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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活水準的提昇與高齡化社會，人

們對健康愈加重視，對食物的需求已不僅是

美味營養衛生而已，更期待能預防或延遲疾

病的發生，以延年益壽。本場為提昇消費者

生活品質與促進全民健康，運用轄區生產富

含高養生保健元素之農產品：如山苦瓜、山

藥零餘子、樹豆等，經數年積極研究開發，

已成功開發樹豆即時餐包(勇士湯)、山藥零

餘子即時餐包(瑪納)、山苦瓜即時餐包(卡

菇陸)等加工技術，業已以非專屬授權技術

移轉，授權花蓮縣吉安鄉農會生產銷售，為

造福銀髮族最佳之養生保健商品，提昇生活

品質及幸福喜樂的人生。

銀髮族及外食人口比例已達30%約700

萬人，而銀髮族及消費者對食品之需求為天

然、低熱、低鹽、低脂、無防腐劑及『清淡

可口』、『易消化吸收』、『即食衛生』、

『營養均衡』、『衛生保健』等。花蓮縣吉

安鄉農會為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並提供衛生

安全、吃的安心及美味和養生保健等健康訴

求。經本場授權，積極投入龐大資金與人

力，應用授權之技術，結合本區生產具養生

保健之農產品及全自動加工設備和嚴格管控

加工流程，生產養生『即食餐包』系列商

品，商品採鋁箔立袋新式樣包裝，不但食用

簡單方便，又可在室溫中保存1年以上，且

營養均衡及整體風味接受度高，食用時只需

將產品整包放入熱水五分鐘即可，具有迅速

又便利等特點。

為推廣本產品，花蓮縣吉安鄉農會於97

年12月8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無

毒農業在花蓮，即食養生新煮張」養生即食

餐包產品發表記者會，現場廣邀各界媒體，

另於12月13、14日(週六、日)假台北縣淡水

鎮農會舉辦產品促銷推廣活動。除活動現

場，亦歡迎全國民眾向吉安鄉農會洽詢，品

嚐享用幸福美滿的好滋味。

本產品絕無添加防腐劑及人工甘味劑和

化學調味料，不但符合銀髮族需求之優勢，

整體風味香醇可口、鮮美爽朗、順口易消

化、養生保健又便利等優點，為市場最具人

氣養生保健新興產品，提昇地方產業發展。

洽詢電話：吉安鄉農會(03)8521151。

養生即食餐包加工技術　技轉吉安鄉農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委武雄、花蓮縣謝縣長深

山、吉安鄉農會徐總幹事永滿以及本場黃場長鵬於

「無毒農業在花蓮，即食養生新煮張」記者會上合

力推薦本場授權吉安鄉農會製作之養生即時餐包

▲

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本場刊物鼓勵以E-Mail訂閱

若有需要請洽(03)854-1881。

本場將於98年元月8日舉辦「2009國際中草藥產業發展研討會」，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本場輔

