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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7月16日上午11時在本場大禮堂進行「新、卸任場長交接暨

宣誓典禮」，典禮由農業委員會副主委胡興華親臨主持交接儀式，本場

歷屆場長謝順景博士、林俊義博士、林信山副場長及轄區各級農會總幹

事等眾多貴賓與本場全體同仁蒞臨觀禮，場面熱烈隆重。

在胡副主委監交下，新任場長張致盛博士由卸任場長陳榮五博士

手中接下印信，具交棒傳承意味；接著由新任張場長就職宣誓，並由卸

任陳場長、新任張場長及來賓致詞。

胡副主委致詞時表示：今天非常榮幸來到台中區農業改良場擔任

新卸任場長的監交工作，首先代表農委會向陳場長致意，特別感謝他在

過去多年的農業生涯當中對國家農業的貢獻，陳場長在過去的服務和表

現一直讓所有的長官、農民、同仁受肯定。新接任的張場長，他在台中

場時間也非常長，在果樹試驗研究與推廣方面非常有績效；台中場真的

非常的棒，有綠色樹木草坪，還有很美的花卉，讓人覺得非常舒服，這

麼好的工作環境，這都是過去陳場長、新任張場長和所有同仁一點一滴

的耕耘做出來的，今後張場長接任後，我也希望能夠在過去既有的基礎

之上，更加發揚光大，台中場是中部地區非常重要的農業基地，未來需

要台中場努力配合支持的地方很多，我們也希望各位同仁能夠支持新任

張場長把我們改良場的業務做得更好，把中部地區農業推廣的更佳，讓

台灣農業能夠深耕發展。

卸任陳場長致詞時語帶哽咽的表示：15年來非常感謝同仁的幫忙

協助，還有農業界不管是中央農委會、縣市政府及各級鄉鎮農會、公

所、農民對本場的幫忙真的很多。農委會九年前開始做試驗研究的評鑑

到去年已經做了3年，本場都是獨佔鰲頭，行政院的服務品質獎，農委

會的試驗單位只有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和我們台中場得到這個獎，所以相

當不容易。中部地區四縣市是台灣農業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是農業

產值 高的地方，農民比較賺錢因為利潤比較高，所以自主性比較強，

因此，這個地方非常重要，非常感謝主委這次能夠由場裡的同仁來接替

場長這個位置，因為能夠熟悉中部地區這個環境，馬上可以接下去工

作，由張場長來接任相信這個場會繼續的發展下去，台中地區的農業也

會繼續的發揚光大，講了太多也是離不開感謝，再次謝謝各位的幫忙、

協助及關心。

新任張致盛場長致詞時表示：感謝陳場長這15年來為本場的無私

的奉獻與努力，在陳場長的領導之下，本場近年來在各項試驗研究及推

廣工作均得到亮麗的成績，這豐碩的成果也是本場所有同仁共同打拼的

努力成果。本場在歷任的場長包括剛卸任的陳場長共同努力之下已有

堅實的基礎，未來如何在堅實的基礎之上推展工作，以下4點與大家共

同來努力：

精進試驗研究：
區農業改良場的定位是地區農業應用試驗研究與推廣，試驗研發

是技術成果推廣的根基，有研發才有成果，有成果才能推廣，所以研究

是根本。精進試驗研究方面本場將加強培養同仁的專業智能，建立同仁

專業信心，由同仁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本場整體團隊的成果。其次是研

究計畫的整合，在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之下，今後計畫「貴在精而不在

