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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場、農糧署南區分署與臺灣種苗

改進協會主辦，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

全國廚師職業工會聯合總會、臺南市廚師

職業工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單位共同

協辦的「2016臺灣瓜果暨米食嘉年華」，6
月4日 (星期六) 在本場新化場區登場。今年

活動日雖然是上班日，仍吸引了約4,200位

民眾前來參觀，活動吸引力之強，約6點半

就有人前來大門口，讓工作同仁有些措手

不及。參訪來賓除了一般民眾外，友場及農

會等農業機關人員亦共襄盛舉，較醒目的

參訪團體是「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研

究所」，由教授率領各地農業相關精英學生

來場觀摩，與展示 (售) 攤位進行採訪與互

動，激盪出農企業永續生存的火花。

四位立委會集，展現親民風範

 葉宜津、周陳秀霞、陳亭妃、黃偉哲等

4位立法委員，於上午開幕時段紛紛前來。

立委們散發高度親民風範，沿途不停地向參

展攤位與民眾親切問候，本場王場長、林秘

書及其他同仁也陪同協助解說，致詞時均肯

定農業具有穩定社會安定的莫大效益。農糧

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署長、臺南醫院莊分院

長仁賓、農友基金會陳龍木董事長、種苗改

進協會施辰東理事長等也依序致詞，表示瓜

果搭配米食進行推廣，相得益彰。

前農委會主委陳保基教授雖然於年初

已卸下主委重擔，回學校擔任教職，仍一秉

過去對瓜果節的支持，特地撥空前來關心活

動，尤其在青年農民展售攤前，殷切地鼓勵

這些農二代，讚許他們是臺灣農業的希望。

莊分署長的心聲，老天有感應

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署長，藉此機

會宣導將在本 (105) 年第2期作，於全臺選定

6個地區，試辦稻作「對地現金補貼」與保價

收購制度並行的新制，農民可以選擇依農地

面積接受政府現金補貼，不用繳交公糧，給生

產優質稻米的農民多一項選擇，藉此提升產

業的競爭力與農民的收益，共同創造雙贏。

文／  黃圓滿、楊藹華、朱詠筑、劉依昌、許涵鈞
圖／ 黃圓滿、黃鵬戎

1  前主委陳保基關心青年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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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天空飄來些許烏雲與小雨絲，似乎

要為連日高溫的天氣消消暑，工作同仁私下

竊喜終於可以降溫，莊分署長一見似乎快變

天，急忙道出「…陰天就好，待一期水稻充份

成熟、收割後，再降下遲到的梅雨…」。顯然

莊分署長的誠心上天感受到了，本日整場活

動下來，時晴時陰，民眾紛紛拿起立委們貼

心致贈的手搖扇驅趕暑熱。

嘉賓致詞-肯定、期許與感謝

臺南醫院新化分院莊分院長仁賓，以

醫師的角度，肯定了苦瓜與絲瓜的食用價

值。這些新鮮在地的瓜果，都是很棒的食

材，熱量低、富含豐富水份、維生素、礦物

質與膳食纖維，雖然屬性偏寒涼，卻最適於

高溫炎熱的夏季食用。

農友基金會陳龍木董事長表示，近年

氣候變遷、冷熱異常，農產品產量不佳，影

響農民收益，新上任的長官勤政且愛護農

民，農業主管機關應多撥些經費研究抗逆

境的品種。希望各位立法委員幫忙督促成

立農業部，使農業發展的力量更大、研發技

術更進步。

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施辰東理事長則以真

誠、感恩的心，對於農糧署提供經費補助，

以及農友基金會贊助獎金給予致謝；感謝臺

南場工作同仁的努力，更謝謝參訪貴賓之共

襄盛舉，使得今天的活動更加精采，日後之

瓜果產業與米食文化得以更為蓬勃發展。

主題佈置區非「傑克的豌豆」

今年以東亞地區較常見的「絲瓜、苦

瓜」為行銷主題，將形形色色的絲瓜與苦

瓜等材料佈置成特色造景區，仍是最吸睛

的拍照背景。絲瓜與苦瓜通常給人在地鄉

土味的觀感，為了呈現此等濃濃鄉土味，場

區規劃2處棚架，但不要以為棚架上的瓜是

「傑克的豌豆」翻版，一夜之間就可竄長。

植株於活動前75日開始育苗，先假植

於軟盆中，待植株藤蔓伸展時再定植，定植

後隨時將不乖乖向上攀爬的藤蔓，調整好

角度，用夾子固定。絲瓜生長迅速，種下2
週後，藤蔓已經達棚頂，苦瓜生長勢較緩，

大約晚了1週。隨著植株發育，黃色花朵隨

風搖曳，也招引難以計數的瓜實蠅來繁殖

後代。為了確保活動日棚架上有足量的瓜，

活動日前2週，逐日檢視小瓜，將被瓜實蠅

蹂躪過的幼瓜剪除，逃過一劫者暫時套上

網袋，以避開瓜實蠅的覬覦。

隨著活動日逼近，絲瓜植株很霸氣地

將蔓與葉占了大面積棚面，苦瓜植株就斯

文多了，只佔了約1/5的棚面。在花藝老師

精心設計下，15位工作同仁齊力搬來各式

道具佈置，猶如揮魔法棒一般，5個小時內

4株約8尺高的斑葉欖仁依樹形高低就位，

2  種苗業者展示區之參訪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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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苦瓜已經流行多年，新鮮感較低；

