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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訪視臺東關心農民
肯定機關橫向發展聯繫及產業發展成果
臺灣藜之應用
驚艷家政手工巧藝 結合地方特色創意 胡副主委
肯定地方努力
氣候變遷下之潛力蔬菜 - 落葵
仙鶴古早茶 - 清涼古味又天然養生

活 動看 版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月 24-26日 農民學院 -農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樓會議室

4月 27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暨產銷履歷講習會 池上鄉農會超市 2樓農民教室

4月 30日 四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5月 8-10日 農民學院 -園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樓會議室

5月 16-18、23-25日 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 池上鄉農會超市 2樓

5月 19日 2012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 本場豐里工作站

5月 21日 - 6月 15日 農民學院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班（初階）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樓會議室

5月 28日 五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於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

本場利用臺東藥草三寶之

一的白鶴靈芝為原料，配合生

物技術研發出「清涼古味，天

然養生 - 仙鶴古早茶」養生即溶

飲，拓展臺東特用作物多元價

值。未來將透過技術轉移模式，

呈現在消費者面前，希望能促

進臺東地區產業之發展，並提

供民眾多元化的選擇。

「青草茶」為我國傳統養生飲品之一，市售

青草茶產品多以袋茶方式進行沖泡，飲用上較為

不便，且浸泡時間及效果往往不足。本場利用萃

取、濃縮、乾燥等技術，開發出「仙鶴古早茶」

即溶包，採用本場所栽培的白鶴靈芝為主原料，

並加入一支香、黃花蜜菜及箭葉鳳尾蕨等保健植

物調製而成，產品融合了多種保健植物精華，包

裝採精緻美觀且為易拆開之即溶包設計，凸顯方

便隨時喝之特點，符合現代人的需求。本產品利

用噴霧乾燥技術製成，其成品為均一細緻的粉末，

回溶性良好，冷熱皆宜，夏天以冷開水沖泡清涼

解渴，冬天以熱開水沖泡溫熱養生，產品具備白

鶴靈芝溫和、清淡之芳韻及口齒留香的親切感，

老少咸宜，極具商品化之潛力。

白鶴靈芝，為臺東藥草三寶之一，其性微涼，

味甘淡，無毒性，全株皆可利

用。白鶴靈芝於 1960 年由香

港引進臺灣種植後，因易扦插

且成活率極高，目前廣為民間

栽培應用。據多方考證，其枝

葉含有許多對人體有益的成

分，包括礦物元素、維生素、

胺基酸，黃酮苷（saponin）
及酚類（phenols）等。有鑑

於此，本場乃利用生物技術萃取白鶴靈芝機能性

成分，其中每 100 公克乾重之白鶴靈芝含有 500
毫克以上之總多酚類，具有高抗氧化能力，及對

超氧自由基具抑制能力，為相當優良之養生素材。

近年來保健產品市場吹起「自然風」，消費

者追求天然的養生保健產品，也帶動了全球保健

植物產業之蓬勃發展；中草藥是臺東地區重點發

展的特用作物，本場開

發「仙鶴古早茶」養生

即溶包，希望產品多

元化，以提升其利用

價值，透過在地種植、

在地加工之方式，促進

臺東地區保健作物產

業之發展。

● 文 /圖 林家玉

● 文 /圖 吳昌祐

農委會陳保基主任委員於 3 月 31 日份造訪

臺東，除關心臺東地區農產業發展現況、近距離

與農民互動外，更親自主持農、林、漁、牧農業

機關臺東地區平台 101 年度第 1 次聯繫會議，並

與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劉榮堂處長及該處一級主管

座談，其間互動熱絡且對地方農業發展及推動方

向進行多面向意見交換，凝聚了中央及地方政府

對臺東地區農業發展之共識。

上午陳主委在黃有才副主委、農糧署李蒼郎

署長及輔導處曹紹徽處長等人陪同下蒞臨本場，

主持臺東地區農委會所屬機關聯繫會報，與會單

位及人員除本場林學詩場長率一級主管參加外，

還包括林務局臺東林管處張鐵柱處長、水保局臺

東分局鄭泰山分局長、農糧署東區分署臺東辦事

處陳和良主任、畜試所臺東種畜繁殖場林正鏞場

長、茶改場臺東分場吳聲舜分場長、水試所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陳文義主任及林試所太麻里研

