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展現本場三大核心技術「有機樂活」、「早

熟豐產」、「原生特色」的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

成果，期促進臺東地方農產業發展與競爭力。本

場將於 11月 24日（星期六）上午 9時起，辦理

為期一天的「農業藝起來 -101年度臺東地區農業

創藝展」，本次活動結合手工藝品、有機樂活、

深度體驗及地方特色文化的整體呈現，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運用農村及田野到處可見的植物、種

子或利用率不高的自然素材，製成手工藝品，期

使民眾藉由此次活動能進一步體驗家政班媽媽巧

手藝，感受臺東在地之農業文化。

本次活動也結合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農村再

生計畫，整體呈現社區產業發展及突顯家政班手

工藝品創意加值成果、同時邀請鄉鎮 (地區 )農

會展示 (售 )臺東地區百大精品，手工藝 DIY，

此外由臺東縣政府規劃有機市集展示活動，讓民

眾近距離接觸有機農民、認識有機農業，營造出

綠色消費的良性互動。 

為了引導一般民眾更接近農村文化並體驗農

業活動，會場準備了多項的手工藝DIY體驗活動、

有機講座及臺東農產精品，其中手工藝包括：無

患子小娃吊飾、藍花楹項鍊、瓊崖海棠口笛、銀

葉落果裝飾、構樹皮裝飾、薏苡手環、釋迦乾果

及血藤種子耳環、月桃葉杯墊、藺草編的粽子裝

飾等；有機講座則安排了臺東有機農夫現場說明

其從事有機農業之心路歷程，也能讓現場民眾進

一步了解臺東有機產業；其他各項活動也都相當

精采多元，有趣、好玩又益智，請大家千萬不要

錯過這個難得的好機會。本場誠摯邀請您闔家前

來，零距離的貼近及認識有機農業並感受臺東在

地農業文化創意的精髓，保證讓您收穫滿滿，玩

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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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藝起來 -101 年度臺東地區農業創藝展」以體驗
農村巧藝為活動主軸，歡迎蒞臨參加
杭菊害蟲非農藥防治方法簡介
本場舉辦「臺東區社區 /部落午茶擂台賽」引領在地
飲食風潮，帶動地方休閒農業發展
為產業發展及市場拓展做好準備，呼籲番荔枝產銷班
參與吉園圃驗證

● 文 吳菁菁

杭菊約每年的清明時節（農曆 3月 ~4月）

栽種，至 11月、12月開花，可採收 3~4次。杭

菊在田間栽培期間達 8~9個月，其間易受昆蟲為

害，若未適時防治，將嚴重影響杭菊的品質與產

量。以下扼要介紹杭菊主要蟲害之發生生態與非

農藥防治要領，供農友參考，期能有效的管理蟲

害減少農藥使用，提高杭菊產量與品質。

薊馬類

全年發生，高溫乾燥季節為害嚴重。主要為

害花部及新葉，造成皺縮褐化，影響發育（圖1）。

● 文 /圖 許育慈

杭菊害蟲非農藥防治 方 法 簡 介

「農業藝起來 -101 年度臺東地區農業創藝展」

以體驗農村巧藝為活動主軸，歡迎蒞臨參加

（下接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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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菊栽培期間摘除心芽，促進側枝分蘗，此時可

