培利用示範推

番石榴果園示範推廣之綠肥大豆為豆科作物，具匍匐特性，其生長

廣，結果顯示綠肥大豆適合作為番石榴果園栽培覆蓋地被作物，並具有

勢旺盛，生草量高達30~50噸/公頃，覆蓋率達100%，對番石榴果園有

防止果園雜草滋生及水土保持之功能。因此，本場於99年8月3日上午十

覆蓋地被及抑制雜草滋生效果，可減少果園刈草及殺草劑使用次數，降

時假彰化縣溪州鄉溪厝村俊智路，溪州鄉番石榴產銷班第一班陳添義班

低生產成本。綠肥大豆於台中地區一般果園於3~5月間為播種時期，每

長番石榴果園，舉開綠肥大豆覆蓋效益示範推廣成果觀摩會，各地種植

公頃平地果園約30公斤，而坡地果園約50公斤播種量，植株生長分枝多

番石榴的農民相當踴躍參加。

且莖長達4~5公尺以上，利用其莖葉生長茂盛之優勢且全面覆蓋果園地

當天的成果觀摩會由本場場長張致盛博士與溪州鄉農會黃坤益總幹

被，有效抑制番石榴果園雜草之滋生，綠肥大豆為夏季果園草生栽培極

事共同主持。由場長張致盛博士致詞中揭開序幕，會中表示番石榴果園

佳之綠肥作物。綠肥大豆植株於10月開花結莢成熟後，莖葉老化枯死腐

於5月間播種適合夏季高溫生長之綠肥大豆，讓番石榴生育期間綠肥大

化後可累積土壤有機質，促使土壤團粒疏鬆而降低土壤壓實，維持果園

豆覆蓋地被以抑制雜草滋生，減少果園刈草及殺草劑使用，可增加果園

土壤適當水分及增加土壤微生物繁衍之活性，有利於番石榴果樹根系生

土壤有機質累積，使果園土壤疏鬆降低土壤壓實，維持果園土壤水分及

長及養分均勻吸收。

土壤微生物繁衍，有利於果樹根系生長及養分吸收。此外，張場長亦強

田間觀摩後接著進行檢討，農民提出相關栽培、病蟲害等問題，由

調：一般果園種植豆科綠肥作物，行草生栽培應以生草量高且具匍匐性

本場相關人員一一解答，其中，溪州鄉梨產銷班第一班廖榮德班長於會

之品種為宜，除覆蓋果園地被，減少土壤沖蝕，抑制雜草滋生外，將可

中表示，台中場於溪州鄉進行多年綠肥栽培利用示範，所得到心得如

顯著改善土壤理化性，增加土壤通氣性、透水性、保水力及增進土壤微

下：「我的梨園於賴文龍老師指導下，每年於11月播種苕子、次年4月

生物之活性。綠肥大豆為豆科作物，具有低匍匐之特性，生育期間莖葉

播種綠肥大豆，周年覆蓋於果園地被，除不用除草外，經數年經營管

繁茂，覆蓋率可達100%，對果園雜草有抑制效果並可減少裸地土壤遭

理，成果逐漸顯現。過去我的果園生產梨果，以小粒果居多，大粒果較

大雨沖蝕流失，能維護果園土壤生產力，為番石榴果園草生栽培覆蓋利

少，因果園種植綠肥作物覆蓋利用而使果園土壤有機質逐漸增加，改善

用極佳之綠肥。

土壤結構，促進土壤微生物分解釋出元素，養分吸收均衡；今年則以大

接著由業務主辦賴文龍先生說明，於溪州鄉番石榴果園種植綠肥大

粒果佔多數，而小粒果較少，增產品質提升。建議番石榴果園間作綠肥

豆覆蓋利用示範區執行情形，目前從事果樹栽培之果農年齡層趨於老

