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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月出版

本場舉辦「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推動

  作物健康管理觀念

釋迦低溫裂果防範技術

洛神葵新品種─臺東4號紅斑馬

保健植物-金銀花

推展有機農業  本場舉辦「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

  示範觀摩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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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臺東區農情月刊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活動看板

會中陳奕君助理研究員除了針對有機栽培

環境之建構與營造以及臍橙有機栽培綜合管理

策略進行詳細說明外，亦引導農友至臍橙果園

實地觀摩栽培現況，並詳盡解說有機果園環境

的營造與相關的有機栽培管理技術。另外，會

場也準備以有機農法栽培的臍橙供來賓及農友

品嘗，讓與會大眾實際感受本場的研究成果。

綜合座談時，與會的農友紛紛表示十分驚

訝，以有機農法栽培之臍橙植株能如此健康漂

亮，且生產出如此高品質的果實，完全顛覆了

以往的認知與想法，相當肯定本場的栽培技術

與研究成果。最後，陳副場長表示農友日後若

有任何關於果樹有機栽培的問題，歡迎來電或

親自到賓朗果園，本場必定會竭盡所能為農友

提供技術

諮詢並協

助解決相

關問題，

期勉大家

為有機農

業的推展

共盡一分

心力。

為推展有機農業，本場於11月12日在賓朗

果園舉辦「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

會」，現場吸引臺東縣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秀

明自然農法協會及臺東縣各地區農友約90人參

加。

本場陳信言副場長表示，為了推展有機農

業，從100年度起加入「有機農業研究團

隊」，辦理「東部有機產業與休閒(樂活)廊道

之建構」計畫，針對臺東地區特色水果臍橙等

之有機

生產技

術進行

包括有

機環境

建構、

果樹生

理、肥

培管理

及病蟲

害防治

等研究，經3年的試驗已有初步成果，藉本次

觀摩會將此成果分享農友，希望能提升農友有

機栽培的觀念與技術，並提高轉行有機農法的

意願。

●文/圖  陳奕君

原生蔬菜－豆瓣菜

刊頭

主題簡介

「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會」

102年試驗研究推廣成果研討會 臺東大學視廳教室（臺東市區）12月20日

農友於有機臍橙果園觀摩情形

推 展 有 機 農 業

    豆瓣菜 Watercress 嫩莖葉口感清脆，
做生菜或炒食煮湯皆宜。

與會來賓及農友品嘗本場以有機農法栽培的臍橙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動日期

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洛神葵臺東3號有機栽培模式示範觀摩會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有機栽培宣導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臺灣獼猴的生態及危害農作物的防治管理專題演講

卑南鄉美農村吳東隆農友田區

鹿野鄉永安村蔡來興農友示範田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室

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3樓會議室

11月20日

11月21日

11月22日

11月25日

102年度發展農村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經營管理與行銷實地
研習及演練(II)

關山鎮農會米國學校11月28日

102年農民學院-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 本場農機研究室2樓會議室 11月25-29日

