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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日出版

農委會「安全農業年」正式啟動
有產銷履歷的優質、安全甜玉米上市了！
全國第一家通過產銷履歷的小果番茄∼御品紅
農委會積極推動檳榔廢園轉作，請農民配合辦理
獎勵休耕地種植契作飼料玉米，增加國產飼料玉米供給率
歡迎參觀世界三大蘭展之一「2008台灣國際蘭展」
2008台灣西瓜節各項競賽歡迎報名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56號

雜

誌

農委會「安全農業年」正式啟動∼
驗證標章看得見 安全優質在裡面
「農產品的源頭
相關配套輔導與補助措施
管理與衛生安全」已成
也已完善規劃，如自96年至
為國內外社會大眾關
98年全額補助產銷履歷驗
注的焦點，為順應此國
證費用，之後逐年降低補
際潮流與消費者需
助，至104年止，且建構產
求，農委會積極推動農
銷履歷農產品銷售平台，讓
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並
消費者能儘快、更方便購買
將其列為「新農業運
到具有產銷履歷農產品。農
動」中重要工作之一。
委會強調，行政院張院長相
農委會指出，目前
當贊同擴大推動農產品產
▲農委會蘇主委嘉全主持「安全農業年」
產銷履歷制度相關法
銷履歷制度，並於行政院會
啟動記者會
制齊備，認驗證體系業
明確指示農委會、經濟部、
已建立，業務推動相關配套工作大致就緒，將
衛生署等相關業務權責機關配合務實宣導、推
邁入擴大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供貨上市之新階
動，建立跨部會協調推動，且進一步要求教育
段。尤其是產銷業者、政府、消費者在保護「食」 部、法務部及國防部等相關團膳需求機關配合
的安全之努力成果，為讓大家看得見、享受到，
辦理。
農委會特別舉辦「安全農業年」正式啟動記者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將邁入擴大量產行銷
會，並由該會蘇主任委員宣示加強推動產銷履
推廣之新階段，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之推
歷制度之目標與決心，同時宣布97年產銷履歷
動、輔導規劃，以及政府對於農民生產者之驗
農、漁、畜產品供應量以總產量1成為目標。其
證費用給予全額補助，以減輕負擔等。消費者
今後只要認明TAP（產
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標
章就可以安心購買、安
心消費。農委會更呼籲
消費者共同支持與協
助，以利農產品產銷履
歷制度的推動更順
暢、更快速。
▲蘇主委示範利用賣場設備來查詢
農產品的產銷履歷資訊

▲蘇主委、驗證機構代表及農民代表
共同為產銷履歷標章加持
(文/圖 農委會公關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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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產銷履歷的優質、安全甜玉米上市了！
本場為提供國人安全、健康、美味的甜玉
米，輔導嘉義縣朴子市農會依照農委會規範，
進行產銷履歷記錄工作，並獲得環球國際驗證
機構審查通過，取得全國第一家甜玉米產銷履
歷驗證。
甜玉米是雲嘉南地區秋冬季節重要的農產
品，其甜度高，口感佳，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本場黃山內場長指示台南場同仁，輔導朴子市
農會進行甜玉米生產履歷工作，與朴子市農會
共同輔導該市雜糧產銷班第14班顏水源、楊義
昆、涂忠明等人進行此項工作，從96年10月開
始分批種植，共種植5.8公頃。本場從召開宣導
講習會，說明整個過程的工作項目，指導農民
全程記錄施肥、整地、灌溉等工作，且生產的
甜玉米及其農地、灌溉水都通過重金屬含量及

▲黃山內場長在記者會上與朴子市雜糧產銷班
第14班班員合影
無農藥殘留等相關檢驗分析，並將整個記錄資
料放在電腦網路中，供國人查詢。
朴子市農會於1月21日下午假本場朴子分
場會議室召開「朴子市
農 會 雜 糧 產 銷 班 第 14
班甜玉米通過產銷履
歷驗證成果發表會」，
會中有蘋果日報、自由
時報、中國時報、聯合
報、世新有線電視公司
等多家媒體之記者參
加，並獲得熱烈支持。
▲黃場長與朴子農會黃總幹事純真 ▲朴子市雜糧產銷班第14班通過產
（文/游添榮 圖/陳振耕）
共同主持記者會
銷履歷之甜玉米產品禮盒

