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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區

洛神葵新
品種「臺東5 
號 -吉利」， 
係本場於97年
自國外引種、
雜交，歷經穩
定性觀察後成
功育出之新品
種。於今年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豆類及特用作物品種審議委
員會」第12次會議審查通過授予品種權。5月19
日獲發品種權證書(品種權字第A01544號)，為全
臺第2個擁有品種權之洛神葵雜交一代新品種，
本品種兼具觀賞及果萼加工之優點，將採品種授
權方式推廣農民應用，期望能促進洛神葵產業發
展。其品種特性概要如下：

1.植株： 植株中型。主莖中段褐色(RHS 176A) 
、淡綠色(RHS 144C)雙色相間。

2.葉： 葉片廣卵形，葉長與葉寬皆中等，成熟
葉葉色淡綠色(RHS 137C)。

3.花朵： 花徑中，花瓣淡黃綠色(RHS 1D)，
具淡粉紅色(RHS 62C) 及粉紅(RHS 
62A) 線條。花喉比暗紅色(RHS 53A)
更深，雌蕊暗紅色(RHS 53A)，雄蕊筒
橘紅色(RHS 34A)，始花期10月中、下
旬。

4.果實： 卵形，果先端閉合，果徑大。果萼
紫紅色(RHS 60A)及深紫褐色(RHS 
187A) 雙色，有蜜腺，果萼表面直刺
毛少。副蕚深紅色(RHS 59A)及淡綠色 
(RHS 137C)雙色，熟果期11月下旬。

5.種子：中型。

颱風為臺灣果樹栽培最主要天然災害之一，

有鑑於歷年颱風侵襲後對於臺東地區果樹造成重

大影響，籲請農友應隨時注意氣象動態與消息，

並及早進行下列防颱措施，以減輕果樹因颱風可

能造成之損失：

一、 果園應在迎風面搭設防風網或種植防風
林，以減低強風對作物之損害。

二、 已屆成熟的果實（如釋迦、高接梨及文旦
柚等）應在颱風來臨前提早採收，若尚未

成熟無法採收者，應套袋或套舒果網以減

少強風造成果實之損傷。

三、 注意果園周邊排水溝保持暢通，以避免造
成植株浸水。

四、 果樹（幼年樹）應立支柱及加強枝條固定
（圖 1），減少植株搖動或倒伏。

五、 遇焚風侵襲時，果園應進行噴霧灌溉至焚
風結束止，以保持果園內之濕度，減少因

高溫低濕所造成之植物落花、落果及果實

脫水等傷害（圖 2）。
六、 番荔枝及鳳梨釋迦已完成夏季修剪之果
園，在強風豪雨過後，如開花之新梢受損

嚴重，可在 9月 8日（白露）以前再次修
剪，以確保冬期果生產。

●文 /圖 江淑雯

●文 /圖 陳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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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 季節來臨 注意果園防颱措施

洛神葵新品種「臺東 5 號 - 吉利」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6 月 18 日 易倒伏區水稻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賴桂妹農友示範田

6 月 20 日 水稻稻熱病田間管理及防治示範觀摩會 曾可欣農友示範田

6 月 23 日 103 年原住民族特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班 金峰鄉正霎時客棧

6 月 26 日 番荔枝立枯型病株處理及安全用藥示範觀摩會 臺東市洪文賢農友示範田

6 月 30 日 六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圖 1.幼年樹應立支柱加強固定，以減少植株搖動

或倒伏。

洛神葵臺東 5 號 - 吉利果實

圖 2. 遇焚風侵襲時，果園應進行噴霧灌溉，以降
低落花、落果及果實脫水等傷害。

103 年 6 月 26 日晉陞本場場長
學歷： 畢業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研究所碩士

經歷： 農林廳技士、糧食局秘書、農林廳蔬菜股股長、茶改場臺

東分場分場長、課長、本場研究員及副場長

專長： 1. 園藝作物育種及栽培管理

      2. 手工緊壓茶製作技術

      3. 農業經營管理

電話：(089)325110 轉 100陳信言

人事異
動－新任場長介 紹

洛神葵臺東 5 號 - 吉利植株

林學詩場長榮調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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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糧食主權』？簡單的說，就是人類

