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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出擊！地方農產變身人氣伴手禮

本場為輔導羅山有機村產業群聚發展，加

強在地農產品行銷以增加農村副業收入，特於

3月11日在花蓮縣富里鄉農會碾米廠2樓辦理

「100年度羅山有機村經營管理教育訓練」課

程，引發有機村村民巧思，設計、包裝行銷在

地農特產品，使農產品變身為精緻又具特色的

伴手禮，以提升有機村多元發展，並藉由開發

地方特色伴手禮，推廣行銷有機村的特色與珍

貴農產品。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是全國頗負盛名的有

機村，在本場的積極輔導推動下，羅山村與鄰

近的東里村、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豐南

村共同形成產業群聚的有機村聚落，為推動有

機村的發展，輔導有機村從產業面、生活面及

生態環境的維護積極努力，以多元化經營營造

有機村的生活與環境，並使造訪有機村的旅客

在體驗有機村自然珍貴的環境之餘，還能帶走

有機村天然純樸的特色農產品，也增加村內的

經濟收入。因此本場舉辦「100年羅山有機村

經營管理教育訓練」系列課程中，聘請東華大

學藝術與設計學系黃琡雅老師指導在地村民設

計包裝伴手禮。本次教育訓練報名相當踴躍，

共計有46人參與，透過課程概念的引導，從消

費者觀點、感受以及美觀、方便攜帶角度思

考，設計產品的風格與形式、包裝及行銷策

略，提升農產品價值變身為伴手禮，冀能結合

農村的特色文化，營造有機村特色產品，並增

加農村副業的收入，豐富有機村的生活並提升

有機休閒旅遊產業發展。

藉由伴手禮的包裝、銷售與推廣，村民可

以將在地的文化元素與有機產業結合，將有機

村的概念傳達給更多的人知道，並增加有機村

發展與收入，豐富有機村的多元經營。

▲學員踴躍參與、認真聽講



吉安蔬菜產銷班全部成為吉園圃班
本場與農糧署東區分署、吉安鄉農會共同

輔導努力下，於99年12月6日核准通過吉安鄉

芋頭產銷班的申請，使得吉安鄉蔬果產銷班全

數成為吉園圃班，這是繼宜蘭縣三星鄉之後，

成為全國14個安全用藥示範區鄉鎮中，第二個

百分百吉園圃安全用藥示範區。

吉安鄉地質肥沃，農業發達，農產主要以

水稻、蔬菜、芋頭為主，其中以韭菜、龍鬚菜

為最大宗。目前吉安鄉產銷班生產之各類蔬

菜，品質優良，深獲好評，除自產自銷外，在

各地區農會所經營之超商市場及大賣場均設有

專櫃銷售，並運銷至全台各果菜市場，其銷售

業績非常良好。

本場轄區內吉安鄉和三星鄉均為全國之蔬

果重要產區，尤以吉安鄉的蔬菜種類較多樣

化，要通過吉園圃申請實屬不易。鄉內原有二

芋頭班因屬契作，且芋頭可用藥劑有限，對吉

園圃認證沒有迫切需求，經由本場研究人員持

續輔導，並與防檢局溝通增加藥劑使用種類，

終於使其通過吉園圃申請。

截至99年12月底止，本場輔導轄區內之蔬

果產銷班申請使用吉園圃標章共計有128個產

銷班，宜蘭縣及花蓮縣分別有有61及67班個產

銷班，約佔全轄區內蔬果產銷班半數以上，未

來本場仍繼續輔導產銷班申請，更期望吉安鄉

安全用藥示範區之吉園圃班可供做其他鄉鎮之

典範，促進其他班員之參加意願。

 

▲陳主委於99年1月19日視察及安鄉蔬菜產銷班運作狀況，勉勵

農會使全鄉皆為吉園圃產銷班，終於在99年12月6日達成目標

尚好臺灣米　營養健康一度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於本年度推動

「提振國產米食」措施，期望帶動全民攝取米

食風潮，以提升糧食自給率，改善國人飲食結

構失調，促進農村經濟，減少休耕面積與財政

負擔，並維護國人飲食健康。

稻米的營養價值豐富

稻米含75％醣類（碳水化合物），可提供

人體主要能量來源；相較於其他榖物，稻米不

需經過磨粉、額外添加油脂及糖、發酵、烘焙

等多重精緻化的加工過程，直接脫殼成米粒就

可烹煮食用，營養損耗低，符合節能減碳原

則，適合各年齡層族群食用。稻米含約6%～8%

蛋白質，米蛋白質為植物性蛋白質，蛋白質利

用率及消化吸收率均較其他榖類蛋白質更高，

必需胺基酸含量豐富，以米飯為蛋白質來源所

攝取的動物性脂肪相對較少，對心臟、血管較

不易造成負擔。

加工技術創造米食新價值

因應國人對健康議題的重視，農糧署近年

來已委託進行多項米食多元應用與保健機能開

發相關研究計畫。包括利用加工技術及膨發製

程開發出適合腎臟病或具蛋白質 代謝障礙病

人食用之米點心；以人體試驗證明純在來米製

作的蘿蔔糕、碗粿，直鏈澱粉含量低，攝食後

對人體具低血糖表現，升醣指數較低，符合現

代人保健需求。

多吃一口飯，健康一度讚

行政院衛生署建議一般成年人每日醣類

攝取量宜占總熱量之58～68％、蛋白質10～

14％、脂肪20～30％，而根據營養調查結果，

發現我國成人醣類攝取量僅有約50％、脂肪則

為34％，醣類的攝取比例嚴重不足、脂肪攝取

偏高，膳食結構明顯失衡，增加米飯攝取，不

但能獲得足夠碳水化合物，同時搭配適度食用 

蛋豆魚肉類，減少飲食中動物性脂肪及過度加

工食品，更符合均衡營養原則，在地栽培的國

產米，絕對是最健康、最環保、也是最美味的

主食來源。

稻米是我國主要的經濟作物，經統計，每

人每年增加1公斤白米消費量(約等於每天多吃

一口飯)，就可減少5,600公頃農地休耕，提

昇稻榖產值6.87億元，提高綜合糧食自給率

0.24％，除了國民健康外，更幫助增加農民收

益及促進臺灣稻米產業永續發展。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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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太陽能發電於農業應用之介紹
作者：葉育哲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前　言

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儘管現階段太陽

光電設置成本仍偏高，德、日、美等國家仍不

惜以獎勵補助方式推廣應用，目前台灣也正積

極推動各項獎勵設置計畫，過去五年，太陽光

電系統設置量每年都有兩位數的成長。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因應全球暖化的危機及響應政府節

能減碳的政策，特於2009年建置輸出容量為9.6 

kW的太陽能光電示範系統。該太陽光電系統產

生之電力，主要供應作物實驗大樓內約20坪的

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室使用。這座太陽能發電系

統同時也於2009年入圍金羿獎優良太陽光電應

用示範系統。以下就以本場的太陽能發電設施

及應用情形做介紹。

太陽能發電示範系統設備介紹

本場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形式為併聯型(輸出

電力直接饋入電力系統且無蓄電池者)，設置容

量為9.6瓩(kW)，其組成主要包括實際發電設備

（圖一）與監測展示設備兩部分。設置於作物

實驗大樓頂樓的太陽光發電設備，包括了太陽

能電池組列(Solar Array)、模板支撐架、直流

接線箱、直/交流電力轉換器(Inverter)、交流

配電盤等。本系統之支撐架（圖二）材質為鋁

合金鋼架陽極處理厚度為10µm以上，與太陽光

電板之鋁合金框架相同材質，不易造成氧化。

▲圖一、設置於大樓樓頂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圖二、強度加強的太陽光電系統支撐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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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花蓮地區經常被颱風侵襲，特別加強太陽

