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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台灣國際蘭展 花海競豔！ 
 保障農民權益，生產申報預警制上路 
 2007台灣西瓜節 雲林相見歡！ 
 保障蒜農權益，請適量保留乾蒜做好中、短期貯藏 
 健康盒餐－蜜汁排骨飯 
 本場96年預定辦理之各項研習訓練及報名資訊 
 十大經典農漁村 向全球推廣 雜  誌 

 

 

 

「2007台灣國際蘭展」於3月10日至18日在

台南縣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舉行，展出以來

吸引22萬人次參觀，現場交易產值8000萬元，

國內外訂單更高達15億元，成為結合休閒與經

濟效益的超大型人氣展覽，也帶動台南縣的觀

光潛力。在外貿協會的協助下，今年有來自22

個國家、25個地區近2

千位國際貴賓蒞臨。 

沿襲往年場地配

置，三大主題館「蘭蕙

館」、「風華館」、「競

豔館」展出景觀佈置競

賽、組合盆栽、花藝設

計、相關藝品設計及個

體蘭花競賽，不僅大型

花藝爭奇鬥艷，還有科

技藝術展區，營造蘭花

互動藝術。 

 

 

 

台灣國

際蘭展今年

更與裝置藝

術跨領域合

作，別具巧

思地設計許

多與民眾親

切互動的藝

術作品，如

戶外雕塑豬

彩繪、蒙娜

麗莎的微笑

等，成為本次蘭展特色之ㄧ。 

本場由葉副場長領軍，協助辦理蘭花研討

會現場接待，提供國內外來賓各項服務，圓滿

完成任務。2007台灣國際蘭展在掌聲中落幕，

相約明年3月8日至3月16日見！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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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台灣國際蘭展 花海競豔！ 

 
國際蝴蝶蘭聯盟今年在台灣舉

辦世界性的年會，台灣蘭花協

會並舉辦為期2天的國際蘭花

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外10多位

專家學者發表演說，現場座無

虛席。 

中營蘭園的「幸福花園」獲得

景觀佈置最大獎，以懸掛在木

架上、雪白無瑕的白色蝴蝶蘭

為主題，延展出變化多端的蘭

花姿態。 

今年計有1040位參賽者、10萬

㈱蘭花角逐「花王」，參觀民

眾品頭論足之餘，也不忘拿起

相機攝取蘭花千嬌百媚的丰

姿。 

以蘭花拼出的「蒙娜麗莎的微

笑」，是蘭展會場最引人注目

的裝置藝術之ㄧ。 

 
狐狸尾蘭(萬代蘭)

藝冠群芳，贏得全

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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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有效掌握重要農產品

產銷資訊，促進供需平衡，穩定農產品價格，

確保農漁民收益，自本（96）年元月起陸續發

布實施「重要農糧產品生產申報預警處理要

點」、「重要養殖漁產品生產申報預警處理要

點」，以及「重要畜產品生產申報預警處理要

點」，該會冀藉由生產申報、監測、資訊發布

與預警程序，以及相關產銷輔導措施，達成重

要農產品計畫產銷平衡。 

農委會說明，考量農產品特性，就易發生

產銷失衡、生產面積與數量較多，以及具有地

區敏感性之農產品，先行推動生產申報，在農

糧產品部分，選定香蕉、柳丁、木瓜、鳯梨、

大蒜、洋蔥、落花生等7項。其他農產品，若經

該會評估有採取輔導必要時，亦得分別依據上 

生產申報品項及時間一覽表 

品項 登 記 時 間 

香蕉 
6月前種植－5月1日∼6月30日 

12月前種植－11月1日∼12月31日 

柳丁 4月1日∼4月30日 

木瓜 12月1日∼12月31日 

鳳梨 12月1日∼12月31日 

大蒜 10月1日∼10月31日 

洋蔥 
彰化,雲林,嘉義－9月1日∼9月30日

高雄,屏東－10月15日∼11月14日 

落花生 
一期作－3月1日∼4月30日 

二期作－9月1日∼10月31日 

 

