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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通過全臺首次洛神葵3新品種命名
本場頒匾祝賀池上鄉農會勇奪第三屆「金推獎」優等暨

  特殊貢獻獎
本場場長林學詩榮頒農委會「全國優秀農業人員獎」
農委會免費提供公糧白米，協助弱勢族群過好年
「太陽能捕蟲器」技術非專屬授權
農業主題館～洛神葵營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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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特作研究團隊歷經6年努力，成功選育

3個洛神葵新品種，於99年12月15日經作物新品

種審查會議通過，分別命名為「洛神葵臺東1

號」、「洛神葵臺東2號」及「洛神葵臺東3

號」。本次審查為全臺首次通過新品種命名之

洛神葵新品種，對臺東地區發展洛神葵加工及

觀賞等產業，開啟了新的里程碑。

審查會議由國立中興大學葉茂生教授主

持，審查委員包括中央研究院鄔宏潘研究員、

及兼具加工食用與觀賞功能等特性，咸認3個品

種皆極具栽培推廣潛力，值得命名後推廣予農

民種植。

洛神葵是臺東地區重要的特色作物，栽培

與產量為全省之冠，以往農民多自行留種栽

培，造成本地栽培品系混雜，易有品質不均與

產量不穩定等問題，導致無法提升洛神葵產業

之經濟效益。為培育產量高又穩定且品質優良

的洛神葵品種，本場特作研究團隊自民國94年

起，於金峰鄉嘉蘭村與新興村的田區進

行優良品系選拔，歷經6年努力，終於

選育出具有品質均一、性狀穩定、產量

高等優質特性的3個洛神葵新品種，因

此召開審查會議，並經委員審查通過命

名，期未來推廣農民種植後，能逐漸汰

換本地低產質劣的地方品系，以有效提

升洛神葵產業的競爭力。

　　屬早熟品

種，去子

鮮 果 萼

每公頃產量為

2.4公 噸 ， 比

對照品種增產

71.4％以上；

且 為 閉 萼 品

系，去子處理

時能保持果萼完

整；果萼含水率

■本次命名通過的3個洛神葵新品種特

性，簡介如下：

一、洛神葵臺東1號：

本場通過全臺首次 命名洛神葵 新品種3

利用蛾類趨光特性捕捉害蟲，可減少農藥

使用，誘蟲器捕蟲裝置種類繁多，有使用110伏

特交流電者或使用12伏特直流電者，在田間安

裝誘蟲器捕蟲裝置常遭遇到電源供應問題，使

用太陽能捕蟲器方式捕蟲，電源供應方便實

用，同時利用太陽能捕蟲器捕蟲也會遭遇陰天

日照不足供電問題，需提供充足電源克服。

研發之太陽能捕蟲器有吸入式太陽能捕蟲

器及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兩種型式，並可應用

在照明用途。

吸入式太陽能捕蟲器主要由主體架、太陽

能板、蓄電及供電控制單元、黑紫色誘蟲燈、

吸入式誘捕裝置及捕蟲網等組成，在感測時間

內燈亮，利用昆

蟲趨光誘捕，

直流風扇吸昆

蟲入網內，風扇

停止運轉昆蟲飛

不出，誘捕到昆

蟲如蛾類、天牛、

金龜仔、瘤野螟等。

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主要由主體架、太陽

能板、蓄電及供電控制單元、黑紫色誘蟲燈、

溺水盤誘

捕裝置等

組成，在

感測時間

內燈亮，

昆蟲趨光

飛入溺水

盤溺斃，

水盤水位

可調整，

溢滿自動排出，蟲腐污水輕易排除，誘捕到昆

蟲如蛾類、天牛、金龜仔、瘤野螟等。

太陽能捕蟲器供電單元，亦可應用在照明

用途，果園、農場及庭院，無配線煩惱，使用

方便，供電單元感應定時啟閉，節省電能，配

合環境需求有大、小尺寸規格。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

「太陽能捕蟲器」技術非專屬授權

國立宜蘭大學吳柏青副校長、國立臺東大學劉

烱錫院長與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蘇德銓教授等。

審查委員首先至田間實地了解新品種洛神葵栽

植情形，並聽取新品種洛神葵選育過程與品種

特性簡報，也品嘗由3個新品種洛神葵分別製成

的蜜餞與飲料。委員們依據田間生育狀況與農

藝性狀的表現，一致肯定新品種的洛神葵具有

株型良好、果萼產量高且穩定、外觀色澤豔麗

本場陳副場長、特作研究團隊人員與審查委員於試驗田區合影。

本場試驗人員勘查

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捕蟲效果

◎示範觀摩會(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洛神葵臺東１號

吸入式太陽能捕蟲器

洛神葵營養成分農業主題館

活動看板

洛神葵的嫩梢有實用價值可當作蔬菜，經亞洲蔬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評比為臺灣十大

抗氧化蔬菜。亞洲蔬菜發展中心研究其嫩梢營養成分，發現其乾物量為每100公克有11公

克，纖維為1.3公克，醣類為0.42公克，蛋白質為2.62公克，維他命C為4.4公克，β-葫蘿蔔

素為25毫克，鈣質為217毫克及鐵質1.26毫克。

活         動         名         稱活動日期 活    動    地    點

1月11日

1月12日

1月13日

水稻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管理講習會

水稻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管理講習會

水稻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管理講習會

鹿野鄉老人會館

關山鎮農會休閒旅遊中心

池上鄉農會超市二樓農民教室

成功鎮富榮晚崙西亞產銷班集貨場1月17日 柑桔冬季修剪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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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萱草花蓮2號(豔紅佳人)、萱草花蓮3號(甜

