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於 5月 19日 (星期六 )上午，在豐里試

驗場舉辦「2012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

活動內容豐富精彩，活動現場香味十足，參與活

動民眾達 1,290人，盛況空前，參加民眾都認為

收穫豐富。

活動開始由「杵音文化藝術團」以熱情的

歌舞及優美的原住民舞曲，表演精彩獲得現場來

賓熱烈掌聲，也為本次活動揭開序幕。接著由本

場林學詩場長致歡迎詞，並介紹特別來賓。再來

由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系蘇振明教授主講

「芳香花草與生活美學」，隨後分別進行香草精

油滾珠按摩油 DIY、芳香舒壓與養生保健講座、

香草栽培田間解說等活動。由於香草具有特殊的

迷人香味，透過香草精油特殊的香味與成分，

可舒緩身體、心智、情緒和心靈的壓力。也特請

IAA中華芳香精油全球發展協會講師黃文鳳為參

與活動的民眾講述「芳香舒壓與養生保健」，並

示範如何紓緩頸、肩及四肢的痠痛，希望透過本

次的講解與示範，吸引更多香草植物的喜好者，

加入芳香舒壓與養生保健的行動隊伍，讓臺東成

為香草新花園。

今年親子寫生繪畫活動並未進行比賽，目

的是為了讓小朋友與家長有個輕鬆愉快的香草之

旅，參加者只需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的作品，經主

辦單位認可蓋戳章後，便可領香草精油香皂乙份，

作品又可帶回家留做紀念，每位小朋友都興高采

烈的完成作品。

最後是本次活動的壓軸「香草壽司發表與品

嘗會」，由本場推廣課吳菁菁副研究員介紹，本

次採用由本場種植栽培之迷迭香、蘋果薄荷、百

里香、羅勒、茴藿香、奧勒岡等六種不同香草食

材，並與水稻 -臺東 30號良質米結合，以目前市

場獨一無二的「香草壽司」呈現，保證健康又美

味。民眾領取餐盒後，隨即在陰涼的樹蔭下，吹

著徐徐的涼風，與家人、朋友一同享受色、香、

味十足的香草美食餐點，品嘗過後的民眾讚不絕

口，參加後每位民眾皆盛讚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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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盛況空前

臺東早熟玉荷包荔枝之介紹

觀賞萱草之栽培與管理

介紹新進同事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噴桿提高果園蟲害防治效果

創意食譜―海苔香草壽司

番荔枝在臺東縣栽培面積達 5,200多公頃，

目前經營管理面積在 2公頃以上者普遍利用噴藥

車施藥。但由於各廠牌鼓風式噴藥車安裝噴頭最

低位置及偏向噴灑角度不同，容易造成噴藥死角，

對藏匿在果樹幹底部之蟲害，如粉介殼蟲或發生

在地面之病害防治效果不佳。

本埸針對上述缺點，研發可輕易附掛安裝在

鼓風式噴藥車後端之雙噴頭活動噴桿，使施藥時

藥液能準確均勻噴撒樹幹底部及地面，增加防治

粉介殼蟲、螞蟻等效果，提升鼓風式噴藥車施藥

性能。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活動噴桿主要由 1

組噴桿、2組活動彈簧、2個噴頭，及噴藥高壓

管組成，並依照個別施藥需求，可更換不同孔徑

及型式噴頭。其中以安裝調整角度後之噴頭，可

配合不同廠牌鼓風式噴藥車及栽培之果樹樹型使

用，噴頭孔徑為 1.2公釐。作業時噴霧壓力控制

在 15~17kg/cm2，噴灑寬度即可達 8公尺以上，

發揮施藥效果。而鼓風式噴藥車弧形噴頭組合頂

端之兩個噴頭可將之堵塞，以節省施藥量，仍可

達到良好施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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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圖 陳振義

● 文 /圖 林永順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噴桿噴施樹幹底部，提升蟲
害防治效果。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噴桿
提高果園蟲害防治效果

鹿野地區農會家政班
進行香草茶沖泡示範

香草園田區邊小朋友正專注畫畫參加民眾進行香草精油
滾珠按摩油 DIY

活 動看 板

1. 白米洗淨與水以 1.2：1 浸泡 30 分鐘後

用電子鍋煮成白飯備用。

2. 糖與白醋加熱拌勻。小黃瓜切條用醋、

糖醃製。

3. 將加入香草末的蛋液打勻，煎成蛋皮後

切絲備用。

4. 壽司醋飯平鋪於海苔依序放小黃瓜絲、

紅蘿蔔絲、黃蘿蔔絲、蛋絲、素香鬆、

洛神葵、杏仁果捲起後切片。

作法

材料 2

蛋           1 粒

小黃瓜    1 條

黃蘿蔔    20 公克

紅蘿蔔    20 公克

素香鬆    20 公克

洛神葵    15 公克

杏仁果    8 顆

白米      250 公克

香草      適量

海苔      1 片

白醋      60 毫升

糖         50 公克

材料 1

創 食意 譜
海 苔 香 草 壽 司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5月 24日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講習會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