光電系統支撐架強度，以防颱風造成破壞。監

測與展示系統則包含了全天日照計、溫度計、

年/月/日/時間、發電資料監測儀表(各直/交流

電表)及平面解說牌等。太陽能發電系統發電資

料每10秒鐘自動紀錄一次，並可定時驅動LED

展示板（圖三）及辦公室前的32吋液晶顯示器

顯示更新資料。為了推廣環保的太陽能綠色能

源，展示板設置於作物實驗大樓入口處及辦公

室前，以提供即時的太陽能發電資訊，開放一

般民眾及團體參觀。

太陽能發電的應用

這座發電系統申設的目的，是為了將發電

產生的電力接引至同一棟建築物中的植物組織

培養實驗室（圖四）。該實驗室的功能主要是

培養需要大量繁殖的珍貴試驗材料或是繁衍耗

費多年培育的新品種苗株（圖五）。為了確保

這些寶貴材料的生長，培養於試管或三角瓶內

的植物，必須以日光燈提供光照；為避免過多

的日光燈使得培養環境溫度上升而傷害植物，

還要以冷氣空調24小時維持25℃恆溫。就算電

照設備也已全面採用省電環保燈管，每個月的

用電量仍相當可觀。太陽能發電系統由裝設完

成至2011年已運作產生電力達22,315.7度，每

度電若以3元計算的話，就已節省了66,950元的

花費。太陽能發電還具有環保優點，以本場設

備為例，經換算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6,352

公斤並減少氮化物、硫化物、微塵排放量約104

公斤，以本場9.6kW太陽能發電裝置的效益，就

已達到了相當於9,600平方公尺森林的綠化效

果。

另外，政府為擴大推動政府再生能源，提

供太陽光電應用優良案例示範，帶動國內系統

設置使用意願，對於系統發電功能性及教育示

範特優者，頒給「金羿獎」以玆表揚。本場的

太陽能發電系統案例亦於2009年入圍公共應用

類「金羿獎優良太陽光電應用示範系統」。期

望能透過此活動選出具優良示範性之系統，以

作為民眾或其他單位設置的參考典範。

▲圖三、設置於大樓入口的LED展示板

▲圖四、太陽能發電接引組織培養實驗室

▲圖五、24小時溫控及光照培殖寶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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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太陽能發電設備壽命為20年，以本場

的發電設備年發電量約9,971度為例，太陽能板

發電效率在10年間減少10%以內計算。設置10年

可節省電費約30萬元。除非未來太陽能板效能

增加或能源費用漲價，不然設置期間內並無法

產生與建置成本等值的電力。故目前來講以離

島或偏遠地區裝置太陽能發電裝置較具經濟效

益。雖然是這樣，但值得慶幸的是國內太陽光

電產業發達，太陽光電系統廠商眾多且具有相

當水準，將來太陽能電池效率會提高且成本會

下降。在不久的未來，太陽能發電系統效率的

提升與成本的降低指日可待，所以太陽能仍是

未來最具環保節能效益的自然能源。

除此之外，太陽光電系統好處有五大方

面：經濟效益(偏遠離島、緊急發電成本投資回

收效益)、環保效益(降低石化燃料發電之CO2、

NOχ、SOχ污染，每kW的太陽光電每年可減少9

公斤氧化硫、16公斤氧化亞氮及2,300公斤二氧

化碳的排放)、節能效益(以自然能源替代石化

燃料建立自主能源)、社會效益(疏解尖峰、緊

急救災用電)、產業效益(創造高科技產業及就

業機會)，更重要的是能讓地球環境永續發展。

太陽能發電在農業應用上，除了以目前

的厚重太陽能電池模組發電並接引至農業設施

的利用方式外，國內也不斷研發薄層且可透光

的太陽能板或薄層系統，這種新開發的太陽能

板，大大增加了農業利用的可行性。就以環控

溫室的利用舉例，若能以可透光的太陽能板取

代溫室屋頂的玻璃，這樣能產生的電力供應溫

室使用已綽綽有餘，剩餘的電力還能轉售電力

公司獲取額外利潤。更重要的是有效達到環保

節能的訴求。以農業的發電應用案例而言，即

是取能源於自然，用之於培養植物的節能減碳

最佳示範。希望將來在風行世界的節能減碳潮

流中，農業生產這個區塊也不會缺席。

▲圖六、本場入圍公共應用類「金羿獎優良太陽光電應用示範系統」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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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石蓮花性涼，味甘淡、微酸，營養成分相

當高，因其富含膳食纖維、磷、鈣、鉀、鈉、

鎂、鐵等礦物質，及維生素Ｃ、Ｂ1、B2、B6、

葉酸、菸鹼酸、β-胡蘿葡素及其他微量元素，

在許多中醫書籍中對於其功效多所記載。石蓮

花雖然口感微酸，但卻是純鹼性食品，對於目

前大魚大肉的現代人來說，確實提供了平衡身

體酸鹼值效果，因此，非常受到注重養生的消

費者所喜愛，一直在市場上有著非常好的讚

賞，其葉片可鮮吃、沾酸梅粉、果糖或蜂蜜，

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介紹
作者：施清田 副研究員、

　　　楊大吉 副研究員兼課長、

　　　黃　鵬 場長

　　　作物環境課  農機研究室

　　　作物環境課 

　　　場長室

電話：(03)8521108轉380

　　　(03)8521108轉320

　　　(03)8521108轉100

▲颱風豪雨來襲時周圍遮陰網放下束帶固定，具有破風暴、防積水透氣性高之功能，冬季具有保
溫避免霜害效果

口味獨特，像吃不甜蓮霧，風味絕佳；亦可打

果汁加入冰塊、蜂蜜或養樂多稀釋飲用，清涼

爽口。

由於台灣位於亞熱帶的海島型氣候，每年

東部地區夏季面臨颱風多雨的天氣，造成石蓮

花嚴重損失，而在冬天則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

響而不時出現寒害，因此在氣候變化差異大的

影響之下，對於石蓮花喜溫暖、乾燥和陽光充

足環境，以及不耐寒、耐半陰、怕積水、忌烈

日的生長特性而言，實非一良好的生長環境。

石蓮花是屬於高經濟且值得推廣的作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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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對於其生長環境加以穩定控制，實乃農民

與民眾之福。因此，本場為解決這個問題，成

功開發了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歷經96、

97、98、99四年颱風掃過，仍可繼續穩定生

長，發揮很好的防颱效果，使全年的石蓮花生

產維持穩定高品質。

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之設計

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主要係以複

數ㄇ型桿採間隔併列方式而插入田間豎立成支

柱，再以橫桿貫穿複數ㄇ型桿四角落進行串連

而結合定位，藉以構成長籠狀之框架，俾可在

每一ㄇ型桿兩端下方固定連桿以供負重桿架設

後，而供石蓮花的盆栽得以放置在負重桿上，

再配合框架披覆遮陰網後，即可令網室內的石

蓮花受到防颱、防積水之保護，維持石蓮花穩

定生長之作用。

▲簡易網室防颱設施夏季調節日照量、冬季保溫避免霜害

▲颱風過後掀起遮陰網，確保良好通風效果，避免石蓮花根部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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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結構及功能

