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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農友杭菊安全用藥與合理化施肥技

術，本場於9月7日上午，假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

2樓會議室舉辦「杭菊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講

習會」，知本與卑南地區杭菊產銷班員近百位農

友與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疫組技正周桃美、

徐孟豪，農糧署作物生產組技正楊育玲、蔡隆

琮，茶業改良場臺東分場場長吳聲舜，農糧署東

區分署臺東辦事處主任陳和良、臺東縣政府農業

處副處長徐定國、臺東地區農會秘書楊忠正亦列

席參加，會中宣導杭菊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

並說明農藥代噴事項，提供與會農友參考，期透

過農友、本場與相關農業輔導單位通力合作，使

杭菊產業能永續發展。

因杭菊生長期接近開花，是病蟲害防治最

重要的關鍵時期，也請農友落實農藥

安全管理技術，選擇杭菊推薦藥

劑，適時、適藥、適法使

用 ， 生 產 安 全 優 質 的 杭

菊，建立消費者信心，產

業才得以永續發展。

廖勁穎助理研究員

講述「杭菊合理化施肥

技術」，說明颱風豪雨

災後，杭菊根部可能受

損，需等待植株生長勢恢

復後補施追肥，促進植株生

長；農友 追肥時，要施於畦

壁側面或兩株杭菊之間，切勿直接

施

撒施於植株地基部及葉片上，以免造成肥傷，

施肥量需參考合理化施肥施用量，依照田區土

壤營養成份狀況增減，才能生產優質高產的杭

菊。

在杭菊安全用藥部分，植物保護研究室許

助理研究員表示，萎凋病是杭菊最重要的

病害，建議農友加強落實田間管理作業，清除

罹病葉片及植株，並集中移出田間掩埋或燒

燬；行株距宜加寬以利通風；清除田間雜草，

避免病原菌殘留等，如果有夜蛾類害蟲危害，

農友可在傍晚或清晨（露水未乾前），以微生

物製劑 －－ 蘇力菌，每週噴施乙次，同時摘除

幼蟲、卵塊及被害心葉並移出田間

，可有效遏止該蟲之漫延危害。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疫組技正周桃

美、徐孟豪表示，8月份新增推薦

杭菊防治病蟲害藥劑8種，供農

友選用防治，並在今年度預

定推動農藥代噴，希望藉由

共同防治，避免農友藥劑

選擇及田間操作失誤，並

委託臺東地區農會執行；

楊忠正主任秘書表示，在

農業改良場、縣政府、農糧

署及防檢局等單位加強輔導

下，相信能建立臺東杭菊安全

產業，贏取消費者信心，永續發

展。

育慈

掩埋或燒

燬

本 場

舉辦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文˙圖／廖勁穎

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強調杭菊產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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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舉辦「杭菊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杭菊產業永續發展

本場研發洛神葵保健保養產品之介紹

臺東場將舉辦有機樂活餐競賽，歡迎烹藝高手組隊參加

人事異動

本場9月5日開辦「100年農民學院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強調

本場林場長親自講述「臺東有機產業未來發展與願景」課程

實際觀摩余馬提班長的有機蔬果園情形

為推廣有機栽培技術，本場於9月5日，在

本場區域教學中心辦理「100年農民學院─有機

農業研習進階班」課程，來自全國各地的30位

學員，一早便興高采烈的前往本場報到，展開

為期十天的有機農業研習相關課程。

學員，在本場學習過程中，如果有任何問題或

是生活上的需要，本場的人員以及所有講師都

非常樂意為大家服務。

本次有機農業研習課程內容非常豐富，涵

蓋重點包括，臺東有機產業未來發展與願景，

土壤肥料管理及灌溉技術，作物有機栽培管

理、病蟲害防治技術，有機產品認證與驗證、

農業市場資訊蒐集及消費者行為分析等相關課

程，參與研習的學員除必須學習所有課程外，

最後還得通過測驗，才能取得結訓證書。

參加的學員在互動交流分享經驗中表示，

對農業的發展具備信心，並準備將目前栽培的

方式轉型為有機農業，期望藉由在本場學習的

相關課程，能夠有所收穫，並能解決有機栽培

實際操作上面臨的困難。

年農民學院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文˙圖／余建財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動日期

9月07日 杭菊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二樓農民教室

9月09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池上鄉富興社區活動中心

9月16日 番荔枝健康管理-果園螞蟻防治示範觀摩會 許東輝農友（初鹿）

9月20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池上鄉農會超市二樓農民教室

9月21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成功鎮豐田社區活動中心

9月28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社區活動中心

9月05~09日 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9月19~23日 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杭菊產銷班第五班陳鏡榮班長
分享栽培心得

