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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消費者安全、優質的番荔枝果品
(俗稱釋迦)，本場於8月12~16日辦理第一屆
「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競賽」，此次競賽不僅
著重最終果品品質，也強調生產過程的健康管
理，重點包括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及多施有
機肥等，以達到消費者、農友及環境永續三贏
之目標；本屆共有37位農友參賽，本場邀請了
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宜蘭大學、
臺東專科學校及農試所等6位大學教授及研究
員擔任評審工作，初賽先經過果品評鑑及農藥
殘留檢測，選出10名優勝者，再行果園評鑑，
經過如此嚴格競賽後，每位得獎者都是優秀的
生產者，希望得獎者能帶動及提升當地之番荔
枝生產技術及健康管理之理念。

此次評鑑推翻以往番荔枝果品評鑑規則，
不再只看果實大小、選果王，反而著重果園健
康管理，且評比標準嚴格必須通過農藥檢測、

果品品質、果園管理三關大考驗。本屆冠軍為
臺東縣卑南鄉江弘業農友，亞軍2位分別為卑
南鄉江鴻牧
農友及臺東
市洪文賢農
友，季軍有
3位，分別
為陳明義、
洪文斌、高
玉花，優等
獎4名則是
雷遠語、李
俊儀、胡泉及李定佳。目前正值臺東番荔枝盛
產期，果品質優價廉，上述獲獎農友本季生產
之果品均通過嚴格評選，果品安全優質，其果
園資訊如附表，歡迎消費者選購。

●文/余建財

本場今年預計辦理8場次農業專業訓練，
從4至6月止，農藝、園藝入門班、有機農業進
階班及原住民專班(原生作物)等4場次農業訓練
均圓滿結訓，共計116人順利結業。相較於去
年，今年報名的人數不僅倍增，且學員平均年
齡年輕化，可見本場辦理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服
務深受民眾的肯定，也吸引年輕民眾紛紛投入
學習農業行列。

下半年度，本場將繼續開辦4場次農業專
業訓練如下表，包括9月3~5日「果樹有機栽培
技術進階選修班」，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有機農
業及果樹有機栽培實務操作要領外，也安排市
場行銷策略、栽培技術改善及農業經營管理等
專業課程，期望協助學員解決於田間栽培、農
場經營管理所遇到的問題；10月14日至11月8日
為期4週的「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課程規劃重點在於保健植物栽培技術、加工及
產銷技術、經營規劃、田間實習及農場見習等
相關課程，以提供初任農業或從事保健植物相
關工作者為主，課程安排更著重保健植物農業
經營實務及農場見習，希望能進一步提供學員
從事農場生產實務操作的技能；11月25~29日
「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課程安排一系
列跨領域的主題探討，包括品質管理與問題分
析解決、保健植物農企業行銷策略個案研討、
保健植物藥食應用探討、藥用植物之加工及利
用、創意行銷等栽培管理技術及農業新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場為協助原住民發
展在地特色農業，10月1~3日增辦「原住民雜
糧作物研習班」，課程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現
階段農業政策及未來發展、原住民農業產業資
源面面觀、農(園)作物產業概述、合理化施肥
與病蟲害防治技術、原住民農業經營達人分
享交流、常用農業機械簡介與維修技巧等課
程。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農友踴躍報名參
加，相關資訊請至農民學院及本場官方網站
查詢，更期盼農友能將訊息與親友分享及把
握進修與充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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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好吃番荔枝盡在臺東番荔枝優質果園
番荔枝花姬捲葉蛾之發生與防治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農業的契機與影響
如何提高有機栽培紅龍果的品質
國際農村青年菁英交流訪問 瑞士草根大使拜訪本場
本場下半年度農民學院及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 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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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江淑雯

本場下半年度農民學院及
       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 陸續登場囉！

評審委員仔細評鑑參賽之番荔枝果實

目前臺東番荔枝已開始進入
量產期，歡迎消費者選購。

生產者

江弘業

江鴻牧

洪文賢

陳明義

洪文斌

高玉花

雷遠語

李俊儀

胡 泉

李定佳

所屬農會或生產合作社

臺東縣十股果菜運銷合作社

臺東縣十股果菜運銷合作社

臺東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臺東縣十股果菜運銷合作社

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東台分社

太麻里地區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本季產期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已結束

