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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研究發展研討會」活動報導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即將啟動 
 2007台灣西瓜節高品質西瓜及珍奇西瓜比賽 
 本場農業快訊 
 國產優質茂谷柑味美又多汁，新鮮上市！ 
 柑橘類陸續進入開花期，請加強蚜蟲、薊馬與潛葉蛾防治 
 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國際蘭展，邀您一同尋芳賞蘭 雜  誌 

 

 

 

為推廣本場95

年農業科技、產學合

作等研究發展成

果，並將研發成果落

實於農民與農產業

界，本場於2月9日辦

理「95年研究發展成

果研討會」，當天上

午除本場員工外，並

有100多位農會、農

民、機關首長及退休

人員蒞場參與，現場

座無虛席，盛況空前。 

在研討會開始前，首先頒發本場95年度績

優人員獎章，包括：雲林分場孫文章主任榮獲

農委會優秀農業人員、謝明憲副研究員榮獲台

灣種苗改進協會發展貢獻獎、鍾瑞永副研究員

榮獲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農機推廣成就獎、王裕

權助理研究員榮獲台灣園藝學會優良基層人員

獎、黃瑞彰助理研究員榮獲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推廣研究獎。接著

頒發台南區獲得

95年度十大經典

農業產銷班（2班）

及優良農業產銷

班（8班），本場

亦頒發獎牌一面

以茲祝賀，並公開

表揚。 

研討會依序

由王仕賢課長、鄭

榮瑞課長、李月寶

課長及孫文章主任報告作物改良課、作物環境

課、農業推廣課、分場站95年之研究發展成果，

期間並穿插茶敘、合照及綜合討論，除學術發

表外，大家藉此機會交流寒喧，尤其是多年不

見的退休人員及農業界朋友不辭遠途前來捧

場，更是倍感溫馨。會後的餐敘兼尾牙宴雖席

開20桌仍是一位難求，大家把酒言歡，互相期

許祝福今年研究成果能更蒸蒸日上。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第128期

本場「95年研究發展研討會」活動報導 

 
頒發本場95年度績優人員獎章： 

黃瑞彰、王裕權、鍾瑞永、謝明憲、

孫文章（由左起） 

95年度十大經典農業產銷

班－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

20班(班長林聰明) 

 
95年度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

－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第13班

(班長陳進益) 

 
本場95年研究發展成果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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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草案，歷經

農委會及行政院召開多次會議審議後，於1月5

日終於獲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法旨在提升農產

品及其加工品之品質及安全，維護國民健康與

消費者權益。公布實施後，將為我國農產品安

全管理開啟新頁，並建立法制化的「農產品安

全閥」，保障消費者權益。 

本法就田間及集貨場之農產品、產地養殖

池及港口之漁產品、畜牧場及屠宰場內之畜禽

產品於上市前之生產過程開始進行管理，並就

農產品標章認(驗)證、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標示等進行規範，共分6章，計28

條。重點涵括三大部分： 

一、優良農產品認(驗)證：為提供高品質

及安全之優良農產品，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就

特定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實施自願性優良農產

品生產驗證制度。依本法認證之機構，才可辦

理本法規定之驗證業務；經驗證合格之農產品

才可使用優良農產品標章，違者處罰。 

二、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管理：為維

護有機標示之正確性，保障國內有機農友及消

費者權益，明定國內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

需經驗證，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依本法認證 

 

 

 

為促使瓜農認識更多的西瓜品種，互相切

磋栽培技術，本場訂於96年5月5日在雲林縣縣

立體育館，辦理「2007年台灣西瓜節活動」，

延續去年的經驗規劃西瓜競賽，期提升品質及

市場競爭力，進而激發及活絡消費市場。 

2007年台灣西瓜競賽項目包括： 

(一)高品質西瓜比賽 

 評鑑時間：96年5月4日上午9時30分 
 比賽地點：雲林縣縣立體育館 
 評鑑組別： 
1.大型西瓜組：每粒果重在12公斤以上者。 

2.中型西瓜組：每粒果重在6∼9公斤者。 

3.小型西瓜組：每粒果重在2∼3公斤者。 

4.迷你型無籽西瓜組：每粒果重在2.0公斤

以下者(含2.0公斤)。 

 

 

之機構，才可辦理本法規定之驗證業務；經驗

證合格之農產品才可使用優良農產品標章；進

口有機農產品、農產加工品除經驗證外，需經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始得以有機名義販