多」，建立階段性重點目標深入的研究，並藉由績效管考制度，使計畫

能在預期的時程得到具體的成果，供產業運用。

提昇服務熱誠與品質
農業改良場存在的目的乃在於服務農民、幫助農民。本場除依現

有機制隨時主動利用各項農業資訊與電子傳播系統，提供 新農業訊

息，以縮短服務零時差外，面對農民需求時，務求每位同仁都是一線服

務人員，體認服務就是快樂，熱誠服務。服務面的擴大也是未來提昇服

務品質的關鍵，由於產業的進步，農業不再是僅有個別農民的生產，農

企業的投入使得產業更加多元化，農產品銷售對象更是遍及社會各階

層，所以農民、產銷班、農企業及廣大的消費者都是服務的對象，才能

滿足農民與社會大眾的需求。

加強整合與交流合作
整合包括資源、觀念及行動的整合，今後本場的整合與交流合作

包括內部的整合與外界的交流合作。內部的整合主要是橫向領域內與不

同領域之間的整合，縱向是由研發、技術推廣與產銷輔導的整合，整合

全場的觀念與力量，將有限的資源能得到 具體的成果。在陳場長及歷

任場長的規劃與努力之下，本場與國內外相關機構間的交流互動一向極

為密切，與外界的互動合作不但可以增補本場之不足亦可藉由彼此交流

與合作，引進各種新穎及更具競爭力之技術與觀念，擴大同仁的視野，

增強同仁的研發實力，提昇本場研究水準。

塑造本場特色
本場三次的研究機構績效評鑑，都得到 好的成績，但是和委員

詢答的過程當中，委員問說：「貴場什麼都表現很好，那什麼是貴場的

特色」，是作物育種、是智慧財產技轉或是技術推廣，或許什麼都很好

就是我們的特色，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需由本場同仁共同來撰寫。希

望能在一般的推廣與服務之前統合出本場的研發主軸，由此主軸之施行

再塑造出屬於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的特色。在確定接任本場場長後一直在

思考，如何把這個場帶的更好，今後將秉持「踏實」與「執著」的精

神，繼續帶領本場成為 優質的區農業改良場，希望所有同仁與我共同

攜手努力，相信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將是各位無悔的選擇。

禮成後，參加典禮的貴賓及全體同仁大合照留念，本場全體同仁

列隊歡送卸任陳場長離開，大家離別依依，心中萬分不捨，同仁眼角泛

著淚光，場面感傷，離開前並由張場長代表全體同仁致贈鮮花給卸任陳

場長，祝福陳場長榮退後身體健康，海闊天空，有更精彩的人生。

文圖／曾康綺、張惠真、許榮華、蔡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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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張場長致盛博士卸任陳場長榮五博士 農委會胡副主任委員興華主持監交 本場全體同仁列隊歡送卸任陳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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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品分級包裝是實施商品化方法之一，在行銷策略中除了產品、