夏期果至8月底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至8月底

   木虌子，英文名 India trumpet flower seed，果實及
嫩葉可蒸、煮或炒食，未成熟果實口感似胡瓜，味道似苦
瓜，成熟時種子有毒，不可食用。果期為每年8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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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村青年菁英交流訪問
 瑞士草根大使拜訪本場

國際農村青年交流訪問(International 
4H Youth Exchange ,IFYE)瑞士草根大使瑪蘭
妮‧潘妮拉(音譯)小姐(Ms.Melanie Pennella)
於8月19日上午在臺東縣農會四健督導員彭武謙
先生陪同下，蒞臨本場進行參訪，並由本場林
場長親自接待，林場長於會面時，首先表達歡
迎遠道而來的瑞士優秀青年，並進一步了解草
根大使來臺所進行的農業參訪之目的及參訪行
程，將近40分鐘的互動及交流，雙方晤談熱
絡，會晤結束後，由農業推廣課吳昌祐課長陪
同瑪蘭妮‧潘妮拉小姐，在場區參觀本場花
卉、農機等研發成果。

晤談期間雙方除對氣候變遷、有機農業及
兩國迥異的農業生產環境等進行意見交流外，

瑪蘭妮‧潘妮拉小姐也特別讚賞臺東優美且面
海背山的天然環境，及雀躍表達能有機會接觸
別於家鄉的農村生活及農業環境，更期待品嘗
熱帶農產品的鮮美滋味。期間也由林場長以流
利的英語詳細說明臺灣目前推動的重要農業輔
導工作及本場的相關研究成果，使瑞士草根大
使能獲得正確完整的農業相關資訊，更進一步
瞭解臺東地區的農業現況。

瑞士草根大使及臺東縣農會四健督導員與本場林場長合影

表、農民學院臺東訓練中心下半年度農業專業訓練場次及開課時間

場次 訓練班別 天數 班數 開課期程（月/日）

1

2

3

4

果樹有機栽培技術 班

原住民雜糧作物研習班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

進階選修 3

3

20

5

1

1

1

1

9/3~9/5

10/1~10/3

10/14~11/8

11/25~11/29

●文/圖 余建財

活    動    地    點

8月27日

8月27日

8月28日

8月29日

9月04日

9月05日

「番荔枝優質果園觀摩會」

杭菊非農藥防治肥培管理技術及農藥殘留採樣流程說明講習會

洛神葵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杭菊非農藥防治肥培管理技術及農藥殘留採樣流程說明講習會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卑南鄉江弘業農友田區

建和番荔枝產銷班集貨場會議室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室(東河鄉都蘭村458號)

初鹿番荔枝產銷班集貨場會議室

東河鄉泰源村高原段533地號

成功鎮新美山段796地號(臺11線109.1公里處)