究中心謝漢欽主任等會屬機關首長率主管與會，

會中陳主委在聽取各單位業務執行成果簡報後，

除表達肯定對各會屬單位扎根地方、勇於任事的

積極熱忱態度及豐碩成果外，也擇要提示對各單

位未來業務推動的願景及期望，以建立臺東地區

農、林、漁、牧產業聯繫窗口的創新作法，加強

業務推動效能及橫向整合，同時也指示要落實臺

東地區畜產品管理及相關政策宣導工作，俾以消

除民眾疑慮。另外也希望水保局及農糧署之農村

再生、產業發展等計畫能藉由橫向聯繫進一步整

合規劃重點，期能達成突顯各地區農村在地重點

特色及建立農村特色產業等目標。

下午陳主委等人前往卑南鄉斑鳩番荔枝產銷

班集會場，主持「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並與

立委劉櫂豪及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劉處長等人，與

鳳梨釋迦大專區農民約 30 人進行座談，會中農友

除表達感謝主委對釋迦產業的關心及支持外，亦

針對相關農業推動議題進行意見交換。陳主委除

請臺東縣政府一起來關心地方農民需求外，更指

示會屬相關單位，深入瞭解民眾需求，只要是對

產業發展、農民收益有幫助的，農委會將持續提

供對農民之協助及相關技術輔導。

陳主委一行人與鳳梨釋迦生產專區農友歡喜合影

陳主委與農委會駐臺東各機關單位同仁合影

仙鶴古早茶即溶飲產品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訪視臺東關心農民
肯定機關橫向發展聯繫及產業發展成果白鶴靈芝開花繁茂，形狀如白鶴展翅昂飛。

仙鶴古早茶 -
清 涼 古 味 又 天 然 養 生

100 年度香草活動寫生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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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圖 陳振義

在臺灣的傳統作物及資源植物中，很難找到

像臺灣藜與原住民互動密切、兼具美麗外觀與文

化傳承的特有植物。依據文獻記載，臺灣藜曾經

有過不同的稱謂，如：藜、紅藜、赤藜、紫藜、

紅心藜、食用藜等，其稱謂多半來自於果穗外觀

顏色取名。近年來的研究得知臺灣藜具有豐富的

營養成分及保健價值，使得這個被譽為「穀類中

的紅寶石」，變成時下最「夯」的作物。

臺灣藜遺傳異質性高，隨著品系的不同，植

物體花青素的種類也不同，臺灣藜植株具有五顏

六色的色彩變化，播種後經幼苗期、營養生長期、

抽穗開花期、結實期及穗轉色期等，抽穗轉色後，

田間可見艷紅、桔紅、洋紅、粉紅、金黃、菊黃、

橙黃等顏色，令人賞心悅目、美不勝收，播種前

若能加以規劃，可當作為主題園區、花海或現代

庭園綠美化的新素材。臺灣藜不同地方品系其外

部型態各異其趣，觀賞期長，可依照造景設計實

際需求，選拔出不同果穗顏色及穗形之品系，應

用於休閒農業之主題造景，極具發展潛力。

長久以來芽苗菜被視為一種具有高營養價

值之食品，一般市售之芽苗菜以綠色及黃色為大

宗，紅色之產品相當稀少。本場經選種選出紅

色品系，進行芽菜利用之開發，臺灣藜芽菜色彩

鮮豔令人驚豔，具有視覺獨特性，且營養成分豐

富，沒有一般豆科芽菜特殊的青草味，富含膳食

纖維、總多酚類及多種維生素，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能力及自由基清除能力，為相當有潛力之芽菜