大豆覆蓋地被利用，逐年改善番石榴栽培環境，期能生產大粒果及提升

化，在勞力缺乏情況下，果園除草一般使用殺草劑或人工割草等方式，

品質。」

每年須進行3~5次以上。本場近年來於轄區內主要經濟果樹如梨、柑

配合政府政策執行「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計畫，執行果園綠肥作

桔、甜柿、葡萄及番石榴等果園進行綠肥作物草生栽培示範推廣及召開

物栽培利用及推廣，鼓勵農民於果園行草生栽培，覆蓋地被抑制雜草滋

田間觀摩會，教導農民於果園播種綠肥作物行草生栽培，使果農能夠逐

生，培育土壤地力，改善土壤理化性及生物性，增加土壤中有機物質、

漸接受草生栽培之理念。過去果園雜草防治常用殺草劑防除，皆以清耕

土壤保水以維護農業永續生產。

除草為目的，以致頻繁施用殺草劑，對果園土壤結構產生破壞及污染生
態環境，影響果樹生長和果實產量及品質。

有關綠肥作物種子洽購請直接向所屬鄉鎮農會接洽或逕向農委會種
苗改良繁殖場洽詢(04-25825437)；綠肥大豆(台南7號) 可向台南縣麻豆

番石榴是常綠小喬木果樹，其整枝栽培一般於主幹距地面約30~60

鎮雜糧產銷班第一班陳峰昇班長(0937-368243)洽購。「果園綠肥作物栽

公分處開始分枝(約5~8枝)，有些果農有留甚低分枝的習慣，僅除去接

培利用」之應用成果觀摩會，藉由栽培管理技術之觀摩及交流，進一步

近地面的分枝。因此，豆科綠肥作物之選擇，要排除莖蔓會攀附或直立

提升優質安全番石榴之生產，若有疑問請洽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聯絡電

性之綠肥作物種類；番石榴果園草生栽培作物應選擇匍匐性生長且不會

話：04-8523101轉310，我們非常樂意協助及指導，希望藉此項技術之

造成果樹栽培管理困擾之豆科綠肥。本場特篩選綠肥大豆(台南7號)應

推廣，能穩定果園生產並達到農地永續經營利用之目的。

綠肥大豆覆蓋番石榴果園生長情形

清耕果園土壤裸露番石榴生長情形

番石榴果園栽植綠肥大豆與對照比較

合理化施肥果實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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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生育期之營養調控
文圖／邱禮弘
台灣紅龍果的盛產期於白肉品種為6月下旬至10月底，而紅肉品種
則為6月上旬至11月中旬，其收穫期間長達4~5個月以上；再加上紅龍果
於進入生殖生長期間，則不易再萌生新梢的生理特性之故，因而更加凸
顯其結果枝條營養調控的重要性。因此，從營養生長期間的整枝修剪配
置開始，迄至生殖生長期間的花果選留，都是生產優質紅龍果環環相扣
的管理操作。