三、合理化施肥：紅龍果的施肥方式以少量多

施為原則。以含氮磷鉀較高的有機質肥料

為基肥，於枝條修剪後(12月~1月間)進行

全園撒施；追肥以有機液肥澆灌方式施

用，營養生長期(枝梢抽長時)選用氮磷鉀

比例均等的有機液肥，綠果期(果實轉色

前)採用高氮低鉀的有機液肥，著色期(轉

色至採收)則使用低氮高鉀的有機液肥。

四、疏花疏果：紅龍果開花期，約每15天左右

就可開出一批花，為了避免養分競爭，生

產大粒質優的果實，原則上採隔批留果方

式生產，每一批次花的每一枝條所留花蕾

數應不超過2個，待確定著果後，再疏除

發育較差的果實，每一枝條只留1果，以

利栽培管理及維持果實品質。

五、套袋：套袋可

減少或避免紅

龍果遭東方果

實蠅、蝸牛、

鳥類、曬傷及

其他昆蟲咬傷

等危害，因幼

果期即會遭到

東方果實蠅危

害，故最好提

早進行套袋保

護。

紅龍果植株強健

少病蟲害且具耐不良環

境等特性，是較容易採

行有機栽培的果樹。近

年來紅龍果的生產技術

漸趨成熟，使得紅龍果

成為一般消費者極為喜

愛的健康安全水果。 

紅龍果屬淺根(根

群分布於表土5~15公

分)耐旱植物，具有多

批次開花(每年4~10月

的花期，約可開6~12批次花)及果實發育日數

短(33~35日)等特性。若能掌握其生育特性，

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可生產高品質的有機紅

龍果。其重要之栽培要點說明如下：

一、適時灌溉：紅龍果雖屬耐旱作物，但為提

高產量及品質仍需要有足夠水分供給，特

別是在新梢生長及開花結果期最為重要，

因此適時適度的灌溉是必要的。

二、適度修剪：紅龍果枝條若多年放任不加修

整，枝條層層疊疊會導致受光不足而影響

產量及品質，同時也可能會造成支柱承載

過重而傾倒；因此，可於11月下旬~12月

採收期過後，將3年生以上無生產能力的

老枝或病枝、弱枝及交疊過密的枝條剪

除，只選留1~2年生最易開花結果的枝條

即可。

服務業」一項，且排除家禽孵育及家畜禽配種
服務。

「畜牧業顧問服務業」係指提供畜牧業有
關飼育的生產技術、疾病診斷、用藥諮詢、飼
料配方及環境保護等專業諮詢服務，針對畜牧
業者在飼養過程遭遇的技術問題，提供解決方
案。由於畜牧業係屬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之農
業產業，國內已有完整之服務化產業鏈，且從
事畜牧顧問服務業之人員須取得國內相關專業
證照(如獸醫師、畜牧技師或環工技師等)，因
此，我國已於98年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該項服務

家畜禽配種服務)一項，而且是反映98年已開放
的現況；本項協議並不涉及開放大陸農產品或
勞工來臺，陸資來臺投資農產運銷及物流相關
行業，將有助於我農產品銷售，對農民的收益
將有幫助。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執行後，臺灣在大陸投
資經營的服務業將有更多發展空間，而引進陸
資來臺，也將有助提升國內的服務業就業機
會。面對國際經貿自由化的潮流，我國必須要
以開放的態度，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才能
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兩岸順利簽署服務貿易協
議，將有助於臺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期盼各界能支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共同
為臺灣經濟打拼。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於102年6月
21日簽署，本協議為兩岸服務貿易往來提供制
度化基礎，並促進兩岸服務業相互投資與貿
易，為兩岸優勢互補及競爭力之提升帶來效
益。

大陸在2001年加入WTO後，已經對包括臺
灣在內的所有WTO會員承諾開放農業相關服務
業，本次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陸方也承諾
在農業方面維持現行開放措施；至於我方在協
商過程中，係以確保農民權益與產業發展為優
先考量，在農業方面僅承諾開放「畜牧業顧問

業，納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僅係反映現狀，實
際上並未新增開放項目；且自98年開放以來，
並無陸資來臺特定投資該服務業，加上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並未觸及開放勞工議題，因此，農
委會在簽署協議前已評估對我農業並無影響。

我國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承諾開放批發
(排除農產品批發市場)、零售、經銷、倉儲等
4項與物流有關的服務業，倘營業項目涉及農
產品，將可為臺灣農產品提供更多元的運銷服
務，有助於我農產品之儲藏與銷售，以及臺灣
優質農產品的外銷。其中批發與零售在98年也
已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迄今已有76件投資案與
農業有關，對我農業產銷體系並無負面影響。

綜言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農業方面僅
開放「畜牧業顧問服務業」(排除家禽孵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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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陳奕君

1~2日轉為紅色，孵化後之幼蟲蛀食果皮及果
肉，在蛀孔外可見幼蟲排出之顆粒狀褐色蟲
糞。幼蟲體呈紅色至暗紅色(圖2)，成熟後大多
會在蛀食之果實上作繭化蛹，平均約22~60日
完成一個世代。

花姬捲葉蛾幼蟲於番荔枝果實表面取食，
若受驚擾則移至他處取食，被害果外部遺留蛀
食痕跡及排泄物，因而喪失商品價值。經本場
監測調查發現其於2月中旬有一蟲口密度小高
峰，至5月及9月下旬再次出現高峰期；此外，
以靠山邊果園之蟲口密度較高，為害較嚴重。

目前花姬捲葉蛾於番荔枝上尚無推薦防治
藥劑，建議農友可參考番荔枝斑螟蛾防治藥劑
2.4％第滅寧水懸劑稀釋1,500倍或42％益洛寧
稀釋1,500倍進行防治；配合田間懸掛性費洛
蒙陷阱誘殺、套袋及落實清園管理減少孳生
源，提高防治效果，保護果實避免受害。