「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推動作物健康管理觀念

本
辦舉

場

本場於11月20日上午，假卑南鄉吳東隆農

友鳳梨釋迦果園舉辦「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

觀摩會」，農糧署臺東辦事處、臺東地區農會

及東河鄉農會亦派員列席參加。會中介紹鳳梨

釋迦健康管理執行成果供農友參考。

本場林學詩場長表示，鳳梨釋迦為臺東地

區重要經濟果樹，近年來外銷供貨量逐年成

長，更應維持良好的果

品品質，以建立消費者

的信心及口碑，確保產

業永續經營。而令農民

最困擾的害蟲－粉介殼

蟲，最近中國大陸亦要

求我國加強防治工作，

以避免造成貿易障礙。

其他如植株黃化或農藥

使用等問題，均希望透

過推動作物健康管理的

觀念，提供農友相關技術，期許各位農友能生

產出高品質又安全的果品，達到消費者、農友

及環境永續三贏之目標。

會中由斑鳩分場盧柏松分場長將所研究之

留果數及套袋技術以科學化數據提供農友參

考，提醒農友應配合果樹生理狀態調整其產

量，避免植株提早老化，同時也強調應將產期

調整至12月份出貨，以維持果實最佳的品質；

張繼中副研究員針對鳳梨釋迦植株出現黃化現

象，分析可能原因及改善措施，並宣導合理化

施肥的重要性；蔡恕仁課長說明粉介殼蟲防治

要領，最重要的就是做好田間清園管理工作，

再配合適當的藥劑使用控制粉介殼蟲處於較低

密度狀態，並提醒農藥使用應注意事項，以維

繫整體鳳梨釋迦產業。

●文/圖  蔡恕仁

盧柏松分場長介紹各種果實套袋的優缺點 與會農友仔細聆聽園主吳東隆農友經驗分享

本場林學詩場長主持「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12月06日 102年度「農民學院-結訓學員返場座談會暨青年農民講座」活動 本場農業機械研究館2樓



金銀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erg)為忍

冬科(Caprifoliaceae)忍冬屬(Lonicera)植物，英

文名為Japanese honeysuckle，因花期長，冬季

不枯萎，也稱「忍冬」，亦有銀花、雙花、二

花之稱。本種除在臺灣海拔2,000公尺以下山

野、灌木叢間生長外，也分布於中國大陸、日

本。因適宜

庭園栽培，

為忍冬屬中

分布最廣，

以及中醫藥

應用上最主

要的種類。

金銀花花蕾

及葉含綠原

酸，異綠原

酸，以及白果醇，β-谷甾醇等數十種揮發油

成分。亦含微量元素鐵、錳、銅等，其中綠原

酸及異綠原酸

為金銀花主要

的保健成分。

金銀花種

植宜選擇日照

充足及排水良

好地區。整地

前 每 0.1公 頃

可施用堆肥2,500~2,600公斤。一般以平畦栽

培，定植株距1.5~2.0公尺。為方便後續植株

管理，可應用棚架設施栽培。棚架高度以易於

採收及修剪為宜。每0.1公頃栽培植株為250~

300株。金銀

花主要病害

為葉斑病及

褐斑病，蟲

害為蚜蟲。

金銀花藥用

部位主要是

花蕾，當花

朵基部呈綠

色、筒部乳

白色、含苞待放時，為最佳採收期。採收之金

銀花花蕾以陰乾或曬乾後冷藏保存。

金銀花的主要藥理作用及生物活性概有：

1.抗菌、抗病毒作用；2.抗氧化作用；3.護肝

作用；4.抗腫瘤和消炎作用；5.止血(凝血)作

用；6.降低血脂作用等。在中國大陸以金銀花

為原料生產的保健產品即有酒類、茶飲類、可

樂汽水類、糖果和牙膏等。金銀花花蕾所含化

合物在食品或製藥工業上具有當作防腐劑來源

之潛力；結合綠原酸的抗菌消炎功用，可研發

作為牲畜疾病防治產品；鮮花蕾所萃取的精

油，香氣濃郁，可製成高級香料，相當具有開

發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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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網處理較省工且效果最佳，搭設技術如