5月 25日 鳳梨釋迦安全用藥講習會 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集會場所

5月 21日 - 6月 15日 農民學院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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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5日 六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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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通常是荔

枝給人的第一印象。

但臺東的玉荷包荔

枝卻不同於一般荔

枝，果實大且果肉

厚、肉質細緻又彈

牙，甜中帶點微酸，

風味絕佳，具有獨到

的特色，常令老饕級

的消費者「愛不釋

口」！

玉荷包荔枝果實成熟期從 5月中旬至 6月

上旬，比黑葉荔枝早約 15天，屬荔枝中的早熟

品種；因其果形呈長橢圓形，狀如荷包，果肉又

如白玉般而得名。玉荷包荔枝果實表面具棘尖，

有刺手感，種子多呈焦核（小核）狀，故果肉率

高，糖度約 18o－ 20oBrix。果肉細緻富彈性，口

感甜中帶酸，深受消費者喜愛。玉荷包荔枝另一

個特色為不需等到整個果實轉成紅色即可採收。

一般而言，當果皮有三分之一轉紅時，糖度約為

16oBrix，但酸味及澀味仍太重，成熟度不夠，

還不宜採收；果皮有二分之一轉紅時，糖度約達

18oBrix，此時果實成熟度剛好，甜中帶點微酸且

肉質 Q彈，是最佳採收賞味期；當整顆果實轉成

紅色時，糖度約可達 20oBrix，惟此時果實已稍

微過熟，雖然甜度高，但幾乎沒有酸味，且果肉

較軟無彈性。

臺東縣玉荷包荔枝種植面積原約有 50公頃，

經八八風災流失及栽培管理技術不佳的農友陸續

轉作，目前僅 30公頃左右，產地以太麻里鄉為

主，每公頃產量約 2萬台斤。太麻里鄉的玉荷包

荔枝產期比西部早，顆粒大，16－ 20粒就具有

一台斤重量水準，風味獨特，品質極佳。因此，

玉荷包荔枝是臺東伴手禮的新選擇。據 100年農

業統計月報，每公斤玉荷包荔枝的農場價格 5月

份為 95元，6月份為 86.01元。所以，越早成熟

採收上市的玉荷包荔枝價格越高，農友大多「先

搶先贏」，都想比別人早一點上市。最早上市的

玉荷包荔枝，每台斤價格常常高達百元以上。想

搶先嚐鮮的消費者，除了需多花一些錢外，還得

注意果實的成熟度，若成熟度不足，果實吃起來

甜度低，酸度高，且有澀味，就不是正宗美味了。

預估臺東縣今年的玉荷包荔枝在端午節之前

可採收完畢，想要品嘗這一年一次難得滋味的消

費者，可得把握這短短的 2、3個禮拜的時間。

建議消費者選購時可參考以下的標準：果實轉紅

的程度占一半左右、果粒摸起來有彈性、吃起來

甜中帶酸無澀味。

每年早秋，東部的幾個山區總是綻放著滿山

遍野的金針菜，吸引著無數追求忘憂的遊客。由

