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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鵲主任講述田媽媽班料理班成功行銷個案分享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 動 日 期

文˙圖／陳勃聿

及 休閒農業座談會2011花蓮縣 臺東縣
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參加

胡副主任委員表示，全國71個休閒農業區，

花東就已佔10個，天然環境資源豐富，配合政府

的伴手禮計畫、田媽媽計畫、花海計畫、發現

花東農遊尋寶趣等活動，可使旅遊季節由2個月

延長至5個月，如此一來，除可延長遊客佇足的

時間外，同時可藉由多種季節型態的旅遊體驗

行程，提供遊客更多樣的農特產品選擇，及增

加銷售成績。農委會輔導處也在現場簡報「休

閒農業當前政策及施政成果」，並邀請臺灣休

閒農業發展協會分享「陸客來臺對休閒產業市

場之影響及業者因應之道」。意見交流時間休

閒農業區業者代表提問及建言踴躍，內容涵蓋

政策、環境教育法、農村再生計畫、生雞糞汙

染、農業旅遊效益、國有土地使用限制、水土

保持等面向問題，皆由各機關代表現場詳細答

覆說明。關於高頂山休閒農業區李代表提出生

雞糞孳生蒼蠅汙染環境問題，林場長表示是生

雞糞未充分腐熟發酵及施用時未適當掩埋導

致，並承諾於本場辦理觀摩會時會加強宣導且

教導農民使用技術，另劉處長亦表示臺東縣政

府會加強取締行動，以維護環境品質。

本次座談會在胡副主委 懇且親和的引導及

主持下，與會發言及討論相當踴躍且深入，更

展現出政府推動農業相關政策時對產業相關代

表意見的重視，藉此除了讓政府更瞭解休閒產

業界之需求外，也讓業界代表對農委會施政內

容更加了解，對產業長遠發展更具信心。

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了解

休閒產業發展之需求及業者關切之議題，以為輔

導及政策訂定之參據，農委會胡副主任委員興華

於9月26日在本場林學詩場長陪同下，前往關山

鎮農會休閒旅遊服務中心參加2011花蓮縣及臺東

縣休閒農業座談會，與數十位花東地區休閒農業

區業者代表面對面溝通及研討。臺東縣政府農業

處劉處長榮堂、農糧署東區分署王分署長長瑩、

水土保持局王副組長志輝、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劉

課長興榮、臺東縣農會戴總幹事振東、關山鎮農

會陳總幹事秋英、池上鄉農會徐總幹事月娥、富

里鄉農會陳總幹事榮聰及數十位花東休閒農業區

代表等人亦到場參與座談。 

為鼓勵農村婦女創業，善用在地農特產品

特色，發揮經營潛力、創造自我新價值，本場

於10月12日在本場區域教學中心辦理「100年度

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

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來自臺東

縣轄區內家政班媽媽、幹部與各級

農會家政指導員參加，學員咸認課

程內容豐富實用。

臺東縣擁有最新鮮、最健康的

食材，鼓勵農村婦女多多運用在地

無農藥殘留的食材，創造具競爭力

的料理，帶給農村無限商機。特地

邀請臺灣觀光發展協會，也是農業

委員會田媽媽計畫評審委員之一的吳麗鵲主

任，講述「田媽媽料理班成功行銷個案分

享」，另外，也邀請到具實務經驗豐富的臺南

應用科技大學的馮良榮老師，講述「有機樂活

餐設計與研發」的課程及現場實習經驗。

研習會首先臺灣觀光學會的的吳麗鵲主任

講述課程時，強調

例如本縣旗魚咖啡小吃店所推出的當旗魚遇上

卡布奇諾，讓料理及飲品搭配在一起，碰撞出

新滋味，甚至可再配合當地的特殊風俗民情，

業績ㄧ定能蒸蒸日上

具有豐富實務經歷的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的

馮良榮老師，講述課程中內容有理論也有實

作，並針對本場舉辦

的「臺東區有機樂活

餐競賽」所提供的有

機 食 材 進 行 菜 色 研

發，特別提醒烹調前

需先了解每樣食材的

特性，才能讓各種食

材的特色真正呈現出

來。

最後，吳菁菁

副研究員表示，本

場於10月19日(星期

三)假臺東專科學校

以「有機食材」為

主題所舉辦之風味

餐競賽活動。

田媽媽就是「田莊的媽

媽」，運用在地、節令與量產等各種食材，以

綠色、健康的飲食旅程，以田媽媽的料理帶給

客人有回家的感覺。並善用近日風行的『部落

客』的連結報導，及研發客製化的餐點、溫馨

的用餐氣氛與服務，可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

農委會胡副主委答覆業者提問

本場舉辦「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

提升農村婦女創業意願
文˙圖／吳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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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參加2011花蓮縣及臺東縣休閒
農業座談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與本會駐臺東地區各機