蜜佳人)、萱草花蓮4號(俏佳人)及萱草花蓮5號

(黃天鵝)等6個新品種，同時也開發10項植物組織

培養技術，並廣泛地應用於科技研發與種苗繁殖

產業。此外，在推動休閒作物產業之研發與推廣

工作上亦不遺餘力，除提出休閒產業發展計畫並

創建休閒作物研究園區，同時領導研究團隊結合

民間力量共同推動相關產業，使得景觀暨綠肥作

物、香草植物、藥用保健植物、鄉土野菜、水生

植物及新興果樹等逐漸成為地方上重要產業。

截至目前為止，林

場長已發表逾百篇學術

性期刊論文、研討會論

文、研討會摘要與壁

報、推廣性文章等著

作，並出版有「萱草之

鑑賞與培育」、「香草

植物之美」、「臺灣原

生百合之美」等3冊專

書；於國外進修期間，

成功開發水仙百合基因轉殖技術，回國後，又

研發番茄及水稻基因轉殖技術，未來將繼續推

動基因標誌應用於作物育種之研究。

對於東部農業發展，林場長表示，東部地

區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與景觀，相當具有

發展有機農業的潛力，如能同時搭配休閒農

業，定能有效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本場已成立

有機農業及作物健康管理技術服務團隊，積極

協助農民有關作物病蟲害防治、土壤肥料管理

與栽培管理技術，期提升轄內作物的產量與品

質，共同促進農業升級，強化產業競爭優勢。

本場林學詩場長帶領研究團隊培育園藝作

物新品種，推廣休閒產業作物並創新生物技術

有成，於99年12月22日受頒農委會第23屆「優

良農業從業人員獎」及公開表揚，傑出事蹟足

以作為全國農業人員學習的標竿與典範。

為激勵從事農業實驗研究及推廣人員對產

業的貢獻，促進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的農業

政策，農委會自民國75年即辦理優秀農業人員

選拔活動，99年度由各行政機關、學校、農民

團體及試驗研究等單位共推薦34位候選人參

臺東縣池上鄉農會勇奪第

三屆「金推獎」優等暨特殊貢

獻獎，本場場長林學詩藉池上

鄉農會碾米廠前的「彩花蝴蝶水

池上」花海景觀開幕活動，頒給

「農推典範」匾額，以祝賀農會團隊

努力獲得肯定；並恭賀池上鄉在全國五處績優

稻米產銷專業區中，有三處列入，代表著池上

鄉的米品質最好、價格最高。

99年池上鄉農會收獲相當多，獲得農委會

第三屆的「金推獎」，更進一步獲全國前六名

的優等暨特殊貢獻獎，獲得二十萬元獎勵金。

於12月20日池農總幹事徐月娥等又前往臺北，

領取農糧署推廣臺灣好米的全國稻米產銷專業

區評鑑績優獎。

全國只有五處

績優稻米產銷專業

區受到表揚，臺東

縣佔了四處，池上

鄉即佔了三處、關

山鎮一處。臺東縣

獲得績優稻米產銷

專業區事蹟為：池

上鄉農會引領及發

展地方稻米產業，

提振地方農業經

本場場長 榮頒農委會林學詩 「全國優秀農業人員獎」

農委會陳武雄主任委員頒發「全國優秀農業
人員獎」予本場林場長

農委會陳主委與榮獲第23屆的12位得獎者合影

優等暨特殊貢獻獎

本場林場長頒『農推典範』給池上鄉農會

濟；提高獎勵，鼓勵農民參加契作，增加農民

收益。池上多力米股份有限公司，創新經營管

理，積極研發稻米衍生產品，結合在地文化，

讓產業升級。陳協和碾米工廠，結合在地文

化，關注在地農業生態，與契作農民互動密

切，協助農民自產自銷。關山鎮梓園碾米工

廠，善用專業人才，專業區營運有新意，擴大