紅潤鮮甜的安全小番茄
全國第一家通過產銷履歷的小果番茄∼御品紅
並且該班也曾榮獲十大經典產銷班，而該班的
過年期間正是小番茄的盛產期，而且是最
品牌「御品紅」小番茄品質優良、穩定，且分
佳賞味期，紅潤、鮮甜的小番茄在年節期間更
級確實，加上精心設計的禮盒包裝，最適合當
增加了一些喜氣。嘉義縣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第
做伴手禮了。
（文/圖 陳勵勤）
13班的小番茄在太保市農會及本場的輔導下，
經麗米檢驗科技公司驗
證通過，於1月30日在太
保市農民節活動中舉行
授證儀式，由黃山內場長
親自授證。因此具有產銷
履歷標章的安全小番茄
在過年期間即可上市了。
太 保 市 蔬 菜 第 13 班
的人才濟濟，班長、副班
▲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第13班通過產
長皆是十大神農獎得主， ▲黃場長親自授證給太保市蔬菜產
銷履歷之小果番茄產品包裝
銷班第13班
──────────────────────────────────────────────────────────────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二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台南區農情月刊 140 期

低溫濕冷天氣，慎防馬鈴薯及番茄晚疫病發生
春節期間濕冷
的氣候，正是番茄及
馬鈴薯晚疫病好發
的環境，請農友注意
該病害的防治工
作，以減少損害。
▲番茄晚疫病果實病徵
台灣地區馬鈴
薯與番茄晚疫病新菌系具有強致病力且較耐高

溫，可以耐到28∼29℃，由於南部地區早晚溫
差大，適合晚疫病的發生，如果再碰上伴隨雨
霧的低溫來襲，病害在田間的發生及蔓延將極
為快速，為掌握病害防治適期，應密切注意氣
象預報，在冬春之際有連續陰雨的氣候出現之
前，立即施藥，並改善田間排水與通風，即可
有效控制病害的發生與蔓延。（文/鄭安秀）

農委會積極推動檳榔廢園轉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檳榔對國民健
康、環境整潔及水土保持均有不良影響，該會
為減少檳榔面積，自今（97）年起，積極輔導
檳榔廢園轉作，請已辦理檳榔種植申報登記且
有意願辦理廢園轉作之農民，儘速向土地所在
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臺灣檳榔栽培面積50,553公頃，農戶數約3
萬餘戶，主要分布於屏東、南投、嘉義、花蓮
及台東等地區。由於檳榔對國民健康、環境整
潔及水土保持均有不良影響，因此，農委會特
訂定「檳榔園廢園、轉作作業規範」，逐年輔
導廢園、轉作，預定自97年至101年，每年輔導
轉作面積100公頃，102年後每年輔導200公頃。

請農民配合辦理

檳榔廢園轉作實施範圍，以平地及山坡地合法
使用之農牧用地，且為正常管理之檳榔園為
限，每1公頃種植株數須達1,200株；未達前述
株數者依實際株數比率換算。檳榔廢園者，每
公頃補助廢園費15萬元；廢園後辦理轉作者，
限轉作無產銷失衡之虞作物，另補助所需種苗
費1/2，每公頃最高補助5萬元；自然荒廢未砍
除者及97年（含）以後新種植者不予納入計畫
補助。農委會並指出，經補助廢園後之同筆土
地5年內不得再種植檳榔。
有意願辦理檳榔廢園之農民，可於每年1
月∼9月間攜帶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向檳榔園所在鄉鎮公所提出申請。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獎勵休耕地種植契作飼料玉米，增加國產飼料玉米供給率
國際飼料玉米價格持續上漲，高雄港進口
玉米大盤價格自95年7月每公斤5.29元上漲至
目前之11.20元（元月22日），漲幅高達111％，
造成國內畜禽飼養成本大幅增加；農委會為提
高國產飼料玉米供應量，自97年第1期作起，將
飼料玉米納入「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獎
勵種植項目，鼓勵農民利用休耕田種植飼料玉
米。
國內休耕田再利用議題向為各界關切的焦
點，為因應國際飼料玉米價格上漲趨勢，及考
量畜禽產業發展需求，農委會自本（97）年起，
全面推動休耕田契作飼料玉米，並由鄉鎮農會
協助農民銷售飼料玉米，契作種植飼料玉米之
農地每公頃每期作發給獎勵金45,000元，連同