賣，違者處罰。考量農產品經營業者籌劃時程

及大量申請案審查費時，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

產品及農產加工品，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有2年過

渡期。 

三、農產品之產銷履歷管理：為確保國民

健康及農產品具有市場競爭力，明定中央主管

機關得實施自願性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必要

時，並得強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另規定

實施產銷履歷之農產品經營業者對於產銷履歷

資訊，具有提供及保存義務。 

農委會表示，目前該會正積極研擬相關子

法，另亦規劃對農民、加工業者及民眾加強宣

導，預定於本(96)年6月將有經驗證並標示產銷

履歷農產品上市，至97年底可望擴大至全國超

市及量販店。預期此法公布實施後，可達到提

升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之品質及安全，維護國民

健康與消費者權益之目的，並使農產品經營業

者及消費者達到雙贏局面。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參賽果數：各組每位參賽者需提供西瓜2
果，5月3日送件。 

（二）珍奇西瓜比賽 

 評鑑時間：96年5月5日上午9時 
 比賽地點：雲林縣縣立體育館 
 評鑑組別： 
1.最重（巨型）西瓜組：每粒果重至少在18

公斤以上者。 

2.最長西瓜組：現場量測果實之縱長度。 

3.最不像(花紋最奇特)或瓜型新奇西瓜組。 

 參賽果數：各組每位參賽者需提供西瓜1
果，5月4日送件。 

詳細比賽辦法及報名表請上本場網站下

載，歡迎農友踴躍參加！ 

（文/編輯室）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即將啟動 

２００７台灣西瓜節 高品質西瓜及珍奇西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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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農委
會96年1月3日作修正發布，在農作物類主要

針對塑膠布（網）及整體結構分列救助項目

處理，整體結構救助維持原標準30萬元/公

頃（塑膠布溫網室）及6萬元/公頃（水平棚

架網室）；增列塑膠布(網)救助分別為4萬

元/公頃（塑膠布溫網室）及1萬元/公頃（水

平棚架網室）。（作物環境課） 

 2007台灣國際蘭展將於3月10∼18日於烏樹

林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舉行，3月10∼11日將

舉行國際蘭花研討會，今年配合國際蝴蝶蘭

協會在台灣舉行年會，研討會規模較往年盛

大。（花卉研究室） 

 本年度本場辦理推動漂鳥計畫農業體驗「漂
鳥營」之日期為：4/24∼26、5/8∼10、6/5

∼7、7/24∼26、8/14∼16、8/28∼30、9/11

∼13、10/2∼4等8梯次；辦理「築巢營」之

日期為：10/16∼18、11/6∼8等2梯次，總

計10梯次（3天2夜），每梯次學員名額仍維

持20名。（推廣教育研究室） 

 

 

 

 

正月迎春喜洋洋，又是茂谷柑果實枝頭當

紅的季節了！今年的國產茂谷柑因中南部產地

花期正常、果實生長期間陽光普照、降雨量適

宜，因此茂谷柑品質更勝往年。從一月中旬後

陸續上市，嚐鮮正是時候！國產茂谷柑擁有濃

郁爽口風味、果肉柔軟、甜美多汁及皮薄色豔

等特性，是目前最受消費者歡迎的高級水果之

一，更是識貨饕客不容錯失的美果佳饌。 

茂谷柑係美國於1913年以寬皮柑與甜橙雜

交選育而來，屬桔橙類之柑桔。目前台灣茂谷

柑栽培面積逾900公頃，主要產區集中於新竹

縣、南投縣、雲林縣及嘉義縣等地。茂谷柑果

實成熟期為每年1∼2月，屬較晚熟的柑桔品

種，果型扁圓，果重約200∼300公克，皮薄光

滑，深橙色。糖度可達14∼15度以上，酸度0.6

∼0.8％，風味濃郁、耐貯運等優點。其果肉富

含維生素A、B、C、礦物質、有機酸、纖維質等

營養成分，多多食用除能幫助消化外，更具抗 

 

 

 

 

 

 

 

 

 

 

 

 

 

 

 

 

 

 

 

 

 

 

 

 

 

 

氧化及延遲老化 

之保健功效。 

  選購茂谷 

柑時，可從 

果實形狀及 

果皮色澤來 

判斷。優良茂 

谷柑果實形狀 

多呈扁圓形、結 

實有彈性者，代 

表內部果汁充足， 

新鮮度佳；而果皮完 

全轉色呈現亮麗橙黃色者表示成熟度充足，當

然風味最佳；如能用手輕托秤秤看，感覺飽滿

有重量感的果實，更可放心採購回家享受。此

外，指明購買具備皮薄、味甜特性的國產茂谷

柑，新鮮有保障！ 

（文/圖 張汶肇） 

 
本 場 農 業 快 訊 

國產優質茂谷柑味美又多汁，新鮮上市！ 

孫文章主任 

榮獲95年優秀農業人員 
本場雲林分場孫文章主任榮獲農

委會95年優秀農業人員，本場與有榮

焉。孫主任的獲獎事蹟：利用低溫處

理技術打破休眠，成功調節洋桔梗產

期、改進文心蘭及菊花生產模式、推

動蔬菜產銷班經營輔導增加農民收

益、輔導洋桔梗切花外銷成績亮眼。 

 
農委會蘇主委頒發獎牌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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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類水果種類甚多，包含文旦、白柚、