類蔬菜，希望能開發為另一種食用芽菜。另外，

臺灣藜果穗經過採收、曬乾及脫粒以後，傳統使

用杵臼搗碾或人工搓碾籽實等方式脫殼，再以風

選等方式分離籽實及外殼，費時又費力。為改善

臺灣藜收穫後脫殼加工技術，本場特利用市售小

型穀物脫殼機進行調製作業，脫殼作業速率每小

時約 25 ∼ 35 公斤，脫殼後籽實重量為原重的

55 ∼ 60%，可有效解決臺灣藜調製脫殼問題。

臺灣藜為臺灣原生植物，分布於全臺各地，

但以臺東縣及屏東縣最多，主要種植於大武山系

東西兩側山地部落，為排灣族及魯凱族原住民傳

統栽培的作物。本場所開發臺灣藜花海可應用在

社區部落或農產品銷售據點，吸引來臺東觀光的

旅客，增加賣點，而達到促銷在地農產品的目的；

臺灣藜芽菜營養豐富，為現代人追求養生保健新

選擇；利用市售穀物脫殼機進行調製作業，可解

決臺灣藜脫殼問題。臺灣藜具有三大特色：色彩

豐富、營養豐

富、無重大病

蟲危害，因此

值 得 加 以 推

展，並可結合

休閒旅遊成為

臺東地區觀光

新產業。 本場研發紅豔臺灣藜芽菜沙拉
清爽可口營養豐富

本場利用臺灣藜營造花海令人讚嘆美不勝收

臺灣藜之應用

落葵為多年生蔓性植物，莖葉肉質，單葉互

生或近對生，有黏液。成株後在夏秋之際自葉腋

長出肉質穗狀花序，花為黃白至紫紅色；果實為

綠色球形漿果，成熟後呈紫黑色。別名皇宮菜，

原產於中國及東印度，或可能為熱帶非洲，臺灣

早年自大陸華南引進種植，馴化後廣泛分布於低

海拔地區。

主要栽培品種有綠色

及紫色 2 種。綠色種莖蔓為

綠色，葉大色濃綠且肉質明

顯，節間短。紫色種亦具葉

片大且肉質明顯及節間短之

特徵，惟其莖蔓及葉脈為紫

色。這兩種落葵雖均具有經

濟栽培價值，但一般經濟栽

植仍以綠色種落葵為主。

落葵莖葉多黏液質，屬

多糖類。其嫩莖葉富含維生

素 A、B、C 及礦物質，其

成熟漿果中所含之色素具相

當強之抗氧化及消炎能力，

甚具開發價值潛力。

在栽培管理上，臺東地區可

於 3 月之後以種子直播或扦插方式

進行栽培；定植前宜考量落葵耐

濕但不耐淹水之特性，進行整地

作畦並注意田間排水管理。每年

4-10 月盛產期間，宜每 2 週施以含氮量高之複合

肥料補充養分，以促進莖葉生長。本場過去曾以

立柱方式進行栽培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整

地作畦，立柱栽培對於提高落葵產量並無明顯效

果，同時還會造成節間抽長以及葉片變小等不良

影響，故不建議農友以此方式進行栽培。

在臺灣，適合夏季栽培之蔬菜種類少，耐熱

及耐濕的品種不多，加上颱風豪雨或乾旱等天然

災害，常導致蔬菜供應量銳減。再者，由於全球

面臨暖化，氣候變遷及異常現象日益明顯，例如

臺東地區在 2007 年 7 月、2009 年 8 月，以及去

年 11 月分別遭逢罕見的乾旱、超大豪雨以及破紀

錄的月降雨量等異常天候，造成了相當大的農業

損失，引發後續蔬菜價格飆漲等問題。因此，具

耐熱、耐旱、耐濕、生育強健、及少病蟲害等特

性的落葵，遂為氣候變遷調適下，可積極選育栽

培之蔬菜種類。

101年 4月 20日下午，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在成

功鎮農會吳總幹事全德、

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劉處長

榮堂、本場林場長學詩、

臺東縣農會代表等一行人陪同下，造訪成功鎮農

