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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 蔣佩珊

洛神葵為
臺東重要的特
色作物，為生

產優質、安全的洛神葵，本場於 11月 19日，假
東河鄉興昌村陳大江農友之洛神葵田區舉辦「洛
神葵臺東 3號有機栽培模式」示範觀摩會，吸引
農友近 50餘人與會。

本場陳信言場長表示，洛神葵臺東 3號為豐
產品種，其果萼肥厚，加工製成蜜餞品質良好，
希望透過有機栽培示範觀摩，增加地方有機產品
的多元化，刺激有機產業的發展，提升農友收益。

蔣佩珊助理研究員說明，洛神葵為耐瘠之作
物，但忌淹水，宜選擇排水良好之地或做好排水
作業，配合適當的行株距，可促進通風，除了能
減少病蟲害滋生，也增加田間操作的便利性；摘
心可促進側枝產生，配合
適當施肥，能提升產量及
品質。廖勁穎助理研究員
表示，在栽培洛神葵前，
先了解土壤特性，選擇合
適的肥料種類並調整施肥
用量，能讓植株健康生長；
栽培期間也必需適時、適
量、適法的施用追肥，才
能節省生產成本，有效提
升洛神葵的品質與產量。

李惠鈴副研究員表示，洛神葵多採粗放式栽培，
病蟲害問題少受重視，若能正確認識病蟲害，並
運用適當非農藥方法加以防範治療，便能有效提
升洛神葵的產量與品質。黃政龍助理研究員在現
場示範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之應用，該機械已取
得新型專利，技轉國內廠商量產製造，為目前市
面上唯一的洛神葵去籽機；本機模擬人工去籽時
刺穿及旋轉動作，可輕易切穿洛神葵萼果基部，
大幅節省人工去籽之時間成本。

陳信言場長進一步指出，洛神葵臺東 3號，
為品質優良、穩定的豐產品種，期能推廣給農友
種植，替代品質與產量均不穩定的地方品系，配
合有機栽培、土壤合理化施肥及病蟲害防治技術，
將使品質與產量更趨於穩定，增加食品的安全性，
有效提升洛神葵產業的競爭力。

本場舉辦洛神葵臺東 3 號

有機栽培模式示範觀摩會

陳場長信言主持觀摩會

農友實地觀摩洛神葵田間情形現場展示鑽穴式去籽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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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經整年的

生長發育後，植株枝條

（肉質莖）會變得相當

繁茂且互相層層交疊，

若不加以適度整枝修

剪，除了部分枝條易因

日照不足而影響產量及

品質外，也會影響日後

管理作業，或因負載過

重而導致設施傾斜或倒

塌。

紅龍果整枝修剪一般於產期結束後（11
月 ~12月）進行，作業要點與原則如下：
一、 剪除罹病枝（或弱枝）：將罹病枝或弱枝剪除，
清除移至果園外銷毀，減少病原，可大幅降

低隔年病蟲害發生機率。

二、 剪除交疊及過密枝條：將交疊及過密枝條部
分剪除，使全株枝條均勻分布，讓植株通風

採光良好，預留新生枝條生長空間，提高開

花率、果實品質，減少病蟲害發生，且有利

於疏花、疏果及套袋等栽培管理作業。

三、 剪除 3年生以上老枝： 3年生以上枝條，芽
點幾乎都已萌芽或開花，不具生產能力。為

避免株形過於雜亂，造成設施負載過重，應

直接自枝條基部剪除，重新培養新結果枝。

四、 適度修剪 1~2年枝條： 1~2年生的枝條最易
開花結果，是產果的主要部位，需適當選留，

修剪原則同上述一及二點。

五、 短截修剪：當季萌生尚未成熟的枝條，待其
生長至 120公分以上時應進行短截修剪，促
進早期花芽萌生，惟需注意短截程度不宜太

強（以不超過 25%為原則），否則易造成開
花延遲或減少花芽萌生。1~2年生枝條若下
垂長度過長（接近地面），亦需適度短截以

利開花及管理。 
六、 疏芽除梢：成熟枝條與新芽（梢）比例最好
控制在 1：1~2：1，如新芽（梢）過多應儘
早疏除，促使預留的新芽（梢）能快速生長

及提早成熟。短截修剪後易萌生新芽（梢），

應於開花期前 1個月（約 3月底前）將新芽
（梢）全數去除，避免新梢與 4月萌生的花
芽競爭養分。

臺東縣枇杷栽面

積約 170公頃，主要
分布於卑南鄉、太麻

里鄉及鹿野鄉等地；

近年鹿野地區所種植

之枇杷發現新芽褐化

發育不良、直立，且

較正常葉片短小（圖 1）或花穗褐化開花不正常
（圖 2）的現象，經本場前往採樣確認為枇杷瘤
節蟎（Aceria eriobotrya (Keifer)）取食為害所致。
由於本蟎體型細小，又藏於新芽取食，造成發現