椪柑、柳丁、茂谷柑等，現已進入春芽生長及

開花期，容易受蚜蟲、潛葉蛾及薊馬的危害，

為確保柑橘果實品質，請農友加強防治，以確

保收成。 

蚜蟲在柑橘樹上主要停留在新梢上刺吸取

食，密度高時若不進行防治其排泄之蜜露會誘

發黑煤病，且影響新芽之生長。潛葉蛾主要危

害柑橘之發芽期，幼蟲孵化後潛入嫩葉組織

內，潛食葉肉，造成蜿蜒曲折，狀如地圖之食

痕，凡被害葉片會發生捲曲停止生育，影響枝

條的發育。危害柑橘類薊馬主要為小黃薊馬及

花薊馬等，主要危害新芽生長期、開花期及幼

果期，此類害蟲體型細小，通常長度僅1公厘左

右，習性又好隱藏，農友常忽略它的存在。新

芽生長期，葉片受害後會呈縱向皺縮，無法正

常生長。在開花期，薊馬會群集花器取食，造 

 

 

 

 

 

 

 

 

 

 

 

 

 

每年三月，位在台南縣後壁鄉烏樹林的蘭

花生物科技園區，總會舉辦全年規模最盛大的

國際性蘭展，今年舉辦的日期是在3月10日∼3

月18日，展出的種類包括台灣最具國際競爭力

的蝴蝶蘭，最有悠久歷史的嘉得麗亞蘭，最有

發展潛力的仙履鞋蘭，佔有日本市場8成銷售額

的文心蘭，以及其他各具特色，各式各樣的蘭

花。現場進行蘭花比賽、景觀佈置展示、插花

花藝展覽、蘭花手工藝品展覽等。除了展覽比

賽之外，大會也準備了數十個蘭園介紹的攤位 

，對賞完花後，感覺心癢手癢的人，馬上可以

買幾株回去種種看。 

 

 

 

成花器受害而影響授粉。在幼果期，薊馬會以

刺吸式口器刺破柑橘幼果表皮細胞吸取汁液，

造成果皮粗糙或呈銹斑而無光澤，危害狀呈不

規則形，隨果實長大而顯著，往往發現受害時

已失去最佳防治時機。因此，為了有效防治薊

馬及潛葉蛾，必須把握新芽及開花至小果期之

最佳防治時機，以確保柑橘果實之品質。 

薊馬繁殖速度相當快，於發生初期及早防

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防治小黃薊馬時可使

用48.34％丁基加保扶乳劑，稀釋1,000倍，安

全採收期21天。柑橘潛葉蛾防治藥劑種類相當

多，如25％芬諾克可濕性粉劑，稀釋2,000倍、

50％陶斯松可濕性粉劑，稀釋1,500倍、25％佈

飛賽滅寧乳劑，稀釋1,000倍等。蚜蟲的防治可

使用20％免扶克乳劑，稀釋800倍、44％大滅松

乳劑，稀釋1000倍等，農友可參考植物保護手

冊用藥。         （文/圖 林明瑩） 

 

 

 

 

 

 

 

 

 

 

 

 

 

由於歷年來的展覽實在太突出了，每年都

會吸引十幾個其他國家的參展團體蒞臨盛會，

展出台灣不容易見到的蘭花種類。今年國際蝴

蝶蘭聯盟更利用這個蘭展，在台灣舉辦世界性

的年會，將有一、二百名的國外蘭花專家蒞臨

會場，並在3月10日∼11日兩天舉辦國際蘭花研

討會，邀請了國內外10多位專家學者，就個人

最專精的部份發表演說，現場並有同步中英文

口譯。 

趕快規劃行程吧！3月初到台南縣後壁鄉

烏樹林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來這裡逛上一

天，保證你目瞪口呆、驚嘆連連！（文/陳耀煌） 

柑橘類陸續進入開花期 

請農友加強蚜蟲、薊馬與潛葉蛾防治，以確保品質 

 
停留在柑橘花上危害的蚜蟲 受小黃薊馬危害的柑橘葉 潛葉蛾危害狀 

新春賞花何處去？ 

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國際蘭展 邀您一同尋芳賞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