一、營養生長期間的枝條營養調控
10~11月果實採收後是紅龍果營養生長期的開始，其陸續萌生的新

每批次果實相隔約15天，無法利用肥培方式來增進果實品質

梢與老結果枝條若不經整枝修剪或疏刪控留，將滿佈結果棚面，不僅枝

不良現象，實須進行以下的營養調控：

條錯綜複雜，也因過度重疊而不利花蕾的抽生，因此整枝修剪為實屬必

（一）即早疏蕾：於花苞長度約2~3公分時進行第一次疏蕾作業，以每

要的管理作業，其將有利於培育優質的結果枝條：

結果枝留1花苞為原則，並選留大小一致的蕾苞，其餘刪除。雖

（一）冬季重剪：於當年度秋果採收結束後的12月份，是適宜進行重

然有經上述選蕾處理，但於開花時其花期仍可能錯開達3~4天；

度整枝修剪的作業時機；此時近主枝(幹)處的新梢已陸續萌生抽

因此仍須進行第二次的疏花蕾作業，此時選留花期只錯開1天且

長。重剪的對象是以2年(含)生以上之枝條為主，或枝條朝上稜

開花數量較多者(一般為第2天及第3天開花的花蕾)。經此疏蕾作

柱的芽眼已因疏芽或疏花及採果而明顯減少時，也應一併剪除。

業，其日後各果實間的成熟度(日數)僅相差1天，將可避免所採

剪除部位可留適宜長度(一般10~20公分)的基部，以利萌生新梢

收的紅龍果品質有參差不齊的現象發生。

而為下年度結果枝；剪除數量以占原全量結果枝條的50~70％為

（二）隔批留果：由於每批次花期之間隔日數約15天，為避免同一載果

宜。若株齡僅3~4年生之植株的結果枝條，因未完全滿佈結果棚

期間產生蕾苞期、開花期、綠果期及轉色期等各生育階段的同步

面，其剪除量應適度減少（一般為10~30％左右），以免所留生

營養競爭，而造成果實品質的下降或果品不穩定等現象，可採行

育枝太少而影響下年度的收穫量。

間隔批次留花苞的處理來改善之；意即每個月原可生產二批次的

（二）主枝配置：2~3年生之植株應加強主枝在結果棚架上的整枝配

果實，現更改調控為每月只生產一批次但留果數可酌量增多的方

置，以利日後所萌生側梢的選留作業；其原則以生育（結果）枝

式。經此調控處理，將有利於每批次果實病蟲害防治的安全用藥

不要過度交錯重疊為主要考量前提下，充分利用棚架空間以培育

期程，以及果品調控的肥培管理作業。雖然此處理方式會略為減

較多的強壯生育枝。

少果實數量的收穫，但卻可增加大果率及品質的提升；因此年度

（三）新梢疏刪：每年產期結束至翌年的4月是新梢的抽生時期，一般
萌生在下垂結果枝上的側梢，應儘早全部剪除，以減少養份的虛

總收益是不減反增。此外，隔批留果也有錯開批次產期的效果，
有助於市場供需調節及售價的穩定。

耗及分散；而近主枝(幹)處之新梢則視結果棚面配置需求，以進

（三）枝條飽滿：生殖結果期間如有三角柱枝條變瘦弱，呈現或扁或枯

行新梢及老枝的疏刪更新作業，其選留枝條數量仍以不重疊交錯

萎現象時，即警示植株的營養狀況不良；此原因可能由於第1-3

為原則。

批次連續留果量太多，或結果期間的施肥量不足所引起的。同時

（四）新梢摘心：整枝修剪後所留之新梢，經誘引向四周生長成下垂

也應留意檢視其地下部有無因浸水或施肥過重而造成的根系損害

枝條時，必須於適當長度及適宜的離地(畦面)高度，進行摘心作

發生。一旦結果枝已變瘦弱，其留果量一定要少，甚至整批花果

業，以利加速新梢成熟肥大而形成優良的結果枝。一般於新梢長

要立即剪除，以利樹勢恢復；否則，不僅生產出又酸又小的紅龍

度達90~120公分時或於離地高度40~50公分處，進行頂梢摘心作

果實，且帶濃濃的草腥味，不被消費者接受而影響台灣紅龍果的

業。

美名。

二、生殖生長期間的花果調控
4~10月份是紅龍果花蕾形成的生殖生長期，依栽培地區的不同，
而有不同批次的蕾苞形成。一般白肉種約有6~9批次主要量產的花苞生
成，而紅肉種則約有10~12批次。由於每批次花苞出現的間隔日數只
有15天左右，而花苞至開花日數約17~18天，且果實生育日數僅30~35
天；因此為避免影響果實發育期間的營養供給過於分散，而導致的果品