價格、通路、促銷推廣之外，包裝是產品策略中一大要素，優良的包裝

設計與產品組合可達到吸引消費者目光，並刺激購買慾望之效果，為了

讓農民團體與產銷班由競賽活動互相觀摩果品包裝創意，本場6月17日

於大禮堂舉辦「台中區果品包裝達人創意競賽」，以當季盛產之葡萄、

梨、荔枝、番石榴為包裝素材，參加對象為農民團體可報名參加以四項

果品為材料之組合果品組，果樹產銷班可參加單項果品組，組合果品組

參賽單位有神岡鄉等28個農會，單項果品組有新社鄉果樹產銷班等36

班，由本場邀請到農產品行銷、包裝設計之專家與消費者五人擔任評審

委員，評審委員依包裝創新、實用性、地方特色、行銷發展潛力、生態

環保等項目評分。

經過評選後組合果品組創新包裝獎由信義鄉農會贏得冠軍，亞軍

為台中縣農會、竹塘鄉農會，季軍為二林鎮農會、水里鄉農會、竹山鎮

農會，優勝為社頭鄉農會。創意禮盒設計獎由秀水鄉農會榮獲冠軍，亞

軍為埔里鎮農會、大肚鄉農會、新社鄉農會，季軍為田尾鄉農會、神岡

鄉農會、二水鄉農會，優勝為草屯鎮農會。創意行銷設計獎由台中市農

會獲得冠軍，亞軍為大城鄉農會、埔心鄉農會，季軍為伸港鄉農會、田

中鎮農會、彰化縣農會，優勝為和平鄉農會。創意實用設計獎由石岡鄉

農會贏得冠軍，亞軍為芬園鄉農會、東勢鎮農會，季軍為大里市農會、

豐原市農會、中寮鄉農會。單項果品組創新包裝獎由大村鄉葡萄產銷班

第7班贏得冠軍，亞軍為秀水鄉果樹產銷班第1班、社頭鄉番石榴產銷班

第18班，季軍為大里市果樹產銷班第3班、埔心鄉葡萄產銷班第10班、

新社鄉葡萄產銷班第10班，優勝為豐原市果樹產銷班第11班、和平鄉梨

產銷班第10班。創意禮盒設計獎由信義鄉果樹產銷班第7班奪得冠軍，

亞軍為新社鄉葡萄產銷班第3班、信義鄉果樹產銷班第5班，季軍為新社

鄉葡萄產銷班第9班、東勢鎮梨產銷班第2班、二水鄉番石榴產銷班第25

文圖／陳世芳

班，優勝為竹山鎮果樹產銷班第8班、二林鎮果樹產銷班第2班。創意

行銷設計獎由水里鄉果樹產銷班第1班榮獲冠軍，亞軍為社頭鄉番石榴

產銷班第14班、東勢鎮果樹產銷班第92班，季軍為大里市梨產銷班第1

班、二林鎮果樹產銷班第12班、東勢鎮梨產銷班第3班，優勝為和平鄉

甜柿產銷班第7班、新社鄉梨產銷班第6班。創意實用設計獎由台中市果

樹產銷班第3班獲得冠軍，亞軍為新社鄉葡萄產銷班第8班、石岡鄉梨產

銷班第7班，季軍為新社鄉葡萄產銷班第12班、埤頭鄉果樹產銷班第1

班、埔心鄉番石榴產銷班第3班，優勝為新社鄉果樹產銷班第8班、和平

鄉梨產銷班第5班。得獎之作品除於本場6月18～19日試驗研究暨推廣成

果發表系列活動展示，得獎單位並於6月19日接受本場頒發獎牌與獎品

獎勵。參賽單位覺得在競賽中不僅激發創意思考，也將把作品實際運用

於果品之行銷包裝，為優質水果再加分。

文圖／陳世芳

台中區果品台中區果品包裝達人包裝達人創意競賽展新藝創意競賽展新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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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果樹產銷班第3班創意實用
設計獎冠軍作品荔枝寶寶

▲組合果品組創新包裝獎冠軍─
信義鄉農會八通關豐收禮盒

▲信義鄉果樹產銷班第7班創意禮盒
設計獎冠軍作品黑道葡萄

▲組合果品組創意禮盒設計獎冠軍─
秀水鄉農會秀水晶艷禮盒

▲大村鄉葡萄產銷班第7班創新包裝
組合獎冠軍作品黑匠葡萄

▲組合果品組創意行銷設計獎冠軍─
　台中市農會麵面俱稻果然好吃禮盒

▲水里鄉果樹產銷班第1班創意行銷
設計獎冠軍作品黑紫玉葡萄

▲組合果品組創意實用設計獎冠軍─
石岡鄉農會農情蜜意水果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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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5月1 4日 (幼穗形成

