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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56號

 

 黃場長獲選國際同濟會十大傑出農業專家及永續農法 
傑出學術獎 

 雲嘉南地區休閒農場知性農業體驗之旅等著您！ 
 蓮花季暑氣高，蓮花小黃薊馬密度也增高，請注意防治 
 「笠園」芒果、「南芝園」木瓜，品質有保證 
 農產品驗證標章啟動，安全農業邁入新紀元 雜  誌 

 

 

 

 

 

 

 

 

 

 

 

 

 

 

 

 

 

 

 

 

暑假到了，不妨規劃到雲嘉南地區的休閒農

場做一趟知性農業體驗之旅，讓農業達人為您提

供專業的導覽或解說，使家族旅遊變得更有特色

吧！ 

今年夏天農委會為進一步推廣精緻休閒農

業旅遊，特別與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合作，從全台

超過300家的休閒農場中，精選出10家風格迥異

的休閒農場規劃

出一系列的農業

套裝旅遊行程，結

合知性、娛樂、休

閒等特色，將休閒

農場的多元風貌

呈現給民眾認識； 

 

 

 

 

本場黃山內場長於96年6月，獲國際同濟會

中華民國總會推選為第31屆十大傑出農業專

家，在眾多競爭者中名列第一名，本場同仁同表

敬賀。黃場長致力於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微

生物生態的研究與推廣，其成果有目共睹，得獎

實至名歸。 

此外，黃場長亦獲得中華永續協會頒發的永

續農法傑出學術獎，於6月15日在中興新村省政

資料館所舉辦的96年度中華永續協會會員大會

及「綠色油田在農業永續發展扮演的角色」研討

會中接受表揚及受獎。 

（文/圖 編輯室） 

 

 

 

此外，為提升休

閒農場的餐飲

品質，農委會也

與台灣美食展

籌備委員會輔

導了100多家休

閒農場，邀請資

深名廚對業者

展開特訓，並針對12家具有特色的農場進行菜餚

製作的特訓，還針對個別農場量身打造特色料

理，並在6月26日舉行創新鄉土料理的發表會；

在發表會中可以發現許多休閒農場的美食廚藝

水準，絕對不輸五星級飯店！而在這幾項活動

中，都可以看到雲嘉南地區的大坑休閒農場及 

  
第133期 

炎炎暑假何處去？ 

雲嘉南地區休閒農場 知性農業體驗之旅等著您！ 

 
大坑休閒農場木屋及步道 

 
黃山內場長接受「永續農法傑出學術獎」，

由中華永續協會理事長林俊義所長代表頒發

      黃場長獲選國際同濟會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及永續農法傑出學術獎賀 

大坑農場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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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元農場名列其中。 

農業體驗旅遊的地點應選擇有合法登記的

休閒農場為宜，目前本場輔導雲嘉南轄區內之合

法休閒農場共計26家，包括綜合型休閒農場7家

及簡易型休閒農場19家；經輔導正式取得休閒農

場許可登記證者有雲林縣之「雲科休閒農場」、

嘉義縣之「一粒一絲瓜休閒農場」、「竹耕生態

教育休閒農場」、「松田崗休閒農場」及台南縣

之「南元休閒農場」、「錦鯉之家休閒農場」等

6家；其餘20家則登記列為准予籌設休閒農場名

單內。這些休閒農場多係因應農業經濟環境之變 

 

 

 

 

2007年白河蓮花季已於6月9日隆重開鑼，6

月∼8月為開花盛期，也是愛蓮人士之賞花期，

由於今年春季乾旱無雨，6月進入持續高溫，使

得危害蓮花花器之重要害蟲—小黃薊馬，密度驟

升危害猖獗。依據往年監測結果，7月午後陣雨

過後密度將會逐漸上升。為確保蓮花、蓮子及蓮

藕之收成，請蓮農注意並提早進行防治。 

蓮花產業已漸漸北移至桃園地區，台南地區

以前興盛時期栽培面積約有600公頃，現在降至

150公頃，為確保南台灣之蓮花產業文化，對善

於遷移的小黃薊馬，應行共同防治以收事半功倍

之效，部分蓮田若疏於防治或任其荒廢，將影響

整體防治成果。 

在小黃薊馬密度低

時以動力噴霧器進行藥

劑噴灑，可確保防治效

果。推薦藥劑有20％亞滅

培水溶性粉劑3000倍，每

公頃每次用藥量0.4∼

0.6公斤；9.6％益達胺溶

液1500倍，每公頃每次用

藥量0.8∼1.2公升；4.95

％芬普尼水懸劑2000

倍，每公頃每次用藥量 

 