蘋果絲瓜則是近3年竄起來，也曾以“西瓜

絲瓜”來稱呼。在幾百年來以長形絲瓜為主

流的市場上，變身為圓形後，一般民眾感覺

相當新鮮，話題性十足。

客家俚語「菜瓜沒刨皮被罵，苦瓜刨皮

也被罵」；臺語俗諺「瓠仔幼幼，沒削人也

嫌；苦瓜花花，削皮人也唸」，新手媳婦不

熟悉處理方式，難免遭來婆婆叨念，隱藏於

此些俚語背後，顯示這些瓜在東亞地區的

普遍性。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絲

瓜、苦瓜」屬於寒涼性蔬菜，正適於盛夏時

期食用。但是請記得-苦瓜不削皮，絲瓜要

削皮-才會得人疼！

海報與實物展示增見聞、長知識

苦瓜與絲瓜是夏天消暑好食材，市場

上僅見得到傳統品項，然而臺灣的作物育

種能量強大，品種已經多樣化，如會場上展

示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育成的山苦瓜品種─

花蓮1、2、3、4、5、6號；種苗公司提供的

小月、白蘋果、綠蘋果…等8個苦瓜品種以及

阿俊、美人、蘋果絲瓜..等4個絲瓜品種。除

鮮食外，加工產品也多元化，如山苦瓜茶、

絲瓜化妝水、絲瓜面霜以及絲瓜絡裝飾品 

(如燈罩、豬寶寶)，以實物搭配海報介紹，

讓參訪民眾增進見聞。

除了展示絲瓜、苦瓜之品種與加工產

品，也將「絲瓜褐化原因」、「減少絲瓜褐

化之處理」、「苦瓜為何會苦」、「減低苦

味之處理」等知識，以深入淺出的簡明敘述

製成海報，多數民眾看完海報第一時間的反

應，往往是：「喔，原來如此」！

壯丁們固定好涼亭主幹，上方覆以稻草，鄉

土味十足的涼亭就大功告成。亭下四週的

矮圍籬，襯以色彩多嬌的草花，綠意盎然的

秧苗上，載滿瓜果的木製「5分車」展現了

在地、新鮮、豐收與滿足。

絲瓜、苦瓜-為難新手媳婦

8家種苗公司展示 (售) 的特色蔬果品

種，讓參訪民眾長長見識。世界上除了長形

絲瓜外，也有圓形的絲瓜；除了白色與綠色

苦瓜外，也有橙色的苦瓜。這些近似圓形的

絲瓜與苦瓜，往往就冠上了「蘋果」二字來

形容，民眾好奇：「吃起來像青蘋果還是像

五爪蘋果？」。真的是想太多了，物種不會因

為取了個偏名，本質就會完全變樣。近圓形

的絲瓜，吃起來還是

絲瓜風味，不過，

鮮甜味更增高了；

近圓形的苦瓜，吃

起來還是苦瓜風

味，但是苦味已被

改良到幾乎不見了。
4  3年前引發熱烈討論的蘋果

絲瓜，也有人叫它西瓜絲瓜

3  主題佈置區，呈現祥和與豐饒之意象，為拍照的
最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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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瓜果節-粽子、蝦仁肉圓與絲瓜水餃