期)撒施0.3%芬普尼粒

劑(20公斤/公頃)防治二

化螟。示範區全期累計

使用3種農藥，本田期

進行2次病蟲害防治作

業，每公頃防治成本

(藥劑費＋施藥工資)為
9,350元。

另設置農民慣行施藥區，分別於曬田前、曬田後、幼穗形成期、

孕穗期及乳熟期各施藥1次；每次使用或混合不同藥劑來防治二化螟、

斑飛蝨及瘤野螟；累計慣行施藥區使用10種農藥，本田期進行5次病蟲

害防治作業，每公頃防治成本約為1萬9千元。將示範區與農民慣行施藥

區相比較，示範區減少3次本田期施藥作業、減少7種藥劑的施用及每公

頃節省9,650元的防治成本。

與會農民比較示範區及慣行施藥區，除了發現兩區的稻穗相當飽

滿及病蟲害均能得到良好的控制，而且示範區減少3次的田間施藥及1半
的防治成本。本場技術人員說明之際，會場不時傳出驚呼聲；農民發言

表示回去後要將這套病蟲害整合性的管理技術用到自已的水稻田，相信

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及自身的健康。

本場於6月4日假台中縣東勢鎮侯慶興農友高接梨果園舉開「高接

梨合理化施肥成果說明會」，由本場場長陳榮五博士主持，藉由說明會

之舉開使農友間互相觀摩切磋施肥管理技術，合理且經濟管理果園，在

維持果品品質前題下，減少營養劑及不當肥料支出費用，提昇梨農實質

收益。陳場長表示，梨為多年生之深根性作物，生育情形及養分吸收之

難易深受土壤酸鹼值、土壤有機質及有效性養分含量多寡等肥力與理化

特性影響。每一個耕地土壤肥力狀況不同，所需管理措施、肥料種類和

施肥量也不相同，一般梨農習慣於過量施用化學肥料，認為多施肥可提

高梨果產量及提早採收期，但梨樹不耐鹽害，在不瞭解果園土壤狀況下

施用大量速效性化學肥料，容易導致土壤酸化、養分不均衡，進而使植

株生育失調，降低果實品質及縮短梨樹經濟生產年限，努力付出卻得不

到相對的報酬，實在可惜。

目前東勢農民慣行栽培梨樹每公頃的施肥量約為氮素308公斤、磷

酐200公斤、氧化鉀205公斤，其施用肥料量較合理化推薦量為多，果實

肥大期時新梢仍在生長，須用高磷鉀肥料或其他藥劑抑制新梢生長，促

使葉片老化將養分提供果實肥大，既浪費錢財、勞力又無法提昇品質。

因此在高接梨園施肥前建議先將果園土壤採樣送請農改場等單位，用科

學方法分析土壤性質進行診斷分析，以針對土壤狀況及梨樹生育階段調

整施肥，才能充分發揮肥料的效用，維持高接梨應有收益與減少環境污

染。

合理化推薦高接梨施肥作業大致可分為土壤改良、基肥及追肥三

大部份；土壤pH值5.5以下強酸性土壤及有機質含量在3.0％以下果園應

進行土壤改良作業，方法為施用基肥前20-30天將土壤改良資材（石灰

資材每公頃用1000-1500公斤，有機質每公頃6000-12000公斤）撒施於

果園，再翻耕入10～30公分深土層中，直到土壤pH值達到6.0以上及有

機質達3％以上可暫停施用；基肥於高接作業前1～2個月施用，應占全

年度肥料量氮肥40%（氮素每公頃80-100公斤）、磷肥100%(磷酐每公

頃150-170公斤)、鉀肥40%（氧化鉀每公頃80-100公斤），以環狀、條

狀等方式開溝20～30公分深，施入肥料後用土覆蓋，可以促使新根向

土壤深處生長，若僅撒施於土壤表面則會誘使新根往地表生長，日後

根部容易受乾旱、高溫等環境逆境影響發生缺水、萎凋等生育不順現

象，較難生產高品質果品，且地表氮、鉀肥容易分解流失，造成環境污

染及肥效損失；追肥分一至三次施用，施用方法為土壤濕度60-70％含

水量時，將肥料淺溝施入土內或施用於土壤表面即可；施用量為：幼果

生育期：氮肥30%（氮素每公頃60-75公斤）、鉀肥10%（氧化鉀每公頃

20-25公斤），果實肥大期：氮肥20%（氮素每公頃40-50公斤）、鉀肥

40%（氧化鉀每公頃80-100公斤）；果實採收後：氮肥10%（氮素每公

頃20-25公斤）、鉀肥10%（氧化鉀每公頃20-25公斤）。

梨樹每公頃推薦化學肥料施肥量為氮素200-250公斤、磷酐150-170
公斤、氧化鉀200-250公斤，較農民慣用施肥量節省氮素58-108公斤及

磷酐30-50公斤，施肥成本每公頃約減少2200-3950元，且可避免為了抑

制新梢生長而噴施植物生長調節物質，減少藥劑殘留問題，生產安全果

品，並使土壤環境更健康，植株生育良好，維持良好果實品質及延長梨

樹經濟生產年限，可供農民栽培梨樹時之施肥參考。