動看板

本場場長林學詩主持開訓時期勉學員，從

事有機栽培生產，不僅兼顧生態環境，同時能

夠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學員可以藉

由相關課程，直接吸取授課者的豐富知識與經

驗。林場長並親自講述「臺東有機產業未來發

展與願景」課程，以其豐富的學理及親身經

驗，並舉出花蓮地區成功的典範，增強參加學

員從事有機栽培的信念。最後，林場長並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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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人崇尚自然的風氣日盛，保健食

品及美容保養品的素材吹起自然風，本場利用

素有「植物界的紅寶石」美譽的洛神葵作為原

料，研發洛神葵保健及保養機能性成分萃取技

術，並進行洛神葵多元化產品開發，希望能提

升洛神葵的附加價值，並促進產業的發展。

洛神葵為臺東地區重要的特色作物，其栽

培以金峰鄉及太麻里鄉為主，每年9月到12月之

間為產期，除在田間為優美的景觀植物外，一

般大多將新鮮果蕚加工製成蜜餞、果醬、果汁

等加工產品，天然的酸甜滋味相當受到歡迎。

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洛神葵富含優良的機能

性成分，包括總多酚類（每100克洛神乾品含有

900毫克以上）、原兒茶酸、異黃酮及花青素

（每100克洛神葵乾品含有400毫克以上）等，

為目前積極開發研究具發展潛力的作物。本場

利用洛神葵保健保養機能性成分萃取技術，經

由多層次加工萃取濃縮步

驟，可保留其純天然的色

澤、機能性成分及優良的抗

氧化能力（每克洛神葵之抗

氧化能力相當於12毫克之維

生素E），並可以減少因酸鹼

值改變導致之花青素劣化及

分解。更重要的是，成品可

長時間保存，不易受到產期

影響原料之供應，結合養生、

為推廣有機、健康之特色風味料理，本場

訂於本(100)年10月19日(星期三)假臺東專科學

校舉辦「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賽」，本屆競賽

是以有機食材包含「有機南瓜」、「有機小

米」、「有機樹豆」、「有機洛神葵」、「有

機糯米糰」、「有機青蔥」及「有機米」等作

為有機樂活餐的主材料，設計出1道主食，2道

為野菜(或原生蔬菜)類、1道為肉類、1道為湯

品(鹹)，共5道含有機食材的料理。活動目的希

望透過健康、有機特色美食之推廣，進而帶動

臺東地區休閒農業的發展。

保健及機能性的訴求，可提供具有地區性特色

且安全、優質之原料，廣泛的應用於保健食

品、加工食品及美容保養品市場。

本場目前已利用洛神葵萃取液進行保健及美

容保養產品的開發測試，在保健食品方面有一泡

而紅-洛神梅、洛神美妍飲、洛神美顏膠囊；在

美容保養品方面有柔白晶緻面膜、角質凝露、活

膚露、晶緻眼霜及撫紋精華液等，皆已通過皮膚

貼布安全性測試及溫度安定性試驗，其安全性及

安定性良好。在官能品評方面，亦有相當亮眼的

表現，讓您吃的自然、活的健康、肌膚水噹噹。

除洛神梅已技術移轉廠商生產外，其它產品未來

也希望透過技術移轉模式授權廠商

生產，以提供消費者新的產品選

擇，並配合東部休閒農業之發展，

提升臺東健康之農村產業，開拓農

業生技之發展。

疇，得獎作品將拍攝編輯印製成食譜，以提供

休閒農場、民宿與餐飲業者及一般消費者運用

與推廣。

    參賽隊伍除了每隊補助二千元材料費外，

獲得第一名的隊伍可得禮券一萬二千元，第二

名得五千元，第三名得三千元，創意獎各得五

百元。相關的競賽規則及方法示範將於本

(100)年10月12日(星期三)於臺東場區域教學中

心二樓會議室召開說明會，歡迎各界烹飪高手

組隊參加以爭取最高榮譽。

一泡而紅-洛神梅 洛神葵美顏飲(洛神葵萃取液乾燥之即溶包)
及洛神美顏膠囊

洛神美妍飲(洛神葵萃取液調製
而成之罐裝飲料)

文˙圖／林家玉 文˙圖／吳菁菁

洛神葵美容保養品-角質凝露及晶緻眼霜
洛神葵美容保養品組，包括柔白晶緻
面膜、晶緻眼霜、角質凝露、活膚露
、保濕乳液及撫紋精華液等。

有機樂活餐競賽  歡迎烹藝高手組隊參加

臺 東 場 將 舉 辦

競賽為2人1組，歡迎組隊參賽 。(99年料理競賽)