番荔枝為臺東地區重要產業，由於栽培管
理及產期調節技術發達，果實品質風味佳，幾
乎可周年生產。惟果實生育期間仍受到部分蟲
害威脅，造成果實外觀不佳，影響消費者購買
意願。經本場長期調查，發現番荔枝上害蟲主
要包括薊馬類、蚜蟲類、斑螟蛾、粉介殼蟲類
及葉 類等。其中花姬捲葉蛾為近年來在番荔
枝上發現之重要蟲害，為害狀近似於斑螟蛾，
雌蛾將卵產於中果至大果果皮，幼蟲孵化後即
鑽入果內或於果皮鱗目上取食，將糞便排出果
實表面，同一果實可見多處蟲孔，若疏於防
治，可能造成大量果實被害，影響番荔枝產量
與品質。

花姬捲葉蛾屬鱗翅目(Lepidoptera)、捲
葉蛾科(Tortricidae)，俗稱楊桃果實蛀蟲，
除了為害楊桃、荔枝、龍眼等作物外，近年來
為害番荔枝的情形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成蟲
為暗褐色之蛾類(圖
1)，雌蟲較雄蟲為
大，壽命約為8~19
日。成蟲於清晨交
尾，雌蟲於傍晚產
卵。卵產於果實表
面，每個果實上每
次約產一粒至十多
粒，平均每隻雌蛾
可產120粒卵；初產
的 卵 為 白 色 ， 經

蟎

● 許育慈文/圖  

● 農委會國際處文/

圖1.花姬捲葉蛾成蟲(紅圈處)停棲於番荔枝
    果蒂處

圖2.幼蟲體呈紅色至暗紅色，蛀食果皮及果肉，
    在蛀孔外可見幼蟲排出之顆粒狀褐色蟲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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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化施肥：紅龍果的施肥方式以少量多

施為原則。以含氮磷鉀較高的有機質肥料

為基肥，於枝條修剪後(12月~1月間)進行

全園撒施；追肥以有機液肥澆灌方式施

用，營養生長期(枝梢抽長時)選用氮磷鉀

比例均等的有機液肥，綠果期(果實轉色

前)採用高氮低鉀的有機液肥，著色期(轉

色至採收)則使用低氮高鉀的有機液肥。

四、疏花疏果：紅龍果開花期，約每15天左右

就可開出一批花，為了避免養分競爭，生

產大粒質優的果實，原則上採隔批留果方

式生產，每一批次花的每一枝條所留花蕾

數應不超過2個，待確定著果後，再疏除

發育較差的果實，每一枝條只留1果，以

利栽培管理及維持果實品質。

五、套袋：套袋可

減少或避免紅

龍果遭東方果

實蠅、蝸牛、

鳥類、曬傷及

其他昆蟲咬傷

等危害，因幼

果期即會遭到

東方果實蠅危

害，故最好提

早進行套袋保

護。

紅龍果植株強健

少病蟲害且具耐不良環

境等特性，是較容易採

行有機栽培的果樹。近

年來紅龍果的生產技術

漸趨成熟，使得紅龍果

成為一般消費者極為喜

愛的健康安全水果。 

紅龍果屬淺根(根

群分布於表土5~15公

分)耐旱植物，具有多

批次開花(每年4~10月

的花期，約可開6~12批次花)及果實發育日數

短(33~35日)等特性。若能掌握其生育特性，

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可生產高品質的有機紅

龍果。其重要之栽培要點說明如下：

一、適時灌溉：紅龍果雖屬耐旱作物，但為提

高產量及品質仍需要有足夠水分供給，特

別是在新梢生長及開花結果期最為重要，

因此適時適度的灌溉是必要的。

二、適度修剪：紅龍果枝條若多年放任不加修

整，枝條層層疊疊會導致受光不足而影響

產量及品質，同時也可能會造成支柱承載

過重而傾倒；因此，可於11月下旬~12月

採收期過後，將3年生以上無生產能力的

老枝或病枝、弱枝及交疊過密的枝條剪

除，只選留1~2年生最易開花結果的枝條

即可。

服務業」一項，且排除家禽孵育及家畜禽配種
服務。

「畜牧業顧問服務業」係指提供畜牧業有
關飼育的生產技術、疾病診斷、用藥諮詢、飼
料配方及環境保護等專業諮詢服務，針對畜牧
業者在飼養過程遭遇的技術問題，提供解決方
案。由於畜牧業係屬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之農
業產業，國內已有完整之服務化產業鏈，且從
事畜牧顧問服務業之人員須取得國內相關專業
證照(如獸醫師、畜牧技師或環工技師等)，因
此，我國已於98年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該項服務

