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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原住
民各部落在地特色
農業，本場與海端
鄉公所合作，103
年 3 月 11 至 12
日於海端鄉霧鹿村
活動中心，共同開
辦為期 2 天之「原
住民族蔬菜栽培管
理技術班」課程，20 餘位當地布農族學員順利完
成課程並取得結訓證書。

本場林學詩場長與海端鄉余忠義鄉長共同主
持結訓典禮，林場長首先恭喜學員順利完成 2 天
的訓練課程，也提及本場開辦農業行動學堂，主
要是呼應地方產業需求，特別與海端鄉公所整合
當地農業特色資源，協助布農族農友們學習蔬菜

栽培技術，進一步引導族人靈活運用部落產業文
化特色，培養在地新農民，發展部落在地特色農
業。此外，透過行動學堂提供原住民族夥伴，就
近學習農業知識與經驗活用在田間管理實務，更
可免除學員舟車奔波，期望能給予農友們最有效
的協助。

結業式中，學員們更建議未來能持續辦理相
關農業技術等課程，林場長也表示未來將加強相
關課程規劃，同時也要求本場同仁下鄉服務原住
民族朋友時，應以了解原住民族農友實務需求為
優先，作為日後辦理課程及技術服務之依據，並
期盼本次結訓的學員們能將課程所學訊息分享更
多族人與部落青年，若遇到任何農業問題，本場
同仁們定會竭誠提供服務。

文 /圖 余建財

本場林學詩場長頒發研習合格證
書給班長並與余忠義鄉長合照

林學詩場長、余忠義鄉長與布農族學員合影留念。

原住民族農業行動學堂於海端鄉霧鹿村活動中心上課
情形

「原住民族農業行動學堂」

開啟部落學習新風潮



文 /圖 蔡恕仁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的 防
治
策
略

為鼓勵有志氣青年從事農業，農委會於102
年度推出「吉時從農、青春逐夢」青年農民專案
輔導計畫，針對「有情」、「有義」、「有信
心」投入農業的年輕人，由各區農改場進行陪伴
輔導，讓其於從農初期穩健經營，並持續擴大規
模，以活絡臺灣農業發展 。

愈來愈多年輕人看到未來農業的前瞻性，懷
抱著熱情與理想，投入農業經營管理，替農業注
入新活力。對於年輕人返鄉投入農業行列，農委
會早已於多年前開辦「農民學院」，目的即在於
建立從農經驗及知識的傳承管道，並透過「大地
主小佃農」的重要政策計畫，媒合耕作土地擴大

經營規模，再搭配「青年從農創業貸款」協助解
決資金問題，以及各級政府提供不同形式的產銷
通路平台，讓青年農民可以找到一條創業的康莊
大道，以嶄新的觀念讓臺灣農業開創新局。

本場103年度也將規劃一連串的「青年農民
教育訓練課程」，期望藉由資通訊技術、產銷專
家、達人分享等師資的延聘，協助學員定位產品
價值及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善用各種先進的科
技，開拓多元的行銷管道，讓這些致力於農業的
年輕人擁有更多技能，成為推動臺灣農業重要的
一份子，創造在地農業新價值。

102年度本場輔導的6位「青農F1」，平均
年齡29歲，其中包括從事水稻產業的何明遠先
生、吳聲昌先生，有機農業的魏匡立先生，投身
花卉產業的范呈豪先生，還有從事休閒產業的余
典先生、吳皇慶先生，都是對農業有獨到想法的
前衛農民，透過經驗豐富的陪伴師幫忙解決各種
疑難雜症，協助青年農民穩定成長，並持續擴大
規模，樹立標竿。農委會也將在103年下半年規
劃再招募培訓第二批青年農民，有意申請的青
年，請逕洽本場諮詢。

文 /圖 陳勃聿
青春逐夢 返鄉從農趣

102 年度參與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畫的青年農民吳聲
昌先生 (左圖 )及范呈豪先生 (右圖著黑衣者 )

少年ㄟ，「農」來去
打拼

番荔枝（包括鳳梨釋迦）為臺東地區重要
果樹，近年來外銷量持續成長，主要輸往中國大
陸。由於多次遭陸方檢出有害生物－太平洋臀紋
粉介殼蟲，要求我方需積極改善該害蟲之發生情
形。為維繫臺東地區番荔枝產業的發展，如何防
治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
題。