  關同仁座談會
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介紹
賀！鹿野鄉榮獲100年全國稻米品質競賽團體組優勝獎
本場舉辦「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提升農村婦

  創業意願

  

女

10月12日 100年度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10月19日 100年度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賽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月26日 杭菊病蟲害非農藥防治示範觀摩會 知本地區

10月28日 臍橙合理化施肥成果說明會暨副主委與民有約座談會 成功鎮

10月17~11月11日 100年農民學院-保健植物栽培利用實務初階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11月中旬 臍橙套袋示範觀摩會 成功鎮

11月下旬 臍橙有機生產示範觀摩會 東河鄉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10月24日 邀請國立宜蘭大學黃志偉助理教授專題演講：家禽植被管理之運用

馮良榮老師結合有機食材
並現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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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胡副

主任委員，於9月26日下午4時蒞臨本場，主持

農委會駐臺東地區各機關同仁代表座談。

胡副主委表示：代表主任委員陳武雄慰勉

本會駐臺東地區服務各機關同仁，從

莫拉克八八風災以來對各項災後復建

工作的投入與奉獻，表達肯定與嘉勉

之意。會中暢談本會施政理念，勉勵

同仁，在農業持續發展、維護社會公

平正義與農業環境永續經營等三大原

則下齊心協力推動農村再生、小地主

大佃農等重要農業政策，一起努力讓

農業成為全民的農業，作為本會全體

同仁共同的願景。

會中對於農業未來發展並提出精

闢的看法，農業已不是夕陽產業，由

於大環境的變遷與國民對於農業的重

視，農業已從谷底翻轉，逐漸向上提

升中，鼓勵同仁秉持阿甘精神，繼續堅持做對

的事，一起成為促進農業蓬勃發展的推手，最

後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本次座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