家畜禽配種服務)一項，而且是反映98年已開放
的現況；本項協議並不涉及開放大陸農產品或
勞工來臺，陸資來臺投資農產運銷及物流相關
行業，將有助於我農產品銷售，對農民的收益
將有幫助。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執行後，臺灣在大陸投
資經營的服務業將有更多發展空間，而引進陸
資來臺，也將有助提升國內的服務業就業機
會。面對國際經貿自由化的潮流，我國必須要
以開放的態度，積極參與國際經貿整合，才能
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兩岸順利簽署服務貿易協
議，將有助於臺灣與其他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期盼各界能支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共同
為臺灣經濟打拼。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於102年6月
21日簽署，本協議為兩岸服務貿易往來提供制
度化基礎，並促進兩岸服務業相互投資與貿
易，為兩岸優勢互補及競爭力之提升帶來效
益。

大陸在2001年加入WTO後，已經對包括臺
灣在內的所有WTO會員承諾開放農業相關服務
業，本次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陸方也承諾
在農業方面維持現行開放措施；至於我方在協
商過程中，係以確保農民權益與產業發展為優
先考量，在農業方面僅承諾開放「畜牧業顧問

業，納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僅係反映現狀，實
際上並未新增開放項目；且自98年開放以來，
並無陸資來臺特定投資該服務業，加上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並未觸及開放勞工議題，因此，農
委會在簽署協議前已評估對我農業並無影響。

我國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也承諾開放批發
(排除農產品批發市場)、零售、經銷、倉儲等
4項與物流有關的服務業，倘營業項目涉及農
產品，將可為臺灣農產品提供更多元的運銷服
務，有助於我農產品之儲藏與銷售，以及臺灣
優質農產品的外銷。其中批發與零售在98年也
已開放陸資來臺投資，迄今已有76件投資案與
農業有關，對我農業產銷體系並無負面影響。

綜言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農業方面僅
開放「畜牧業顧問服務業」(排除家禽孵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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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陳奕君

1~2日轉為紅色，孵化後之幼蟲蛀食果皮及果
肉，在蛀孔外可見幼蟲排出之顆粒狀褐色蟲
糞。幼蟲體呈紅色至暗紅色(圖2)，成熟後大多
會在蛀食之果實上作繭化蛹，平均約22~60日
完成一個世代。

花姬捲葉蛾幼蟲於番荔枝果實表面取食，
若受驚擾則移至他處取食，被害果外部遺留蛀
食痕跡及排泄物，因而喪失商品價值。經本場
監測調查發現其於2月中旬有一蟲口密度小高
峰，至5月及9月下旬再次出現高峰期；此外，
以靠山邊果園之蟲口密度較高，為害較嚴重。

目前花姬捲葉蛾於番荔枝上尚無推薦防治
藥劑，建議農友可參考番荔枝斑螟蛾防治藥劑
2.4％第滅寧水懸劑稀釋1,500倍或42％益洛寧
稀釋1,500倍進行防治；配合田間懸掛性費洛
蒙陷阱誘殺、套袋及落實清園管理減少孳生
源，提高防治效果，保護果實避免受害。

番荔枝為臺東地區重要產業，由於栽培管
理及產期調節技術發達，果實品質風味佳，幾
乎可周年生產。惟果實生育期間仍受到部分蟲
害威脅，造成果實外觀不佳，影響消費者購買
意願。經本場長期調查，發現番荔枝上害蟲主
要包括薊馬類、蚜蟲類、斑螟蛾、粉介殼蟲類
及葉 類等。其中花姬捲葉蛾為近年來在番荔
枝上發現之重要蟲害，為害狀近似於斑螟蛾，
雌蛾將卵產於中果至大果果皮，幼蟲孵化後即
鑽入果內或於果皮鱗目上取食，將糞便排出果
實表面，同一果實可見多處蟲孔，若疏於防
治，可能造成大量果實被害，影響番荔枝產量
與品質。