番荔枝果樹上常見白色蟲體為太平洋臀紋粉
介殼蟲之雌成蟲，最主要的功能為繁衍下一代，
每一雌蟲可產下250至500粒卵，且孵化率接近
100%。而雄蟲體型很小，肉眼不易觀察，但太
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生殖方式為兩性生殖，所以雄
蟲在族群增長上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粉介殼
蟲外殼覆有臘粉可抵擋部分藥劑的作用，再加上
驚人的生殖力，尤其是冬季套袋提供了粉介殼蟲
躲避寒冷氣候的生長空間，殘存於套袋內的粉介
殼蟲幾乎是無法控制，再再增加了防治上的難
度。

一般粉介殼蟲的防治工作主要是針對發生於
番荔枝樹上的蟲體，但粉介殼蟲常隱匿於樹皮縫
隙中不易查覺，造成防治上的死角。茲將粉介殼
蟲防治策略說明如下：

一、 清園：田間清園是防治粉介殼蟲最重要的果
園管理工作。果園強剪後之殘枝，勿直接棄
置於樹幹下，成為病蟲害藏匿的場所。清園
可以減少粉介殼蟲最初的感染源，確實執行
可有效減少後續防治經費的投入。

二、 防治初期選擇對環境較為友善的藥劑：由於
粉介殼蟲繁殖力強，密度低時不容易發現，
其主要傳播方式是藉由一齡若蟲分散，而一
齡若蟲亦是其最脆弱的時期，但是體型非常
微小，肉眼不易查覺。使用系統性藥劑可以
對藏匿於隱蔽處的若蟲發揮效果。選擇對天
敵影響較小的藥劑可以保護天敵，讓天敵在
低密度時發揮壓制粉介殼蟲族群的作用，其
效果可能不遜於藥劑的使用。但一般接觸性
的藥劑對天敵的毒性都很強，防治前期應減
少使用。

三、 套袋前的防治：若能將粉介殼蟲成功地壓制
在低密度的狀況下，套袋前可使用具系統性
及觸殺性的藥劑進行防治，以確保防治成
果。

目前尚在試驗中之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之
性費洛蒙可以誘引雄蟲，可以減少雌蟲交尾的機
率，未來有機會納為防治策略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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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ㄟ，「農」來去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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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在臺東，正默默地為有機農業付
出，所生產的有機雜糧供不應求，有機雜糧正是
活化休耕地的新選擇。

有機小米在太麻里鄉香蘭村及金峰鄉歷坵
部落，經本場幾年來的輔導與推廣，已經打出品
牌，深受消費者青睞。原鄉部落種植有機小米，
其實就是回歸以前老祖宗耕種小米的那套方法：
遵循自然法則、保護自然生態及農業永續經營等
規則，並沒有太多複雜的大道理。臺東地區這幾
年來，對於有機小米的生產技術已逐漸純熟，加
上本場育成小米高產品種與推廣下，消費者需求
量愈來愈高，讓原鄉部落農業逐漸找到目標與方
向。

本場今年春作輔導農民在長濱鄉竹湖地段一
塊休耕已久的農地種植有機大豆，希望帶動長濱
鄉有機農業的新開端。大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及

多種人體必
需胺基酸，
所製作的食
品 種 類 繁
多，如作主
食、糕點、
小 吃 等 。
將大豆磨成
粉，可作為
加工各種豆
製 品 的 原

料，如豆漿、豆腐皮、豆腐、豆乾、百葉、豆芽
等，既可供食用，又可以榨油，是民眾日常生活
當中很重要的必需品。

為維護國內糧食安全及維持永續的生產環
境，農委會從102年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
農地計畫」，針對連休兩期作的休耕田，鼓勵農
民復耕一期，不但可以增加農業產值，也可以創
造就業機會。大豆屬「契作進口替代作物」，一
期作補貼金額為45,000元/公頃，若是申請以有機
栽培方式生產，輔導有機驗證前三年，每年再補
助15,000元/公頃。鼓勵各鄉鎮農友成立專區契作
有機大豆，期盼有機大豆成為臺東另一項大面積
種植作物，以活化農地增加農民收入。

文 /圖 陳振義

臺東有機雜糧 -農地活化正夯

太麻里鄉香蘭部落有機小米栽培情形

本場豐里試驗地種植高雄選 10 號大豆
結莢情形

「臺東縣各界103年農民節暨
    表彰102年度優秀農民大會」 文 /圖 吳昌祐

臺東縣農會於103年3月6日上午，於東遊季
溫泉渡假村舉辦「臺東縣各界慶祝中華民國103
年農民節暨表彰102年度優秀農民大會」，臺東
縣長黃健庭、本場場長
林學詩、水土保持局臺
東分局副分局長徐弘
明、農糧署東區分署分
署長王長瑩、臺東農田
水利會會長羅應鑑與臺
東縣各級鄉鎮市長、農
會代表等眾多貴賓列席
參與。欣逢103年度臺