導花蓮縣農

民在休耕農

田推廣種植

飼料玉米，

已 屆 成 熟

期，故於12

月2日於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及光復鄉大全

村等兩鄉鎮舉辦飼料玉米新品種及合理化施

肥示範觀摩會，花蓮縣境鄉鎮公所水旱田利

用計畫承辦人員、各鄉鎮地區農會推廣人員

及飼料玉米種植戶參加踴躍，現場約有四百

人與會。

政府為因應國際飼料玉米價格上漲趨

勢，及考慮飼料玉米產業發展需求，97年起

飼料玉米納入「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

契作獎勵項目，由農會輔導農民辦理契作及

負責銷售供製飼料，期達購銷回歸自由市場

機制、增進國產飼料玉米自給率、降低畜禽

產業飼養成本、增加農民收入及提高休耕農

田利用效率等多重政策目標。本場為配合政

府政策，在花蓮縣瑞穗鄉、光復鄉、新城鄉

及吉安鄉等四個鄉鎮之二期作休耕農田種植

飼料玉米新品種PGH96-2及台南20號，生育

情形相當良好。

由於近年國際原物料上漲，帶動肥料驚

人漲幅，政府已啟動補助機制。本次觀摩會

亦同時進行合理化施肥宣導講習，指導農民

施肥應兼顧成本以及效率，先了解自身土壤

特性以及作物所需養分之後，針對其不足補

充肥份，讓肥料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為達

合理化施肥之目標，本場購置精密的土壤分

析儀器提供農民免費土壤肥力檢測，並針對

檢測結果提供合理的施肥建議，歡迎農民多

加利用。相關問題請洽本場土壤肥料研究室

(03)8521108轉370。

飼料玉米新品種及合理化施肥示範觀摩會

為使農民了解

政 府 現 行 的

肥料政策及

各種作物正確

的施肥觀念，本

場特出版各作物之

「合理化施肥技術」手冊，提供農民作為施

肥之參考，透過各種合理法施肥措施，提升

化學肥料的利用效率，減低農民的施肥量。

本系列涵蓋五種花蓮宜蘭主要作物，

包括「水稻」、「番茄」、「青蔥」、「文

旦」以及「高接梨」等，歡迎至五南文化廣

場(台中市中區綠川東街32號3樓)、國家書

店(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以及國家網路書

店http://www.govbooks.com.tw選購，或至

本場網站http://www.hdais.gov.tw/下載。

本場出版　
合理化施肥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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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近年來研究澳洲茶樹多樣化利用