會美山花海園區，關心成功鎮及長濱鄉家政班發

展情形，獲得在場家政班媽媽們的熱烈歡迎。

胡副主委在各家政班指導員的引導下參觀家

政手工巧藝展示作品，對於現場多樣且具有特色

的手工藝作品，包括種子吊飾、植物染圍巾、月

桃編織、樹皮提袋、樹皮創意貓頭鷹玩偶等感到

相當驚艷，也對成功鎮、長濱鄉家政班能將手工

藝產業與觀光結合甚為肯定，同時更期待未來能

結合當地農漁村生活、也能考量善用農村婦女農

閒時間，搭配省工設備降低製作成本，進一步發

展出地方獨特且能永續經營的農業文創產業，形

塑出具傳統風貌的美麗新農村。

胡副主委指示未來希望能在農委會、臺東縣

政府共同合作的架構下，整合臺東地區會屬單位

與縣府間既有的橫向聯繫管道，如農改場的技術

輔導、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等，為臺東地區農

村發展及相關產業注入活水泉源。

本場將辦理「2012 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
為推廣香草植物在觀光休閒產業上的栽培利用及促進臺東觀光休閒

活動，本場預定於 5 月 19 日 ( 星期六 ) 舉辦「2012 樂活臺東 -“香＂約
逗陣來」，有興趣的民眾屆時歡迎蒞臨參加，一同來認識香草植物，體
驗一下香草的氛圍與感受藝術氣息。

氣候變遷下之
● 文 /圖  薛銘童

驚艷家政手工巧藝 結合地方特色創意

胡副主委肯定地方努力

胡副主委親自體驗樹皮
編織及 DIY 的樂趣 

潛力蔬菜—落葵

綠色種洛葵，為常見
栽培種。 

 紫色種落葵

市售之落葵

● 文 /圖  吳菁菁．吳昌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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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圖 陳振義

在臺灣的傳統作物及資源植物中，很難找到

像臺灣藜與原住民互動密切、兼具美麗外觀與文

化傳承的特有植物。依據文獻記載，臺灣藜曾經

有過不同的稱謂，如：藜、紅藜、赤藜、紫藜、

紅心藜、食用藜等，其稱謂多半來自於果穗外觀

顏色取名。近年來的研究得知臺灣藜具有豐富的

營養成分及保健價值，使得這個被譽為「穀類中

的紅寶石」，變成時下最「夯」的作物。

臺灣藜遺傳異質性高，隨著品系的不同，植

物體花青素的種類也不同，臺灣藜植株具有五顏

六色的色彩變化，播種後經幼苗期、營養生長期、

抽穗開花期、結實期及穗轉色期等，抽穗轉色後，

田間可見艷紅、桔紅、洋紅、粉紅、金黃、菊黃、

橙黃等顏色，令人賞心悅目、美不勝收，播種前

若能加以規劃，可當作為主題園區、花海或現代

庭園綠美化的新素材。臺灣藜不同地方品系其外

部型態各異其趣，觀賞期長，可依照造景設計實

際需求，選拔出不同果穗顏色及穗形之品系，應

用於休閒農業之主題造景，極具發展潛力。

長久以來芽苗菜被視為一種具有高營養價

值之食品，一般市售之芽苗菜以綠色及黃色為大

宗，紅色之產品相當稀少。本場經選種選出紅

色品系，進行芽菜利用之開發，臺灣藜芽菜色彩

鮮豔令人驚豔，具有視覺獨特性，且營養成分豐

富，沒有一般豆科芽菜特殊的青草味，富含膳食

纖維、總多酚類及多種維生素，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能力及自由基清除能力，為相當有潛力之芽菜