專業區態度積極，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產

銷履歷。

舉辦花海目的，主要是結合休閒農業促銷

地方優良農產品，吸引遊客前來觀賞花東花海

景觀，創造商機，今年池上鄉等五顆明珠（臺

東縣池上、關山和成功，花蓮富里和玉溪）花

海已陸續開幕，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遊

憩和採購地方農產品。

本場頒匾祝賀池上鄉農會 第三屆勇奪

農委會免費提供公糧白米，協助弱勢族群過好年

選，經學者專家以嚴謹、公正方式，歷經個案

評審、初審、複審等3階段評審，最後選出分別

來自不同領域的12位優秀農業人員，並公開頒

獎表揚。

林場長是荷蘭瓦赫尼根農業大學植物育種系

博士，民國76年起從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基層人

員做起，於99年7月調任本場，逾23年的研究生涯

中，從事農作物試驗研究與農業推廣業務，專攻

園藝作物育種與栽培技術改良等研究工作，迄今

已育成冬瓜花蓮1號(吉豐)、萱草花蓮1號(粉佳

農曆年節將至，為加強照顧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農委會免費提供

新期公糧白米予地方政府辦理社會救助，協助弱勢民眾歡度溫飽好年。

農委會表示，為協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社會救助，免費提供公糧白米照顧低

收入戶、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符合領取兒童及少年或身心障礙等福

利補助者、特殊境遇家庭、獨居老人、原住民族、經濟弱勢家庭、社會福利機

構公費收容安置對象及其他依相關法規認定者，農委會已函請地方政府如有需

求，可向農糧署當地分署提出申請。提供之救助食米為公糧新期白米，品質符

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二等白米標準，救助標準為每人每天400公克，依每

碗飯約75公克換算，超過5碗飯，足供消費需求。(擷取自農委會之農業新聞)

政府提供公糧白米，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社會救助

快年 樂新

(黃冠元提供)

低，約86.3％，鮮果萼乾燥成乾果萼的製成率

高；無論加工乾燥或製成蜜餞時色澤均相當漂

亮。

　　早熟品種，去

子鮮果萼每公

頃 產 量 為

1.9公噸，比

對照品種增

產35.7％；

果 型 似 皇

冠，相當適

合當切花或盆

栽觀賞。

二、洛神葵臺東2號：

三、洛神葵臺東3號：

　　屬早熟品種，去子鮮果萼每公頃產量為

3.2公噸，比對照品種增產128.57％以上；始花

期早，為所有品種中

最早生的；株高

較矮，適合進

行人工採收；

果色鮮紅，

果萼肥厚，

加工製成蜜

餞 品 質 良

好。

洛神葵臺東３號洛神葵臺東２號

「金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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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萱草花蓮2號(豔紅佳人)、萱草花蓮3號(甜