為害狀後已過防治時機；本蟎雖然不是枇杷主要

害蟲，但疏於防治仍可能影響枇杷正常發育，因

此，本文簡單介紹其生態特性及適當的園區管理

作法，做為農友防治該害蟎之參考。

枇杷瘤節蟎為節蟎科、瘤節蟎屬，因多聚集

於新芽為害，故又稱芽蟎。本蟎體形細小、乳白

色，蟎體粗細近似枇杷葉片絨毛，雌成蟎為長楔

形、蠕蟲狀（圖 3），與葉蟎 4對足不同，僅有
前方 2對足。每年 5-10月為害心芽，10月至隔
年 1月為害花穗，平均以 11月密度較高。多聚
集於未展開葉片及葉芽取食繁殖，並未於展開葉

發現。本蟎於果實採收後，藏於枝條縫隙或葉片

基部等隱密處，常聚集於葉片絨毛位置，萌芽時

文 /圖 陳奕君

圖 1. 枇杷瘤節蟎為害枇
杷新葉，造成褐化、直立，
且較正常新葉短小。

紅龍果 採後整枝修剪要點

枇杷瘤節蟎生態及防治簡介 文 /圖 許育慈

單柱型整枝栽培之紅龍果
修剪前枝條雜亂層疊

剪除老枝、病枝及過
密交疊枝條情形

修剪後所留枝條均勻分
布有利於後續生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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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芽點取食，並於花穗生長期蔓延至幼穗為害。

其後隨葉芽及花穗發育，受害程度逐漸加深。

枇杷瘤節蟎以取食枇杷心芽為主，被害處發

育後只見新葉短小、褐化且直立，但葉片清潔不

見蟲體或病斑，易被誤認為「芽枯病」而施用殺

菌劑防治，卻仍無法

有效抑制症狀發生。

然而，待發現新芽褐

化時往往錯失防治時

機，故應加強果實採

收後的清園工作。本

蟲暫無推薦防治藥劑，

可參考枇杷葉蟎類藥

劑防治。除了施用化

學藥劑防治外，應配

合加強樹體之整枝修

剪，提高通風及日

照，同時注意冬季修

剪後清園管理措施，

均可有效降低田間發

生蟲源的密度。另

外，田間節蟎發生與

降雨強度及月均溫有

密切關係，若長時間未下雨，則應注意田間節蟎

發生情形，適時防治。此外，也應減少銅劑或其

他廣效性殺菌劑使用，並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制

的殺蟎劑，避免抗藥性產生，以延長藥劑使用壽

命，提高防治效果。

文 /圖 蘇炳鐸

圖 2. 花穗發育初期受枇杷
瘤節蟎為害，造成褐化，無
法正常開花。

圖 3. 枇杷瘤節蟎蟲體細小、
乳白色蠕蟲狀。

潛力保健植物-金銀花
金 銀 花（Lonicera japonica Thunberg） 為

忍 冬 科（Caprifoliaceae） 忍 冬 屬（Lonicera）

多年生半常綠之蔓性植物，英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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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忍冬

科植物約有 18 屬 380 餘種，其中忍冬屬植物約

200 種，分布於北美、歐、亞、非洲北部等溫帶

與亞熱帶地區。依文獻所載，臺灣忍冬屬植物有

阿里山忍冬（L.acuminata Wallich）、無梗忍冬 
（L.apodontha Ohwi）、裡白忍冬 （L.hypoglauca 
Miquel）、忍冬 （L.japonica Thunberg）、川上

氏 忍 冬（L.kawakamii Masamune）、 大 花 忍 冬 
（L.macrantha Dcand）、追分忍冬（L.oiwakensis 
Hayata）7 種。