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結構，主要是令

複數ㄇ型桿3/4吋錏管為主架，以間隔併列而插

入田間45公分豎立成支柱，再以橫桿1/2吋錏管

為支撐架及植床在複數ㄇ型桿四角落進行串連

而結合定位，藉以構成長籠狀之框架，俾可在

每一ㄇ型桿兩端下方固定連桿而供負重桿架設

後，令石蓮花得以放置在負重桿植床上，再配

合框架披覆60%遮陰網後，可在實施後提供下述

之功能：

1. 由於簡易網室防颱設施係由框架及遮陰網所

構成，而框架係以複數ㄇ型桿四角落進行串

連橫桿而結合組成的，所以結構簡單且具成

本低廉的特性。

2. 在每一ㄇ型桿兩端下方固定連桿後，不僅可

供負重桿架設，而且具有提高框架整體穩固

性的效果。

3. 因為遮陰網具有防曬、防風的特性，且因為

負重桿是懸設在框架的下方位置處，因此在

重心下移的設計技術下，不僅可以有效抵抗

颱風吹襲的破壞力，更可防止放在植床上的

石蓮花被浸泡在雨水中，所以在冬季除了可

以發揮保溫功能，在夏季更有防颱、透氣效

果，避免石蓮花根部腐爛，因此具有顯著的

防災效益。

4. 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結構，主要係由框

架及遮陰網所構成，其中框架係以複數ㄇ型

桿採間隔併列方式而插入田間豎立成支柱，

再以橫桿貫穿、串連複數ㄇ型桿四角落而以

扣固件結合定位，藉以構成長籠狀之框架，

復在每一ㄇ型桿兩端下方固定連桿以供負重

桿架設後，再以遮陰網披覆固定於框架而組

成。

5. 由於連桿的設置具有提高框架整體穩固性的

效果，而且因為連桿上的負重桿是懸設在框

架的下方位置處，令石蓮花的盆栽得以放置

在植床上照護養植，因此在整個網室重心下

移的設計技術下，即使在面對颱風的強力吹

襲時亦可保持整座網室維持良好的穩固性，

不虞發生被風力吹倒的問題。

6. 在面臨伴隨颱風所引發的豪大雨方面，由於

石蓮花盆栽是經由負重桿植床的設置而呈懸

空狀態，因此豪大雨所引發的積水問題不但

不會浸漬到石蓮花，而且可以增進石蓮花盆

栽的排水效果，避免石蓮花的根部腐爛，而

在颱風過後更可在掀起遮陰網後，確保良好

的通風效果，令石蓮花得以在良好的環境控

制下穩定快速的生長，並在冬季時獲得網室

的保溫功能以防止霜害。

7. 所採用的組成方式是以桿件配合不銹鋼彈簧

夾扣固件所結合的，所以不僅組成簡單而快

速，且具有成本低廉的特點，適合推廣給農

友採用，俾以提高石蓮花的栽種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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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因為石蓮花適合生長溫度12℃～35℃，日

照約50～80％；喜好溫暖、乾燥及陽光充足環

境；不耐寒、耐半陰，怕積水，忌烈日陽光直

曬，排水好透氣性佳的砂質壤土生長。所以開

發簡易網室防颱設施採用植床式栽培，結構利

用製式規格化錏管，材料取得容易，主架3/4

吋錏管，支撐架及植床採用1/2吋錏管，採用

活動式組裝，拆裝容易，配合不銹鋼彈簧夾固

定組裝而成簡易網室防颱設施，鋼架外周圍舖

設60%黑色遮陰網，利用束帶固定。夏季遇颱

風豪雨來襲，具有破風暴、防積水透氣性高及

調節日照量之功能，冬季具有保溫避免霜害效

果，開發成功石蓮花簡易網室防颱設施，歷經

96、97、98、99四年颱風掃過，仍可繼續穩定

生長，發揮很好的防颱效果，使全年的石蓮花

生產維持穩定高品質，減少災害損失，增加農

民收入。根據試驗結果可減少颱風災害，增加

效益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一種良好的簡易網室

防颱設施。石蓮花簡易網室結構，已獲得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新型專利，專利號碼：新型第

M350980號。

▲簡易網室防颱設施植床栽培可穩定石蓮花生長及提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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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青蔥合理化施肥

示範成果介紹
作者：楊素絲　副研究員、

　　　陳吉村　研究員兼分場長

　　　蘭陽分場　蔬菜研究室

　　　蘭陽分場

電話：(03)9899707轉106

　　　(03)9899707轉101

前　言

青蔥是宜蘭縣最重要也最具經濟價值的

蔬菜作物，全年栽培面積約700公頃，所生產

的青蔥品質優良，蔥白長且質地細緻，一向受

到消費大眾青睞，主要栽培鄉鎮在三星鄉、壯

圍鄉、宜蘭市及員山鄉等，由於農友習慣作高

畦栽培青蔥，為了減輕作畦成本的支出，經常

採行連作，再加上化學肥料、農藥、殺草劑等

的使用，使土壤通氣性、保水力變劣，限制土

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生長，嚴重影響青蔥吸收養

分的能力，導致青蔥無法正常生長，病蟲害抵

抗力變弱，致使青蔥栽培面臨難題。近年來宜

蘭縣青蔥平均產量逐漸降低，頻頻出現生育不

良且病蟲害嚴重發生的現象，為使青蔥產業能

永續發展，且因應肥料價格高漲，避免農友為

了獲得更高的產量而投入過量的肥料，特於宜

蘭縣青蔥主要栽培鄉鎮選擇示範班隊進行合理

化施肥試作，並透過召開觀摩會或講習會推廣

青蔥合理化施肥技術，以期提升肥料的利用效

率，提高農友採行合理化施肥的意願。
▲青蔥合理化施肥觀摩會開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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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點合理化施肥結果

本場為建立農民對青蔥合理化施肥的信

心，於98、99年分別在宜蘭縣三星鄉、宜蘭

市、壯圍鄉及員山鄉四個青蔥主要栽培鄉鎮進

行青蔥合理化施肥試作，希望以實際的田間狀

況來增加蔥農進行合理化施肥的意願。示範田

區青蔥定植前先採土壤樣品，經本場土壤肥料

實驗室檢驗結果如表1所列，示範田區土壤pH值

多呈弱酸至酸性，對青蔥而言為適宜，電導度

值僅99年宜蘭市示範田略高外，其餘皆為正常

值，有機質含量半數偏低，磷含量大多過高，

鉀、鈣含量稍偏高，其餘土壤中有效性元素含

量尚稱適中，因此依農委會施肥手冊所推薦的

用量及方法進行青蔥合理化施肥。

青蔥合理化施肥示範田共分成三種處理：

(1)於定植前以稀釋300倍之溶磷菌處理青蔥種

苗，之後隔3～4週施用溶磷菌共2次，追肥較對

照組減用1/2施肥量；(2)追肥較對照組減用1/2

施肥量；(3)對照為農民慣行施肥區。以98年本

場在宜蘭縣壯圍鄉之試作為例，青蔥於3月31日

定植，6月15日調查(結果詳見表2)，施用溶磷

菌+減量施肥及減量施肥等處理與對照農民慣行

施肥區比較，在單欉重、株高及蔥白長等園藝

性狀上並無顯著差異；換算合理化施肥區每分

地可減用硫酸銨1.3包、過磷酸鈣0.6包及氯化

鉀0.1包，較農民慣用量可節省肥料成本450元

/分地。歷經98、99年四處示範田共8次試作均

有相似結果，且換算其減量施肥每分地可節省

肥料成本270～490元，顯示農友降低肥料使用

量，仍可維持青蔥生育正常及良好品質。

項目
pH值

電導度 有機質 磷 鉀 鈣 鎂

(Ms/cm) (%) (ppm) (ppm) (ppm) (ppm)