蜜佳人)、萱草花蓮4號(俏佳人)及萱草花蓮5號

(黃天鵝)等6個新品種，同時也開發10項植物組織

培養技術，並廣泛地應用於科技研發與種苗繁殖

產業。此外，在推動休閒作物產業之研發與推廣

工作上亦不遺餘力，除提出休閒產業發展計畫並

創建休閒作物研究園區，同時領導研究團隊結合

民間力量共同推動相關產業，使得景觀暨綠肥作

物、香草植物、藥用保健植物、鄉土野菜、水生

植物及新興果樹等逐漸成為地方上重要產業。

截至目前為止，林

場長已發表逾百篇學術

性期刊論文、研討會論

文、研討會摘要與壁

報、推廣性文章等著

作，並出版有「萱草之

鑑賞與培育」、「香草

植物之美」、「臺灣原

生百合之美」等3冊專

書；於國外進修期間，

成功開發水仙百合基因轉殖技術，回國後，又

研發番茄及水稻基因轉殖技術，未來將繼續推

動基因標誌應用於作物育種之研究。

對於東部農業發展，林場長表示，東部地

區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與景觀，相當具有

發展有機農業的潛力，如能同時搭配休閒農

業，定能有效帶動地方產業發展。本場已成立

有機農業及作物健康管理技術服務團隊，積極

協助農民有關作物病蟲害防治、土壤肥料管理

與栽培管理技術，期提升轄內作物的產量與品

質，共同促進農業升級，強化產業競爭優勢。

本場林學詩場長帶領研究團隊培育園藝作

物新品種，推廣休閒產業作物並創新生物技術

有成，於99年12月22日受頒農委會第23屆「優

良農業從業人員獎」及公開表揚，傑出事蹟足

以作為全國農業人員學習的標竿與典範。

為激勵從事農業實驗研究及推廣人員對產

業的貢獻，促進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的農業

政策，農委會自民國75年即辦理優秀農業人員

選拔活動，99年度由各行政機關、學校、農民

團體及試驗研究等單位共推薦34位候選人參

臺東縣池上鄉農會勇奪第

三屆「金推獎」優等暨特殊貢

獻獎，本場場長林學詩藉池上

鄉農會碾米廠前的「彩花蝴蝶水

池上」花海景觀開幕活動，頒給

「農推典範」匾額，以祝賀農會團隊

努力獲得肯定；並恭賀池上鄉在全國五處績優

稻米產銷專業區中，有三處列入，代表著池上

鄉的米品質最好、價格最高。

99年池上鄉農會收獲相當多，獲得農委會

第三屆的「金推獎」，更進一步獲全國前六名

的優等暨特殊貢獻獎，獲得二十萬元獎勵金。

於12月20日池農總幹事徐月娥等又前往臺北，

領取農糧署推廣臺灣好米的全國稻米產銷專業

區評鑑績優獎。

全國只有五處

績優稻米產銷專業

區受到表揚，臺東

縣佔了四處，池上

鄉即佔了三處、關

山鎮一處。臺東縣

獲得績優稻米產銷

專業區事蹟為：池

上鄉農會引領及發

展地方稻米產業，

提振地方農業經

本場場長 榮頒農委會林學詩 「全國優秀農業人員獎」

農委會陳武雄主任委員頒發「全國優秀農業
人員獎」予本場林場長

農委會陳主委與榮獲第23屆的12位得獎者合影

優等暨特殊貢獻獎

本場林場長頒『農推典範』給池上鄉農會

濟；提高獎勵，鼓勵農民參加契作，增加農民

收益。池上多力米股份有限公司，創新經營管

理，積極研發稻米衍生產品，結合在地文化，

讓產業升級。陳協和碾米工廠，結合在地文

化，關注在地農業生態，與契作農民互動密

切，協助農民自產自銷。關山鎮梓園碾米工

廠，善用專業人才，專業區營運有新意，擴大

專業區態度積極，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產

銷履歷。

舉辦花海目的，主要是結合休閒農業促銷

地方優良農產品，吸引遊客前來觀賞花東花海

景觀，創造商機，今年池上鄉等五顆明珠（臺

東縣池上、關山和成功，花蓮富里和玉溪）花

海已陸續開幕，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遊

憩和採購地方農產品。

本場頒匾祝賀池上鄉農會 第三屆勇奪

農委會免費提供公糧白米，協助弱勢族群過好年

選，經學者專家以嚴謹、公正方式，歷經個案