花姬捲葉蛾屬鱗翅目(Lepidoptera)、捲
葉蛾科(Tortricidae)，俗稱楊桃果實蛀蟲，
除了為害楊桃、荔枝、龍眼等作物外，近年來
為害番荔枝的情形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成蟲
為暗褐色之蛾類(圖
1)，雌蟲較雄蟲為
大，壽命約為8~19
日。成蟲於清晨交
尾，雌蟲於傍晚產
卵。卵產於果實表
面，每個果實上每
次約產一粒至十多
粒，平均每隻雌蛾
可產120粒卵；初產
的 卵 為 白 色 ， 經

蟎

● 許育慈文/圖  

● 農委會國際處文/

圖1.花姬捲葉蛾成蟲(紅圈處)停棲於番荔枝
    果蒂處

圖2.幼蟲體呈紅色至暗紅色，蛀食果皮及果肉，
    在蛀孔外可見幼蟲排出之顆粒狀褐色蟲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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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名 稱活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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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消費者安全、優質的番荔枝果品
(俗稱釋迦)，本場於8月12~16日辦理第一屆
「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競賽」，此次競賽不僅
著重最終果品品質，也強調生產過程的健康管
理，重點包括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及多施有
機肥等，以達到消費者、農友及環境永續三贏
之目標；本屆共有37位農友參賽，本場邀請了
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宜蘭大學、
臺東專科學校及農試所等6位大學教授及研究
員擔任評審工作，初賽先經過果品評鑑及農藥
殘留檢測，選出10名優勝者，再行果園評鑑，
經過如此嚴格競賽後，每位得獎者都是優秀的
生產者，希望得獎者能帶動及提升當地之番荔
枝生產技術及健康管理之理念。

此次評鑑推翻以往番荔枝果品評鑑規則，
不再只看果實大小、選果王，反而著重果園健
康管理，且評比標準嚴格必須通過農藥檢測、

果品品質、果園管理三關大考驗。本屆冠軍為
臺東縣卑南鄉江弘業農友，亞軍2位分別為卑
南鄉江鴻牧
農友及臺東
市洪文賢農
友，季軍有
3位，分別
為陳明義、
洪文斌、高
玉花，優等
獎4名則是
雷遠語、李
俊儀、胡泉及李定佳。目前正值臺東番荔枝盛
產期，果品質優價廉，上述獲獎農友本季生產
之果品均通過嚴格評選，果品安全優質，其果
園資訊如附表，歡迎消費者選購。

●文/余建財

本場今年預計辦理8場次農業專業訓練，
從4至6月止，農藝、園藝入門班、有機農業進
階班及原住民專班(原生作物)等4場次農業訓練
均圓滿結訓，共計116人順利結業。相較於去
年，今年報名的人數不僅倍增，且學員平均年
齡年輕化，可見本場辦理的課程內容及教學服
務深受民眾的肯定，也吸引年輕民眾紛紛投入
學習農業行列。

下半年度，本場將繼續開辦4場次農業專
業訓練如下表，包括9月3~5日「果樹有機栽培
技術進階選修班」，課程內容主要包括有機農
業及果樹有機栽培實務操作要領外，也安排市
場行銷策略、栽培技術改善及農業經營管理等
專業課程，期望協助學員解決於田間栽培、農
場經營管理所遇到的問題；10月14日至11月8日
為期4週的「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課程規劃重點在於保健植物栽培技術、加工及
產銷技術、經營規劃、田間實習及農場見習等
相關課程，以提供初任農業或從事保健植物相
關工作者為主，課程安排更著重保健植物農業
經營實務及農場見習，希望能進一步提供學員
從事農場生產實務操作的技能；11月25~29日
「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課程安排一系
列跨領域的主題探討，包括品質管理與問題分
析解決、保健植物農企業行銷策略個案研討、
保健植物藥食應用探討、藥用植物之加工及利
用、創意行銷等栽培管理技術及農業新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場為協助原住民發
展在地特色農業，10月1~3日增辦「原住民雜
糧作物研習班」，課程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現
階段農業政策及未來發展、原住民農業產業資
源面面觀、農(園)作物產業概述、合理化施肥
與病蟲害防治技術、原住民農業經營達人分
享交流、常用農業機械簡介與維修技巧等課
程。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農友踴躍報名參
加，相關資訊請至農民學院及本場官方網站
查詢，更期盼農友能將訊息與親友分享及把
握進修與充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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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好吃番荔枝盡在臺東番荔枝優質果園
番荔枝花姬捲葉蛾之發生與防治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農業的契機與影響
如何提高有機栽培紅龍果的品質
國際農村青年菁英交流訪問 瑞士草根大使拜訪本場
本場下半年度農民學院及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 陸續