 

 

 

 

 

遷而轉型開放讓遊客旅遊，所以仍多保持農林漁

牧等原有自然資源及專業農業技術，而且還配合

休閒潮流陸續增添親子遊戲、童玩、美食、農產

DIY等多項趣味體驗活動，為遊客拓展知性視

野、擁抱農業風情的最佳休閒選擇！ 

想要趁著炎炎暑假，帶著家人來一趟知性與

美食兼具的農場之旅嗎？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您可以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的農業易遊網

（http://ezfun.coa.gov.tw）及休閒農業服務

網（http://ezgo.coa.gov.tw/web/news. 

php）中找到相關的農業旅遊訊息喔！ 

(文/楊尚欽) 

 

 

 

0.6∼1.0公升。三種藥劑之安全採收期均為6

天。防治上在葉背發現薊馬蟲體或是嫩葉有皺縮

之危害狀時，每隔7天施藥一次，於蓮葉露水乾

後將藥液噴至葉背及葉柄等害蟲棲息處，藥劑應

交互使用，以減少抗藥性。葉上如發現鱗翅目之

斜紋夜盜蟲啃食嫩葉時，可混合蘇力菌製劑一併

防治。此外農友亦可在蓮田設置藍色粘板以誘集

成蟲，藉以降低密度，誘集之成蟲數亦可作為密

度監測及防治之依據。為蓮花產業永續經營，今

年已推出蓮子認證制度，請蓮農注意安全用藥，

勿造成農藥殘留問題。 

(文/圖 張煥英) 

蓮花季暑氣高，蓮花小黃薊馬密度也增高 請蓮農注意防治 

 
小黃薊馬危害葉片皺縮老化 防治得當蓮葉綠油油

 
南元農場多元化休閒設施，滿足各種消費需求(圖片來源：南元農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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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要買高級芒果又多了一個新選擇！由

台南縣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推出的芒果品牌「笠

園」，於6月28日通過品質認證現場評核，成為

台南地區第5個通過認證的品牌芒果。 

「笠園」品牌源於斗

笠之特色，能伴隨保護農

家、永續經營優質的蔬

果。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

經理溫水泳表示，該合作

社除供應台北及台中等批

發市場，愛買、大潤發等

量販店，並外銷日本、韓

國，多角化進行市場開

拓，96年5月更通過ISO、EUREPGAP驗證，提高國

際競爭力。 

品質認證現場評核工作由嘉義大學呂明雄

教授、農糧署副署長蔡精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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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黃賢良場長、台東場黃明

德場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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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化鄉農會的「南

芝園」木瓜自87年通過

認證後，一直是批發市

場的佼佼者，由於認證

時程已過，今年6月11

日重新申請品牌認證，

並且獲得評審委員一致

的肯定，再度通過評

核。 

南化鄉農會南芝園木瓜的運銷數量，90∼95

年在台北果菜運銷公司的統計上一直名列前

矛，不僅品質獲得肯定，價格上的表現更是不惶

多讓，其拍賣價差平均每公斤提高8∼10元。銷

售通路方面除國內批發市場，南化農會亦開發量

販店及網路電子商務，努力拓展外銷市場。而南

芝園芒果在進入產期後也將再次辦理認證，使品

質得到政府的背書。 

本場多年來輔導農會及合作社場建立品

牌，目前雲嘉南地區計有10個品牌，包含11品項

（認證尚在有效期間者）。請消費者多多支持國

產優質農產品，您付諸行動的購買就是對農民最

大的肯定，也是台灣農業進步的最大動力！ 

(文/編輯室 圖/王美欣、黃鵬戎) 