於十多年前金針產業的危機，讓人們體驗到金針

菜不只是可以吃，也可以這麼的美。金針菜是萱

草科萱草屬的食花作物，由於食用金針的習慣，

讓國人將萱草定位為吃的蔬菜。其實早在民國 72

年，本場就已經選育出千鶴、紅鈴、粉黛、黃玉、

紫后等 5種觀賞萱草，這些品種於 4-7月開花，

花色艷麗，且對栽培環境適應力極強，非常適合

於庭園造景及休閒農業。藉由提供賞花與遊憩的

空間，可建立農特產品販售、餐飲及民宿等，不

但營造產業特色，提昇觀光媚力，更能增加產值。

本文介紹觀賞萱草的栽培與管理方式，讓讀者對

萱草有進一步的認識，從而加以利用。

萱草一般採用分株法繁殖，將叢生的植株挖

出，去除土壤後，以刀具分割 3至 5株成 1份，

直接移植田間或以盆器種植。分株及種植適當時

機為每年花季過後 8-10月間，愈晚種植時，受氣

溫漸低，營養生長不足影響，隔年開花情形將會

不佳。花期 4-7月之觀賞萱草適合於低海拔栽培，

若種植在海拔 1,000公尺以上時，其開花情形不

如平地栽培者。種植土壤以砂質壤土為佳，可拌

入適量腐熟堆肥，生長期間再適時補充複合肥料，

並注意不使土壤過度乾燥即可。大面積栽培時，

行株距 80 × 30 公分，單行植，或者 120 × 30 

公分，雙行植，每公頃可種植約 4萬株。觀賞萱

草於冬季低溫時，地上葉片會乾枯呈半休眠情形，

可將地上部全部割除，方便管理。

觀賞萱草對主要病害「銹病」及「褐斑病」

均具中等抗性，但每年春季 (3-4月 )低溫且乾燥，

為銹病發生高峰期，而 5月後的溫暖且潮溼時節，

則為褐斑病發生高峰期，此時植株常發生嚴重的

葉片褐化及乾枯等問題，降低其觀賞價值。預防

做法是在冬季進入半休眠期間，將地上部全部割

除，或施藥防治；蟲害方面，以春季 2-3月時之

蚜蟲發生較為嚴重，可噴施適當藥劑加以防治，

詳細病蟲害防治用藥及施用方式請參考植物保護

手冊。

結實纍纍的臺東玉荷包荔枝

觀賞萱草之 栽培與管理
● 文 /圖  許嘉錦

臺東選 2號 -紅鈴  臺東選 3號 -粉黛 臺東選 5號 -紫后臺東選 1號 -千鶴

● 文 /圖 陳奕君

臺東早熟玉荷包荔枝之介紹

臺東早熟的玉荷包荔枝

玉荷包荔枝果實表面棘尖，
有刺手感。

姓名：蔡恕仁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昆蟲組博士

經歷：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技士、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技正

本場副研究員

專長：植物病蟲害、農藥安全使用

到任： 101年 4月 23日到場服務，任職於作物環境課

植保研究室副研究員。

電話：(089)325110轉 733

#介紹新進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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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通常是荔