下，提供農友採行：

釋迦樹上有大果（預計3週內採收之

果實）且在低溫（15℃以下）來臨前才需架

設防風網保護果實；樹上之果實如為中、小

果（鱗目未開）則不會受害，不需搭設防風

網。

黑色塑膠材質遮光網或白色塑膠網，

網子之密度愈高愈好。

防風網之高度愈高愈好，保護之

範圍愈大，最矮需達1.8公尺高，才能有效

保護樹冠下果實。

在果園之迎風面搭設L型防風網

以擋風及破風，防風網之有效防風距離約為

防風網高度之7倍。若架設2.3公尺高之防風

網，則間隔15公尺需再加設一層防風網，以

達防護之效果。

1.時機：

2.材料：

3.搭設高度：

4.搭設位置：

釋迦冬期果

裂果發生時機多

在 果 實 發 育 後

期，遭遇15℃以

下 的 低 溫 所 造

成，各品種間以

臺東1、2號發生

率較高，軟枝種

發生率較低。裂果

係因低溫造成果實鱗溝細胞受傷，之後因氣候

回暖果樹恢復生長，果實因處發育後期（快速

肥大期）快速生長，內部產生較大之膨壓，迫

使果實由受傷之鱗溝細胞處裂開，造成裂果，

嚴重時裂果率會達40~50％，造成農民極大損

失。因此本場研發防範低溫裂果栽培技術，供

農民參考應用，以減少損失。

減少釋迦低溫裂果可採用躲避式栽培或防

範式栽培：躲避式

栽培如將冬果產期

調節在11~12月中

旬，或以夜間燈照

方式栽培將產期延

至3~4月間，以避

開易發生低溫寒流

之時間(12月下旬

~2月下旬)；防範式

栽培以在果園內架設

●文/圖  江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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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蘇炳鐸

釋迦園搭設防風網處理，可減少番荔枝
果實低溫裂果。 金銀花採用棚架式栽培，方便植株管理。

保 健 植 物 金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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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低溫裂果防範技術