有機青蔥料理(檔案照片)：京醬肉絲蔥

這次將舉行的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

賽，參加人員為各鄉鎮公所及農會家政

班班員、田媽媽經營班及發展班、餐飲

業者、休閒農漁園區景點等合法經營業

者及家政相關類科學生。每組2人，合計

12組，報名額滿為止。有意參賽者請於

10月 7日 (星期五 )前至本場網站首頁

(http://ttdares.coa.gov.tw/)點 選 (最 新 消

息)，下載報名相關表格，填寫完整後，

傳真至089-338713，聯絡人農業推廣課

吳副研究員菁菁，電話089-325110分機

881。

本次競賽評分重點以「指定之有機

食材使用，需佔主要材料70％以上」，

此外，「料理需具健康、特色」，對於

「盤飾及器皿的使用」亦在評分的範

人 事 異 動
學歷：

到任：

國立中興大學農
藝學系博士。

植物生理、逆境
管理。
100年9月23日到
場服務。

經歷：

專長：

電話：

曾任職於茶業改
良場臺東分場、
本場斑鳩分場、
林務局臺東林區
管理處作業課課
長。
本場農業推廣課
課長。

現任：

吳昌祐(089)3251105轉800。

本 場 研 發

洛神葵         產品之介紹保健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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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保養品方面有柔白晶緻面膜、角質凝露、活

膚露、晶緻眼霜及撫紋精華液等，皆已通過皮膚

貼布安全性測試及溫度安定性試驗，其安全性及

安定性良好。在官能品評方面，亦有相當亮眼的

表現，讓您吃的自然、活的健康、肌膚水噹噹。

除洛神梅已技術移轉廠商生產外，其它產品未來

也希望透過技術移轉模式授權廠商

生產，以提供消費者新的產品選

擇，並配合東部休閒農業之發展，

提升臺東健康之農村產業，開拓農

業生技之發展。

疇，得獎作品將拍攝編輯印製成食譜，以提供

休閒農場、民宿與餐飲業者及一般消費者運用

與推廣。

    參賽隊伍除了每隊補助二千元材料費外，

獲得第一名的隊伍可得禮券一萬二千元，第二

名得五千元，第三名得三千元，創意獎各得五

百元。相關的競賽規則及方法示範將於本

(100)年10月12日(星期三)於臺東場區域教學中

心二樓會議室召開說明會，歡迎各界烹飪高手

組隊參加以爭取最高榮譽。

一泡而紅-洛神梅 洛神葵美顏飲(洛神葵萃取液乾燥之即溶包)
及洛神美顏膠囊

洛神美妍飲(洛神葵萃取液調製
而成之罐裝飲料)

文˙圖／林家玉 文˙圖／吳菁菁

洛神葵美容保養品-角質凝露及晶緻眼霜
洛神葵美容保養品組，包括柔白晶緻
面膜、晶緻眼霜、角質凝露、活膚露
、保濕乳液及撫紋精華液等。

有機樂活餐競賽  歡迎烹藝高手組隊參加

臺 東 場 將 舉 辦

競賽為2人1組，歡迎組隊參賽 。(99年料理競賽)

有機青蔥料理(檔案照片)：京醬肉絲蔥

這次將舉行的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

賽，參加人員為各鄉鎮公所及農會家政

班班員、田媽媽經營班及發展班、餐飲

業者、休閒農漁園區景點等合法經營業

者及家政相關類科學生。每組2人，合計

12組，報名額滿為止。有意參賽者請於

10月 7日 (星期五 )前至本場網站首頁

(http://ttdares.coa.gov.tw/)點 選 (最 新 消

息)，下載報名相關表格，填寫完整後，

傳真至089-338713，聯絡人農業推廣課

吳副研究員菁菁，電話089-325110分機

881。

本次競賽評分重點以「指定之有機

食材使用，需佔主要材料70％以上」，

此外，「料理需具健康、特色」，對於

「盤飾及器皿的使用」亦在評分的範

人 事 異 動
學歷：

到任：

國立中興大學農
藝學系博士。

植物生理、逆境
管理。
100年9月23日到
場服務。

經歷：

專長：

電話：

曾任職於茶業改
良場臺東分場、
本場斑鳩分場、
林務局臺東林區
管理處作業課課
長。
本場農業推廣課
課長。

現任：

吳昌祐(089)3251105轉800。

本 場 研 發

洛神葵         產品之介紹保健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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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農友杭菊安全用藥與合理化施肥技