主導獲得食物的所有做法及過程。「糧食主權」

的倡議有別於「糧食安全」主張，主要在於強調

「文化」在食物選擇上的重要性，也是人民的基

本權利，所代表的就是人民在尊重自然生態的前

提下，對食物生產、消費的選擇權利，更是這些

行為展現在文化價值上的意義。

在農業生產的現場，如何落實發展在地農

業生產，進而減少對於進口糧食的倚賴，成為最

重要的推動方向。臺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重疊區

域，面積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在國際間素以

具有多樣的自然生態環境受到矚目，卻也因為農

業生產面積有限及人口居住密度甚高的限制因素

下，更突顯農業生產環境的侷限。如何在多樣自

然生態的環境中，以優先滿足民眾食材需求及兼

顧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規劃在地特色作物的生產

及創造特色農產品的價值，更顯得重要。並透過

推動節能減碳的食物里程理念，達到國內地產地

消的目的。

以臺東

這個傳統農

業縣來看，

哪些作物最

能代表在地

特色呢？馬

上浮現在大

家腦海裡的

應該就是稻

米、小米、

樹豆、番荔

枝、臍橙、

晚崙夏、洛

神葵、金針

等產業，其

中以稻米、

番荔枝為最大宗，其它作物面積雖然不大，卻是

相當具有在地特色的作物，特別是對於外地遊

客，更具有吸引力。在地農友也紛紛透過巧思創

意，將不同形式的產品呈現在大家面前，無論是

食材、料理及文創產品，都讓遊客愛不釋手。本

場對於在地農業也相當重視，特別也在4月份邀
請國立東華大學宋秉明老師蒞場演講，目的就是

希望傳達推動在地友善農業的價值觀念，期待臺

東能在食農教育及友善環境的理念下，及好山好

水的農業生產環境上，成為臺灣綠生活重要農業

生產基地。

在花東鐵路電氣化及南迴公路拓寬等交通改

善工程完成後，將會吸引更多遊客造訪臺東，堅

持臺東農業在地特色的初衷，不僅能滿足在地居

民需求，也能透過遊客消費行為，支持臺東優質

農產品，並將特色農業文化的精髓散播出去，將

是臺東農業發展更有利的契機。

臺東地區番荔枝（釋迦）目
前正值夏期果授粉期至中果期，
而6至7月連續降雨過後常有番
荔枝炭疽病大發生情形。又近日
受梅雨鋒面及低氣壓外圍環流影
響，連日有雨，雨後天晴高溫高
濕環境為炭疽病最適發病條件，
本場籲請農友宜注意田間管理工
作，做好預防工作。

炭疽病為番荔枝果實常見
之病害，雨水為病原菌主要傳播
因子，環境悶濕時可發芽侵入果
實，病害發展最適生長溫度約在28∼30℃。病原
菌會潛伏在枝條、果實及葉片上，在春末夏初及
秋末冬初，連日有雨為好發期，中果期後最易發
病。

本病害多發生在植株通風不良部位，農友可
在雨季前後，採取下列適當的防治措施：

1. 適當修剪枝條，保持果園通風：避免植株過
於茂密，保持通風，可降低病害發生情形。

2. 清園管理：建議修剪之殘枝勿堆積於樹幹基
部，病果務必帶出果園銷毀，或在果園放置
垃圾桶或大型黑色塑膠袋將病果丟棄於內，
避免造成病原菌二次感染。

3. 施用亞磷酸1000倍作預防：施用亞磷酸1000倍

可增強植株免疫力，可降低果實罹病程度。亞
磷酸為非農藥資材，現配現用勿久置，施用時
每4天一次，連續三次，效果最佳。

4. 藥劑防治：噴藥前，應先適當修剪枝條，使藥
劑容易到達樹冠內部。另外，噴藥車施藥時應
放慢速度，使藥劑能均勻撒布在植株葉面、枝
條及果實上，藥劑使用請依稀釋倍數，勿隨意
提高濃度，並確實遵守安全採收期。

本場表示，近年調查發現梅雨季節或大雨過
後常造成番荔枝炭疽病發生嚴重，令農友損失慘
重，雨季前後請農友務必做好防治工作，確保收
成。農友在防治上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本場
植物保護研究室洽詢（電話089-325015）。