將被害心芽摘除並集中燒埋，減少田間密度；或

利用薊馬對顏色的偏好，懸掛藍色或黃色黏紙防

治誘殺（圖 2）。亦可使用以樟腦油稀釋 250倍、

苦楝油稀釋 500倍、蓖麻油（加無患子液或沙拉

脫 1：1乳化）稀釋 500倍或印楝素乳劑 1,000

倍防治。

粉介殼蟲類

全年發生，乾

燥季節、遮蔽或通

風不良環境，發生

嚴重；主要藏匿於

葉背、葉腋等凹陷、

隱蔽處，刺吸汁液，

造成葉片皺縮（圖

3）。分泌的蜜露誘

發黑煤病，影響光

合作用。防治方法同薊

馬類，於摘心將被害心

芽摘除並集中燒埋，並

清除田邊雜草，減少孳

生源；或選擇施用印楝

素乳劑 2,000倍、苦楝

油 500倍、蓖麻油（加

無患子液或沙拉脫 1：

1乳化）稀釋 500倍或

99%礦物油 500倍防治。

蚜蟲類

杭菊生育期均會被害，喜好乾燥溫暖的氣

候，以冬季或初春密度高。主要為害心芽嫩葉（圖

4）、花器、花梗等幼嫩組織，造成心芽及新葉

伸展不良、皺縮褪色。防治要點應注意種苗清潔，

定植後進行第 1次防治；或利用有翅型蚜蟲對顏

色的偏好，懸掛黃色、白色黏紙防治（圖 5）；

其他請參考粉介殼蟲防治方法。

斜紋夜蛾

全年均可發生，主要以幼蟲為害杭菊葉片及

花器，造成缺刻（圖 6），影響杭菊品質與產量。

主要防治目的在於減少幼蟲為害程度，因此於杭

菊定植前應清除田邊雜草、落葉堆，或淹水以淹

死田間殘存之幼蟲、蛹。田間發現時，直接摘除

幼蟲及卵塊，或於夜晚以燈光誘殺成蟲，並於燈

光下方設置水盤；亦可使

用性費洛蒙誘殺雄蛾（圖

7），每公頃 4-6個，或

施用「41.8%蘇力菌水分

散性粒劑」1,000倍、印

楝素乳劑 1,000倍或苦楝

油（加無患子液或沙拉脫

1：1乳化）1,000倍防治。

杭菊為臺東地區重要

特色作物，目前正值花苞

期，為生產優質安全的杭

菊，請農友注意病蟲害管

理，以非農藥防治技術取

代化學藥劑，如須使用化

學藥劑，也應選擇公告核

准使用之杭菊推薦用藥，

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

以維護本地杭菊商譽，確

保農友收益及使消費者安

心。

圖 1. 薊馬藏於心芽為害

圖 2. 田間懸掛藍色黏紙誘殺薊馬

圖 3.粉介殼蟲類聚集為害，
造成葉片皺縮。

圖 7. 田間懸掛斜紋夜
蛾性費洛蒙陷阱
誘殺雄成蟲

圖 6. 斜紋夜蛾幼蟲取
食為害葉片

圖 4. 蚜蟲聚於心芽、嫩
莖為害。

圖 5. 懸掛黃色黏蟲紙誘
殺有翅型蚜蟲或粉
蝨等小型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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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促進地方休閒農業發展，增加在地食