釋迦果實因低溫而發生裂果情形

面積較大的果園需搭設數層防風網，以達
全園防護效果。

雌蕊紅色，雄蕊筒橘紅色，始花期10月中、

下旬。

4.果實：矩橢圓形，果萼先端閉合，果徑大。

果萼基部雙色，白綠色為底夾雜紅條紋及紅

斑點，有蜜腺，果萼表面直刺毛少。副萼綠

色，熟果期為11月中、下旬。

5.種子：中型。

1.播種期宜選在4~6月間，使植株營養生長期

較長，株型較大，產量及果萼之品質較佳。

若越晚播種，植株幼小時就開花結果，產量

低下。

2.幼株摘心處理可促進側枝生育且分枝數增

多，增加開花結果量。

栽培應注意事項：

3.本品種之果實可作為加工之用，果萼內蒴果

未轉色前即應

採收，如待蒴

果轉黃，其果

萼品質與重量

會降低。

4.培育觀賞用之

盆栽可於7~8月間

播種，配合整枝修剪技術，以矮化樹型並增

加側枝數，培養成觀果盆栽。

5.本品種鮮果萼作為蜜餞使用時，栽培時應加

強水分供給，可顯著提升鮮果萼產量與品

質，乾旱則易造成果萼失水，品質與產量均

會降低。

金銀花為忍冬屬中分布最廣的種類

採收之金銀花花蕾

●文/圖  陳進分

洛神葵新品種

臺東４號 紅 斑 馬
洛神葵新品種

「 臺 東4號-紅 斑

馬 」 ， 係 本 場 於

95年自金峰鄉新興

村田間野外採集種

原，歷經品系選拔、純

化固定、穩定性觀察及各項比較試驗後，成功

育出之新品種，今年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豆

類及特用作物品種審議委員會」第11次會議審

查通過，同意授予品種權，為全臺第1個擁有

品種權之洛神葵新品種（品種權字第A01533

號）。

新品種臺東4號-紅斑馬具有高產及雙色果

萼之優點，單株產量490~560公克，極具推廣

價值，其主要特性如下：

1.植株：株高中型。主莖中段淡綠色、紅褐色

雙色相間。

2.葉：幼齡期3裂，成熟期5裂，葉長與葉寬皆

中等，成熟葉葉色草綠色。

3.花朵：花徑大，花瓣黃綠色。花喉暗紅色，

臺東4號─紅斑馬花朵

臺東4號─紅斑馬果實



金銀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erg)為忍

冬科(Caprifoliaceae)忍冬屬(Lonicera)植物，英

文名為Japanese honeysuckle，因花期長，冬季

不枯萎，也稱「忍冬」，亦有銀花、雙花、二

花之稱。本種除在臺灣海拔2,000公尺以下山

野、灌木叢間生長外，也分布於中國大陸、日

本。因適宜

庭園栽培，

為忍冬屬中

分布最廣，

以及中醫藥

應用上最主

要的種類。

金銀花花蕾

及葉含綠原

酸，異綠原

酸，以及白果醇，β-谷甾醇等數十種揮發油

成分。亦含微量元素鐵、錳、銅等，其中綠原

酸及異綠原酸

為金銀花主要

的保健成分。

金銀花種

植宜選擇日照

充足及排水良

好地區。整地

前 每 0.1公 頃

可施用堆肥2,500~2,600公斤。一般以平畦栽

培，定植株距1.5~2.0公尺。為方便後續植株

管理，可應用棚架設施栽培。棚架高度以易於

採收及修剪為宜。每0.1公頃栽培植株為250~

300株。金銀

花主要病害

為葉斑病及

褐斑病，蟲

害為蚜蟲。

金銀花藥用

部位主要是

花蕾，當花

朵基部呈綠

色、筒部乳

白色、含苞待放時，為最佳採收期。採收之金

銀花花蕾以陰乾或曬乾後冷藏保存。

金銀花的主要藥理作用及生物活性概有：

1.抗菌、抗病毒作用；2.抗氧化作用；3.護肝

作用；4.抗腫瘤和消炎作用；5.止血(凝血)作

用；6.降低血脂作用等。在中國大陸以金銀花

為原料生產的保健產品即有酒類、茶飲類、可

樂汽水類、糖果和牙膏等。金銀花花蕾所含化

合物在食品或製藥工業上具有當作防腐劑來源

之潛力；結合綠原酸的抗菌消炎功用，可研發

作為牲畜疾病防治產品；鮮花蕾所萃取的精

油，香氣濃郁，可製成高級香料，相當具有開

發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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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風網處理較省工且效果最佳，搭設技術如

下，提供農友採行：

釋迦樹上有大果（預計3週內採收之

果實）且在低溫（15℃以下）來臨前才需架

設防風網保護果實；樹上之果實如為中、小

果（鱗目未開）則不會受害，不需搭設防風

網。

黑色塑膠材質遮光網或白色塑膠網，

網子之密度愈高愈好。

防風網之高度愈高愈好，保護之

範圍愈大，最矮需達1.8公尺高，才能有效

保護樹冠下果實。

在果園之迎風面搭設L型防風網

以擋風及破風，防風網之有效防風距離約為

防風網高度之7倍。若架設2.3公尺高之防風

網，則間隔15公尺需再加設一層防風網，以

達防護之效果。

1.時機：

2.材料：

3.搭設高度：

4.搭設位置：

釋迦冬期果

裂果發生時機多

在 果 實 發 育 後

期，遭遇15℃以

下 的 低 溫 所 造

成，各品種間以

臺東1、2號發生

率較高，軟枝種

發生率較低。裂果

係因低溫造成果實鱗溝細胞受傷，之後因氣候

回暖果樹恢復生長，果實因處發育後期（快速

肥大期）快速生長，內部產生較大之膨壓，迫

使果實由受傷之鱗溝細胞處裂開，造成裂果，

嚴重時裂果率會達40~50％，造成農民極大損

失。因此本場研發防範低溫裂果栽培技術，供

農民參考應用，以減少損失。

減少釋迦低溫裂果可採用躲避式栽培或防

範式栽培：躲避式

栽培如將冬果產期

調節在11~12月中

旬，或以夜間燈照

方式栽培將產期延

至3~4月間，以避

開易發生低溫寒流

之時間(12月下旬

~2月下旬)；防範式

栽培以在果園內架設

●文/圖  江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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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蘇炳鐸