每批次花皆留果將造成管理
上的困難，品質不易提升

2～3年生的植株是主枝配置
的重要時期

修剪前枝條密佈及側梢萌生

修剪下的枝條可經打碎敷蓋
行間，以增進地力抑制雜草

主枝在棚架上的配置非常重要， 下垂結果枝之側梢應儘早刪除以
其影響日後結果新梢的棚面分佈 利樹勢維持
及枝條強弱

不當重剪將會嚴重弱化樹勢

棚架上的新梢選留應依據上年
度老枝條的留量而適度調整

第一次疏蕾時機約蕾苞長度2～
3公分時，太慢作業會虛耗大量
養分

三稜角的扁縮及軟化即代表樹
勢已衰弱，其果實品質低下

修剪後枝條不再重疊交錯

同一枝條之蕾包太多應即早疏刪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一日
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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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蘭盆
盆花
花育種

力已
已獲得農
得 政單
單位所重
位所重
位所
文心蘭盆花主要外銷國家為美國，其外銷潛力已獲得農政單位所重
前已
已有數個品種
已有
種已由
已 產
視。文心蘭盆花於台灣栽培種類趨向多樣化，目前已有數個品種已由產
業界個人取得品種權，台灣欲發展文心蘭盆花，須先了解蘭花銷售者對
文心蘭盆花的需求，訂定正確的育種目標方能使所育出品種獲得銷售者
所喜愛，進而可順利推展新品種。
文心蘭盆花育種所需注意的目標性狀，主要可分為以下數點：
1. 花色：花色是所有花卉育種中所共同重視的，也是文心蘭銷售之重
點，活潑亮麗之花色及對比明顯之斑塊，於市場及室內觀賞時方能
使色澤突出，成為焦點達到視覺效果，此外花色不能有褪色問題，
這會降低觀賞品質。
2. 花大小：通常以中~大型為佳，一般以3-7公分是最為適當的，通常
我們以為花朵愈大愈好，但太大的花朵，會因太重而導致花朵下
垂，例如三唇瓣文心蘭雖花大而美觀，但花朵全開時則易有下垂現
象，於貯運時徒增不便，且易導致花梗折斷影響觀賞品質。
3. 花朵及花梗數：盆花應有熱鬧的感覺，文心蘭盆花最好能具有多梗
性質，整盆需具合理之花朵數，小型花要有較多的花朵數，大花的
花朵數則可較少。
4. 花梗特性：直立花梗較彎曲花梗為佳，因彎曲花梗於貯運、包裝時
較為麻煩。小花品種最好具有花梗分叉的特性，花朵與假球莖的距
離不宜太遠，花朵的排列情形亦需注意，花朵間的距離不可分離過
遠或太近，最好使每一朵花都可看到。
5. 花梗長度：花梗的理想高度為60-70公分，低於60公分較難吸引消費
者的目光，大型植株會增加貯運的不便及成本，且銷售量並不大。
太小型的植株則很難吸收消費者的目光，會被當成草花看待。
6. 株型：盆花不喜歡大型假球莖及過長的葉片，大型者不易運輸且增
加貯運成本，上昇型的假球莖易使株型雜亂不穩最不受歡迎。
7. 抗病性：抗病性好，植株強健葉片無斑點者較佳，能適應貯運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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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易美秀、王寅東
文圖
圖／易美
／易美秀
／易
美秀

溫度、光度變化，恢復期較短者，較
溫
溫度
度 、光
、光度變
度變
度變化，
變 化，恢
恢 復 期較
恢復
較 短者
者 ，較
較
為適
適合。
為適合。
8. 櫃架壽命：越長越好，最好可達二個
月，至少也需有一個月的壽命，花由
下往上開，不要一次全開，也不喜歡
開得太慢，以致花朵尚未開完已發生
花色是文心蘭育種的重點
消蕾、落蕾情形。
9. 栽培及開花條件：以中溫品種且能耐
極端溫度者較佳，因大型溫室內須同
時栽培許多品種，特殊溫度需求的品
種較不適合。植株最好於年中隨時都
有花，季節性開花者，季節性短者不
佳，最好一年當中各季節均能平均開
花朵大小以中～大型為佳
花。
10. 生長速度：越快越佳。最好出瓶後18~24個月可開花。
文心蘭育
種所需之研發
年限甚長，且
文心蘭的雜交
育種較其他蘭
花更為困難，
因此要了解市
場的需求及變
化，將育種眼
光放遠，方能
台中1號金幣的組合盆
減 少 時 間 及 金 台中1號的花色對比明顯
錢的浪費。