枝給人的第一印象。

但臺東的玉荷包荔

枝卻不同於一般荔

枝，果實大且果肉

厚、肉質細緻又彈

牙，甜中帶點微酸，

風味絕佳，具有獨到

的特色，常令老饕級

的消費者「愛不釋

口」！

玉荷包荔枝果實成熟期從 5月中旬至 6月

上旬，比黑葉荔枝早約 15天，屬荔枝中的早熟

品種；因其果形呈長橢圓形，狀如荷包，果肉又

如白玉般而得名。玉荷包荔枝果實表面具棘尖，

有刺手感，種子多呈焦核（小核）狀，故果肉率

高，糖度約 18o－ 20oBrix。果肉細緻富彈性，口

感甜中帶酸，深受消費者喜愛。玉荷包荔枝另一

個特色為不需等到整個果實轉成紅色即可採收。

一般而言，當果皮有三分之一轉紅時，糖度約為

16oBrix，但酸味及澀味仍太重，成熟度不夠，

還不宜採收；果皮有二分之一轉紅時，糖度約達

18oBrix，此時果實成熟度剛好，甜中帶點微酸且

肉質 Q彈，是最佳採收賞味期；當整顆果實轉成

紅色時，糖度約可達 20oBrix，惟此時果實已稍

微過熟，雖然甜度高，但幾乎沒有酸味，且果肉

較軟無彈性。

臺東縣玉荷包荔枝種植面積原約有 50公頃，

經八八風災流失及栽培管理技術不佳的農友陸續

轉作，目前僅 30公頃左右，產地以太麻里鄉為

主，每公頃產量約 2萬台斤。太麻里鄉的玉荷包

荔枝產期比西部早，顆粒大，16－ 20粒就具有

一台斤重量水準，風味獨特，品質極佳。因此，

玉荷包荔枝是臺東伴手禮的新選擇。據 100年農

業統計月報，每公斤玉荷包荔枝的農場價格 5月

份為 95元，6月份為 86.01元。所以，越早成熟

採收上市的玉荷包荔枝價格越高，農友大多「先

搶先贏」，都想比別人早一點上市。最早上市的

玉荷包荔枝，每台斤價格常常高達百元以上。想

搶先嚐鮮的消費者，除了需多花一些錢外，還得

注意果實的成熟度，若成熟度不足，果實吃起來

甜度低，酸度高，且有澀味，就不是正宗美味了。

預估臺東縣今年的玉荷包荔枝在端午節之前

可採收完畢，想要品嘗這一年一次難得滋味的消

費者，可得把握這短短的 2、3個禮拜的時間。

建議消費者選購時可參考以下的標準：果實轉紅

的程度占一半左右、果粒摸起來有彈性、吃起來

甜中帶酸無澀味。

每年早秋，東部的幾個山區總是綻放著滿山

遍野的金針菜，吸引著無數追求忘憂的遊客。由

於十多年前金針產業的危機，讓人們體驗到金針

菜不只是可以吃，也可以這麼的美。金針菜是萱

草科萱草屬的食花作物，由於食用金針的習慣，

讓國人將萱草定位為吃的蔬菜。其實早在民國 72

年，本場就已經選育出千鶴、紅鈴、粉黛、黃玉、

紫后等 5種觀賞萱草，這些品種於 4-7月開花，

花色艷麗，且對栽培環境適應力極強，非常適合

於庭園造景及休閒農業。藉由提供賞花與遊憩的

空間，可建立農特產品販售、餐飲及民宿等，不

但營造產業特色，提昇觀光媚力，更能增加產值。

本文介紹觀賞萱草的栽培與管理方式，讓讀者對

萱草有進一步的認識，從而加以利用。

萱草一般採用分株法繁殖，將叢生的植株挖

出，去除土壤後，以刀具分割 3至 5株成 1份，

直接移植田間或以盆器種植。分株及種植適當時

機為每年花季過後 8-10月間，愈晚種植時，受氣

溫漸低，營養生長不足影響，隔年開花情形將會

不佳。花期 4-7月之觀賞萱草適合於低海拔栽培，

若種植在海拔 1,000公尺以上時，其開花情形不

如平地栽培者。種植土壤以砂質壤土為佳，可拌

入適量腐熟堆肥，生長期間再適時補充複合肥料，

並注意不使土壤過度乾燥即可。大面積栽培時，

行株距 80 × 30 公分，單行植，或者 120 × 30 

公分，雙行植，每公頃可種植約 4萬株。觀賞萱

草於冬季低溫時，地上葉片會乾枯呈半休眠情形，

可將地上部全部割除，方便管理。

觀賞萱草對主要病害「銹病」及「褐斑病」

均具中等抗性，但每年春季 (3-4月 )低溫且乾燥，

為銹病發生高峰期，而 5月後的溫暖且潮溼時節，

則為褐斑病發生高峰期，此時植株常發生嚴重的

葉片褐化及乾枯等問題，降低其觀賞價值。預防

做法是在冬季進入半休眠期間，將地上部全部割

除，或施藥防治；蟲害方面，以春季 2-3月時之

蚜蟲發生較為嚴重，可噴施適當藥劑加以防治，

詳細病蟲害防治用藥及施用方式請參考植物保護

手冊。

結實纍纍的臺東玉荷包荔枝

觀賞萱草之 栽培與管理
● 文 /圖  許嘉錦

臺東選 2號 -紅鈴  臺東選 3號 -粉黛 臺東選 5 號 - 紫后臺東選 1號 -千鶴

● 文 /圖 陳奕君

臺東早熟玉荷包荔枝之介紹

臺東早熟的玉荷包荔枝

玉荷包荔枝果實表面棘尖，
有刺手感。

姓名：蔡恕仁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昆蟲組博士

經歷：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技士、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技正