與本會駐 地區 座談會臺東 各機關同仁
文˙圖／陳清淮

胡副主委與本會 各機關出席代表合影駐臺東

賀 鹿野鄉榮獲      年全國 品質競賽團體組 獎稻米 優勝
宋蘭英、張文隆、徐榜駿等農友，以優異的

糙米外觀及絕佳的食味値榮獲優勝獎。

本年度全國稻米品質競賽於9月份在農糧

署臺北辦公室舉行，今年首次增辦全國團體

賽，鹿野鄉榮獲100年全國團體賽優勝單位，

農委會將於10月1日盛大舉行頒獎活動。

本場陳信言副場長特別率本場農業研究

人員到場恭賀鹿野地區農會榮獲稻米品質競

賽團體組優勝獎。全國稻米品質競賽團體組

由各鄉鎮級稻米品質競賽前10名農友，代表

該鄉鎮參加全國團體賽，透過團體賽鼓勵農

友全面提升稻米品質，以突顯優良產地知名

度。今年共有57個鄉鎮農友團體(共計570

人)參加全國團體賽，經過一階段品質規格及

成份分析，評選出3名全國團體賽優勝單位，

鹿野鄉由陳子寰農友領軍，率同林家維、曾

玉李、宋清賢、胡金誠、鍾勇耀、胡志強、

鹿野鄉1期作水稻栽培面積約960公頃，

栽培品種以臺東30號、臺稉2號及高雄139號為

主，曾於94年參加全國冠軍米比賽獲得季

軍，95年獲得第10名，97年及99年參加全國稻

米品質競賽均獲得十大優質好米，今年更一

舉拿下全國團體賽優勝獎的頭銜，實為臺東

縣之光。鹿野鄉鄉民獲悉得到團體賽優勝

獎，咸表歡欣；除了感謝農政單位的技術輔

導外，也謝謝參賽農友的辛勞，再次打響福

鹿米品牌的名聲。

農委會為激勵農友生產高品質稻米並鼓

勵全國各稻米產地良性競爭，秉持公正、公

開之精神，辦理稻米品質競賽活動；團體賽

的用意在於全面提升水稻栽培技術，由點而

面，以生產高品質的稻米。鹿野鄉今年獲得

全國團體賽優勝獎，足以證明，鹿野鄉農友

的栽培管理技術已全面提升，期望農友再接

再厲，保持精準的栽培觀念，並在農政單位

的輔導之下，繼續生產優質的稻米，明年再

獲佳績。

文˙圖／丁文彥

陳副場長代表本場恭賀鹿野地區農會榮獲佳績

文˙圖／曾得洲

洛神葵在臺東縣種植面積約150公頃，其中

以金峰鄉及太麻里鄉等較具大規模栽培，為臺

東縣原住民族的特色作物。每年10月下旬至

12月上旬為洛神葵採收季節，每公頃鮮萼果產

量約有2.5至3公噸因為採收期甚短且田間採收及

去籽工作同時進行，需要大量人工作業，所需

人力多採用僱工的方式解決，此時種植洛神葵

的農家必須面對搶時搶工的難題。

為因應洛神葵去籽作業需求，本場經多年進

行的開發，已研成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本機械

構造大略可分成去籽機構、進料機構及去籽桿轉

動 機 構 等 三 部 分 ， 使 用

110v/0.1kw/45rpm之減速馬達作

動力，利用圓皮帶的傳動帶動

8組去籽桿刀具的旋轉，使其具

有切削及鑽穿洛神葵萼果基部的

功能。機械進料作業為人工擺放

方式，最大進料量每分鐘69顆，

每小時洛神葵去籽作業量約為

42公斤，大約可得到21公斤的萼

果，機械作業效率約為人工的3.5倍。洛神葵在

田間採收後，立即進行機械去籽作業，其機械效

能最高，萼果品質新鮮及大小在中果(24mm)以

上的情形下，機械去籽率皆可達到85%以上，去

籽率及穩定性良好，不會受到採收時段及採收地

區的不同而有所影響。

11月下旬預計在太麻里鄉辦理乙場機械操

作示範觀摩會，本機械已取得國內新型專利，

待技術授權業者量產後，可望推廣農民使用，

大幅降低洛神葵去籽人工作業成本。

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 去籽桿進行去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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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胡副

主任委員，於9月26日下午4時蒞臨本場，主持

農委會駐臺東地區各機關同仁代表座談。

胡副主委表示：代表主任委員陳武雄慰勉

本會駐臺東地區服務各機關同仁，從

莫拉克八八風災以來對各項災後復建

工作的投入與奉獻，表達肯定與嘉勉

之意。會中暢談本會施政理念，勉勵

同仁，在農業持續發展、維護社會公

平正義與農業環境永續經營等三大原

則下齊心協力推動農村再生、小地主

大佃農等重要農業政策，一起努力讓

農業成為全民的農業，作為本會全體

同仁共同的願景。

會中對於農業未來發展並提出精

闢的看法，農業已不是夕陽產業，由

於大環境的變遷與國民對於農業的重

視，農業已從谷底翻轉，逐漸向上提

升中，鼓勵同仁秉持阿甘精神，繼續堅持做對

的事，一起成為促進農業蓬勃發展的推手，最

後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本次座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