評審、初審、複審等3階段評審，最後選出分別

來自不同領域的12位優秀農業人員，並公開頒

獎表揚。

林場長是荷蘭瓦赫尼根農業大學植物育種系

博士，民國76年起從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基層人

員做起，於99年7月調任本場，逾23年的研究生涯

中，從事農作物試驗研究與農業推廣業務，專攻

園藝作物育種與栽培技術改良等研究工作，迄今

已育成冬瓜花蓮1號(吉豐)、萱草花蓮1號(粉佳

農曆年節將至，為加強照顧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農委會免費提供

新期公糧白米予地方政府辦理社會救助，協助弱勢民眾歡度溫飽好年。

農委會表示，為協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社會救助，免費提供公糧白米照顧低

收入戶、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符合領取兒童及少年或身心障礙等福

利補助者、特殊境遇家庭、獨居老人、原住民族、經濟弱勢家庭、社會福利機

構公費收容安置對象及其他依相關法規認定者，農委會已函請地方政府如有需

求，可向農糧署當地分署提出申請。提供之救助食米為公糧新期白米，品質符

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二等白米標準，救助標準為每人每天400公克，依每

碗飯約75公克換算，超過5碗飯，足供消費需求。(擷取自農委會之農業新聞)

政府提供公糧白米，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社會救助

快年 樂新

(黃冠元提供)

低，約86.3％，鮮果萼乾燥成乾果萼的製成率

高；無論加工乾燥或製成蜜餞時色澤均相當漂

亮。

　　早熟品種，去

子鮮果萼每公

頃 產 量 為

1.9公噸，比

對照品種增

產35.7％；

果 型 似 皇

冠，相當適

合當切花或盆

栽觀賞。

二、洛神葵臺東2號：

三、洛神葵臺東3號：

　　屬早熟品種，去子鮮果萼每公頃產量為

3.2公噸，比對照品種增產128.57％以上；始花

期早，為所有品種中

最早生的；株高

較矮，適合進

行人工採收；

果色鮮紅，

果萼肥厚，

加工製成蜜

餞 品 質 良

好。

洛神葵臺東３號洛神葵臺東２號

「金推獎」



第 期133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臺東字第27號

雜 誌 類
請 勿 退 回

臺東區農情月刊
中華民國        年一月出版本期要目

:網　址 : : : :http://www.ttdares.gov.tw／總編輯 蘇東生／主編 林雅琴／印刷所 法宜斯企業行／電話 (089)351905

:發行人 林學詩 發行所: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地址 95055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75號／電話 (089)325110／傳真 (089)338713

▊

▊

  

▊

▊

▊

▊

本場通過全臺首次洛神葵3新品種命名
本場頒匾祝賀池上鄉農會勇奪第三屆「金推獎」優等暨

  特殊貢獻獎
本場場長林學詩榮頒農委會「全國優秀農業人員獎」
農委會免費提供公糧白米，協助弱勢族群過好年
「太陽能捕蟲器」技術非專屬授權
農業主題館～洛神葵營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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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特作研究團隊歷經6年努力，成功選育