為減少臺東地區水稻易倒伏區農友損失，並

提高農友栽培管理與病蟲害管理

技術，生產安全優質的稻米，本

場於6月18日上午10時30分，假
關山鎮賴桂妹農友田區舉辦「易

倒伏區水稻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

會」，約150名農友出席與會，
農友參與踴躍，並認為實地觀摩

有助於提升水稻栽培管理技術。

本次觀摩會由本場林學詩場

長主持，農委會輔導處李青萍技士、關山鎮農會

總幹事陳秋英、梓園碾米廠及新

乾坤碾米廠也邀集農友參加。林

場長表示，水稻倒伏原因受品

種、灌水深度、氣候環境、土壤

條件、病蟲害管理及肥培管理等

諸多因素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

是施肥過量，過量施肥使水稻葉

面積增大，株高增高且分蘗數增

加，造成葉片重疊，植株日照量

文 /圖 林駿奇

文 /圖 吳昌祐

文 /圖 廖勁穎

連日降雨高溫高濕

番荔枝炭疽病之病徵初期，果實表面產生
灰黑色粉狀斑，後期數個鱗目黑變。

病斑於高濕時產生橘紅色的
孢子堆，可藉由風雨傳播，
為二次感染源。

加強防範加強防範加強防範番荔枝炭疽病番荔枝炭疽病番荔枝炭疽病

淺談糧食主權 - 重視在地農業的觀念

減少，濕度增加，莖桿拉長且柔軟，抗倒伏能力

降低；如果過量施用穗肥，更容易使莖桿承重超

過，造成水稻倒伏情形。本場以田間實地示範，

並分別以「水稻品種臺東33號介紹及管理」、
「水稻合理化施肥」及「水稻病蟲害防治技術」

等3個部分向農友說明合理化施肥成效，以田間
觀摩的方式建立農友對合理化施肥技術的信心。

田區主人劉展鴻（賴桂妹農友的兒子）表

示：「改良場示範的田真的好很多，葉片直又沒

有倒伏。我的田因為今年冷天氣持續很長的時

間，看到水稻長不大很擔心，在施肥時也有多下

幾包，希望水稻快點長大；在水稻快抽穗時發

現，改良場的田沒有施很多肥也長得很好，自己

的田肥下太多，水稻葉子太綠，病害也比較多，

才發現合理化施肥的好處。也還好看到改良場的

田，以後自己用的肥料有減少，只有一小部分倒

伏。不然像附近的ㄧ些下重肥的田，肥料用太

多，水稻都倒一大片。」本場也強調，農友栽培

過程都是環環

相扣，相互影

響，必須將水

稻品種、栽培

環境、施肥管

理及病蟲害防

治安全用藥相

互配合，才能

生產出健康優

質的稻米。

 本場辦理

觀摩示範田區，左為農友慣行區，
水稻部分倒伏且病害較多，右邊合
理化施肥區水稻健康飽滿。

農委會輔導處李青萍技士宣導老農津
貼政策

文 /圖 廖勁穎

「易倒伏區水稻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確保植株穩產不倒伏

原民傳統作物

果鮮質佳的番荔枝果品及文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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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糧食主權』？簡單的說，就是人類

主導獲得食物的所有做法及過程。「糧食主權」

的倡議有別於「糧食安全」主張，主要在於強調

「文化」在食物選擇上的重要性，也是人民的基

本權利，所代表的就是人民在尊重自然生態的前

提下，對食物生產、消費的選擇權利，更是這些

行為展現在文化價值上的意義。

在農業生產的現場，如何落實發展在地農

業生產，進而減少對於進口糧食的倚賴，成為最

重要的推動方向。臺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重疊區

域，面積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在國際間素以

具有多樣的自然生態環境受到矚目，卻也因為農

業生產面積有限及人口居住密度甚高的限制因素

下，更突顯農業生產環境的侷限。如何在多樣自

然生態的環境中，以優先滿足民眾食材需求及兼

顧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規劃在地特色作物的生產

及創造特色農產品的價值，更顯得重要。並透過

推動節能減碳的食物里程理念，達到國內地產地

消的目的。

以臺東

這個傳統農

業縣來看，

哪些作物最

能代表在地

特色呢？馬

上浮現在大

家腦海裡的

應該就是稻

米、小米、

樹豆、番荔

枝、臍橙、

晚崙夏、洛

神葵、金針

等產業，其

中以稻米、

番荔枝為最大宗，其它作物面積雖然不大，卻是

相當具有在地特色的作物，特別是對於外地遊

客，更具有吸引力。在地農友也紛紛透過巧思創

意，將不同形式的產品呈現在大家面前，無論是

食材、料理及文創產品，都讓遊客愛不釋手。本

場對於在地農業也相當重視，特別也在4月份邀
請國立東華大學宋秉明老師蒞場演講，目的就是

希望傳達推動在地友善農業的價值觀念，期待臺

東能在食農教育及友善環境的理念下，及好山好

水的農業生產環境上，成為臺灣綠生活重要農業

生產基地。

在花東鐵路電氣化及南迴公路拓寬等交通改

善工程完成後，將會吸引更多遊客造訪臺東，堅

持臺東農業在地特色的初衷，不僅能滿足在地居

民需求，也能透過遊客消費行為，支持臺東優質

農產品，並將特色農業文化的精髓散播出去，將

是臺東農業發展更有利的契機。

臺東地區番荔枝（釋迦）目
前正值夏期果授粉期至中果期，
而6至7月連續降雨過後常有番
荔枝炭疽病大發生情形。又近日
受梅雨鋒面及低氣壓外圍環流影
響，連日有雨，雨後天晴高溫高
濕環境為炭疽病最適發病條件，
本場籲請農友宜注意田間管理工
作，做好預防工作。