地點      參考值 5.5-7.5 <0.5 2-3 10-20 30-50 571-1142 48-96

98年三星 5.8 0.09 3.2 13 24 1409 127

98年宜蘭 5.4 0.29 2.5 22 46 1090 97

98年壯圍 6.0 0.09 0.9 23 88 1311 208

98年員山 5.3 0.14 0.8 43 67 774 112

99年三星 5.7 0.07 1.3 612 37 1033 179

99年宜蘭 6.6 0.61 2.2 48 10 1143 160

99年壯圍 6.8 0.09 2.5 31 70 1412 178

99年員山 6.5 0.11 0.9 100 115 1614 179

表1、青蔥示範田試驗前土壤樣品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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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要素推薦量

參照農委會施肥手冊所推薦的用量，每公

頃施用堆肥20公噸、氮素240～275公斤、磷酐

表2、98年壯圍鄉青蔥合理化施肥示範點調查結果

種植日期：98年3月31日；調查日期：98年6月15日

處理
施肥量
N-P-K
(公斤/分地)

單欉重
(公克)

株高
(公分)

蔥白長
(公分)

分蘗數
(支)

蔥白直徑
(公釐)

(1)溶磷菌+減施
肥料量

15-11-10 447 72 17.0 13.1 12.8

(2)減施肥料量 15-11-10 476 73 16.2  9.1 14.6

(3)農民慣用量 26-15-13 455 75 16.4 10.4 13.9

肥料別 基肥 一追 二追 三追 四追

氮素 20 20 20 20 20

磷酐 100 － － － －

氧化鉀 25 25 25 25 －

95～105公斤及氧化鉀90～120公斤，有機質肥

料成分較高時，應降低施用量。

(二)青蔥施用時期及分配率(%)

青蔥施肥推薦量及施肥方法

▲青蔥施用溶磷菌配合減施化學肥料處理之生育情形良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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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肥可依氣候及植株生育情形酌量調整施用

間隔及施用量。粗質地土壤可採少量多次施

用，以稻草敷蓋者可酌增氮肥及酌減鉀肥。

4. 宜選擇土層深厚、排水良好、pH值在5.7～

7.4間，且富含有機質之壤土種植為佳。

結　語

合理的施用肥料是確保作物在適地適種

及完好的植物保護技術下，仍能夠增加品質及

產量的重要措施，僅多施用化學肥料對農作物

的品質及產量並無助益。宜蘭地區雨量豐沛，

大量雨水滲入土中隨即向下滲漏，連帶把土壤

中之肥分淋洗到根系的下方，不但浪費肥料，

也造成土壤逐漸酸化，使青蔥栽培面臨難題。

事實上，根據本場執行青蔥合理化施肥示範計

畫，歷經98、99年四處示範田共8次試作，結果

(三)施肥方法

1. 整地前先將堆肥及基肥全面撒施，耕入土

中，再作畦。基肥之化學肥料若採條施者可

酌減用量。

2. 追肥氮素以尿素為佳，定植後第一次追肥於

定植後10天新根長出時施用，以後約每隔

15～20天施用一次，採用植穴栽植及以稻草

敷蓋者無須培土，否則每次追肥後須培土，

培土不宜過厚，以不超過植株葉身部之分岐

點為準。

均顯示合理化施肥與對照農民慣行施肥區在園

藝性狀上並無顯著差異，證明農友降低肥料使

用量，仍可維持青蔥生育正常、品質良好，且

每分地可節省肥料成本270～490元。為確切掌

握土壤的肥力狀況及擬定合理化施肥策略，建

議農友在種植青蔥前約1個月，先送土樣到本場

檢測土壤肥力，並依據化驗結果推薦的最適施

肥量，擬定合理化施肥策略，將可確保青蔥產

量、品質俱佳，且降低生產成本。

▲農友觀摩青蔥合理化施肥示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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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機能性保健產品

之研發現況
作者：張同吳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5

前　言

由於人口老化之問題，慢性疾病醫療保

健經費支出日益龐大，因而促進了機能性食品

與營養保健食品的市場發展，再加上預防醫學

及替代療法之興起，及食品加工技術與營養補

充品的研發，在科學和臨床之研究結果，證實

機能性食品與營養保健食品可有效預防疾病，

使得機能性保健產品之市場日益蓬勃發展，全

球的保健食品之市場規模每年產值達數百億美

元以上，且逐年增加。一般機能性食品之定義

為：除了具有一般食品皆具備的營養功能和感

官功能（色、味、形）外，還具有一般食品所

沒有或不強調的調節人體生理活動的功能，由

於這類食品強調可調節人體生理功能的特殊生

理功能而稱之；因此，機能性食品為結合生物

科技萃取加工技術、食品加工技術、營養學及

醫學等有關之研究開發而成的保健產品，國外

常見之膳食補充品亦歸類為機能性食品之一。

加拿大的農漁業相當發達，為全球最大的農

業、漁業及食品生產國之一，每年出口總值超

過新台幣4千億元的產品到全球各地，臺灣每

年從加拿大進口的相關食品超過台幣50億元，

加拿大出產的農產品主要為芥花油、小麥、大

麥、燕麥及玉米等，以及水果類包括蘋果、小

紅莓、藍莓，與多種加工食品及保健產品。

加拿大保健食品之研發現況

為瞭解加拿大在保健機能性產品之研發，

筆者實地前往加拿大農部及亞伯達大學等食品

相關研究機構參訪研習，瞭解機能性保健產品

研發現況，並收集保健產品相關法規、市場之

行銷情形，提供臺灣保健產品研發與市場行銷

之參考。

亞伯達大學農業食品及營養科學系

亞伯達大學農業食品及營養科學系(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Food and 

Nutritional Science)主要的研究在動、植物

生物技術應用、農產品加工產品之創新、人類

營養及健康環境之建構等方面之研究。參訪研

習機構為農業食品及營養科學系之Dr. Andreas 

Schieber研究室，該研究室近年來研究為農產

品加工及食品加工副產品 (By-products) 之研

究，減少食品加工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並

將農產加工副產品加以「廢物利用」，因此，

該研究室從農產副產品中發現含有價值及豐富

之化合物，及植物中的二次代謝產物可作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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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食品的有效成分及天然食品的添加物使