本種在臺灣海拔 2,000 公尺以下山野、灌木

叢間生長，也分布於中國大陸、日本，為忍冬屬

中分布最廣，中醫藥材應用最主要的種類。

其花蕾及葉片富含綠原酸，異綠原酸等保

健成分，近幾年於中南部地區有少量種植

生產。

花蕾為金銀花藥用主要採收部位，當

花朵基部呈綠色、筒部乳白色、含苞未開

時為最佳採收期。本場利用隧道式、垂直

式垣籬，以及立柱栽培等方式，試驗金銀

花周年花蕾產量，以隧道式栽培產量最高。

採用隧道式棚架栽培時，棚架高 0.97 公尺，寬

1.6 公尺，覆以孔徑 6 公分 ×5 公分黑色強力塑鋼

網。調查主要生產期 5-10 月共 6 個月之單株平

均產量，鮮重約 0.5 公斤，換算為乾重約 0.08 公

斤；產期於 8-9 月達高峰，以 9 月產量最高，單

株花蕾鮮重約可達 0.7 公斤，換算乾重約 0.14 公

斤，並於 10 月份後產量開始下降。以上栽培方

式僅提供參考，仍需依田區狀況及操作習慣變化

應用，方便日後管理維護。花蕾產量也會隨管理

方式不同而有高低差異。

金銀花的主要藥理作用及生物活性概為抗

菌、抗病毒、抗氧化、護肝、抗腫瘤及消炎等。

相關保健產品有酒類、飲料類、化妝品及衛生用

品。未來結合綠原酸的抗菌消炎功用，金銀花花

蕾及葉片可研發食品用防腐劑、牲畜疾病防治產

品及高級香料，相當具有開發之潛力。

金銀花為深具開發潛力之保健植物

金銀花花蕾採收金銀花採用棚架式栽培，方便
管理及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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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活 動看板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1 月 17-21 日 農民學院 - 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進階選修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11 月 19 日 洛神葵臺東 3 號有機栽培示範觀摩會 東河鄉八里段

11 月 20 日
番荔枝健康管理 - 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技術講習會暨與
民有約座談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日昇之鄉會館
農民活動中心

11 月 24 日 十一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12 月 5 日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返場座談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12 月 15-19 日 「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競賽活動 本場斑鳩分場

東河的舊名

是「馬武窟」，

阿美族語撒網捕魚

之意，「瑪路啊瀧」

乃馬武窟溪前名，即東

河橋下之河溪，尋訪泰源幽

谷入口意象，轉幾個彎，就是著名的登仙峽谷，

登仙橋邊山坡上所見，是阿美族人早年開闢留下

的圳路，如盤山絲帶，蜿蜒而去，馬武窟溪流經

峽谷，經過上萬年的侵蝕作用，將堅硬的都蘭山

集塊岩層切割，形成氣勢壯闊的山谷景觀，來到

登仙橋與泰源村，呈現一派溪谷景色，也是東海

岸唯一的封閉式盆地地形，更有世外桃源之稱的

泰源幽谷；泰源幽谷，是阿美族人世居之地，阿

美語稱為阿拉巴灣，其周圍有著群山環繞包圍，

並貫穿海岸山脈，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與極

佳氣候，而臺灣多種知名盛產的果樹像鳳梨釋迦、

釋迦、梅子、大白柚、文旦柚、晚崙西亞及臍橙

等結實累累；極適合發展種植有機蔬果綠色產業。

目前該地區通過有機驗證農戶包括東河休閒

農場、花固有機農場、綠色 11莊及銅礦梅園等 4
處，本場透過農村訪視交流與產業示範觀摩會，

以瞭解農民在地需求與產業特性，近來更進一步

引導當地農村亮點區域串聯起來，並推銷泰源幽

谷農特產品與在地食材，協助輔導社區部落廚房

推出柚子餐，如研製柚子醬、柚香手捲、椰盅白

柚雞湯及柚子膜花DIY，以創造農產品附加價值，
並搭配在地遊程與服務，包括民宿、餐飲、導覽

解說、農事體驗及手工藝 DIY等產業，進而結合
鄰近景觀特色，以泰源部落為起點，經過北源、

美蘭、北溪、德高等原住民族部落，體驗阿美族

文化、享用部落美食。也可安排參訪退輔會東河

休閒農場，享受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山林景觀與

住宿服務，此處為泰源幽谷的最高點，也是直達

花東縱谷平原的重要景點，更可進一步串接至花

東縱谷，在行程規劃上也別具特色，期待各位能

一起到臺東體驗及享受花東有機休閒樂活廊道的

絕美風情。

文 /圖 余建財

文 /圖 陳振義

有機休閒廊道樂活行－東河泰源幽谷

臺東活化休耕地 -硬質玉米品種介紹及產量表現

為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本場自

去 (102)年春、秋兩作陸續於臺東市、鹿野鄉、
成功鎮及長濱鄉等 4處，辦理「硬質玉米新品種、
機械播種及機械採收栽培示範觀摩會」共計 18
場次，期能篩選優良硬質玉米品種，推廣臺東農

民於休耕田活化時種植，增加收益。

因臺東地區秋作生長期間易受風災而影響產

量，建議農民於春作種植，試作品種臺農 1號、
臺南 24號、明豐 3號及農興 688等 4個品種，
產量調查結果如下表，提供農民種植前選擇之參

考。

目前種苗場有生產硬質玉米臺農 1號、臺南
24號及農興 688雜交種子並販售給農民種植，
國內農民可透過各地區農會向其購買，電話 04-
25825437轉種苗經營課。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情形 硬質玉米新品種果穗

表：102 年各品種硬質玉米於臺東各試區平均產
量之表現 ( 單位：公斤 / 公頃 )

品種 臺農 1 號 臺南 24 號 明豐 3 號 農興 688
春作 4,749 6,587 6,815 7,006
秋作 5,418 5,211 6,093 5,670

東河泰源幽谷入口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