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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香瓜品牌新星…北極星
台南縣洋香瓜聯合運銷合作社通過品牌評鑑
台南縣洋香瓜聯合運銷合作社北極星品牌
洋香瓜，於95年10月2日辦理品質認證現場評核
工作，由嘉義大學呂明雄教授、桃園場鄭隨和
場長、苗栗場侯鳳舞場長、台中場陳榮五場長、
本場黃山內場長、農糧署李蒼郎組長、台北農
產運銷公司溫建國副總及省農會鄭少岳課長擔
任評審委員。評審項目包括田間作業、集貨場、
包裝場、設備與設施，並抽測規格及品質是否
符合標準。
台南縣洋香瓜聯合運銷合作社的洋香瓜向
來以分級嚴謹著稱，在批發市場頗負盛名，加
上合作社理事主席王楨傑先生年輕有活力，使
得該社洋香瓜的運銷價格一直維持在水平之
上。王楨傑先生並且在94年獲得「第一屆優質
安全洋香瓜競賽」光面瓜組冠軍及網紋紅肉組
季軍。此次為了申請品牌認證，合作社興建了
新的集貨場，令人耳目一新，而田間管理更讓
評審委員刮目相看。現場評核除了書面簡介、
簡報說明外，產銷班班員並示範該社洋香瓜進
出貨及分級包裝流程，呂明雄教授並指導應如
何改進動線規劃，社員也覺得獲益良多。

S北極星品牌禮盒及紙箱包裝
洋香瓜除了基本條件要有註冊商標、吉園
圃認證，其他評審標準尚有：果實每粒重1100
∼1800公克，每箱6∼9粒，甜度13度以上，適
度成熟，果形完整豐滿，色澤鮮麗，果粒堅實，
果面清潔，無斑點，無水傷，無病蟲害及其他
傷害。北極星品牌洋香瓜果實美觀整齊，生產
與運銷過程合乎標準，贏得評審委員一致的肯
定，通過審核。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S黃場長主持北極星品牌洋香 S評審委員赴田間視察生產管 S產銷班班員示範整個運銷處
理流程
理情形
瓜現場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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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場 農 業 快 訊
 第四屆(2006年)全國稻米品質競賽9月18日
於板橋市農會舉辦，評審結果後壁鄉黃崑濱
農友栽培之台農71號獲得冠軍，亞軍為池上
鄉台稉2號及竹塘鄉台稉9號，季軍為關山鎮
台稉2號、新營市台南11號及太保鄉台稉2
號，另取優勝4名含新港鄉，本區入選10名
內計有4名。（嘉義分場）
 2007台灣西瓜節第一次籌備會9月26日於雲
林縣政府舉行，會中決議以雲林縣體育館為
會場。本次活動增加西瓜烹調項目，委由台
南市及雲林縣廚師公會辦理。
（蔬菜研究室）
 今年度種苗節於12月23日及24日在高雄國
際花卉市場舉行，本場協助番茄主題區展
示。（改良課）
 本場依據種苗法接受農委會委任，負責執行
洋桔梗及金魚草品種權申請時的檢定工
作，洋桔梗已經正式檢定中，另「金魚草性
狀檢定」表已公告中。（花卉研究室）

 「台南地區作物合理化施肥講習會」10月份
預定辦理4場，分別為10月13日六腳鄉農
會、10月17日斗六市鄉農會、10月20日水上
鄉農會、10月27日莿桐鄉農會。（土肥研究
室）
 9月份農糧署舉行研商農糧作物及有機農產
品生產履歷輔導事宜會議，會中決議95年度
新增制定TGAP品項，本場負責長期葉菜類、
花生、甜玉米、有機長期葉菜類、有機花生、
有機大豆TGAP的制定。（農經研究室）
 自新港鄉採回番茄上銀葉粉蝨以20％亞滅
培可溶性粉劑4000倍進行試驗。調查結果顯
示，亞滅培處理者成蟲平均死亡率為95.5
％，無施藥對照組成蟲平均死亡率為0％。
（植保研究室）
 第五梯次漂鳥營「琵鷺營」活動將於10月31
日∼11月2日辦理。（推廣教育研究室）