材、創新、健康養生、情境與故事性元素，本場

於 10月 16日，假臺東專科學校舉辦「臺東區社

區 /午茶擂台賽」，共計有來自臺東區內各級農

會、臺東專科學校、成功商業水產學校、成功重

安部落與拉勞蘭小米工藝坊等 12組選手報名參

賽，本次擂台賽指定運用洛神、小米、樹豆、金

針、臺灣藜、米、米穀粉、咖啡豆等在地食材為

點心材料，選手們需在 4小時內完成 3道中、西

式點心，經 5位評審品評後，最後由臺東地區農

會家政指導員邱愉淨領軍的林鳳玉、詹台娟及鄭

明玉奪得冠軍殊榮。

本場林學詩場長非常感謝選手們踴躍參加，

由於午茶競賽主題有別於往常以菜色料理的模

式，更要在指定時間內烘焙出 3種點心及 1種飲

品，相當具有挑戰性；也因臺東地區的好山好水

好風情相當吸引外地遊客前來訪幽探勝，本場也

積極配合在地休閒農業的發展趨勢，來規劃此次

午茶擂台賽，期能運用在地食材，協助農產業發

展，帶動臺東健康及特色的烘焙美食風潮，增加

業者菜單的獨特性，同時也讓遊客用餐時又多一

項選擇，更能符合休閒旅遊的需求，帶動新商機

及旅遊規劃的不同方向，凸顯具地方特色的飲食

文化，帶動轄區休閒農業發展。

經四小時競賽過程後，由評審福華大飯店藍

明鑑經理、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鄒慧芬副教授、臺

東縣糕餅工會陳漢同理事長、中華民國社會發展

學會林綺瑩專案研究員、本場農業推廣課吳昌祐

課長等來品評選手們精心製作的午茶點心，評審

們對於參賽選手們在緊湊的時間內，利用恰到好

處的鹹甜美味來挑戰評審的味蕾，搭配選手們在

各種巧思下的佈置，讓具故事性的情境營造出令

人垂涎三尺的午茶套餐。在宣布名次前，評審們

均表達對此次參賽的作品都相當驚艷，且具有商

業水準，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飲品調理技巧及與食

材搭配程度不足，希望未來在推出產品時可針對

飲品的設計再加強。

● 文 /圖 吳菁菁

本場舉辦「臺東區社區 / 部落午茶擂台賽」

名次 參賽單位 得獎人員 名次 參賽單位 得獎人員

冠軍 臺東地區農會
林鳳玉、詹台娟、
鄭明玉

創意獎 東河鄉農會 楊玉樹、胡天香

亞軍 關山鎮農會
劉彩雀、王美雲、
王美英

創意獎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方俞程、王麗琪、
陳蕙敏

季軍
成功鎮博愛社區發展協會
重安部落

陳國東、楊桂英、
楊桂美

創意獎 鹿野地區農會 官順桃、黃秋蓮

創意獎
太麻里地區農會拉勞蘭小
米工藝坊

林美惠、利曉鳳、
葉秋妹

佳作 臺東專科學校食品科
吳佩玲、李家萐、
孫于掀

創意獎 臺東專科學校家政科
王閨亭、林宜君、
麥婷云

佳作 東河鄉農會
李粟榕、吳姈綉、
李秀芳

創意獎 成功鎮農會
田月嬌、許瓊華、
林美雲

佳作 成功鎮博愛社區發展協會重安部落
曾禹勇、馬秀蓮、
曾美玉

得 獎 名 單

引領在地飲食風潮，帶動地方休閒農業發展

評審從旁觀察選手製作過程 參賽選手準備當地食材小米供烘焙
料理時使用

臺東地區農會林鳳玉、詹台娟及鄭
明玉奪得冠軍殊榮後與林場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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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活動刊登於本場網頁 http://www.ttdares.gov.tw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0月 29日 十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11月 01日 柑桔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關山鎮農會

11月 07日 洛神葵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東河鄉福興社區

11月 08日 柑桔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講習會 成功鎮農會

11月 23日 101年試驗研究推廣成果暨農業機械發展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1、2樓會議室

11月 24日 農業藝起來 -101年度臺東地區農業創藝展活動 本場場區

11月 26日 十一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2樓會議室

活 動 看 板

(((((((((((((((

近年來臺東地區番荔枝產業發展蓬勃，不僅

在國內市場具有優勢，在外銷成績也非常亮眼，

去（100）年鳳梨釋迦外銷量即達 5,459餘公噸

以上，本（101）年截至 5月止，也已達 4,960

公噸之鉅，可說是相當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惟

目前外銷較侷限於鄰近的大陸及香港地區，其他

地區因儲運時間及檢疫等問題，尚有待各方的努

力。

外銷農產品產業競爭力，一直是政府農政單

位積極輔導的重點方向，其中農產品的品質及安

全更需要農友共同努力才能落實，以國產香蕉為

例，國產香蕉不論糖度、風味、口感等品質極佳，

可稱得上享譽全球，一直以來也都是臺灣外銷第

一名的水果，惟國產香蕉進入日本市場前，則被

要求須取得吉園圃驗證標章，並經無農藥殘留檢

測合格後方可通關，具有高品質及吉園圃標章的

國產香蕉在日本上市後，深受消費者好評，外銷

數量也逐年增加，農友收益明顯提升，且外銷市

場行情穩定；反觀臺東番荔枝產業，栽培面積占

全臺約 85％以上，惟截至本（101）年 9月止，

臺東地區番荔枝產銷班共計 80班，其中通過吉

園圃驗證之番荔枝產銷班計有 26個產銷班，比

例僅為 32.5%，以外銷市場對產品品質及安全的

要求趨勢來看，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為瞭解轄內番荔枝產銷班參與吉園圃之意

願，本場由調查回收問卷中發現，轄內通過吉園

圃認證的產銷班比例偏低；參與吉園圃驗證的農

民大部分都認為生產果品通過吉園圃驗證，有助

於降低果品生產成本及增加獲利；而不願意參加

吉園圃標章驗證的農民，主要表達的意見是對該

制度沒有信心，影響其參加的意願。但產品安全，

不管是內、外銷，都是消費者首要選擇條件，農

政單位亦大力宣導行銷，在此本場呼籲轄內番荔

枝產銷班班員及農友們應該正視果品安全驗證之

課題，並瞭解未來市場要求趨勢，先做好準備，

以免市場要求吉園圃標章時，無法及時因應，而

頓失產業拓展先機。

● 文 余建財

為產業發展及市場拓展做好準備，
呼籲番荔枝產銷班參與吉園圃驗證

「吉園圃」名稱是由英文「GAP」音譯而來，是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之縮寫，意思是優良農業操作，以適時、適地、適種等合乎自然

的耕作條件來種植農作物，進而減少因農業所帶來對環境之傷害。「吉園

圃」標章圖案中二片綠葉代表農業，三個紅色圓圈有二個意義，其一是強

調農民要把握適時適地適種、合理病蟲害防治及遵守安全採收期三個原

則，其二則是指標章推行需要輔導、檢驗及管制三方面配合。標章之下端

編印 9個阿拉伯數字識別號碼，以識別及追查吉園圃安全蔬果之生產者。

農業小常
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