開要點辦理相關輔導措施。 

依上開要點辦理生產申報之農漁民，優先

接受農委會各項產銷輔導。該會將依據申報面

積（數量）與相關預警資料，隨時掌握生產資

訊。如經評估生育期間有生產過剩之虞時，該

會將啟動輔導產地採取疏花（果）、耕鋤；若

值盛收期間，產地價格趨近直接生產成本，經

評估研判有產銷失衡之虞，該會將啟動促銷、

購貯或加工等調節措施，以穩定產地價格；如

產地價格低於直接生產成本95％時，該會則將

對配合申報農友啟動收購措施，收購價格參考

該項產品最近5年直接生產成本剔除最高及最

低數值後平均值之95％為標準。 

此外，為落實生產申報制度，凡未依上開

要點規定辦理申報、當期作已繳交公糧、已領

取當期作休耕獎勵金，復再行生產重要農糧產

品、租用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從事生產

等，皆不得向該會請求收購。惟對前述未辦理

申報者，如有協助需要時，該會雖得辦理收購，

但收購價格則以上述計算原則之65％為收購標

準。 

各項重要農產品生產申報已陸續開跑，農

委會籲請生產重要農產品之農友，務必於該會

公告申報期間，檢附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委託

經營契約書影本或租賃契約影本等規定文件，

向生產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或相關

產業團體辦理生產申報，以確保個人權益。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保障農民權益，生產申報預警制上路 

2007台灣西瓜節 雲林相見歡！ 
本場與雲林政府將於5月5日(星期六)，假雲林縣立體育

館，舉辦「2007台灣西瓜節」活動，除了高品質西瓜競賽，

今年特別與台南市、雲林縣廚師職業工會共同企劃辦理「西

瓜料理及果雕競賽」，現場展現參賽者巧奪天工的手藝，精

采可期，切勿錯過。 

「高品質西瓜競賽」，今年依西瓜大小分大、中、小型

及迷你型無籽西瓜組等4組分別評鑑，每組冠軍將可獲得獎

牌及一萬元獎金。「珍奇西瓜競賽」則分為「最長西瓜」、

「最重西瓜」與造型奇特的「珍奇西瓜」等3組。 

活動當日上下午各有1場西瓜新品種品嚐，提供現場來

賓「吃免驚」，還有各種適合親子同樂的趣味競賽，讓民眾

現場報名，並邀請西瓜生產業者展售新鮮的西瓜，方便民眾

買個西瓜再踏上歸程，為即將到來的漫漫夏日先消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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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漸近春分時，季節風轉南風後，雲嘉南

地區大蒜植株開始枯黃，新蒜頭也陸續採收，台

南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民將採收的新蒜，經乾燥

後適量做中、短期的貯存，未來視市場價格情

況，選擇時機分批出售，方可獲取合理利潤。 

今年（96年）冬季氣候為暖冬型，大蒜植株

初期生育基部葉提早枯黃，植株生長勢較去年

（95年）差，相對單位面積產量也較低，然而今

年度種植面積5,497公頃較去年稍多，預估全台

總生產量與去年相同。依據農糧調查資料，國人

蒜頭每年消費量約5萬公噸左右。今年大蒜預估

產量4萬4500公噸與去年相近。如加上進口量（約

4∼5千公噸）推估，預測可維持產銷平衡。 

今年三月初早生蒜或提早種之和美種與大 

 

 

 
 

 

做法： 

1. 蜜汁排骨：(1)排骨洗淨→醬油、酒略調味入
味→烤30分鐘→灑炒香芝麻。(2)鳳梨切片

與蜂蜜加水→慢火熬入味。 

2. 蘆筍明蝦：(1)蝦洗淨剪去鬚足→背劃開抽掉
腸泥→擦乾水份→酒、蛋白、太白粉略醃。

(2)蘆筍穿過蝦背串起→川燙→勾薄芡。 

3. 蛋捲：(1)將蛋打散→煎蛋皮。(2)豆芽菜去
頭尾，紅椒切絲、青椒、筍煮熟切絲，將上

述材料炒熟為內餡料。(3)將蛋皮包入餡料捲

起即可。 

4. 涼拌四季豆：將四季豆洗淨水煮熟→冷開水
→瀝乾盛盤。 

5. 紅麴泡菜：白蘿蔔切薄片→加鹽搓揉10分鐘
→擠乾水份→加紅麴、糖、醋等調味入味。 

6. 冬瓜蛤蜊湯：冬瓜切塊、薑切絲加入水中煮
熟→加蛤蜊、香油。 

7. 營養米飯：將燕麥、薏仁浸水2小時，加 
良質米、綠豆仁、水200CC煮熟。 

 

 

 

片黑種陸續採收，依據歷年價格變動趨勢，當進

入採收盛期價格往往較低，國內蒜頭價格產地大

都以3∼4月採收盛期較低，盛產期過後隨著採

收、乾燥、入庫貯藏，市場供應量減少，6月後

蒜價逐漸上昇。依國內氣候條件，乾蒜加上良好

貯存環境，蒜頭貯藏期至9∼10月仍然可以維持

良好商品價值，而且關稅配額內低關稅之大蒜於

10∼12月間才可以進口，於10月前不致發生進口

蒜衝擊國內蒜價情事，且今年（96年）國內大蒜

產量預估可達產銷平衡，黃山內場長特別呼籲蒜

農不必急於田間出售濕蒜，可於乾燥後做中、短

期倉儲，調節盛產期價格，穩定大蒜各時期需

求，再俟機分批出售，達到大蒜產銷合理化，增

加蒜農收益。        （文/陳水心） 

 