炭疽病為番荔枝果實常見
之病害，雨水為病原菌主要傳播
因子，環境悶濕時可發芽侵入果
實，病害發展最適生長溫度約在28∼30℃。病原
菌會潛伏在枝條、果實及葉片上，在春末夏初及
秋末冬初，連日有雨為好發期，中果期後最易發
病。

本病害多發生在植株通風不良部位，農友可
在雨季前後，採取下列適當的防治措施：

1. 適當修剪枝條，保持果園通風：避免植株過
於茂密，保持通風，可降低病害發生情形。

2. 清園管理：建議修剪之殘枝勿堆積於樹幹基
部，病果務必帶出果園銷毀，或在果園放置
垃圾桶或大型黑色塑膠袋將病果丟棄於內，
避免造成病原菌二次感染。

3. 施用亞磷酸1000倍作預防：施用亞磷酸1000倍

可增強植株免疫力，可降低果實罹病程度。亞
磷酸為非農藥資材，現配現用勿久置，施用時
每4天一次，連續三次，效果最佳。

4. 藥劑防治：噴藥前，應先適當修剪枝條，使藥
劑容易到達樹冠內部。另外，噴藥車施藥時應
放慢速度，使藥劑能均勻撒布在植株葉面、枝
條及果實上，藥劑使用請依稀釋倍數，勿隨意
提高濃度，並確實遵守安全採收期。

本場表示，近年調查發現梅雨季節或大雨過
後常造成番荔枝炭疽病發生嚴重，令農友損失慘
重，雨季前後請農友務必做好防治工作，確保收
成。農友在防治上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本場
植物保護研究室洽詢（電話089-325015）。

為減少臺東地區水稻易倒伏區農友損失，並

提高農友栽培管理與病蟲害管理

技術，生產安全優質的稻米，本

場於6月18日上午10時30分，假
關山鎮賴桂妹農友田區舉辦「易

倒伏區水稻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

會」，約150名農友出席與會，
農友參與踴躍，並認為實地觀摩

有助於提升水稻栽培管理技術。

本次觀摩會由本場林學詩場

長主持，農委會輔導處李青萍技士、關山鎮農會

總幹事陳秋英、梓園碾米廠及新

乾坤碾米廠也邀集農友參加。林

場長表示，水稻倒伏原因受品

種、灌水深度、氣候環境、土壤

條件、病蟲害管理及肥培管理等

諸多因素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

是施肥過量，過量施肥使水稻葉

面積增大，株高增高且分蘗數增

加，造成葉片重疊，植株日照量

文 /圖 林駿奇

文 /圖 吳昌祐

文 /圖 廖勁穎

連日降雨高溫高濕

番荔枝炭疽病之病徵初期，果實表面產生
灰黑色粉狀斑，後期數個鱗目黑變。

病斑於高濕時產生橘紅色的
孢子堆，可藉由風雨傳播，
為二次感染源。

加強防範加強防範加強防範番荔枝炭疽病番荔枝炭疽病番荔枝炭疽病

淺談糧食主權 - 重視在地農業的觀念

減少，濕度增加，莖桿拉長且柔軟，抗倒伏能力

降低；如果過量施用穗肥，更容易使莖桿承重超

過，造成水稻倒伏情形。本場以田間實地示範，

並分別以「水稻品種臺東33號介紹及管理」、
「水稻合理化施肥」及「水稻病蟲害防治技術」

等3個部分向農友說明合理化施肥成效，以田間
觀摩的方式建立農友對合理化施肥技術的信心。

田區主人劉展鴻（賴桂妹農友的兒子）表

示：「改良場示範的田真的好很多，葉片直又沒

有倒伏。我的田因為今年冷天氣持續很長的時

間，看到水稻長不大很擔心，在施肥時也有多下

幾包，希望水稻快點長大；在水稻快抽穗時發

現，改良場的田沒有施很多肥也長得很好，自己

的田肥下太多，水稻葉子太綠，病害也比較多，

才發現合理化施肥的好處。也還好看到改良場的

田，以後自己用的肥料有減少，只有一小部分倒

伏。不然像附近的ㄧ些下重肥的田，肥料用太

多，水稻都倒一大片。」本場也強調，農友栽培

過程都是環環

相扣，相互影

響，必須將水

稻品種、栽培

環境、施肥管

理及病蟲害防

治安全用藥相

互配合，才能

生產出健康優

質的稻米。

 本場辦理

觀摩示範田區，左為農友慣行區，
水稻部分倒伏且病害較多，右邊合
理化施肥區水稻健康飽滿。

農委會輔導處李青萍技士宣導老農津
貼政策

文 /圖 廖勁穎

「易倒伏區水稻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確保植株穩產不倒伏

原民傳統作物

果鮮質佳的番荔枝果品及文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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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區