東縣農民節表彰大會，會中特別表揚去年度對臺
東地區農業發展有卓越貢獻的優秀農友，現場也
由臺東地區榮獲2013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殊榮的廖坤郎班長向黃
縣長呈現去102年臺東
地區農業生產成果，展
現出農民朋友們持續對
地區農業辛勤耕耘及貢
獻，成果相當豐碩，也
獲得與會所有貴賓的肯
定及嘉許。

林場長讚許農友辛勤努力有
成，也期許本場扮演農業研
發及技術創新的推手。

臺東地區關山田媽媽米香
園參加 102 年品牌元素創
意運用核心產品類比賽，
榮獲冠軍。

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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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圖 陳振義原民作物臺灣藜之介紹
若您至臺東某

個部落參訪，遠遠
望去一片紅的、黃
的植株，心裡一定
會有個問號，這是
甚麼植物呢？這麼
漂亮吸引目光的植
物。沒錯！這就是
紅藜，原住民族俗
稱 Djulis，目前已
正名為臺灣藜(Chenopodium formosanum)。臺灣
藜本為原住民族傳統的糧食作物，多與稻米或芋
頭共煮，或供作釀製小米酒之用。全株不論莖、
葉、花穗或穀粒，皆富含色素，有紅、黃、紫、
黑等不同的艷麗色彩，是天然色素極好的來源，
值得開發。每當臺灣藜果穗結實累累轉色的季
節，增添部落田野色彩，點綴亮麗繽紛。

臺灣藜地方品系平均株高約1.2~1.8公尺，
主穗長而下垂，田間直立高度
則約1.5公尺。自幼苗定植
至抽穗，依品系不同各
需1.5~2.5個月，抽穗至
轉色則需2週至1個月不
等。轉色過程由莖稈至
頂生果穗及側生支穗，各
品系均具有橘紅、桃紅與
橘黃等果穗顏色，或由單穗
具淺桃紅混橘黃色者所組成，
從果穗轉色至成熟採收間隔長達
1~1.5個月，深具觀賞價值。

屏科大蔡碧仁教授指出，臺灣藜的膳食纖維
高達14%，為燕麥的3倍，地瓜的6倍。礦物質方
面，臺灣藜鈣含量特別豐富，高達2,523 ppm，

為稻米的50倍、燕麥的23倍。鐵質與鋅的含量也
很高，分為地瓜的11倍與8倍。食用臺灣藜可避
免因缺鋅所引起的必需脂肪酸代謝失衡。另外，
臺灣藜具有高量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胺基
酸，例如離胺酸(Lysine)、纈胺酸和組胺酸等。
其中離胺酸為稻米的5倍，可幫助鈣質吸收，促
進膠原蛋白形成，幫助抗體荷爾蒙及酵素之製
造，所以米製品中若添加臺灣藜，可以彌補離胺
酸的不足。

在臺灣藜加工與利用方面，經由蒸煮、微
波、烤、炸及擠壓膨發等不同加工方式，已成功
開發出紅藜燕麥脆餅、紅藜微波米、紅藜蒸飯、
紅藜炸薯球、紅藜香鬆、及紅藜米香等。即飲式
紅藜飲料也已開發成功，具有與番茄汁或綠茶相
似的還原或自由基清除能力。另外，本場與臺東
縣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合作，已開發出不同類型的
臺灣藜麵包及糕餅等產品，亦開發臺灣藜、小
米、樹豆及南瓜等綜合養生餐包，大大增加臺灣
藜的利用形態，可幫助民眾吃得更健康。

臺灣藜開花情形

臺灣藜果穗具有多變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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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3 月 11-12 日 原住民族蔬菜栽培管理技術班
海端鄉霧鹿村活動中心 
地址：臺東縣海端鄉霧鹿村 3 鄰 37 號

3 月 19 日 兩性平權及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 本場農機二樓會議室

3 月 31 日 三月份學術研討會 本場農業機械研究館 2 樓會議室

4 月 1-3 日 水稻栽培管理技術班 池上鄉米鄉地方文化館 ( 三號公園內 )
4 月 9 日 金針菜栽培及加工技術教育訓練講習會 池上鄉農會超市二樓會議室

4 月 14 日 專題演講：東華大學宋秉明教授 - 社區支持型友善農業 本場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二樓會議室

繽紛亮麗的臺灣藜結實纍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