 

「笠園」芒果 「南芝園」木瓜 品質有保證 
台南縣山上果菜生產合作社、南化鄉農會 通過品牌評鑑 

評審委員赴集貨場進行評分 
 

南芝園品牌木瓜包裝紙箱 
 

黃場長主持南芝園品牌木瓜

現場評核 

笠園芒果機械分級作業 評審委員進行笠園品牌芒果

現場評核 

 
笠園品牌禮盒芒果每盒附有

消費服務卡，品質有保證 

 
笠園品牌LOGO 

 
南芝園品牌LOGO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台南區農情月刊 133 期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6月14日宣布啟用產銷

履歷農產品(TAP)、有機農產品(OTAP)、優良農

產品(UTAP)三大農產品驗證標章，計劃在 2010

年將目前市面上的驗證標章全部整合到這三大

驗證標章，全面推動安全農業政策，並在 2007

年國際食品展台灣館主題區揭示三大標章，宣示

政府對安全優質農產品的管理政策，向國內消費

者及國際買家展現台灣以推動安全農業的決心

與企圖。 

農委會主任委員蘇嘉全表示，為維護國民健

康與消費者權益，「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於96年1月29日正式公布實施後，農委會在短

短不到4個月的期間內，陸續完成「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施行細則」、「產銷履歷農產品驗

證管理辦法」、「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

法」、「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

辦法」、「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農產

品標章管理辦法」及「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管

理辦法」等 8 項子法規，為我國安全農業法制

化，奠定了劃時代的里程碑。 

過去農委會曾推動許多安全農產品相關措

施，制定吉園圃、有機農產品、優良農產品CAS

標章等。今後，為使消費者能簡單識別安全農產

品，以利安心購買，我國安全農產品將以實施農

產品產銷履歷為基礎。農委會已分別制定完成產

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標章（TAP）、有機農產品驗

證標章（OTAP）及優良農產驗證標章（UTAP）。

T的T代表「可追溯Traceability」，同時代表

台灣 Taiwan，所以 TAP代表「具有可追溯產銷

履歷資訊的台灣農產品」的意思。 

TAP、OTAP 及UTAP三個驗證標章即日起開

始使用，請全體消費者於購買農產品時，務必認

明這三個驗證標章。2009年起，這些有機驗證

標章將全面轉換為OTAP標章。其次，目前市面 

 

 

上的 CAS 優良農產品標章，

從2010年起，將全面轉換為

UTAP標章，並將於 2015 年

全面實施國產農產品產銷履

歷制度。 

為確保產銷履歷農產品

之安全性及其資訊之正確

性，農委會規劃導入獨立公

正的第三者認驗證制度，並於去年9月間，委託

「全國認證基金會」，擔任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

機構，協助農委會辦理認證相關事宜。在全國認

證基金會及農委會的通力合作下，暐凱國際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今年 5 月 14 日獲頒認證

書，成為我國第一家通過認證之產銷履歷農產品

驗證機構。在該公司嚴格的驗證下，已陸續有石

安牧場的雞蛋、金三角合作社的牛蕃茄、漢光果

菜生產合作社的蔬菜及大成長城的雞肉等產品

通過驗證，相關產品將陸續上市。 

驗證通過之產銷履歷農產品除張貼驗證標

章以利辨認之外，民眾可透過「台灣農產品安全

追溯資訊網」(http://taft.coa.gov.tw)網路查

詢所購買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相關資訊。目前農委

會在台北101大樓Jason’s超市、台北天母大

葉高島屋超市、新竹柑仔店等超市賣場，安裝查

詢機，以方便消費大眾查詢農產品相關資訊；預

計至今年底前，將陸續於家樂福、大潤發、興農

超市、台糖量販店、惠康超市等販售產銷履歷產

品之賣場擴大安裝查詢機。未來，農委會更將隨

著通過驗證產銷履歷農產品供貨量之擴增，於相

關賣場逐步擴充設置查詢機，以方便消費者購買

時現場查詢，確保消費者食的安全。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農產品驗證標章啟動 安全農業邁入新紀元 

 
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標章貼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