類蔬菜，希望能開發為另一種食用芽菜。另外，

臺灣藜果穗經過採收、曬乾及脫粒以後，傳統使

用杵臼搗碾或人工搓碾籽實等方式脫殼，再以風

選等方式分離籽實及外殼，費時又費力。為改善

臺灣藜收穫後脫殼加工技術，本場特利用市售小

型穀物脫殼機進行調製作業，脫殼作業速率每小

時約 25 ∼ 35 公斤，脫殼後籽實重量為原重的

55 ∼ 60%，可有效解決臺灣藜調製脫殼問題。

臺灣藜為臺灣原生植物，分布於全臺各地，

但以臺東縣及屏東縣最多，主要種植於大武山系

東西兩側山地部落，為排灣族及魯凱族原住民傳

統栽培的作物。本場所開發臺灣藜花海可應用在

社區部落或農產品銷售據點，吸引來臺東觀光的

旅客，增加賣點，而達到促銷在地農產品的目的；

臺灣藜芽菜營養豐富，為現代人追求養生保健新

選擇；利用市售穀物脫殼機進行調製作業，可解

決臺灣藜脫殼問題。臺灣藜具有三大特色：色彩

豐富、營養豐

富、無重大病

蟲危害，因此

值 得 加 以 推

展，並可結合

休閒旅遊成為

臺東地區觀光

新產業。 本場研發紅豔臺灣藜芽菜沙拉
清爽可口營養豐富

本場利用臺灣藜營造花海令人讚嘆美不勝收

臺灣藜之應用

落葵為多年生蔓性植物，莖葉肉質，單葉互

生或近對生，有黏液。成株後在夏秋之際自葉腋

長出肉質穗狀花序，花為黃白至紫紅色；果實為

綠色球形漿果，成熟後呈紫黑色。別名皇宮菜，

原產於中國及東印度，或可能為熱帶非洲，臺灣

早年自大陸華南引進種植，馴化後廣泛分布於低

海拔地區。

主要栽培品種有綠色

及紫色 2 種。綠色種莖蔓為

綠色，葉大色濃綠且肉質明

顯，節間短。紫色種亦具葉

片大且肉質明顯及節間短之

特徵，惟其莖蔓及葉脈為紫

色。這兩種落葵雖均具有經

濟栽培價值，但一般經濟栽

植仍以綠色種落葵為主。

落葵莖葉多黏液質，屬

多糖類。其嫩莖葉富含維生

素 A、B、C 及礦物質，其

成熟漿果中所含之色素具相

當強之抗氧化及消炎能力，

甚具開發價值潛力。

在栽培管理上，臺東地區可

於 3 月之後以種子直播或扦插方式

進行栽培；定植前宜考量落葵耐

濕但不耐淹水之特性，進行整地

作畦並注意田間排水管理。每年

4-10 月盛產期間，宜每 2 週施以含氮量高之複合

肥料補充養分，以促進莖葉生長。本場過去曾以

立柱方式進行栽培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整

地作畦，立柱栽培對於提高落葵產量並無明顯效

果，同時還會造成節間抽長以及葉片變小等不良

影響，故不建議農友以此方式進行栽培。

在臺灣，適合夏季栽培之蔬菜種類少，耐熱

及耐濕的品種不多，加上颱風豪雨或乾旱等天然

災害，常導致蔬菜供應量銳減。再者，由於全球

面臨暖化，氣候變遷及異常現象日益明顯，例如

臺東地區在 2007 年 7 月、2009 年 8 月，以及去

年 11 月分別遭逢罕見的乾旱、超大豪雨以及破紀

錄的月降雨量等異常天候，造成了相當大的農業

損失，引發後續蔬菜價格飆漲等問題。因此，具

耐熱、耐旱、耐濕、生育強健、及少病蟲害等特

性的落葵，遂為氣候變遷調適下，可積極選育栽

培之蔬菜種類。

101年 4月 20日下午，

農委會胡副主委興華在成

功鎮農會吳總幹事全德、

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劉處長

榮堂、本場林場長學詩、

臺東縣農會代表等一行人陪同下，造訪成功鎮農

會美山花海園區，關心成功鎮及長濱鄉家政班發

展情形，獲得在場家政班媽媽們的熱烈歡迎。

胡副主委在各家政班指導員的引導下參觀家

政手工巧藝展示作品，對於現場多樣且具有特色

的手工藝作品，包括種子吊飾、植物染圍巾、月

桃編織、樹皮提袋、樹皮創意貓頭鷹玩偶等感到