之成果豐碩，澳洲茶樹枝葉不但可用來萃

取精油加工製作清潔衛生用品，外觀優美

的植株還可取代針葉樹裝扮成聖誕樹，在

歲末年終時增添一股喜氣。

「澳洲茶樹」經常被人顧名思義地以

為是我們日常泡茶用的那種「茶」的一個

品種，其實它不是我們日常所見的茶樹，

與茶沒有什麼關係，其名字是直接由英文

翻譯而來。澳洲茶樹原生於澳洲新南威爾

斯省北部亞熱帶沿岸及昆

士蘭省的部分地區，屬於

高大常綠喬木，葉片呈長

披針形，長約2～5公分，

平滑、革質、全緣，樹幹

外皮灰白，易於剝落，有

點像我們常見的街道樹

「白千層」。

澳洲茶樹被引進台

灣種植已有多年時間，樹葉富含芳香精

油，具有抗菌、抗氧化及驅蟲活性物質，

可應用於製作美容清潔用品等。本場的研

究結果顯示，澳洲茶樹在花蓮地區生長速

度快、適應性強，且無病蟲危害，可利用

有機栽培法，生產量多質優的茶樹精油，

用途廣泛具有發展潛力。

本場研究成功澳洲茶樹精油萃取技

術，可大量生產品質精純且產量高的精

油，並應用在製造牙膏產品成效良好，本

項「澳洲茶樹精油萃取及調製配方技術」

已授權移轉給溫伯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用以製作各種清潔衛生用品，目前市

面上已可買到授權業者所生產的茶樹牙膏

及茶樹精油產品。

澳洲茶樹植株的外形從遠處看起來很

像針葉樹，樹型極為優美，非常適合作為

庭園景觀之樹種。除此之外，利用盆植及

整枝修剪技術，可將澳洲茶樹矮化栽培，

栽培可採用扦插繁殖方式，利用成熟枝條

頂芽插，發根後移植到6寸盆繼續培養，大

約6～8個月聖誕樹型即已完成。

聖誕樹型的澳洲茶樹對於佈置辦公

場所及居家環境之美化，具有非常好的效

果，只要用手輕輕拍動植株枝葉，便會散

發出淡淡清香味道，能使人們緊張的心情

放輕鬆，精神得到舒緩，更可營造聖誕佳

節的濃濃氣氛，讓人感受到溫暖且幸福的

感覺。

澳洲茶樹裝點另類聖誕樹

花蓮縣玉里鎮稻農彭鏡興以及楊文雄

先生，於11月底赴日參加日本第十屆「米

•食味分析鑑定」競賽，擊敗其他各國

二千六百餘名之眾多競爭對手，分別獲得

綜合評鑑組與用途組「特別優秀獎」，為

臺 灣 稻 米 爭

光。

本 次 競

賽來自全球五

大 產 米 國 ：

美、韓、中、

台 、 日 的 兩

千六百五十四

名競爭者，分

綜 合 組 與 用

途組評分，最後選出43人，前25名獲得特

優。台灣有50位農民報名，只有4人獲獎。

在本場以及玉溪地區農會輔導下，彭鏡

興、楊文雄以「高雄一四五號」、「台稉
二號」稻米品種，分別榮獲綜合組、用途

組「特別優秀獎」，頓時成為全球米食國

家矚目焦點。

本次赴日得獎之彭鏡興及楊文雄先

生皆為得獎之常勝軍。彭鏡興之父彭文球

先生榮獲本年十大經典好米的殊榮，楊文

雄先生亦為得獎常客，皆為地方上資深稻

農。本場近年積極輔導轄區農民提高水稻

栽培技術，建置完整稻米品質分析設備及

技術，提供農民稻米品質診斷服務，鼓勵

農民積極參加稻米品質競賽，使栽培技術

大幅提高，逐漸改變重量不重質之觀念。

在追求稻米品質提升之目標下，農民、農

會以及本場的共同合作以及努力，期能藉

由優質好米將台灣農產品推向國際。

玉里好米　彭鏡興楊文雄赴日爭光

聖誕樹型的澳洲茶樹▲ 技術移轉業者所生產的茶樹牙膏商品以及

澳洲茶樹萃取精油

▲

農友彭鏡興(左三)以及楊文雄(右四)榮獲「第十屆日本米‧食味鑑定國際競賽」綜

合評鑑組與用途組特別優秀獎。

▲

國人重視人情味，人們外出拜訪親朋

好友時，都會順道帶些當地名產相贈，也

就是所謂的「伴手禮」。本場於97年11月

25日至12月15日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花蓮

航空站2樓舉辦「發展台灣好伴手品牌推廣

－花蓮宜蘭兩縣伴手產品展覽」，共16項

產品展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重視伴手禮在促

進農業產品消費上的商機，因此大力推動

「發展地方特產伴手計畫」，透過計畫輔

導地方產業改進製造保存技術及安全衛

生，開發精緻高附加價值且具有地方特色

之伴手產品，以自產自銷方式結合休閒旅

遊服務業，除提供旅客具有當地特色攜帶

方便的伴手產品外，進而提高農漁業產品

之附加價值與增加在地就業機會、增加農

漁民收入及繁榮農村經濟。

從民國92年至97年止，本場輔導轄區

內各農漁會及休閒農場業者發展具有地方

特色之伴手禮共有27項產品，其中以食品

加工品為最大宗，另有清潔與保養伴手禮

也開發成功，並廣受各界歡迎，成果相當

豐碩。在此次的展覽中，有三星的青蔥所

製作的加工品、宜蘭的金棗所創新研發的

產品、米副產品所製作的精美點心及清潔

用品、花蓮的山蘇及刺五加所製作的養生

茶、丈母娘的巧手所製作的天然美味豆腐

乳、使用花蓮純淨的黃金蜆所發展出的系

列產品，以及使用無病毒豬所製做的豬肉製

品等，一覽花蓮宜蘭兩縣的好伴手產品。

本場將持續積極輔導轄區內各單位研

發伴手產品，期待越來越多優質伴手禮的出

現，以帶動農村經濟並促進觀光休閒產業。

發展台灣好伴手品牌推廣　花蓮宜蘭兩縣伴手產品展覽

伴手產品展覽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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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服務轄區有機農民、推廣有機農產品、增加媒