用，此可以使消費者減少或避免使用化學合成

之添加物，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該研究室從芒

果加工副產品的廢棄物果皮中，發現其含豐富

之pectin，果核含種子脂肪等成分；芒果果皮

萃取物含多種酚類化合物，這些從農產品副產

品萃取分離之化合物，可用於食品之開發，特

別是可以作為機能性產品之原料及應用於天然

食品添加物上使用，另外，其種子富含之脂肪

亦可作為能源之使用，對這類農產副產品之利

用，開發更高的附加價值。

貴輔食品研究中心

貴輔食品研究中心(Guelph Food Research 

Centre, Guelph, Ontario)為加拿大農業及農

產品部(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簡稱AAFC）的19個研究中心之一，其主要研

究針對食品安全、品質與營養之研究，並探討

傳統食品在營養供給與治療效益方面的潛力，

因此，積極進行各項食品的安全性研究，降低

食物本身在生物性與化學性方面之可能危害，

以保障消費者食用上之安全；並從藥用植物

及農產品中萃取出有效成分，來開發機能性

保健產品，提高農產品之附加價值利用。加

拿大農部貴輔食品研究中心的Phytochemical 

Antioxidant Chemistry 研究室，該研究室在

機能性食品的研究為從加拿大的重要農作物、

原生植物與藥用植物中，進行抗氧化能力與生

物活性化學物質的評估利用，由增進身體保健

與兼顧食品安全上來提昇食品品質，從中草藥

及農產品中萃取抗氧化物質與具生理活性成分

物質，進行成分分離與化合物化學結構鑑定，

瞭解化合物的組成、代謝產物與功效之研究，

再將研究結果運用於機能性產品的研發，開發

天然健康產品及機能性產品。

加拿大機能性保健產品之市場現況

加拿大保健食品之年產值約為66 億加

幣，市場潛力很大，因此，吸引很多食品與營

養保健食品公司投入研發與生產。加拿大在機

能性保健產品開發以必需脂肪酸產品為大宗，

所用產品原料取自於植物與海洋資源，開發的

產品包括月見草油、亞麻籽、琉璃苣和海產動

物油。在藥用植物保健產品的開發以紫錐花、

小白菊、聖約翰草、月見草及西洋參等為研發

重點，並重視保健產品之研發及行銷等。其中

紫錐花(Echinacea spp.)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原產於北美州，是北美印第安民族常用的

傳統藥草，紫錐花用於治療毒蛇或昆蟲咬傷、

感冒、喉嚨痛等用途，近年來之研究則顯示其

▲紫錐花保健產品是加拿大頗受歡迎的產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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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體之免疫力提升有所助益，具抗菌性之作

用，是加拿大重要的藥用植物之一，目前以紫

錐花為原料所製成之保健產品在加拿大頗受歡

迎，亦是世界上銷售金額最高的產品之一。西

洋參(Panax quinguefolium)是近年來頗受重視

的中藥草，加拿大為北美地區的主要生產國之

一，而安大略省為加拿大西洋參的主要產區，

所生產之西洋參佔加拿大的80％以上，並行銷

至世界各地。西洋參為五加科植物西洋參的

根，又名花旗參等，西洋參主要成分為人參皂

苷、葡萄糖、精氨酸、天門冬氨酸等18種氨基

酸、澱粉等成分，現代之藥理研究指出西洋參

所含之人參皂苷，具有顯著之抗疲勞等功效。

目前亦以開發多樣化之產品如西洋參茶包、西

洋參飲片等產品，行銷世界各地。

加拿大食品管理規範

機能性產品在加拿大蓬勃發展，因此不

論在產品研發，法規製定及管理均有很好之規

範。加拿大衛生部 (Health Canada) 負責機

能性食品與營養保健產業的法規制定，加拿

大食品檢驗局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簡稱 CFIA)負責法規執行。加拿大

衛生部之內有兩所監管機構：食品處 (Food 

Directorate) 負責機能性食品，天然健康產品

處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Directorate)

則負責營養保健及其他天然健康產品。加拿大

保健食品採風險分級制度，透過以風險為基礎

的方法(Risk-Based Approach，RBA），對核

發天然健康產品許可證審查制度進行調整與修

正。由於過去對於天然健康產品並沒有更細部

的區分，所有產品申請查驗時，都要進行相同

程度的安全性、有效性與品質評估；這對於風

險程度較低產品而言，相對形成較大的負擔。

因此，以風險為基礎的方法導入保健食品審查

制度，將天然健康產品依據其安全、品質或

健康訴求予以分級，而將天然健康產品分為

二類： 第一類(Class I)產品是指具備可獲

得、權威性及高品質的證明來源(Sources of 

evidence)的產品或健康訴求，此證明需與該產

品或訴求的有效、安全與品質相關。第一類產

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可經由文件與科學文獻上

已有之記載佐證，來評估產品的安全性，因此

其評估方式相對較為簡化，有助於加速申請者

的申請程序。第二類(Class II)產品是指欠缺

既存證明，而被認定為具有較高風險的產品或

健康訴求，例如有些新穎性的產品即屬之，第

二類產品維持現有的審查制度，仍應進行完整

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品質的評估。
▲西洋參為加拿大目前重要的保健作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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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保健機能性產品在加拿大除了政府嚴格把

關及經費支持之外，私人生技公司亦投入相當

大之研發人力與物力，建立自有品牌，促進該

國在機能性產品產業之發展，值得我國在機能

性產品產業發展之參考。國外機能性產品之研

發，原料選用大都以當地之農產品、農畜產品

及漁產品等為主，作為機能性產品之開發，或

針對目前市場上銷售較佳之產品，加以開發利

用，此可提昇當地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國內機

能性產品在政府單位投資研發經費較少，資源

分散，欠缺整合，法令規範較嚴謹，取得健康

食品認證較困難，對國內中小企業業者在機能

性產品之發展受到限制，加拿大對於保健食品

的審查制度可以提供參考。另外在產品行銷通

路之開拓與整合上必須更努力，才有機會促進

臺灣機能性產品產業之發展。

▲加拿大保健產品種類繁多，提供消費者不同的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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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原住民農產業

現況與發展
作者：林正木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5

前　言

花蓮縣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原住民，

依花蓮縣政府99年10月份的人口統計月報

表資料顯示，依序以吉安（15.40％）、秀

林（14.75％）、花蓮（12.20％）及玉里

（8.78％）為原住民人口最多之鄉鎮市，平地

原住民以阿美族最多，山地原住民以太魯閣族

最多，分佈範圍遍及13個鄉鎮市。在地理區位

方面，花蓮縣總面積為462,857公頃，其中平原

面積佔10.92％，山坡地面積佔16.29％，高山

面積佔72.79％，由此可知原住民所耕作的農地

大部份位於偏遠地區，在地理條件特殊性及原

住民耕作習性關係，使得原住民地區的農業發

展型態與漢族農業發展型態迥異，因此如何輔

導原住民發展較具競爭力之經濟特產作物，促

使各部落逐步建立具有地方特色之農產業，未

來可就其資源優勢發揮，消除劣勢條件，解決

原住民農業經營之困境，實為該深思的議題。

原住民農產業現況與發展困境

一、農產業現況

花蓮縣山地鄉原住民農產業因地理環境

▲輔導卓溪崙山居民栽培當歸

▲原住民特色的養生野菜山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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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且交通不便，雖然植物資源相當豐富，