3個洛神葵新品種，於99年12月15日經作物新品

種審查會議通過，分別命名為「洛神葵臺東1

號」、「洛神葵臺東2號」及「洛神葵臺東3

號」。本次審查為全臺首次通過新品種命名之

洛神葵新品種，對臺東地區發展洛神葵加工及

觀賞等產業，開啟了新的里程碑。

審查會議由國立中興大學葉茂生教授主

持，審查委員包括中央研究院鄔宏潘研究員、

及兼具加工食用與觀賞功能等特性，咸認3個品

種皆極具栽培推廣潛力，值得命名後推廣予農

民種植。

洛神葵是臺東地區重要的特色作物，栽培

與產量為全省之冠，以往農民多自行留種栽

培，造成本地栽培品系混雜，易有品質不均與

產量不穩定等問題，導致無法提升洛神葵產業

之經濟效益。為培育產量高又穩定且品質優良

的洛神葵品種，本場特作研究團隊自民國94年

起，於金峰鄉嘉蘭村與新興村的田區進

行優良品系選拔，歷經6年努力，終於

選育出具有品質均一、性狀穩定、產量

高等優質特性的3個洛神葵新品種，因

此召開審查會議，並經委員審查通過命

名，期未來推廣農民種植後，能逐漸汰

換本地低產質劣的地方品系，以有效提

升洛神葵產業的競爭力。

　　屬早熟品

種，去子

鮮 果 萼

每公頃產量為

2.4公 噸 ， 比

對照品種增產

71.4％以上；

且 為 閉 萼 品

系，去子處理

時能保持果萼完

整；果萼含水率

■本次命名通過的3個洛神葵新品種特

性，簡介如下：

一、洛神葵臺東1號：

本場通過全臺首次 命名洛神葵 新品種3

利用蛾類趨光特性捕捉害蟲，可減少農藥

使用，誘蟲器捕蟲裝置種類繁多，有使用110伏

特交流電者或使用12伏特直流電者，在田間安

裝誘蟲器捕蟲裝置常遭遇到電源供應問題，使

用太陽能捕蟲器方式捕蟲，電源供應方便實

用，同時利用太陽能捕蟲器捕蟲也會遭遇陰天

日照不足供電問題，需提供充足電源克服。

研發之太陽能捕蟲器有吸入式太陽能捕蟲

器及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兩種型式，並可應用

在照明用途。

吸入式太陽能捕蟲器主要由主體架、太陽

能板、蓄電及供電控制單元、黑紫色誘蟲燈、

吸入式誘捕裝置及捕蟲網等組成，在感測時間

內燈亮，利用昆

蟲趨光誘捕，

直流風扇吸昆

蟲入網內，風扇

停止運轉昆蟲飛

不出，誘捕到昆

蟲如蛾類、天牛、

金龜仔、瘤野螟等。

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主要由主體架、太陽

能板、蓄電及供電控制單元、黑紫色誘蟲燈、

溺水盤誘

捕裝置等

組成，在

感測時間

內燈亮，

昆蟲趨光

飛入溺水

盤溺斃，

水盤水位

可調整，

溢滿自動排出，蟲腐污水輕易排除，誘捕到昆

蟲如蛾類、天牛、金龜仔、瘤野螟等。

太陽能捕蟲器供電單元，亦可應用在照明

用途，果園、農場及庭院，無配線煩惱，使用

方便，供電單元感應定時啟閉，節省電能，配

合環境需求有大、小尺寸規格。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

「太陽能捕蟲器」技術非專屬授權

國立宜蘭大學吳柏青副校長、國立臺東大學劉

烱錫院長與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蘇德銓教授等。

審查委員首先至田間實地了解新品種洛神葵栽

植情形，並聽取新品種洛神葵選育過程與品種

特性簡報，也品嘗由3個新品種洛神葵分別製成

的蜜餞與飲料。委員們依據田間生育狀況與農

藝性狀的表現，一致肯定新品種的洛神葵具有

株型良好、果萼產量高且穩定、外觀色澤豔麗

本場陳副場長、特作研究團隊人員與審查委員於試驗田區合影。

本場試驗人員勘查

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捕蟲效果

◎示範觀摩會(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洛神葵臺東１號

吸入式太陽能捕蟲器

洛神葵營養成分農業主題館

活動看板

洛神葵的嫩梢有實用價值可當作蔬菜，經亞洲蔬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評比為臺灣十大

抗氧化蔬菜。亞洲蔬菜發展中心研究其嫩梢營養成分，發現其乾物量為每100公克有11公

克，纖維為1.3公克，醣類為0.42公克，蛋白質為2.62公克，維他命C為4.4公克，β-葫蘿蔔

素為25毫克，鈣質為217毫克及鐵質1.26毫克。

活         動         名         稱活動日期 活    動    地    點

1月11日

1月12日

1月13日

水稻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管理講習會

水稻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管理講習會

水稻栽培管理、合理化施肥暨病蟲害管理講習會

鹿野鄉老人會館

關山鎮農會休閒旅遊中心

池上鄉農會超市二樓農民教室

成功鎮富榮晚崙西亞產銷班集貨場1月17日 柑桔冬季修剪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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