體曝光度，特建置「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有機農業資訊網」，

歡迎民眾以及有機農戶多加利用。網址為http://organic.

hdais.gov.tw/。

本場有機農業資訊網上線
去年立法的「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兩年緩衝期將屆滿，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明年1月29日起，未辦理合法驗證的有機產品，

卻在其上標示「有機」字樣（不論本國或外國文字）者，皆可處以百

萬元罰鍰。若有機生產者使用非有機資材，例如：化學農藥、肥料或

動物藥品亦可開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表示，近期將修正「有機農產品及有

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以及「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

品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並召開「有機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管理相關

法規宣導」7場說明會，針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暨施行細則、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

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加以說明。

為避免觸法，有機農民、業者應更加自律，消費者得積極檢

舉，讓有機市場杜絕假有機產品。

假有機　明年開罰

花蓮宜蘭地區是全國文旦柚的重要產

地，每年生產的優質文旦柚，已廣受消費

者認同與喜好。放眼明年文旦柚的生產，

白露與中秋間的距離為26日，對果品的銷

售將非常有利。本場提醒果農，注重果園

的冬季管理，為明年打下良好的基礎。

文旦柚的銷售與中秋節的關係十分密

切，主要的銷售期是在白露與中秋之間。

民國98年的白露為9月7日，中秋節則為10

月3日，間隔時間較久，將有利於文旦柚

的生長與銷售。本場提醒果農，在預期良

好的銷售條件之下，更需要生產品質優良

的文旦柚果實。而即將開始的文旦柚果園

冬季管理，正是明年文旦柚生產的重要基

礎。果園的冬季管理，包括了施用基肥、

整枝修剪與冬季清園，其中基肥的使用，

本場建議果農，應該依據合理化施肥的原

則，選擇合適的有機質肥料。最好是氮素

含量2％以下的有機質肥料，豆粕類高氮素

含量的有機質應酌量減少使用數量，而施

用時應埋入土中均勻混合以增加肥效，並

且做好果園土壤的酸鹼值調整。

冬季也是重

要的整枝修剪的時

間，對於文旦柚樹

上的徒長枝條，應

考慮予以剪除，其

他如發生病蟲害的

枝條、乾枯枝與重

疊枝條等，亦需一

併剪除，注意修剪

量以不超過20％為

原則，剪下的枝條

應從果園內移除。

至於果園的病蟲害

防治作業，冬季清園是十分重要的一環，

配合冬季低溫進行防治作業，將會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相關用藥資訊請參考植物保

護手冊。雖然現在離明年的中秋節還有一

段距離，但是冬季管理，將會是明年文旦

柚果實的重要基礎，因此建議各位果農，

做好今年的冬季管理，跨出明年成功的第

一步。

做好文旦柚冬季合理化施肥以及果園管理

施肥不當植株冬季萌生新梢干擾生育▲

化學肥料出廠基準價格與補貼額度說明

因應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尿素肥料出廠基準價格調整為每

公噸14,550元，農民負擔部分調降為每公頃8,450元，即降回本

（97）年5月30日漲價錢價位，政府補貼額度調整為6,100元；硫

酸銨肥料出廠基準價格調整為每公噸8,700元，農民負擔部分調

降為每公噸4,625元，政府補貼額度每公噸4,075元維持不變。

價差補貼

肥料種類

廠商出廠價基準價格 補貼額度(漲幅85%)