但欠缺良好生產設施及栽培技術，產銷成本亦

偏高，因此農業競爭力較為薄弱。至於平地鄉

原住民農產業，雖其生產技術、經營管理模式

普遍較山地鄉精緻化，但若與非原住民農民相

比，則其產量、運輸資源、管理精緻度、資金

投入情形等，仍有些許差異。

根據花蓮縣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若以耕

地面積來看，花蓮縣山地原住民每戶耕地面積

未滿1公頃及1～5公頃者皆佔有相當高比例，而

平地原住民則較多耕地面積為未滿1公頃。花蓮

縣原住民有耕地戶數比例佔51.41％，其中山地

原住民有耕地戶數比例佔70.39％，平地原住民

為43.25％。

花蓮縣山地鄉原住民鄉鎮包含秀林、萬

榮、卓溪，種植種類繁多，包括甘藷、玉米、

花卉、瓜類、玉米、水稻、水蜜桃、檳榔、

薑、小米等，而較具地方特色之作物有山蘇、

箭筍、苦茶、梅李，近年來本場於卓溪鄉崙山

地區開始輔導當地居民種植保健植物當歸，並

且輔導與合作社契作，以確保產銷順暢，同時

本場也輔導其成為有機專區，營造兼具生產、

生活、生態特色的農村環境。除山地鄉外，其

餘花蓮縣平地鄉鎮皆有平地鄉原住民，分佈的

地區廣泛，種植的作物包括水稻、竹筍、蓮

花、金針花、山蘇、文旦、旱稻、香草等，較

具地方特色之作物有各式各樣野菜（山蘇、樹

豆、山苦瓜）、箭竹筍、金針花、紅糯米等。

二、發展困境

（一）缺乏產業特色與定位

原住民地區深具各項發展潛力之資源，但

未具備商品化之高品質及特色產品，致無法有

效創造市場供需且行銷通路匱乏，難以提升市

場佔有率及能見度，故須進一步發掘及評估。

因此輔導發展具潛力的原住民特色農特產，並

定位安全健康為品牌訴求，生產符合現代飲食

觀念的健康養生農產品。

（二）資源整合不易

由於花蓮縣原住民地區幅員遼闊，地廣人

稀，有些地區交通甚不便，無暢通的連絡道路

系統，使得社會資源不足且整合不易，導致城

鄉落差加劇；再加上長期以來收益低少，經濟

力薄弱，致發展遠遠落後其他平地社會。

（三）整體包裝與行銷不足

花蓮縣原住民族地區擁有多元化族群特

色、好山好水、溫泉及生物多樣性等，是吸引

都會區遊客前來消費最佳的利器，但是未作好

有效的整合，發揮群聚的效益。故輔導其開發

具有發展潛力之觀光資源，並結合部落人文、

自然環境、農業及休閒旅遊等資源，進行整體

包裝與規劃才有助於活絡週邊產業發展。

（四）經營管理理念及技術尚待加強

原住民多從事初級產業，生產技術較為簡

單，經營理念及技術尚待加強，而組織功能亦

不健全，未充分發揮產銷效益，生產的農產品

商品化程度不高，產銷通路又狹窄，故在產銷

機制未完備情況下，致無法打入市場進行有效

率的競爭。

▲獨具文化特質的民俗植物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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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農產業SWOT分析

一、優勢

（一）花蓮縣原住民地區富有民俗植物

（樹豆、紅糯米等）、特用作物

（箭竹筍、山蘇等）及溫帶果樹

（水蜜桃）等，具備地區農特產品

特色。

（二）各原住民均有不同的文化歷史活

動，如阿美族的豐年祭、布農族的

射耳祭等，配合文化活動，發展原

住民風味餐及在地消費，協助農特

產品行銷。

（三）大部份部落有美麗的自然景觀、生

物資源豐富、多樣化的手工藝品，

可吸引外地遊客遊憩與消費。

二、劣勢

（一）經營技術及經營理念較不足，產銷

上無法產生大的經營效益。

（二）生產的農產品大多單打獨鬥，較少

有完善的組織來發揮產銷功能。

（三）初級產品較多，加工及精緻化程度

不高，不易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

（四）農產品通路少，且不瞭解消費市場

資訊，對成本及理財觀念不足。

三、機會

（一）花蓮縣原住民地區具有特色農產品

搭配優美的自然環境，如萬榮鄉紅

葉地區富有溫泉，可推出溫泉箭竹

筍，提高競爭力及發展的機會。

（二）配合民俗活動及休閒生態旅遊，發

展在地原住民風味餐及農產加工

品。

（三）國人近來熱中鄉村旅遊休閒，重視

接近大自然的休閒活動。

▲運用當地健康食材調理風味餐

▲受到觀光遊客喜愛的原住民舞蹈

▲豐富的景觀遊憩區吸引都市人到此一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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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脅

（一）外部競爭激烈，同質性農產品間的

威脅較大。

（二）農耕所在地多位於遠離地區如山

區，故生產環境較不佳，且公共設

施缺乏。

（三）農業人口老化，農業收入不穩定，

難以留住部落年輕人。

原住民農產業發展因應對策

一、農業輔導與措施應重新思考

雖然部份原鄉已逐漸發展具特色的有機產

業，但大部份的原住民地區農業大多仍採粗放

式經營，且農民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上，欲改變

發展精緻農業與有機農業，恐怕相當困難，再

加上有機耕作型態較為細緻外，經營成本亦較

高，因此針對原住民農業環境特殊性、耕作習

性，值得重新思索。現階段仍應以低成本、易

管理之栽培模式，輔導生產安全健康在地性的

特色農產品。

二、專業知能養成

長期以來政府投入許多資源在原住民地

區，但較多以補助方式進行輔導，讓原住民農

民養成依賴心，缺乏主動學習的動力。在專業

知能培訓及年輕原住民培育就顯得非常重要，

改變農民的觀念與行為，從學習成立組織開始

至提升經營管理理念及農耕技術，養成積極主

動面對、解決問題的能力，方能克服農業上的

困境。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回流原鄉的年輕人

增加，原住民失業者大都回到部落從事農耕工

作為主，若能培育這些年輕人成為核心農民，

將能為部落增加就業的人口，提升原住民地區

農業競爭力。

三、活用部落資源開創觀光商機

原住民地區的農產品產量不大，且除獨特

的農作物外，其他在漢族地區大多亦有生產，

與其競爭，則在價格與品質上難以與之抗衡。

近年來國人偏向與大自然接觸、親近鄉野環

境、體驗農村生活休閒型態，故勢必結合原鄉

生產、生活、生態的休閒體驗旅遊及文化產業

活動來推銷農產品，達到地產地銷、降低食物

里程、減少中間商剝削及運銷成本的效益，創

造農產品銷售的契機。

▲農業可結合原住民人文藝術行銷

▲近年來盛行運用原住民民俗植物製作植物染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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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展行銷通路

原住民地區的農產品行銷通路狹窄，難以

和非原住民農民組織化的產銷模式與經營效益

相較，惟有擴展農產品至消費層面及增加市場

流動性，方能將農產品推銷出去，增進原住民

的利潤。因此須妥善規劃農產品生產與市場調

節供需，以因應拓展多元的行銷管道，並導入

分類包裝與品牌的概念，以提升產品之品質及

產業經營的競爭力；同時因應原鄉多遠離銷售

市場，應建立產銷資訊網路，策劃農特產品展

售活動，擴大拓展農產品通路。

結　語

花蓮縣原住民農產業均以初級生產為主，

栽培技術及經營效率有待加強，尤其位居偏遠

山區之原住民農民，耕作技術粗放，產量少品

質不佳，且少有精緻化的農產加工品，經營管

理理念亦甚缺乏。近年來本場已針對吉安鄉特

用作物（當歸）產銷班、鳳林鎮山興、玉溪地

區崙山與長良等地區之原住民農產業，輔導其

栽培技術與加工利用，未來也將透過計畫進行

探討原住民部落最具發展潛力之特色農產業與

輔導需求，以強化特色農產品栽培技術、加工

利用及經營管理，同時結合在地豐富而獨特的

自然資源、生活文化、休閒旅遊，發展部落休

閒農產業，提升原住民農產業的競爭力，相信

在農民、農政單位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努力下，

使原住民農產業得以走出困境，未來成長的願

景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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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評比與寫作技巧