釋迦園搭設防風網處理，可減少番荔枝
果實低溫裂果。 金銀花採用棚架式栽培，方便植株管理。

保 健 植 物 金 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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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低溫裂果防範技術

釋迦果實因低溫而發生裂果情形

面積較大的果園需搭設數層防風網，以達
全園防護效果。

雌蕊紅色，雄蕊筒橘紅色，始花期10月中、

下旬。

4.果實：矩橢圓形，果萼先端閉合，果徑大。

果萼基部雙色，白綠色為底夾雜紅條紋及紅

斑點，有蜜腺，果萼表面直刺毛少。副萼綠

色，熟果期為11月中、下旬。

5.種子：中型。

1.播種期宜選在4~6月間，使植株營養生長期

較長，株型較大，產量及果萼之品質較佳。

若越晚播種，植株幼小時就開花結果，產量

低下。

2.幼株摘心處理可促進側枝生育且分枝數增

多，增加開花結果量。

栽培應注意事項：

3.本品種之果實可作為加工之用，果萼內蒴果

未轉色前即應

採收，如待蒴

果轉黃，其果

萼品質與重量

會降低。

4.培育觀賞用之

盆栽可於7~8月間

播種，配合整枝修剪技術，以矮化樹型並增

加側枝數，培養成觀果盆栽。

5.本品種鮮果萼作為蜜餞使用時，栽培時應加

強水分供給，可顯著提升鮮果萼產量與品

質，乾旱則易造成果萼失水，品質與產量均

會降低。

金銀花為忍冬屬中分布最廣的種類

採收之金銀花花蕾

●文/圖  陳進分

洛神葵新品種

臺東４號 紅 斑 馬
洛神葵新品種

「 臺 東4號-紅 斑

馬 」 ， 係 本 場 於

95年自金峰鄉新興

村田間野外採集種

原，歷經品系選拔、純

化固定、穩定性觀察及各項比較試驗後，成功

育出之新品種，今年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豆

類及特用作物品種審議委員會」第11次會議審

查通過，同意授予品種權，為全臺第1個擁有

品種權之洛神葵新品種（品種權字第A01533

號）。

新品種臺東4號-紅斑馬具有高產及雙色果

萼之優點，單株產量490~560公克，極具推廣

價值，其主要特性如下：

1.植株：株高中型。主莖中段淡綠色、紅褐色

雙色相間。

2.葉：幼齡期3裂，成熟期5裂，葉長與葉寬皆

中等，成熟葉葉色草綠色。

3.花朵：花徑大，花瓣黃綠色。花喉暗紅色，

臺東4號─紅斑馬花朵

臺東4號─紅斑馬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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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推動