端午節就在5天後，最應景的米製食品

莫過於「粽子」。拆去綁繩、撥開粽葉吃粽

子，多簡單的事，但是要將糯米與餡料包裹

成粽，可不是一般人做得來的。米食DIY活

動應景地推出「綁粽子」體驗，現場報名瞬

間額滿。雖然高手在民間，惟十指不沾陽春

水的現代人多了，七手八腳忙成一團，現場

一片喧囂，總算在一旁高手指導下，完成了

一顆有自己味道的粽子，就算外型醜了些，

自己包的最好吃。未於當日體會到如何綁粽

子的民眾，也能在本場Youtube官網，跟著

官田農會家政班姐姐們的製作步驟，逐步

學到綁粽子的技巧。

下午場為「蝦仁肉圓」DIY教學。為了

這個深具臺南風味的「蝦仁肉圓」DIY教

學，事先邀請高王玉華老師將製作步驟拍

攝成影片，除了現場反復播放外，還上傳本

場Youtube官網，提供民眾學習應用。影片

中以純素內餡 (香菇、杏鮑菇、蒟蒻蝦仁等) 
來呈現，有別於絞肉加蝦仁的傳統內餡，提

供了不同飲食習慣的民眾，更多元的選擇，

在發揚光大

傳 統 米 食

的多樣食用

型態之餘，

也間接地行銷

府城古都道地小

吃。高王玉華老

師以親切的臺南

腔，提點著要注意的眉角-「沾醬，就是醬油

膏，材料用醬油、香油、胡椒粉、甘草片，

還有一些冰糖 (註：果真是臺南口味)」；

「在來米浸泡一小時後，用‘ㄍㄡˇ’汁機

打成米漿，…」；「臺南的肉圓，就是用手 

(來形塑)，舀一湯匙在來米漿 (於漏斗底) 鋪
好，再放 (餡)料，…手指會黏，用水就可以，

手指沾水後，手指頭‘ㄋ一’來，把肉圓取

下…」。搭著「安平追想曲」背景音樂，讓人

不得臆測，當初那個荷蘭船醫想必真的在海

上遇到風浪，不然，就衝著這美味的府城小

吃，早就該回來了。

「瓜果搭配米食進行推廣，相得益

彰」，這句話真的不是場面話，究竟是如何

的「相得益彰」法？話說記者會當日，會場

上出現一盤外觀普通到不行的水餃，然而，

農糧署南區分署黃怡仁副分署長卻道出此

盤水餃的不平凡，那是「絲瓜水餃」！內餡

用絲瓜已經是少見，更令人驕傲的是，水餃

皮是國產米穀粉所揉捏而成 (不-是-麵-粉-

喔！)，此種親民的絕配，滋味一級棒，為米

穀粉的運用範圍拓展了另一片天。

果雕亮點-鱷魚苦瓜、麒麟地瓜、南瓜小小兵

經過多年的果雕競賽，以西瓜刻牡丹

花的技藝，已經無法讓重口味的觀眾滿足

5  米食DIY綁粽子

6  蘋果苦瓜-
綠皮與白
皮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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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記者會上，

大師 級果 雕師

傅展現出高超技

藝，分別展示了

一流雕工的各式

作品。引起驚豔

的是苦瓜果雕作

品，有人說是迷

你版恐龍 (綠皮苦瓜)，有人覺得像放大版的

壁虎 (白色苦瓜)，經過向大師討教後確認-

那是鱷魚！雖然每個人直覺有些不同，不可

否認的，這些作品還真讓民眾開了眼界。除

了鱷魚苦瓜之外，師傅也發揮創意，將絲瓜

組成了帆船。麒麟地瓜則呈現高水準的格

調，不僅造型優美，雕工精緻，不明說還真

猜不出是地瓜所雕成。

然而最受歡迎的，則是一對可愛無敵

的南瓜小小兵。在記者會當日，小小兵就成

功搶下各媒體目光，博得諸多版面；活動當

日，許多參訪者一入場就問「小小兵在哪

裡？」，小朋友更是看得目不轉睛，非得家

長軟硬兼施，才能往下一個攤位前進。絲瓜

心裡很悶，苦瓜心裡也苦啊，「既生苦瓜，

何生南瓜」，今年南瓜明明是配角，竟然靠

著「小小兵」的萌樣，將主角們的風采都搶

光了。(註：去年的主題為南瓜)

青年農民-農的傳人、熱情十足

本屆活動也持續關注青年農民發展，

專程規劃並邀集雲林青農聯誼會、嘉義青

農聯誼會、臺南青農聯誼會以及嘉義縣精

緻農業協會，共同推廣青年農民的農特產

品，多位長官及立委也紛紛到攤位鼓勵青

農，提供關心與協助。

搭上本年度主題順風車，

嘉義青農聯誼會副會長-嘉義縣

布袋鎮青農溫偉毅，展售自家

種的苦瓜，果實飽水、晶瑩

剔透，散發著如羊脂白玉般

溫潤色澤，受到消費者的

青睞。嘉義縣精緻農業

協會則主打高品質果品，

如攤位上展示的耐熱洋香瓜

「臺南13號」，設施栽培不

僅成功率高，果面網紋細緻

勻稱，食感風味鮮嫩微脆甜

滋滋，適於禮盒水果市場，成為高溫期設施

栽培的必選。

青年農民果真年輕有力，熱情十足，

尤其是到了臺南青農聯誼會的展售攤位，

更能感受到這股

活力，使得才進入

「芒種」節氣，卻

似加溫到「小暑」

的感覺。不信，聽

聽這個高分貝的喊

話「00立委，臺南

青農愛您唷！」，

讓握手到這個攤

位的立委們，驚喜

之餘，嘴角上揚，

心 跳 加 速，體 溫

升高，眼睛更有神

了，紛紛自動拍照

合影。只能說，這

些騷 (少) 年們，還

真機智有前途。

7  創意巧思，苦瓜變身小鱷魚

8  精湛刀工 甘藷化為
瑞獸-麒麟

9  南瓜雕成小小兵 萌翻全場

10  活動日展示之精緻果品-臺
南13號洋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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