作者：曾竫萌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1

本場研究人員平時默默努力開發新品種、

新技術，輔導產銷班或農會建立特色產業、開

發農業新產品與新服務，這些得來不易的成

果必須推廣出去，才能發揮效益，造福農友，

所以常常透過發布新聞稿的方式，讓外界了解

最新研發與輔導成果。發布新聞稿也是提醒農

友注意防治病蟲害，配合氣候作好田間管理工

作，或政令宣導的主要途徑之一。如何透過新

聞稿的撰寫，來引起媒體報導的興趣就顯得非

常重要了。

為提升本場同仁新聞稿撰寫能力，增加

新聞曝光率，所以在99年底辦理新聞稿寫作評

比，並於12月20日辦理新聞稿寫作講習，期望選

▲黃場長鵬勉勵同仁提升新聞稿品質

出優秀作品激勵同仁仿效學習，並透過專家指點

同仁新聞稿寫作的盲點來改進新聞稿之品質。

新聞稿評比辦法與結果

本次評比的對象為99年1至11月發布之所有

新聞稿，邀請中國廣播公司花蓮台台長陳秀卿

小姐及慈濟基金會高級專員簡東源先生(前中國

時報特派)擔任評審，二位評審都是花蓮地區資

深且優秀的新聞工作者，評審針對受評之新聞

稿進行書面審查及評分，選出前三名，由場長

頒發獎狀及禮券予撰稿人作為獎勵。

99年度本場共發佈121則新聞稿，有113則

參加本次評比，內容大致可分成新技術推廣、

活動成果報導、活動預告宣傳、農村旅遊介

▲本場一整年發布的新聞稿疊起來是座小山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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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新品種推廣、提醒農友做好田間管理、農

特產品行銷宣傳、合理化施肥技術推廣等八大

類，以新技術推廣最多，合理化施肥技術推廣

次之，由此亦可見本場業務涵蓋層面廣泛。

經過二位評審逐一審閱受評新聞稿，選出

第一名為林助理研究員立撰寫之「利用綠籬營

造天敵的家 農改場防治害蟲有撇步」、第二名

為陳助理研究員源俊撰寫之「豐南有機生態體

驗之旅」、第三名為蔡技佐月夏撰寫之「粉佳

人－萱草新品種花蓮1號」。

新聞稿評析

「文字具有魔法，得體適度的文章可以

美化一件事物、一個人；也可以讓業務推展順

利，政策得以貫徹。」陳台長秀卿如是說，新

聞稿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評審認為本場新聞稿

充分展現農業專業，能夠有效向民眾傳播農業

知識，也運用行銷概念，將主題包裝美化、與

民眾的生活經驗建立連結，或從民眾關心的事

物切入，引起讀者的興趣或共鳴；本場新聞稿

有一定的水準，也有進步的空間。

獲得第一名的「利用綠籬營造天敵的家 農

改場防治害蟲有撇步」，文章開頭以情境式的

寫法，生動紀錄農友種植綠籬植物後，田間增

加了瓢蟲及椿象的情形，也間接看出綠籬植物

深獲農友好評，整篇新聞稿行文脈絡清楚、文

筆流暢，而且標題鮮明，引人注目。經過撰稿

人用心從不同角度觀察與紀錄，寫出一篇雅俗

共賞的好文，同時也將本場研發之綠籬防治害

蟲應用技術推廣出去。

獲得第二名的「豐南有機生態體驗之

旅」，以引導式的寫法，將讀者從豐南村的天

然景致、農業生產、人文風貌，帶到有機稻田

學苑的導覽解說服務及生態平衡養鴨法，最後

介紹豐南有機生態體驗活動的各項有趣內容，

漸入佳境、文筆流暢，吸引讀者前來豐南一探

究竟。

獲得第三名的「粉佳人－萱草新品種花蓮

1號」，符合新聞稿體例，導言簡單明確，主體

段落分明，說明萱草的基本資料、研發目的，

解釋短時間育成本品種的原因，介紹新品種

的特性，結尾交代後續推廣的方式及預告推出

更多新品種，讓讀者對粉佳人有全盤的初步認

識。

本場觀摩會後發布之新聞稿，經過同仁近

年彼此交流學習，已形成固定的撰稿模式，方

便同仁在活動忙完後，快速發佈新聞稿，也因

此產生內容千篇一律、流於形式的現象，評審

特別建議，導言應予縮短，宜直接指出造福農

友的具體效益，如糖度增加幾度、成本節省多

少錢，在主體部分可以介紹農友的現身說法、

心路歷程或提出之問題，增加可讀性及新聞

性。評審也建議大部分的新聞稿最好都提供照

片，除了作物或病蟲害的特寫外，應該有人物

一起入鏡，才能吸引讀者閱讀、產生共鳴，也

能知道景物的比例。

▲蔡技佐月夏接受場長頒發獎狀及禮券

新聞稿寫作技巧

新聞稿的主要功能有：將新知識或活動訊

息宣導周知、報導機關作為以提升形象、即時

提供大眾需要的資訊以落實為民服務、引導媒

體關注該主題以追蹤報導、提示政策重點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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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台長秀卿主講新聞稿評析