與本會駐 地區 座談會臺東 各機關同仁
文˙圖／陳清淮

胡副主委與本會 各機關出席代表合影駐臺東

賀 鹿野鄉榮獲      年全國 品質競賽團體組 獎稻米 優勝
宋蘭英、張文隆、徐榜駿等農友，以優異的

糙米外觀及絕佳的食味値榮獲優勝獎。

本年度全國稻米品質競賽於9月份在農糧

署臺北辦公室舉行，今年首次增辦全國團體

賽，鹿野鄉榮獲100年全國團體賽優勝單位，

農委會將於10月1日盛大舉行頒獎活動。

本場陳信言副場長特別率本場農業研究

人員到場恭賀鹿野地區農會榮獲稻米品質競

賽團體組優勝獎。全國稻米品質競賽團體組

由各鄉鎮級稻米品質競賽前10名農友，代表

該鄉鎮參加全國團體賽，透過團體賽鼓勵農

友全面提升稻米品質，以突顯優良產地知名

度。今年共有57個鄉鎮農友團體(共計570

人)參加全國團體賽，經過一階段品質規格及

成份分析，評選出3名全國團體賽優勝單位，

鹿野鄉由陳子寰農友領軍，率同林家維、曾

玉李、宋清賢、胡金誠、鍾勇耀、胡志強、

鹿野鄉1期作水稻栽培面積約960公頃，

栽培品種以臺東30號、臺稉2號及高雄139號為

主，曾於94年參加全國冠軍米比賽獲得季

軍，95年獲得第10名，97年及99年參加全國稻

米品質競賽均獲得十大優質好米，今年更一

舉拿下全國團體賽優勝獎的頭銜，實為臺東

縣之光。鹿野鄉鄉民獲悉得到團體賽優勝

獎，咸表歡欣；除了感謝農政單位的技術輔

導外，也謝謝參賽農友的辛勞，再次打響福

鹿米品牌的名聲。

農委會為激勵農友生產高品質稻米並鼓

勵全國各稻米產地良性競爭，秉持公正、公

開之精神，辦理稻米品質競賽活動；團體賽

的用意在於全面提升水稻栽培技術，由點而

面，以生產高品質的稻米。鹿野鄉今年獲得

全國團體賽優勝獎，足以證明，鹿野鄉農友

的栽培管理技術已全面提升，期望農友再接

再厲，保持精準的栽培觀念，並在農政單位

的輔導之下，繼續生產優質的稻米，明年再

獲佳績。

文˙圖／丁文彥

陳副場長代表本場恭賀鹿野地區農會榮獲佳績

文˙圖／曾得洲

洛神葵在臺東縣種植面積約150公頃，其中

以金峰鄉及太麻里鄉等較具大規模栽培，為臺

東縣原住民族的特色作物。每年10月下旬至

12月上旬為洛神葵採收季節，每公頃鮮萼果產

量約有2.5至3公噸因為採收期甚短且田間採收及

去籽工作同時進行，需要大量人工作業，所需

人力多採用僱工的方式解決，此時種植洛神葵

的農家必須面對搶時搶工的難題。

為因應洛神葵去籽作業需求，本場經多年進

行的開發，已研成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本機械

構造大略可分成去籽機構、進料機構及去籽桿轉

動 機 構 等 三 部 分 ， 使 用

110v/0.1kw/45rpm之減速馬達作

動力，利用圓皮帶的傳動帶動

8組去籽桿刀具的旋轉，使其具

有切削及鑽穿洛神葵萼果基部的

功能。機械進料作業為人工擺放

方式，最大進料量每分鐘69顆，

每小時洛神葵去籽作業量約為

42公斤，大約可得到21公斤的萼

果，機械作業效率約為人工的3.5倍。洛神葵在

田間採收後，立即進行機械去籽作業，其機械效

能最高，萼果品質新鮮及大小在中果(24mm)以

上的情形下，機械去籽率皆可達到85%以上，去

籽率及穩定性良好，不會受到採收時段及採收地

區的不同而有所影響。

11月下旬預計在太麻里鄉辦理乙場機械操

作示範觀摩會，本機械已取得國內新型專利，

待技術授權業者量產後，可望推廣農民使用，

大幅降低洛神葵去籽人工作業成本。

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 去籽桿進行去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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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活動刊登至本場網頁http://tt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動看板

吳麗鵲主任講述田媽媽班料理班成功行銷個案分享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地 點活 動 日 期