「故事料理」

故事料理系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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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忘
忘的
的 魷 魚蒜

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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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日鄉農會仁德村家政班／黃秋月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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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內容：
初二回娘家，路上塞車多時，才剛踏入家門，猶在廚房忙碌的母親
便探出頭來說：「晚餐煮道魷魚蒜吧！補你上次沒吃到的！」「媽，我

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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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菜，或特殊地方小吃，或配合當地特殊節日、時令、民俗人文、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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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提著行李呢！」母女二人忍不住相視而笑，把身旁老公笑得一頭霧
水。

理住院，將我安置妥貼，又趕去褓母家接大女兒，說好入夜再來。
魷魚蒜乃我家大菜，平常不吃，一則成本粗，再者厚工；只有逢年

單人房中我靜靜躺著，左右無人，只能胡思亂想，流過眼淚後，迷

過節家人齊聚，才會端上圓桌。母親用煮雞的大鍋煮滿一鍋，團團圍住

迷矇矇欲進入睡夢。倏然房門咿啞一聲，有人進來，我想莫非新醫院有

的親人，人手各一碗，熱呼呼邊聊邊讚湯好肉嫩，就是母親最大的滿

人趁亂打劫，心頭一驚清醒過來，五臟六腑七上八下。突然，傳來一聲

足。

稚嫩童音，原來媽媽接到電話後從鄉下趕來，順道把女兒拎來，手上還
平日家人分奔四方，我與妹遠嫁異鄉，哥與弟在外工作，兩老自然

提著一鍋非常熟悉還熱騰騰的「魷魚蒜」。

不吃這大菜。煮一鍋要吃上多天，子女又不在身旁，那味兒完全不對。
母親平時鮮少出外買賣，一旦知道兒女要回來，破曉便赴市場選購
材料。她知道老何的豬安全無腥臊，上排肉用來做湯底最對味。魷魚要
揀肉厚質韌，色澤漂亮，漂白過的自然不行。泡水一晚的魷魚，洗淨切
條過油後，加上當令的冬筍薄片，及汆過油的排骨下鍋熬煮，那鍋湯才
不會缺香少味。等湯的火候熬足，放入孩子最愛的鴿蛋及日本進口大隻
蠑螺，連湯倒進，略為調味，起鍋前將大把蒜青切段加入，蓋上鍋滾數
分鐘，趁熱上桌，青蒜的清香、魷魚的酥香、蠑螺的甜香，每個人都要
連喝好幾碗，這是我最愛的味道！
我懷老二時胎兒不安穩，近三十週就早期破水住進醫院。醫院硬體
設施初竣工，新穎的走道充斥乾淨的油漆味，乍刷的粉紅牆壁光亮照
人，就是病人不多，病房未全開放，略顯稀微。護理站硬是不肯加開一
間二人房，將我安排在單人房內。醫生說早期破水十分危險，必須吊上
點滴預防感染，且要臥床不可亂動。一番話嚇得老公不敢大意，立刻辦

材

料：乾魷魚一尾（約300公克）、排骨300公克、冬筍一支（約300
公克）、香菇3朵、熟鵪鶉蛋10粒、罐頭螺肉1罐、青蒜1支、水
1000公克
調味料：沙拉油3大匙、鹽1小匙
作 法：1. 將乾魷魚泡水一夜後
切條，香菇泡軟切
片，兩者用油略炒有
香味。
2. 排骨汆過油，冬筍切
片，水煮開加入冬筍
及排骨煮滾轉小火煮
30分鐘。
3.再加入鵪鶉蛋、香
菇、魷魚及螺肉煮約3分鐘放青蒜段及鹽調味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