檬果栽培區薊馬密度偏高、請農友注意加強防治
台南地區檬果採收後正值抽梢期，經調查
發現檬果園薊馬密度明顯偏高，新芽極易受到
危害，請農友加強防治，確保檬果葉片正常生
長。
現今檬果園之薊馬多數為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屬小型昆蟲，高溫
時期其繁殖速度迅速，薊馬取食時便造成果實
受害。小黃薊馬為銼吸式口器之昆蟲，蟲體極
為細小狹長，通常長度僅1mm左右，農友常忽略
它的存在。檬果正值抽梢期，薊馬會刺破幼嫩
葉片表皮，吸取細胞內汁液，因而破壞表皮細
胞。薊馬會集中於嫩葉葉脈處取食，密度高時

S檬果葉上之小黃薊馬

葉片葉脈呈褐色之疤痕，葉片皺縮變形，或呈
葉梢枯萎，葉片外緣呈燒焦狀，向上捲起。
現在抽梢生長的檬果枝條多數均為明年開
花的結果母枝，應注意新梢上病蟲害的防治。
為有效防治薊馬，避免造成新葉受害，必須把
握在新芽生長時防治，防治時應著重新葉部
份，每隔5∼7天連續施藥2∼3次。農友們可參
考植物保護手冊用藥，如48.34％丁基加保扶乳
劑1,000倍、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4,000倍、
9.6 益 達 胺 溶 液 3,000 倍 或 2.8 ％ 賽 洛 寧 乳 劑
4,000倍進行小黃薊馬之防治。
(文/圖 林明瑩)

S受小黃薊馬危害之檬果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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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優質文旦柚成熟了，味美又多汁！
炎熱的夏日即將過去，秋意日漸濃厚，又
是文旦柚飄香的季節了！文旦柚以其甜酸適中
的滋味與口感而廣受消費者的歡迎，是國人歡
度中秋佳節時不可或缺的應景水果，送禮食用
兩相宜，要品嚐國產優質營養、好吃的文旦柚，
嚐鮮正是時候。
今年文旦柚開花期正常，果實生長期雨量
充沛、日照充足，且生長日數夠，因此預期今
年文旦柚品質更勝往年。一般文旦柚果實最適
採收期通常於白露（9月8日）前一至二週左右，
因農曆潤7月關係，白露距離中秋節（10月6日）
時間較長，所以今年採後之文旦柚有更充足的
時間進行「消水」，使糖度提高、風味及口感
更佳。
文旦柚品質受植㈱樹齡大小及栽培管理之
影響，果實品質差異較大，因此，消費者在選
購文旦時，可先看果實形狀，以底寬而上尖，
呈短三角形者品質為佳；且用手托托看頗有沉
重感，重量約在400至600公克左右；果皮黃綠

ㄧ柚多吃

色、光澤、皮薄、油胞細緻及無病蟲害，且果
肉淡黃白色、無子、柔軟多汁甘甜、糖度達十
度以上者品質最佳。
文旦柚含有高膳食纖維、豐富的維他命C
及多種礦物質等營養素，是很好的健康食品，
多多食用更可
養顏美容助消
化！同時消費
者應打破文旦
柚為中秋應景
時令水果的觀
念，在日常生活
中也是不錯的
選擇，請大家多
享用國產美味
又 好 吃 文 旦
柚，營養又健
S今年文旦柚的品質極佳
康。
(文/圖 張汶肇)