元/公噸 元/包 元/公噸 元/包

尿素* 14,550 582 6,100 244

硫酸銨** 8,700 348 4,075 163

『寒梅』的花色艷麗豐富，大多開放

在歲末春寒之際，經過本場多年來的研究

及推廣，已逐漸成為台灣民眾農曆新年的

富貴吉祥盆景，其花與果均透著些許淡淡

的清香，而且成熟果實中富含皂甙、蘋果

酸、酒石酸、檸檬酸、維生素C、鞣質等成

分，古老的詩經《衛風木瓜》篇中提到的

「木瓜」也就是今日所說的『寒梅』，在

中藥處方箋上常稱之為宣木瓜。寒梅的花

朵俏麗，花果清香且富含多種保健成分，因

此可以稱得上是色香味俱全的吉祥春花。

『寒梅』是薔薇科木瓜屬的溫帶落葉

性灌木，原名木瓜花，又名貼梗海棠、刺

梅或放春花，原產於中國及日本，生性強

健、耐寒，對土壤及氣候之適應能力強，

株型有主幹型及叢生型，一般做為庭園綠

籬或切花用，有部份品種型態優美適合盆

景栽培或庭園造景。大部分『寒梅』之開

花期正值舊曆年的春節前後，古銅色的枝

條上開滿各色花朵，經修剪後頓時成為姿

態優美的典雅盆栽，是一種充滿富貴與歡

樂氣息的年節應景花卉，為宜蘭縣特有花

卉，近年來已成為春節前後花卉市場上之

新寵兒。

本場致力於寒梅之研究已有多年，目

前已建立種苗繁殖及栽培管理的模式，於

不同季節調節不同條件及插穗，可大幅提

高扦插成活率，並研發花期調節技術，可

人為控制開花時期及增加開花數目，因此

大幅地提高了寒梅的商品價格，為農民增

加了大量商機及收益。為加強寒梅多樣化

之利用，而進行相關保健產品研發，已完

成茶包及調製酒等飲品的研發，經技術移

轉後民眾就可享用寒梅的相關保健產品，

因此色香味俱全的寒梅除了帶給人們艷麗

富貴的花朵外，還滿足民眾保健的需求。

色香味俱全的寒梅

寒梅保健調製酒力達旺以及保健茶品舒通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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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年一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期 防　　治　　要　　點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保手冊)