推 廣 活 動 專 欄

高接梨高接梨合理化施肥成果說明會合理化施肥成果說明會
文圖／徐錦木、廖萬正

▲6月4日在台中縣東勢鎮辦理高接梨
合理化施肥成果說明會

▲廖研究員萬正在梨園內為農民現場解說 ▲農民參觀合理化施肥梨園 ▲果實採收前農民慣行施肥區(圖左)葉色濃
綠色合理化施肥區(圖右)葉色轉黃綠色

預防重於治療是作物病蟲害管理的 高指導原則，如何輔導農民

洞燭先機，精準地掌握水稻有害病蟲的防治時機，合理、簡約地使用化

學藥劑，俾以維護水稻生育及健康的農業環境，是本場同仁持續推動的

業務。本場於7月1日假彰化縣秀水鄉莊雅村召開「水稻台中秈10號病蟲

害整合性管理示範觀摩會」，邀請轄內鄉鎮農會、公所人員、稻米產銷

專業區業者及稻作栽培農民計280人出席是項觀摩會。觀摩會當日一掃

連日的酷熱，徐徐涼風吹來，帶動農民踴躍參與，紛紛表達對於觀摩會

成果的期盼。

農民慣於憑藉經驗或人云亦云來決定水稻病蟲害的防治對象及防

治時機，常會過早或延遲施用化學藥劑，並增加防治成本。本場技術團

隊整合多項病蟲害管理技術，育苗箱階段施藥預防本田期病蟲害，本田

期導入蛾類害蟲性費洛蒙監測技術及田間定期調查，據以決定需要防治

的病蟲對象及掌握 佳的防治時機，另以撒施粒劑取代噴施藥液 (目的

在降低施藥工資)，必能作到農藥減量及節省防治成本。

本次觀摩栽培品種為北彰化主要的台中秈10號，於第一期作容易

遭受二化螟、斑飛蝨及紋枯病的危害。示範區秧苗於插秧前1天，育苗

箱施用0.3%芬普尼粒劑(80公克/箱)預防本田期二化螟，插秧後田區懸

掛二化螟及瘤野螟性費洛蒙誘蟲組監測蛾類的族群動態，每週調查1次
誘集蛾量，並於孕穗期開始調查斑飛蝨發生情形。曬田前無需施用藥

劑，直至曬田後(插秧後49天)撒施1.5%福拉比粒劑預防紋枯病(20公斤/
公頃)。性費洛蒙誘蟲組約於5月8日起誘集到較多的二化螟成蛾，因此

水稻台中秈10號病蟲害整合性管理示範觀摩

文圖／廖君達

▲洪秘書主持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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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

每年都期待農曆新年的到來，除了可以放長長的年假、看到許久

未見的親戚， 想念的總是一道道一年只吃得到一次的年菜，現在過年

嘴裡吃著年菜心中總是會有一絲絲遺憾，而心思總會不經意的飄到回憶

裡。

我們家是大家族，奶奶總會率領五位媳婦的娘子軍，指揮我們這

些小兵小將來餵飽我們這二十幾張口，前幾年奶奶身體還硬朗的時候，

都是媽媽們親自張羅食材親手製作，每次採買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搬回

來，不管是年糕、蘿蔔糕到雞捲、菜捲，都是親自一籠籠炊出來一捲捲

包出來的，看著媽媽們在狹小的廚房裡忙進忙出，火爐上的蒸籠冒出陣

陣白煙，空氣中彌漫著食物的香氣，我都感到過年真的非常幸福。

我們年紀還小時能幫的忙有限，有時頂多跑跑腿，負責清洗善後

工作，但這怎能滿足我們呢?所以媽媽們為了讓我們有事做，就會讓我

們動手包雞捲，在包雞捲的時候就常常懷疑，明明雞捲裡就沒有包雞肉

那為什麼要叫雞捲，奶奶就告訴我們雞捲是因為閩語「雞」與「多」諧

音，希望來年福氣和財富都可以愈多愈好，所以過年才要包雞捲，這才

讓我們這些傻傻的小孩恍然大悟。

我們家的雞捲跟外面不一樣，我們不是用豆皮當外皮我們是用豬

的橫隔膜，小時候還不懂事總覺得這薄薄一片白色網狀的東西好漂亮，

我們灑上一些太白粉再鋪上網膜再把調味好的肉餡排成長條，把它捲起

來後切成8公分長的長條型，放進太白粉裹粉後下油鍋炸，剛炸好的雞

捲咬一口裡面肉汁四溢，雖然很燙口但是我們都寧願冒著危險也要馬上

吃，家裡只要路過雞捲的人總會隨手拿一條去吃，所以雞捲常常到要拜

拜前就快被吃光了，氣得奶奶下〝封口令〞不准大家再這樣無止盡的吃

下去，現在回想起還是覺得很有趣。

如今奶奶的身體不復往前硬

朗，媽媽們也覺得自己做年菜比

較麻煩，現在都直接叫外面的餐

廳送外燴進來吃，就算年夜飯菜

色是山珍海味難得一見的食材，

吃在嘴裡總是少了親切感少了難

以形容的情感，雖然過年的團圓

年夜飯依舊是大家搶食的場景，

但是以前熱騰騰年夜飯的美味卻

只能在記憶裡回味了!