相當驚艷，也對成功鎮、長濱鄉家政班能將手工

藝產業與觀光結合甚為肯定，同時更期待未來能

結合當地農漁村生活、也能考量善用農村婦女農

閒時間，搭配省工設備降低製作成本，進一步發

展出地方獨特且能永續經營的農業文創產業，形

塑出具傳統風貌的美麗新農村。

胡副主委指示未來希望能在農委會、臺東縣

政府共同合作的架構下，整合臺東地區會屬單位

與縣府間既有的橫向聯繫管道，如農改場的技術

輔導、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等，為臺東地區農

村發展及相關產業注入活水泉源。

本場將辦理「2012 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
為推廣香草植物在觀光休閒產業上的栽培利用及促進臺東觀光休閒

活動，本場預定於 5 月 19 日 ( 星期六 ) 舉辦「2012 樂活臺東 -“香＂約
逗陣來」，有興趣的民眾屆時歡迎蒞臨參加，一同來認識香草植物，體
驗一下香草的氛圍與感受藝術氣息。

氣候變遷下之
● 文 /圖  薛銘童

驚艷家政手工巧藝 結合地方特色創意

胡副主委肯定地方努力

胡副主委親自體驗樹皮
編織及 DIY 的樂趣 

潛力蔬菜—落葵

綠色種洛葵，為常見
栽培種。 

 紫色種落葵

市售之落葵

● 文 /圖  吳菁菁．吳昌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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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訪視臺東關心農民
肯定機關橫向發展聯繫及產業發展成果
臺灣藜之應用
驚艷家政手工巧藝 結合地方特色創意 胡副主委
肯定地方努力
氣候變遷下之潛力蔬菜 - 落葵
仙鶴古早茶 - 清涼古味又天然養生

活 動看 版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月 24-26日 農民學院 -農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樓會議室

4月 27日 水稻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暨產銷履歷講習會 池上鄉農會超市 2樓農民教室

4月 30日 四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5月 8-10日 農民學院 -園藝入門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樓會議室

5月 16-18、23-25日 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 池上鄉農會超市 2樓

5月 19日 2012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 本場豐里工作站

5月 21日 - 6月 15日 農民學院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班（初階）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樓會議室

5月 28日 五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更多相關活動刊登於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