大眾明瞭等五大項，所以撰寫得宜的新聞稿便

能發揮上述的功能。

新聞稿一般分成導言、主體及結尾三大

部分，導言以簡潔的文字點出本文最重要的事

實，即使讀者不看其他段落也能大致了解內

容，可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將人事時

地物交代清楚的破題法，還有下列七種寫法

（參考資料：實用新聞編採寫作，沈征郎著，

1992，聯經出版公司）：

一、敘述式：就發生的事件中最能吸引人注意

的部份，作概括的敘述；

二、引語式：引用事件主角或相關人物的說

法，將讀者帶入事件中；

三、描寫式：描述事件發生經過的場面或傳達

風景的畫面；

四、提問式：拋出問題，引發讀者注意與思

考，接著指出答案或事實為何；

五、評議式：直接指出可能引起討論的研究或

調查結果，有時具有警惕的作用；

六、結論式：用於會議、談判或官方發布重要

資料時，直接點出結論或數據；

七、對比式：列出數據事實，藉由數字的高低

對比突顯衝擊性。

主體則進一步說明及解釋主題，帶領讀者

深入了解主題的全貌，最好分段說明，以利閱

讀，內容要有所取捨，別把不相干的訊息放進

來，造成結構鬆散、不知所云。最後是結尾，

通常是刪掉也不影響讀者對主題的了解，如果

撰寫得宜，可以引發讀者的未來期待或深思，

甚至鼓勵讀者起身行動。

新聞通常具有時效性、地域性、衝突性、

重要性、影響性、趣味性等特性，撰寫新聞稿

則必須掌握主題符合其中至少一種特性，才有

機會登上媒體版面。例如：金針花季還沒到，

有關金針花海的文章就不會受到注意；宜蘭地

區的消息，花蓮地區的民眾就比較不感興趣；

狗咬人不稀奇，人咬狗才是新聞；水稻是花蓮

地區的大宗作物，相關的栽培管理資訊對當地

的農友就很重要；颱風來襲，影響範圍廣大，

自然受到高度矚目；可愛的動物或小朋友，有

趣的一舉一動很容易牽動觀眾的情緒。

結　語

研究人員除了會做科學研究，也要會推銷

自己研究的東西，就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在

這個敢秀才會出頭天的時代，研究人員也必須

當仁不讓，才能讓研發成果發光發熱，達到與

全民共享的目的。本場新聞稿雖然不是篇篇寫

的動人精采，但是大部分都能看出撰稿人的認

真用心，在專家指點迷津後，相信品質一定可

以再提升。

▲簡高級專員東源講解如何撰寫新聞稿



吉安蔬菜產銷班全部成為吉園圃班
本場與農糧署東區分署、吉安鄉農會共同

輔導努力下，於99年12月6日核准通過吉安鄉

芋頭產銷班的申請，使得吉安鄉蔬果產銷班全

數成為吉園圃班，這是繼宜蘭縣三星鄉之後，

成為全國14個安全用藥示範區鄉鎮中，第二個

百分百吉園圃安全用藥示範區。

吉安鄉地質肥沃，農業發達，農產主要以

水稻、蔬菜、芋頭為主，其中以韭菜、龍鬚菜

為最大宗。目前吉安鄉產銷班生產之各類蔬

菜，品質優良，深獲好評，除自產自銷外，在

各地區農會所經營之超商市場及大賣場均設有

專櫃銷售，並運銷至全台各果菜市場，其銷售

業績非常良好。

本場轄區內吉安鄉和三星鄉均為全國之蔬

果重要產區，尤以吉安鄉的蔬菜種類較多樣

化，要通過吉園圃申請實屬不易。鄉內原有二

芋頭班因屬契作，且芋頭可用藥劑有限，對吉

園圃認證沒有迫切需求，經由本場研究人員持

續輔導，並與防檢局溝通增加藥劑使用種類，

終於使其通過吉園圃申請。

截至99年12月底止，本場輔導轄區內之蔬

果產銷班申請使用吉園圃標章共計有128個產

銷班，宜蘭縣及花蓮縣分別有有61及67班個產

銷班，約佔全轄區內蔬果產銷班半數以上，未

來本場仍繼續輔導產銷班申請，更期望吉安鄉

安全用藥示範區之吉園圃班可供做其他鄉鎮之

典範，促進其他班員之參加意願。

 

▲陳主委於99年1月19日視察及安鄉蔬菜產銷班運作狀況，勉勵

農會使全鄉皆為吉園圃產銷班，終於在99年12月6日達成目標

尚好臺灣米　營養健康一度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於本年度推動

「提振國產米食」措施，期望帶動全民攝取米

食風潮，以提升糧食自給率，改善國人飲食結

構失調，促進農村經濟，減少休耕面積與財政

負擔，並維護國人飲食健康。

稻米的營養價值豐富

稻米含75％醣類（碳水化合物），可提供

人體主要能量來源；相較於其他榖物，稻米不

需經過磨粉、額外添加油脂及糖、發酵、烘焙

等多重精緻化的加工過程，直接脫殼成米粒就

可烹煮食用，營養損耗低，符合節能減碳原

則，適合各年齡層族群食用。稻米含約6%～8%

蛋白質，米蛋白質為植物性蛋白質，蛋白質利

用率及消化吸收率均較其他榖類蛋白質更高，

必需胺基酸含量豐富，以米飯為蛋白質來源所

攝取的動物性脂肪相對較少，對心臟、血管較

不易造成負擔。

加工技術創造米食新價值

因應國人對健康議題的重視，農糧署近年

來已委託進行多項米食多元應用與保健機能開

發相關研究計畫。包括利用加工技術及膨發製

程開發出適合腎臟病或具蛋白質 代謝障礙病

人食用之米點心；以人體試驗證明純在來米製

作的蘿蔔糕、碗粿，直鏈澱粉含量低，攝食後

對人體具低血糖表現，升醣指數較低，符合現

代人保健需求。

多吃一口飯，健康一度讚

行政院衛生署建議一般成年人每日醣類

攝取量宜占總熱量之58～68％、蛋白質10～

14％、脂肪20～30％，而根據營養調查結果，

發現我國成人醣類攝取量僅有約50％、脂肪則

為34％，醣類的攝取比例嚴重不足、脂肪攝取

偏高，膳食結構明顯失衡，增加米飯攝取，不

但能獲得足夠碳水化合物，同時搭配適度食用 

蛋豆魚肉類，減少飲食中動物性脂肪及過度加

工食品，更符合均衡營養原則，在地栽培的國

產米，絕對是最健康、最環保、也是最美味的

主食來源。

稻米是我國主要的經濟作物，經統計，每

人每年增加1公斤白米消費量(約等於每天多吃

一口飯)，就可減少5,600公頃農地休耕，提

昇稻榖產值6.87億元，提高綜合糧食自給率

0.24％，除了國民健康外，更幫助增加農民收

益及促進臺灣稻米產業永續發展。資料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特別聘請東華大學黃琡雅老師教授伴手禮包裝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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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出擊！地方農產變身人氣伴手禮

本場為輔導羅山有機村產業群聚發展，加

強在地農產品行銷以增加農村副業收入，特於

3月11日在花蓮縣富里鄉農會碾米廠2樓辦理

「100年度羅山有機村經營管理教育訓練」課

程，引發有機村村民巧思，設計、包裝行銷在

地農特產品，使農產品變身為精緻又具特色的

伴手禮，以提升有機村多元發展，並藉由開發

地方特色伴手禮，推廣行銷有機村的特色與珍

貴農產品。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是全國頗負盛名的有

機村，在本場的積極輔導推動下，羅山村與鄰

近的東里村、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豐南

村共同形成產業群聚的有機村聚落，為推動有

機村的發展，輔導有機村從產業面、生活面及

生態環境的維護積極努力，以多元化經營營造

有機村的生活與環境，並使造訪有機村的旅客

在體驗有機村自然珍貴的環境之餘，還能帶走

有機村天然純樸的特色農產品，也增加村內的

經濟收入。因此本場舉辦「100年羅山有機村

經營管理教育訓練」系列課程中，聘請東華大

學藝術與設計學系黃琡雅老師指導在地村民設

計包裝伴手禮。本次教育訓練報名相當踴躍，

共計有46人參與，透過課程概念的引導，從消

費者觀點、感受以及美觀、方便攜帶角度思

考，設計產品的風格與形式、包裝及行銷策

略，提升農產品價值變身為伴手禮，冀能結合

農村的特色文化，營造有機村特色產品，並增

加農村副業的收入，豐富有機村的生活並提升

有機休閒旅遊產業發展。

藉由伴手禮的包裝、銷售與推廣，村民可

以將在地的文化元素與有機產業結合，將有機

村的概念傳達給更多的人知道，並增加有機村

發展與收入，豐富有機村的多元經營。

▲學員踴躍參與、認真聽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