韭菜、青蔥 銹病 全月
韭菜選用百克敏或菲克利等藥劑；青蔥選用三泰隆或三氟敏

噴施。

青蔥 疫病 全月

1. 蔥種種植前先行浸種消毒，陰乾後再種植。

2. 選擇種植排水良好地區，高畦深溝整地，雨水期可及時排

水降低田間濕度。

3. 合理施肥，增加磷鉀肥和微量元素，避免偏施氮肥。

4. 施用草木灰也有利於提高抗病力。

5. 雨季來臨前參考使用亞磷酸1000倍，可誘導防病。

6. 可參考選擇23%亞托敏水懸劑1000倍、48%松香酯銅乳劑

1000倍、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700倍、80%福賽得水

分散性粒劑500倍等藥劑輪流使用。

草莓 灰黴病 下旬
選用撲滅寧、免克寧、賽普護汰寧或派美尼等藥劑噴施，病

果摘除後勿置於田間。

番茄 晚疫病 全月
1. 以遮雨設施防降雨。

2. 選用達滅芬、亞托敏、氫氧化銅、賽座滅等藥劑噴施。

包菜類 菌核病 全月 選用免克寧、撲滅寧、貝芬同等藥劑噴施。

十字花科蔬

菜

小菜蛾 全月
選用蘇力菌、克凡派水懸劑、因滅汀乳劑或芬普尼水懸劑等

藥劑噴施。

紋白蝶 全月 選用蘇力菌、因滅汀乳劑或傑他賽滅寧乳劑等藥劑噴施。

蚜蟲類 全月
1. 清除園區附近雜草。

2. 選用畢芬寧、益達胺、派滅淨等藥劑噴施。

當歸保健食譜

主材料：雞腿肉200公克、竹笙50公克、蘆

薈150公克、白果50公克、脆松茸

片100公克、生當歸片30公克。

調味料：高鮮5公克、冰糖10公克、鹽5公

克、酒10公克、當歸水30公克。

製作方法：

1. 雞腿洗淨去骨剁塊，竹笙泡

軟汆燙切段。

2. 雞腿肉汆燙洗淨，裝入雞

盅，竹笙、蘆薈、白果、脆

松茸片、當歸片依序放

入，最後加入調味

料高湯、移入

蒸鍋大火

蒸40分鐘

即可盤。

玉露當歸盅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家政班  製作

本場於花蓮縣光復鄉大豐生態有機園

區之休耕農田輔導農民種植之大波斯菊、

黃波斯菊及百日草混合花海於元旦期間陸

續開花，歡迎花蓮鄉親攜同家人踴躍參加

一同賞花去。

為增加休耕田多元化利用，結合地區

產業活動及旅遊景點，本場選定大豐生態

有機園區規劃景觀作物專區，以帶動地方

休閒觀光產業，美化農村田園之景觀，增

加休耕田之附加價值；今年以不同比例之

景觀綠肥作物種子混合種植，增加休耕田

景觀綠肥作物之多樣化，以取代傳統單一

花色之單調性，田野上呈現豐富多姿多彩

的不同花色混合，一改以往之單一花種、

花系，感官視覺上煞是好看，並對農村田

野景緻有加分且加乘的效果。

大波斯菊又名秋櫻，葉互生，2回羽

狀複葉，小葉纖細呈線形，花頂生或腋

生，中心筒狀，呈黃色，花型有單瓣或重

瓣，花色有白、桃紅、紫紅或複色等，

花姿柔美可愛，風韻撩人，盛開時花海一

片，頗富詩意。播種後40～50天即開花，

其自行繁殖能力很強，成熟種子落地能再

成長開花。大波斯菊性喜溫暖，生育適溫

10～25℃，適合秋、冬及早春播種，播種

量每公頃8～12公斤；黃波斯菊為菊科一年

生草本，株高約15～90公分，花黃色或橙

黃色，分枝多，每一枝條均能開花，花期

持久，盛開的花朵金黃耀眼，臨風搖曳，

殊為悅目，性喜溫暖或高溫，甚耐旱，生

性強健，容易栽培，不需特殊管理即能開

花，開花結籽後，種子成熟常會掉落地

面，經發芽後再生長，延綿持續開花；百

日草花色繁多且鮮明豔麗，包括藍、紅、

橙、黃、白、紫、粉紅等。種子繁殖，全

年均可，但以春、夏為宜，性喜高溫，抗

寒力弱。

近年來國人生活品質提高，愈注重

休閒旅遊活動，綠肥作物之功能由以往單

純地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改良土壤理化

性、避免病蟲害滋生及雜草叢生等之目

的，朝田園景觀美化之途邁進。本場為配

合休閒農業之發展，提昇國人休閒品質，

積極開發美化農村景觀用之綠肥作物種

類，以形成特殊景觀帶，增進休閒觀光之

可看性。

大波斯菊　黃波斯菊　百日草混合花海

「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

奇怪」已經不只是一句拍賣網站的廣告用

語，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真的什麼都能賣嗎？小心拍賣讓您吃

上違反商標法的官司喔！很多網友購入來

路不明的仿冒商品，尤其是時下最受歡迎

的一些知名品牌皮件，進而在網站上以低

價拍賣，從中賺取利潤；或是基於舊東西

清倉，上網將朋友於大陸購買後帶回贈與

的仿冒精品拍賣，以上行為都已觸犯商標

法。根據商標法第82條規定，明知為仿冒

商標商品而販賣、意圖販賣而陳列、輸出

或輸入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5萬元以下罰金。

按知名品牌的商標及圖樣，都已向

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並就所

指定的商品取得商標權，在其專用期限

內，任何人未經該商標專用權人的同意或

授權，不得於同一商品或類似商品，使用

相同或近似於其註冊商標。多數被告雖辯

稱該拍賣品為朋友贈與，並不知其為仿冒

品，惟刑法第16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律

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

刑。在此情況下，既已違反商標法，因此

只能請求法官依情節輕重減輕刑罰了。

資料來源：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法治教育                    　什麼都能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