「故事料理」

食物不僅供我們飽腹、提供營養，共享食物更是人與人心靈交

流最快的方法。在我們成長過程，有許多料理是扮演著傳遞親情間

微妙關係的角色，離開家鄉的遊子，會想起小時候阿嬤或媽媽的一

道菜，或特殊地方小吃，或配合當地特殊節日、時令、民俗人文、

歷史之特有的飲食。外來遊客亦可以感情、情緒去感受食物，藉由

食物認識許多地方的風土人情。

因此，本場在98年度辦理「故事料理」徵文比賽，作者以料理

為主題，寫出一道菜背後之動人的故事，共評選16項優勝作品，將

在本年度陸續刊登，與大家分享有故事有感情的料理。

故 事 料 理 專 欄 故事料理系列-8

各位農民朋友，您知道土壤中潛藏著致病的細菌嗎? 民國98年8月
莫拉克颱風為南台灣帶來近50年來 大的雨量，除了造成農業損失之外

同時也造成台南、高雄地區十幾位民眾感染類鼻疽。究竟什麼是類鼻

疽? 又要如何預防呢?
類鼻疽是一種人畜共通的疾病，發病時的主要症狀有發燒、疲

倦、全身無力、咳嗽，嚴重者會引發肺炎及敗血性休克， 後死亡。此

疾病由類鼻疽伯克氏菌(Burkhoderia pseudomallei)所引起，這種細菌在

含水量大於10%的土壤中容易生存，主要的傳染模式是藉由接觸或吸入

含有此菌的土壤或水。

類鼻疽主要流行區域是緯度20度以內的熱帶地區，盛行於東南亞

國家。在台灣，發生群聚感染的時間點通常在颱風過後，這是因為颱風

帶來的豪雨會沖刷土壤使細菌露出表面，而且豪雨容易造成居家環境的

淹水和淤泥堆積，因而增加民眾接觸病菌的機會。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免疫功能不佳或皮膚外傷者為此病菌的好發族群，隨著國內農友年

齡層逐漸升高，而且許多農友都有打赤腳下田耕作的習慣，這些因素都

會提高感染的機率，此疾病的預防觀念顯得更加重要。

近年來台灣的類鼻疽感染頻率有增加的趨勢，2005年海棠颱風與

泰利颱風帶來的豪雨將土壤下的類鼻疽菌沖刷出來，造成二仁溪流域類

鼻疽病例增多，流行區域包括高雄縣茄萣鄉、湖內鄉、台南縣仁德鄉、

台南市南區，40個病例中有8人死亡。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過後，高雄

縣左營區、楠梓區出現10人群聚感染的個案，其中1人死亡，台南市出

現6人群聚感染的個案，其中1人死亡。

 面對此一傳染病的威脅，各位農友只要抓住幾項要領，就能減少

被感染的機會: 一、耕作時盡量穿雨鞋和手套，避免皮膚或傷口接觸土

壤，也要避免吸入污水，特別是颱風豪雨過後更要注意。二、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及皮膚外傷者，應避免接觸污水或淤泥。三、若出現疑似症

狀儘快就醫，並告訴醫師是否曾接觸污水或淤泥，有助於醫師正確診

斷。

新 知 專 欄

文／張瑞炘　圖／疾病管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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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瑞炘　圖

颱風豪雨颱風豪雨過後慎防過後慎防類鼻疽類鼻疽感染感染
             下田不忘             下田不忘穿雨鞋穿雨鞋

圖1及圖2  類鼻疽伯克氏菌(Burkhoderia      
pseudomallei)電子顯微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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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運多多 財富滿滿-雞捲
文／秀水鄉農會推廣股  白心怡

材   料：豬絞肉400公克、魚漿100公克、胡蘿蔔100公克、荸薺100公克、

豬網油2張、蔥花少許、蛋1個、蝦米10公克

調味料：太白粉1大匙、味素1/2小匙、沙茶1大匙、蒜頭20公克、胡椒粉

0.5大匙

作  法：

1. 胡蘿蔔切絲、蔥切成蔥花，荸薺、蒜頭以刀背敲碎。

2. 將豬絞肉、魚漿、胡蘿蔔絲、荸薺、蔥花、蛋、蝦米加入味

素、沙茶、蒜頭、胡椒粉攪拌均勻。

3. 桌面灑上一層薄薄的太白粉，網油剪成適當大小鋪在桌上，將

拌好的肉餡放在網油上包成直徑3公分長8公分長條狀。

4. 包好之肉捲均勻的沾上太白粉，下油鍋以中火油炸約5分鐘，稍

攪拌以免黏鍋，當表皮金黃即可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