  作物健康管理觀念

釋迦低溫裂果防範技術

洛神葵新品種─臺東4號紅斑馬

保健植物-金銀花

推展有機農業  本場舉辦「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

  示範觀摩會」

▊

▊

▊

▊

▊

臺東區農情月刊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活動看板

會中陳奕君助理研究員除了針對有機栽培

環境之建構與營造以及臍橙有機栽培綜合管理

策略進行詳細說明外，亦引導農友至臍橙果園

實地觀摩栽培現況，並詳盡解說有機果園環境

的營造與相關的有機栽培管理技術。另外，會

場也準備以有機農法栽培的臍橙供來賓及農友

品嘗，讓與會大眾實際感受本場的研究成果。

綜合座談時，與會的農友紛紛表示十分驚

訝，以有機農法栽培之臍橙植株能如此健康漂

亮，且生產出如此高品質的果實，完全顛覆了

以往的認知與想法，相當肯定本場的栽培技術

與研究成果。最後，陳副場長表示農友日後若

有任何關於果樹有機栽培的問題，歡迎來電或

親自到賓朗果園，本場必定會竭盡所能為農友

提供技術

諮詢並協

助解決相

關問題，

期勉大家

為有機農

業的推展

共盡一分

心力。

為推展有機農業，本場於11月12日在賓朗

果園舉辦「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

會」，現場吸引臺東縣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秀

明自然農法協會及臺東縣各地區農友約90人參

加。

本場陳信言副場長表示，為了推展有機農

業，從100年度起加入「有機農業研究團

隊」，辦理「東部有機產業與休閒(樂活)廊道

之建構」計畫，針對臺東地區特色水果臍橙等

之有機

生產技

術進行

包括有

機環境

建構、

果樹生

理、肥

培管理

及病蟲

害防治

等研究，經3年的試驗已有初步成果，藉本次

觀摩會將此成果分享農友，希望能提升農友有

機栽培的觀念與技術，並提高轉行有機農法的

意願。

●文/圖  陳奕君

原生蔬菜－豆瓣菜

刊頭

主題簡介

「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會」

102年試驗研究推廣成果研討會 臺東大學視廳教室（臺東市區）12月20日

農友於有機臍橙果園觀摩情形

推 展 有 機 農 業

    豆瓣菜 Watercress 嫩莖葉口感清脆，
做生菜或炒食煮湯皆宜。

與會來賓及農友品嘗本場以有機農法栽培的臍橙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動日期

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洛神葵臺東3號有機栽培模式示範觀摩會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有機栽培宣導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臺灣獼猴的生態及危害農作物的防治管理專題演講

卑南鄉美農村吳東隆農友田區

鹿野鄉永安村蔡來興農友示範田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室

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3樓會議室

11月20日

11月21日

11月22日

11月25日

102年度發展農村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經營管理與行銷實地
研習及演練(II)

關山鎮農會米國學校11月28日

102年農民學院-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 本場農機研究室2樓會議室 11月25-29日

「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推動作物健康管理觀念

本
辦舉

場

本場於11月20日上午，假卑南鄉吳東隆農

友鳳梨釋迦果園舉辦「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

觀摩會」，農糧署臺東辦事處、臺東地區農會

及東河鄉農會亦派員列席參加。會中介紹鳳梨

釋迦健康管理執行成果供農友參考。

本場林學詩場長表示，鳳梨釋迦為臺東地

區重要經濟果樹，近年來外銷供貨量逐年成

長，更應維持良好的果

品品質，以建立消費者

的信心及口碑，確保產

業永續經營。而令農民

最困擾的害蟲－粉介殼

蟲，最近中國大陸亦要

求我國加強防治工作，

以避免造成貿易障礙。

其他如植株黃化或農藥

使用等問題，均希望透

過推動作物健康管理的

觀念，提供農友相關技術，期許各位農友能生

產出高品質又安全的果品，達到消費者、農友

及環境永續三贏之目標。

會中由斑鳩分場盧柏松分場長將所研究之

留果數及套袋技術以科學化數據提供農友參

考，提醒農友應配合果樹生理狀態調整其產

量，避免植株提早老化，同時也強調應將產期

調整至12月份出貨，以維持果實最佳的品質；

張繼中副研究員針對鳳梨釋迦植株出現黃化現

象，分析可能原因及改善措施，並宣導合理化

施肥的重要性；蔡恕仁課長說明粉介殼蟲防治

要領，最重要的就是做好田間清園管理工作，

再配合適當的藥劑使用控制粉介殼蟲處於較低

密度狀態，並提醒農藥使用應注意事項，以維

繫整體鳳梨釋迦產業。

●文/圖  蔡恕仁

盧柏松分場長介紹各種果實套袋的優缺點 與會農友仔細聆聽園主吳東隆農友經驗分享

本場林學詩場長主持「鳳梨釋迦健康管理成果觀摩會」

12月06日 102年度「農民學院-結訓學員返場座談會暨青年農民講座」活動 本場農業機械研究館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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