玉米銷售市場之收益，較現行保價收購飼料玉
米及休耕給付之收益為高。
為推動契作飼料玉米獎勵措施，96年2期作
已於嘉義地區擇2鄉鎮試辦，並於去（96）年11
月至12月間於台灣地區召開「休耕地種植飼料
玉米之契作獎勵措施」7個場次說明會，向各縣
市鄉鎮農會說明獎勵措施內容及實施方法。目
前中南部30餘鄉鎮農會已表達辦理意願。97年
預定推動飼料玉米種植面積為10,000公頃，可
供應國產飼料玉米50,000公噸。
國內飼料玉米大部份仰賴進口，在國際飼
料玉米價格持續高漲下，推動本項措施，可增
加國產飼料玉米自給率，並達到增加農民收入
及提高休耕農田利用效率之政策目標。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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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團錦簇的春天∼
歡迎參觀世界三大蘭展之一「2008台灣國際蘭展」
一年一度的蘭花界盛會即將展開！台南縣
後壁鄉烏樹林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將在3月8
日∼3月17日舉辦全年規模最盛大的國際性蘭
展，是愛蘭人士不容錯過的年度盛事，趕快規
劃行程，來趟新春賞花之旅吧！
台灣國際蘭展與東京巨蛋蘭展和世界蘭展
並列為全世界三大蘭展，每年三月份，位在台
南縣後壁鄉烏樹林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的大力支持之下，總會舉辦規
模盛大的國際性蘭展。蘭花競賽將分種類與組
別進行比賽評分，最後核發總冠軍、分組冠軍、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獎項。除了個體花
的展示外，大會尚有景觀佈置展示，由各蘭園
傾全園最漂亮的花，佈置成一塊一塊的景觀花

園，現場花團錦簇。對喜好花藝設計的人而言，
也有以蘭花為素材的插花花藝展覽，以及各類
蘭花手工藝品展覽。除了展覽比賽之外，大會
也準備了數十個蘭園介紹的攤位，對看完花
後，感覺心癢手癢的人，馬上可以找到蘭園買
它幾株回去種種看。
由於歷年來的展覽實在太突出了，今年也
不例外的吸引了其他國家的參展團體蒞臨盛
會，所展出的都是台灣不容易見到的蘭花種
類。如果對專門的知識有興趣做進一步的認
識，大會在3月7日舉辦台灣國際蘭展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多位專家學者，就個人最專精的部
份發表演說，現場並有同步中英文口譯。
（文/陳燿煌）

２００８台灣西瓜節
高品質西瓜及珍奇西瓜比賽
西瓜料理、西瓜果雕競賽

歡迎報名

「2008年台灣西瓜節」活動將於97年5月3
日在雲林縣縣立體育館豋場，由本場、雲林縣
政府及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共同主
辦，今年將辦理之各項西瓜競賽內容如下，比

賽地點在雲林縣縣立體育館，歡迎農友及各界
料理高手踴躍報名參加，詳細比賽辦法及報名
表請上本場網站查詢及下載。
（文/編輯室）

一、高品質西瓜比賽
 評鑑時間：97年5月2日上午9時30分
 評鑑組別：大型西瓜組、中型西瓜組、小
型西瓜組、迷你型無籽西瓜組
二、珍奇西瓜比賽
 評鑑時間：97年5月3日上午9時
 評鑑組別：最重（巨型）西瓜組、最長西
瓜組、最不像(花紋最奇特)或瓜型新奇西
瓜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7年3月14日止
受理報名單位：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聯絡電話：06-5912901轉545
傳真：06-5912993

三、西瓜料理競賽
 時間：97年5月3日9時∼17時(共2場)
 組別：社會組、校園組
四、西瓜果雕競賽
 時間：97年5月3日9時∼17時(共2場)
 組別：社會組、校園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7年4月11日中午12時止
受理報名單位：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聯絡電話：06-2925890
傳真：06-2923189
雲林縣廚師職業工會
聯絡電話：05-5353076
傳真：05-532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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