本場副研究員

專長：植物病蟲害、農藥安全使用

到任： 101年 4月 23日到場服務，任職於作物環境課

植保研究室副研究員。

電話：(089)325110轉 733

#介紹新進同事



本場於 5月 19日 (星期六 )上午，在豐里試

驗場舉辦「2012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

活動內容豐富精彩，活動現場香味十足，參與活

動民眾達 1,290人，盛況空前，參加民眾都認為

收穫豐富。

活動開始由「杵音文化藝術團」以熱情的

歌舞及優美的原住民舞曲，表演精彩獲得現場來

賓熱烈掌聲，也為本次活動揭開序幕。接著由本

場林學詩場長致歡迎詞，並介紹特別來賓。再來

由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系蘇振明教授主講

「芳香花草與生活美學」，隨後分別進行香草精

油滾珠按摩油 DIY、芳香舒壓與養生保健講座、

香草栽培田間解說等活動。由於香草具有特殊的

迷人香味，透過香草精油特殊的香味與成分，

可舒緩身體、心智、情緒和心靈的壓力。也特請

IAA中華芳香精油全球發展協會講師黃文鳳為參

與活動的民眾講述「芳香舒壓與養生保健」，並

示範如何紓緩頸、肩及四肢的痠痛，希望透過本

次的講解與示範，吸引更多香草植物的喜好者，

加入芳香舒壓與養生保健的行動隊伍，讓臺東成

為香草新花園。

今年親子寫生繪畫活動並未進行比賽，目

的是為了讓小朋友與家長有個輕鬆愉快的香草之

旅，參加者只需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的作品，經主

辦單位認可蓋戳章後，便可領香草精油香皂乙份，

作品又可帶回家留做紀念，每位小朋友都興高采

烈的完成作品。

最後是本次活動的壓軸「香草壽司發表與品

嘗會」，由本場推廣課吳菁菁副研究員介紹，本

次採用由本場種植栽培之迷迭香、蘋果薄荷、百

里香、羅勒、茴藿香、奧勒岡等六種不同香草食

材，並與水稻 -臺東 30號良質米結合，以目前市

場獨一無二的「香草壽司」呈現，保證健康又美

味。民眾領取餐盒後，隨即在陰涼的樹蔭下，吹

著徐徐的涼風，與家人、朋友一同享受色、香、

味十足的香草美食餐點，品嘗過後的民眾讚不絕

口，參加後每位民眾皆盛讚不虛此行。

「2012樂活
臺東 -“香”約逗陣來」盛 況 空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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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樂活臺東 -“香”約逗陣來」，盛況空前

臺東早熟玉荷包荔枝之介紹

觀賞萱草之栽培與管理

介紹新進同事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噴桿提高果園蟲害防治效果

創意食譜―海苔香草壽司

番荔枝在臺東縣栽培面積達 5,200多公頃，

目前經營管理面積在 2公頃以上者普遍利用噴藥

車施藥。但由於各廠牌鼓風式噴藥車安裝噴頭最

低位置及偏向噴灑角度不同，容易造成噴藥死角，

對藏匿在果樹幹底部之蟲害，如粉介殼蟲或發生

在地面之病害防治效果不佳。

本埸針對上述缺點，研發可輕易附掛安裝在

鼓風式噴藥車後端之雙噴頭活動噴桿，使施藥時

藥液能準確均勻噴撒樹幹底部及地面，增加防治

粉介殼蟲、螞蟻等效果，提升鼓風式噴藥車施藥

性能。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活動噴桿主要由 1

組噴桿、2組活動彈簧、2個噴頭，及噴藥高壓

管組成，並依照個別施藥需求，可更換不同孔徑

及型式噴頭。其中以安裝調整角度後之噴頭，可

配合不同廠牌鼓風式噴藥車及栽培之果樹樹型使

用，噴頭孔徑為 1.2公釐。作業時噴霧壓力控制

在 15~17kg/cm2，噴灑寬度即可達 8公尺以上，

發揮施藥效果。而鼓風式噴藥車弧形噴頭組合頂

端之兩個噴頭可將之堵塞，以節省施藥量，仍可

達到良好施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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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圖 陳振義

● 文 /圖 林永順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噴桿噴施樹幹底部，提升蟲
害防治效果。

鼓風式噴藥車附掛雙噴頭噴桿
提高果園蟲害防治效果

鹿野地區農會家政班
進行香草茶沖泡示範

香草園田區邊小朋友正專注畫畫參加民眾進行香草精油
滾珠按摩油 DIY

活 動看 板

1. 白米洗淨與水以 1.2：1 浸泡 30 分鐘後

用電子鍋煮成白飯備用。

2. 糖與白醋加熱拌勻。小黃瓜切條用醋、

糖醃製。

3. 將加入香草末的蛋液打勻，煎成蛋皮後

切絲備用。

4. 壽司醋飯平鋪於海苔依序放小黃瓜絲、

紅蘿蔔絲、黃蘿蔔絲、蛋絲、素香鬆、

洛神葵、杏仁果捲起後切片。

作法

材料 2

蛋           1 粒

小黃瓜    1 條

黃蘿蔔    20 公克

紅蘿蔔    20 公克

素香鬆    20 公克

洛神葵    15 公克

杏仁果    8 顆

白米      250 公克

香草      適量

海苔      1 片

白醋      60 毫升

糖         50 公克

材料 1

創 食意 譜
海 苔 香 草 壽 司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5月 24日 番荔枝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講習會 臺東地區農會推廣股

5月 25日 鳳梨釋迦安全用藥講習會 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集會場所

5月 21日 - 6月 15日 農民學院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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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5日 六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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