術，本場於9月7日上午，假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

2樓會議室舉辦「杭菊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講

習會」，知本與卑南地區杭菊產銷班員近百位農

友與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疫組技正周桃美、

徐孟豪，農糧署作物生產組技正楊育玲、蔡隆

琮，茶業改良場臺東分場場長吳聲舜，農糧署東

區分署臺東辦事處主任陳和良、臺東縣政府農業

處副處長徐定國、臺東地區農會秘書楊忠正亦列

席參加，會中宣導杭菊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

並說明農藥代噴事項，提供與會農友參考，期透

過農友、本場與相關農業輔導單位通力合作，使

杭菊產業能永續發展。

因杭菊生長期接近開花，是病蟲害防治最

重要的關鍵時期，也請農友落實農藥

安全管理技術，選擇杭菊推薦藥

劑，適時、適藥、適法使

用 ， 生 產 安 全 優 質 的 杭

菊，建立消費者信心，產

業才得以永續發展。

廖勁穎助理研究員

講述「杭菊合理化施肥

技術」，說明颱風豪雨

災後，杭菊根部可能受

損，需等待植株生長勢恢

復後補施追肥，促進植株生

長；農友 追肥時，要施於畦

壁側面或兩株杭菊之間，切勿直接

施

撒施於植株地基部及葉片上，以免造成肥傷，

施肥量需參考合理化施肥施用量，依照田區土

壤營養成份狀況增減，才能生產優質高產的杭

菊。

在杭菊安全用藥部分，植物保護研究室許

助理研究員表示，萎凋病是杭菊最重要的

病害，建議農友加強落實田間管理作業，清除

罹病葉片及植株，並集中移出田間掩埋或燒

燬；行株距宜加寬以利通風；清除田間雜草，

避免病原菌殘留等，如果有夜蛾類害蟲危害，

農友可在傍晚或清晨（露水未乾前），以微生

物製劑 －－ 蘇力菌，每週噴施乙次，同時摘除

幼蟲、卵塊及被害心葉並移出田間

，可有效遏止該蟲之漫延危害。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疫組技正周桃

美、徐孟豪表示，8月份新增推薦

杭菊防治病蟲害藥劑8種，供農

友選用防治，並在今年度預

定推動農藥代噴，希望藉由

共同防治，避免農友藥劑

選擇及田間操作失誤，並

委託臺東地區農會執行；

楊忠正主任秘書表示，在

農業改良場、縣政府、農糧

署及防檢局等單位加強輔導

下，相信能建立臺東杭菊安全

產業，贏取消費者信心，永續發

展。

育慈

掩埋或燒

燬

本 場

舉辦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文˙圖／廖勁穎

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強調杭菊產業永續發展

▊

▊

▊

▊

▊

本場舉辦「杭菊安全用藥暨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杭菊產業永續發展

本場研發洛神葵保健保養產品之介紹

臺東場將舉辦有機樂活餐競賽，歡迎烹藝高手組隊參加

人事異動

本場9月5日開辦「100年農民學院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強調

本場林場長親自講述「臺東有機產業未來發展與願景」課程

實際觀摩余馬提班長的有機蔬果園情形

為推廣有機栽培技術，本場於9月5日，在

本場區域教學中心辦理「100年農民學院─有機

農業研習進階班」課程，來自全國各地的30位

學員，一早便興高采烈的前往本場報到，展開

為期十天的有機農業研習相關課程。

學員，在本場學習過程中，如果有任何問題或

是生活上的需要，本場的人員以及所有講師都

非常樂意為大家服務。

本次有機農業研習課程內容非常豐富，涵

蓋重點包括，臺東有機產業未來發展與願景，

土壤肥料管理及灌溉技術，作物有機栽培管

理、病蟲害防治技術，有機產品認證與驗證、

農業市場資訊蒐集及消費者行為分析等相關課

程，參與研習的學員除必須學習所有課程外，

最後還得通過測驗，才能取得結訓證書。

參加的學員在互動交流分享經驗中表示，

對農業的發展具備信心，並準備將目前栽培的

方式轉型為有機農業，期望藉由在本場學習的

相關課程，能夠有所收穫，並能解決有機栽培

實際操作上面臨的困難。

年農民學院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文˙圖／余建財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動日期

9月07日 杭菊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二樓農民教室

9月09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池上鄉富興社區活動中心

9月16日 番荔枝健康管理-果園螞蟻防治示範觀摩會 許東輝農友（初鹿）

9月20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池上鄉農會超市二樓農民教室

9月21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成功鎮豐田社區活動中心

9月28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臺東縣關山鎮德高社區活動中心

9月05~09日 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9月19~23日 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杭菊產銷班第五班陳鏡榮班長
分享栽培心得

動看板

本場場長林學詩主持開訓時期勉學員，從

事有機栽培生產，不僅兼顧生態環境，同時能

夠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學員可以藉

由相關課程，直接吸取授課者的豐富知識與經

驗。林場長並親自講述「臺東有機產業未來發

展與願景」課程，以其豐富的學理及親身經

驗，並舉出花蓮地區成功的典範，增強參加學

員從事有機栽培的信念。最後，林場長並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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