 

 

 

 

材料： 

排骨60公克、鳳梨40公克、蛋50公克、良質米100

公克，草蝦、蘆筍、茄子、綠豆仁各20公克，豆

芽菜、四季豆、白蘿蔔、蛤蜊各10公克，筍絲、

冬瓜各5公克，燕麥、薏仁各30公克。 

調味料： 

米酒、鹽各2小匙，醬油1 1/2小匙、紅麴1大

匙、蜂蜜2大匙、蛋白10公克、太白粉2公克、

香油1 1/3小匙、沙拉油1小匙、蒜泥1/3小匙、

糖、醋各1/4小匙。 

保障蒜農權益，請適量保留乾蒜做好中、短期貯藏

 

健康盒餐 

（餐盒設計：大林鎮農會 蔡宜靜、黃麗玲、施雪琪、蘇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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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訓練項目 時  間 

漂鳥「琵鷺營」訓練 4月24日∼4月26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5月8日∼5月10日 

園丁訓練 5月28日∼6月1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6月5日∼6月7日 

園丁訓練 6月11日∼6月15日 

*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

技術班 
7月3日∼7月5日 

*蘭花栽培管理班 7月17日∼7月19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7月24日∼7月26日 

園丁訓練 7月30日∼8月3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8月14日∼8月16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8月28日∼8月30日 

*有機農產品栽培技術

研習班 
9月3日∼9月7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9月11日∼9月13日 

洋桔梗栽培管理班 9月18日∼9月20日 

園丁訓練 9月24日∼9月28日 

漂鳥「琵鷺營」訓練 10月2日∼10月4日 

築巢營訓練 10月16日∼10月18日

*有機農產品栽培技術

研習班 
10月22日∼10月26日

築巢營訓練 11月6日∼11月8日 

*農業經營管理班 11月20日∼11月22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之「經典系列選拔」

首部曲－「十大經典農漁村選拔」活動，在全國

農漁村熱烈參與下順利完成選拔工作，並於96

年3月22日下午2時在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舉行

頒獎典禮。 

十大經典農漁村共分五大獎項，得獎名單如

下：金采印象類－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彰化縣

田尾鄉打簾社區；典藏生態類－宜蘭縣蘇澳鎮港

邊里、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地區；農情萬種類－

苗栗縣大湖鄉大薑麻園地區、臺東縣鹿野鄉永安

村永安社區；怡然樂活類－苗栗縣通霄鎮福至興

臨社區、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澀水社區；村風無

限類－新竹縣新埔鎮照門地區、花蓮縣瑞穗鄉舞

鶴村。 

 

 

 

 漂鳥「琵鷺營」訓練：年齡限18到35歲者，

即日起網路受理報名，報名網站：http:// 

straybirds.coa.gov.tw，主辦人：楊尚欽，

06-5912901轉210。 

 築巢營訓練：限參加過漂鳥體驗營者，即日

起網路受理報名(同漂鳥營)，主辦人：楊尚

欽，06-5912901轉210。 

 園丁訓練：針對中壯年設計的新農民養成計

畫，即日起網路受理報名，報名網站：農業

易學網http://agredu.coa.gov.tw，主辦

人：李榮華，06-5912901轉213。 

 深耕計畫：提供現有農業經營者新觀念及強

化教育訓練，楊桃班（4∼6月）、芒果班（5

月）、柑橘班（5月）、果樹班（8月）、蔬

菜班（8月）、外銷切花班（9月）、蒜頭班

（6月）、花生班（7月），共計8個班次。

報名請洽李賢德研究員，電話：06-5912901

轉209，傳真：06-5960245。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報名日期3月15日起

至4月30日止，詳細課程及相關資訊請上農

業易學網或農糧署網站http://www.afa. 

gov.tw農民專區查詢。主辦人：盧子淵，

06-5912901轉210。 

（資料來源：本場推廣教育研究室） 

 

 

 

 

得獎之農漁村將獲獎金新台幣20萬元、得獎

證書及由著名石雕藝術家王秀杞老師設計之經

典獎座，且優先獲得營造農村新風貌獎助經費或

農村發展多元化活動補助經費，以及協助媒體宣

傳行銷，並舉辦觀摩交流與出版專書。此外，農

委會將對本次撰拔獲選之10個經典農漁村的景

點進行形塑，與交通部觀光局合作，結合農村新

風貌與當地經典特色，將台灣農漁村魅力及活力

行銷至全世界，藉此開創新契機，讓台灣農業真

正亮起來。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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