本場利用臺東藥草三寶之

一的白鶴靈芝為原料，配合生

物技術研發出「清涼古味，天

然養生 - 仙鶴古早茶」養生即溶

飲，拓展臺東特用作物多元價

值。未來將透過技術轉移模式，

呈現在消費者面前，希望能促

進臺東地區產業之發展，並提

供民眾多元化的選擇。

「青草茶」為我國傳統養生飲品之一，市售

青草茶產品多以袋茶方式進行沖泡，飲用上較為

不便，且浸泡時間及效果往往不足。本場利用萃

取、濃縮、乾燥等技術，開發出「仙鶴古早茶」

即溶包，採用本場所栽培的白鶴靈芝為主原料，

並加入一支香、黃花蜜菜及箭葉鳳尾蕨等保健植

物調製而成，產品融合了多種保健植物精華，包

裝採精緻美觀且為易拆開之即溶包設計，凸顯方

便隨時喝之特點，符合現代人的需求。本產品利

用噴霧乾燥技術製成，其成品為均一細緻的粉末，

回溶性良好，冷熱皆宜，夏天以冷開水沖泡清涼

解渴，冬天以熱開水沖泡溫熱養生，產品具備白

鶴靈芝溫和、清淡之芳韻及口齒留香的親切感，

老少咸宜，極具商品化之潛力。

白鶴靈芝，為臺東藥草三寶之一，其性微涼，

味甘淡，無毒性，全株皆可利

用。白鶴靈芝於 1960 年由香

港引進臺灣種植後，因易扦插

且成活率極高，目前廣為民間

栽培應用。據多方考證，其枝

葉含有許多對人體有益的成

分，包括礦物元素、維生素、

胺基酸，黃酮苷（saponin）
及酚類（phenols）等。有鑑

於此，本場乃利用生物技術萃取白鶴靈芝機能性

成分，其中每 100 公克乾重之白鶴靈芝含有 500
毫克以上之總多酚類，具有高抗氧化能力，及對

超氧自由基具抑制能力，為相當優良之養生素材。

近年來保健產品市場吹起「自然風」，消費

者追求天然的養生保健產品，也帶動了全球保健

植物產業之蓬勃發展；中草藥是臺東地區重點發

展的特用作物，本場開

發「仙鶴古早茶」養生

即溶包，希望產品多

元化，以提升其利用

價值，透過在地種植、

在地加工之方式，促進

臺東地區保健作物產

業之發展。

● 文 /圖 林家玉

● 文 /圖 吳昌祐

農委會陳保基主任委員於 3 月 31 日份造訪

臺東，除關心臺東地區農產業發展現況、近距離

與農民互動外，更親自主持農、林、漁、牧農業

機關臺東地區平台 101 年度第 1 次聯繫會議，並

與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劉榮堂處長及該處一級主管

座談，其間互動熱絡且對地方農業發展及推動方

向進行多面向意見交換，凝聚了中央及地方政府

對臺東地區農業發展之共識。

上午陳主委在黃有才副主委、農糧署李蒼郎

署長及輔導處曹紹徽處長等人陪同下蒞臨本場，

主持臺東地區農委會所屬機關聯繫會報，與會單

位及人員除本場林學詩場長率一級主管參加外，

還包括林務局臺東林管處張鐵柱處長、水保局臺

東分局鄭泰山分局長、農糧署東區分署臺東辦事

處陳和良主任、畜試所臺東種畜繁殖場林正鏞場

長、茶改場臺東分場吳聲舜分場長、水試所東部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陳文義主任及林試所太麻里研

究中心謝漢欽主任等會屬機關首長率主管與會，

會中陳主委在聽取各單位業務執行成果簡報後，

除表達肯定對各會屬單位扎根地方、勇於任事的

積極熱忱態度及豐碩成果外，也擇要提示對各單

位未來業務推動的願景及期望，以建立臺東地區

農、林、漁、牧產業聯繫窗口的創新作法，加強

業務推動效能及橫向整合，同時也指示要落實臺

東地區畜產品管理及相關政策宣導工作，俾以消

除民眾疑慮。另外也希望水保局及農糧署之農村

再生、產業發展等計畫能藉由橫向聯繫進一步整

合規劃重點，期能達成突顯各地區農村在地重點

特色及建立農村特色產業等目標。

下午陳主委等人前往卑南鄉斑鳩番荔枝產銷

班集會場，主持「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並與

立委劉櫂豪及臺東縣政府農業處劉處長等人，與

鳳梨釋迦大專區農民約 30 人進行座談，會中農友

除表達感謝主委對釋迦產業的關心及支持外，亦

針對相關農業推動議題進行意見交換。陳主委除

請臺東縣政府一起來關心地方農民需求外，更指

示會屬相關單位，深入瞭解民眾需求，只要是對

產業發展、農民收益有幫助的，農委會將持續提

供對農民之協助及相關技術輔導。

陳主委一行人與鳳梨釋迦生產專區農友歡喜合影

陳主委與農委會駐臺東各機關單位同仁合影

仙鶴古早茶即溶飲產品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訪視臺東關心農民
肯定機關橫向發展聯繫及產業發展成果白鶴靈芝開花繁茂，形狀如白鶴展翅昂飛。

仙鶴古早茶 -
清 涼 古 味 又 天 然 養 生

100 年度香草活動寫生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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