洛神葵新
品種「臺東5 
號 -吉利」， 
係本場於97年
自國外引種、
雜交，歷經穩
定性觀察後成
功育出之新品
種。於今年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豆類及特用作物品種審議委
員會」第12次會議審查通過授予品種權。5月19
日獲發品種權證書(品種權字第A01544號)，為全
臺第2個擁有品種權之洛神葵雜交一代新品種，
本品種兼具觀賞及果萼加工之優點，將採品種授
權方式推廣農民應用，期望能促進洛神葵產業發
展。其品種特性概要如下：

1.植株： 植株中型。主莖中段褐色(RHS 176A) 
、淡綠色(RHS 144C)雙色相間。

2.葉： 葉片廣卵形，葉長與葉寬皆中等，成熟
葉葉色淡綠色(RHS 137C)。

3.花朵： 花徑中，花瓣淡黃綠色(RHS 1D)，
具淡粉紅色(RHS 62C) 及粉紅(RHS 
62A) 線條。花喉比暗紅色(RHS 53A)
更深，雌蕊暗紅色(RHS 53A)，雄蕊筒
橘紅色(RHS 34A)，始花期10月中、下
旬。

4.果實： 卵形，果先端閉合，果徑大。果萼
紫紅色(RHS 60A)及深紫褐色(RHS 
187A) 雙色，有蜜腺，果萼表面直刺
毛少。副蕚深紅色(RHS 59A)及淡綠色 
(RHS 137C)雙色，熟果期11月下旬。

5.種子：中型。

颱風為臺灣果樹栽培最主要天然災害之一，

有鑑於歷年颱風侵襲後對於臺東地區果樹造成重

大影響，籲請農友應隨時注意氣象動態與消息，

並及早進行下列防颱措施，以減輕果樹因颱風可

能造成之損失：

一、 果園應在迎風面搭設防風網或種植防風
林，以減低強風對作物之損害。

二、 已屆成熟的果實（如釋迦、高接梨及文旦
柚等）應在颱風來臨前提早採收，若尚未

成熟無法採收者，應套袋或套舒果網以減

少強風造成果實之損傷。

三、 注意果園周邊排水溝保持暢通，以避免造
成植株浸水。

四、 果樹（幼年樹）應立支柱及加強枝條固定
（圖 1），減少植株搖動或倒伏。

五、 遇焚風侵襲時，果園應進行噴霧灌溉至焚
風結束止，以保持果園內之濕度，減少因

高溫低濕所造成之植物落花、落果及果實

脫水等傷害（圖 2）。
六、 番荔枝及鳳梨釋迦已完成夏季修剪之果
園，在強風豪雨過後，如開花之新梢受損

嚴重，可在 9月 8日（白露）以前再次修
剪，以確保冬期果生產。

●文 /圖 江淑雯

●文 /圖 陳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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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 季節來臨 注意果園防颱措施

洛神葵新品種「臺東 5 號 - 吉利」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6 月 18 日 易倒伏區水稻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賴桂妹農友示範田

6 月 20 日 水稻稻熱病田間管理及防治示範觀摩會 曾可欣農友示範田

6 月 23 日 103 年原住民族特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班 金峰鄉正霎時客棧

6 月 26 日 番荔枝立枯型病株處理及安全用藥示範觀摩會 臺東市洪文賢農友示範田

6 月 30 日 六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圖 1.幼年樹應立支柱加強固定，以減少植株搖動

或倒伏。

洛神葵臺東 5 號 - 吉利果實

圖 2. 遇焚風侵襲時，果園應進行噴霧灌溉，以降
低落花、落果及果實脫水等傷害。

103 年 6 月 26 日晉陞本場場長
學歷： 畢業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研究所碩士

經歷： 農林廳技士、糧食局秘書、農林廳蔬菜股股長、茶改場臺

東分場分場長、課長、本場研究員及副場長

專長： 1. 園藝作物育種及栽培管理

      2. 手工緊壓茶製作技術

      3. 農業經營管理

電話：(089)325110 轉 100陳信言

人事異
動－新任場長介 紹

洛神葵臺東 5 號 - 吉利植株

林學詩場長榮調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