健康柚更多！

歡度中秋佳節不可少的應景水果，除了文
適合，而且整粒果實都可利用。綠色的外果皮
旦柚之外，其實麻豆紅柚也是另一種不錯的選
可萃取精油，柚果精油含有十多種化合物，其
擇。麻豆紅柚的果實呈洋梨形，較一般文旦柚
中以檸檬精油含量最高，除了作為香料用，也
大且外皮較粗糙，成熟果皮呈黃綠至淡黃色，
可作為驅蟲劑及添加劑使用。肥厚的中果皮果
白色海綿層的中果皮為粉紅色，果肉鮮紅柔軟
囊可加工利用做成蜜餞柚皮糖。果肉除鮮食外
多汁，糖度8∼11度，貯藏
亦可加砂糖及蜂蜜熬
後品質更佳。目前栽種面積
煮成柚子醬，除了當成
約二十餘公頃，早期因栽培
果醬塗抹麵包外，也可
不易而逐年被農家淘汰，但
做成柚子茶飲用，獨特
近幾年因年輕的農民加入
的風味一點都不輸韓
研究與改良，故又重新成為
國的柚子茶，經常飲用
麻豆鎮的特產，栽培面積持
更有預防感冒、止咳化
續增加中。
痰、幫助消化等功效。
麻豆紅柚的採收期大
另外也可將果肉做成
約在「秋分」前後一星期左
柚子餡，做成紅柚酥或
右，為品嚐的最佳時機。最
是紅柚月餅。
S麻豆紅柚可做成果醬、糕餅餡等用途
近醫學界研究發現，紅柚果
麻豆紅柚整顆都
肉含有「皂素皂甙」，具有清除血液中膽固醇
可利用，就連平常吃柚子丟掉的種子都可廢物
的作用，多吃可預防狹心症、心臟病的發生，
利用做成觀賞盆栽。除了鮮食可吃到很多的高
果汁中又含豐富的維生素P及茄紅素，性質較溫
膳食纖維、豐富的維他命C及多種礦物質，做成
和，多吃較不易引起腸胃不適。
加工產品也是美味又好吃，請大家多多食用，
麻豆紅柚的果實較大，作為加工材料也很
一柚多吃，營養柚更多。
(文/圖 石郁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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莿桐鄉農會吉欣鮮楊桃通過品牌評鑑
雲林縣莿桐鄉農會吉欣鮮品牌楊桃，於95
年9月22日辦理品質認證現場評核工作，由台灣
大學教授、嘉義大學呂明雄教授、桃園場鄭隨
和場長、苗栗場侯鳳舞場長、本場黃山內場長、
高雄場黃賢良場長、農糧署吳佩香技正、台北
農產運銷公司黃木蘭課長及省農會鄭少岳課長
擔任評審委員。評審項目包括田間作業、集貨
場、包裝場、設備與設施，並抽測規格及品質
是否符合標準。

品牌楊桃除了基本
條件要有註冊商標、吉
園圃認證，其他評審標
準尚有：果實每粒重350 S吉欣鮮品牌logo
公克以上，精品小包裝
每箱3公斤、大包裝10公斤，甜度11度以上，成
熟適度，果形及色澤優良，果面清潔，無碰傷，
無腐爛，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吉欣鮮楊桃贏
得評審委員一致的肯定，通過審核。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S黃場長主持吉欣鮮品牌楊桃 S評審委員赴田間視察生產管 S評審委員在集貨場品嚐吉欣
鮮楊桃，並討論評審結果
現場評核
理情形

雲嘉南當令農特產

台南航空站與消費者有約

由本場及台南航空站共同策劃的台南區花
菱角、木瓜、酪梨、毛
藝、農業知識、農技及相關衍生產品服務區，
豆、花生、柳橙等，除
10月1日正式與台南機場的旅客見面，除了往年
介紹相關知識及農技
的蘭花佈置外，今年更將雲嘉南地區的農特產
成果、果品及加工品實
品列為展示重點，每隔兩週更換主題產品，期
物，並製作農業成果及
望將台南區的國產優質農產品介紹給消費者。
產品海報、提供相關資
展場規劃案中，本場負責時令農產品介
訊及服務專線，相信提
紹，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協助花藝設計佈
高農業知識及產品能
置，台南航空站基於服務旅客及協助推廣台南
見度後，銷售成績也能 S 配 合 季 節 製 作 農
產品宣傳海報
區農業特色，提供置放場地。目前規劃每兩週
同步提升。
更換時令農產主題，由10月初起分別是文旦、 （文/黃惠琳 圖/張汶肇）

S服務區中間擺設當令農產品 S現場提供產品介紹
S台南機場候機室入口的農產
手冊及服務專線
及相關加工產品
品服務區，相當醒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