  登場囉！

▊
▊
▊
▊
▊
▊

臺東區農情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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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圖  江淑雯

本場下半年度農民學院及
       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 陸續登場囉！

評審委員仔細評鑑參賽之番荔枝果實

目前臺東番荔枝已開始進入
量產期，歡迎消費者選購。

生產者

江弘業

江鴻牧

洪文賢

陳明義

洪文斌

高玉花

雷遠語

李俊儀

胡 泉

李定佳

所屬農會或生產合作社

臺東縣十股果菜運銷合作社

臺東縣十股果菜運銷合作社

臺東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臺東縣十股果菜運銷合作社

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東台分社

太麻里地區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本季產期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已結束

夏期果至8月底

夏期果產季8-9月

夏期果至8月底

   木虌子，英文名 India trumpet flower seed，果實及
嫩葉可蒸、煮或炒食，未成熟果實口感似胡瓜，味道似苦
瓜，成熟時種子有毒，不可食用。果期為每年8 11月。~

刊頭

主題簡介 原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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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村青年菁英交流訪問
 瑞士草根大使拜訪本場

國際農村青年交流訪問(International 
4H Youth Exchange ,IFYE)瑞士草根大使瑪蘭
妮‧潘妮拉(音譯)小姐(Ms.Melanie Pennella)
於8月19日上午在臺東縣農會四健督導員彭武謙
先生陪同下，蒞臨本場進行參訪，並由本場林
場長親自接待，林場長於會面時，首先表達歡
迎遠道而來的瑞士優秀青年，並進一步了解草
根大使來臺所進行的農業參訪之目的及參訪行
程，將近40分鐘的互動及交流，雙方晤談熱
絡，會晤結束後，由農業推廣課吳昌祐課長陪
同瑪蘭妮‧潘妮拉小姐，在場區參觀本場花
卉、農機等研發成果。

晤談期間雙方除對氣候變遷、有機農業及
兩國迥異的農業生產環境等進行意見交流外，

瑪蘭妮‧潘妮拉小姐也特別讚賞臺東優美且面
海背山的天然環境，及雀躍表達能有機會接觸
別於家鄉的農村生活及農業環境，更期待品嘗
熱帶農產品的鮮美滋味。期間也由林場長以流
利的英語詳細說明臺灣目前推動的重要農業輔
導工作及本場的相關研究成果，使瑞士草根大
使能獲得正確完整的農業相關資訊，更進一步
瞭解臺東地區的農業現況。

瑞士草根大使及臺東縣農會四健督導員與本場林場長合影

表、農民學院臺東訓練中心下半年度農業專業訓練場次及開課時間

場次 訓練班別 天數 班數 開課期程（月/日）

1

2

3

4

果樹有機栽培技術 班

原住民雜糧作物研習班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

進階選修 3

3

20

5

1

1

1

1

9/3~9/5

10/1~10/3

10/14~11/8

11/25~11/29

●文/圖 余建財

活    動    地    點

8月27日

8月27日

8月28日

8月29日

9月04日

9月05日

「番荔枝優質果園觀摩會」

杭菊非農藥防治肥培管理技術及農藥殘留採樣流程說明講習會

洛神葵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杭菊非農藥防治肥培管理技術及農藥殘留採樣流程說明講習會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硬質玉米機械播種栽培示範觀摩會

卑南鄉江弘業農友田區

建和番荔枝產銷班集貨場會議室

東河鄉農會產銷班會議室(東河鄉都蘭村458號)

初鹿番荔枝產銷班集貨場會議室

東河鄉泰源村高原段533地號

成功鎮新美山段796地號(臺11線109.1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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