文˙圖／陳勃聿

及 休閒農業座談會2011花蓮縣 臺東縣
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參加

胡副主任委員表示，全國71個休閒農業區，

花東就已佔10個，天然環境資源豐富，配合政府

的伴手禮計畫、田媽媽計畫、花海計畫、發現

花東農遊尋寶趣等活動，可使旅遊季節由2個月

延長至5個月，如此一來，除可延長遊客佇足的

時間外，同時可藉由多種季節型態的旅遊體驗

行程，提供遊客更多樣的農特產品選擇，及增

加銷售成績。農委會輔導處也在現場簡報「休

閒農業當前政策及施政成果」，並邀請臺灣休

閒農業發展協會分享「陸客來臺對休閒產業市

場之影響及業者因應之道」。意見交流時間休

閒農業區業者代表提問及建言踴躍，內容涵蓋

政策、環境教育法、農村再生計畫、生雞糞汙

染、農業旅遊效益、國有土地使用限制、水土

保持等面向問題，皆由各機關代表現場詳細答

覆說明。關於高頂山休閒農業區李代表提出生

雞糞孳生蒼蠅汙染環境問題，林場長表示是生

雞糞未充分腐熟發酵及施用時未適當掩埋導

致，並承諾於本場辦理觀摩會時會加強宣導且

教導農民使用技術，另劉處長亦表示臺東縣政

府會加強取締行動，以維護環境品質。

本次座談會在胡副主委 懇且親和的引導及

主持下，與會發言及討論相當踴躍且深入，更

展現出政府推動農業相關政策時對產業相關代

表意見的重視，藉此除了讓政府更瞭解休閒產

業界之需求外，也讓業界代表對農委會施政內

容更加了解，對產業長遠發展更具信心。

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了解

休閒產業發展之需求及業者關切之議題，以為輔

導及政策訂定之參據，農委會胡副主任委員興華

於9月26日在本場林學詩場長陪同下，前往關山

鎮農會休閒旅遊服務中心參加2011花蓮縣及臺東

縣休閒農業座談會，與數十位花東地區休閒農業

區業者代表面對面溝通及研討。臺東縣政府農業

處劉處長榮堂、農糧署東區分署王分署長長瑩、

水土保持局王副組長志輝、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劉

課長興榮、臺東縣農會戴總幹事振東、關山鎮農

會陳總幹事秋英、池上鄉農會徐總幹事月娥、富

里鄉農會陳總幹事榮聰及數十位花東休閒農業區

代表等人亦到場參與座談。 

為鼓勵農村婦女創業，善用在地農特產品

特色，發揮經營潛力、創造自我新價值，本場

於10月12日在本場區域教學中心辦理「100年度

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

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來自臺東

縣轄區內家政班媽媽、幹部與各級

農會家政指導員參加，學員咸認課

程內容豐富實用。

臺東縣擁有最新鮮、最健康的

食材，鼓勵農村婦女多多運用在地

無農藥殘留的食材，創造具競爭力

的料理，帶給農村無限商機。特地

邀請臺灣觀光發展協會，也是農業

委員會田媽媽計畫評審委員之一的吳麗鵲主

任，講述「田媽媽料理班成功行銷個案分

享」，另外，也邀請到具實務經驗豐富的臺南

應用科技大學的馮良榮老師，講述「有機樂活

餐設計與研發」的課程及現場實習經驗。

研習會首先臺灣觀光學會的的吳麗鵲主任

講述課程時，強調

例如本縣旗魚咖啡小吃店所推出的當旗魚遇上

卡布奇諾，讓料理及飲品搭配在一起，碰撞出

新滋味，甚至可再配合當地的特殊風俗民情，

業績ㄧ定能蒸蒸日上

具有豐富實務經歷的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的

馮良榮老師，講述課程中內容有理論也有實

作，並針對本場舉辦

的「臺東區有機樂活

餐競賽」所提供的有

機 食 材 進 行 菜 色 研

發，特別提醒烹調前

需先了解每樣食材的

特性，才能讓各種食

材的特色真正呈現出

來。

最後，吳菁菁

副研究員表示，本

場於10月19日(星期

三)假臺東專科學校

以「有機食材」為

主題所舉辦之風味

餐競賽活動。

田媽媽就是「田莊的媽

媽」，運用在地、節令與量產等各種食材，以

綠色、健康的飲食旅程，以田媽媽的料理帶給

客人有回家的感覺。並善用近日風行的『部落

客』的連結報導，及研發客製化的餐點、溫馨

的用餐氣氛與服務，可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

農委會胡副主委答覆業者提問

本場舉辦「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

提升農村婦女創業意願
文˙圖／吳菁菁

▊

▊

▊

▊

▊

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參加2011花蓮縣及臺東縣休閒
農業座談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副主任委員與本會駐臺東地區各機

  關同仁座談會
鑽穴式洛神葵去籽機介紹
賀！鹿野鄉榮獲100年全國稻米品質競賽團體組優勝獎
本場舉辦「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提升農村婦

  創業意願

  

女

10月12日 100年度農村社區發展地方料理計畫－田媽媽的精神與組織研習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10月19日 100年度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賽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月26日 杭菊病蟲害非農藥防治示範觀摩會 知本地區

10月28日 臍橙合理化施肥成果說明會暨副主委與民有約座談會 成功鎮

10月17~11月11日 100年農民學院-保健植物栽培利用實務初階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一樓會議室

11月中旬 臍橙套袋示範觀摩會 成功鎮

11月下旬 臍橙有機生產示範觀摩會 東河鄉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10月24日 邀請國立宜蘭大學黃志偉助理教授專題演講：家禽植被管理之運用

馮良榮老師結合有機食材
並現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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