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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蘇主委嘉全蒞場視察
漂鳥「琵鷺營」農業體驗活動起跑，歡迎報名參加
樂活南科～有機農夫市集
2008台灣西瓜節雲林相見歡！
景觀綠肥栽培模式之建立說明及觀摩會議
創意米粿烹藝競賽斗六市農會田媽媽家政班拔頭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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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蘇主委嘉全蒞場視察
農委會蘇主任委員嘉全於5月1日蒞場視
農委會期間推動新農業運動，利用漂鳥、園丁
察，黃場長率主管同仁向主委簡報兩年來的試
計畫來招募農業生力軍，利用媒體來推銷農業
驗研究成果。由於蘇主委將於5月20日卸任，特
部門，用產銷履歷來提升食品安全。最後，蘇
地來向同仁辭行，並對本場在主委任內兩年多
主委勉勵大家繼續為台灣農業共同打拼，並歡
的努力表達感謝之意。
迎有空到他屏東老家坐坐。
蘇主委表示，自己從30歲開始選舉、從政，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擔任國大代
表、立法委
員、屏東縣
長、內政部長
到農委會主
委，至今已有
22年。在此歷
練過程中，他
覺得行銷非常
S蘇嘉全主委向本場同仁致詞、表達感 S蘇主委與本場主管同仁合影
重要，因此在
謝之意

漂鳥「琵鷺營」農業體驗活動起跑
本場今年預定舉辦八梯次漂鳥「琵鷺營」
農業體驗活動，及「設施栽培」、「香草保健
植物」二種主題的進階訓練築巢營活動。此一
系列活動即將於5月6日中午12點起，正式於網
路受理線上報名。
漂鳥「琵鷺營」農業體驗活動推出至今已
邁入第三年，今年本場特別依據雲嘉南地區農
產業之特色，設計出適合年輕族群參加之三天
兩夜豐富、多元化的體驗課程。今年也針對參
加過漂鳥營、且對農業經營有興趣的學員，規
劃「設施栽培」及「香草保健植物」二種主題
各三天兩夜的進階訓練築巢營活動，可讓學員

歡迎青年朋友報名參加

深入瞭解該項產業現況、所需技術及未來發展。
今年「琵鷺營」八梯次辦理日期為：5/20
～5/22、6/3～6/5、6/17～6/19、7/15～7/17、
8/05～8/07、8/19～8/21、9/02～9/04、10/14
～10/16；而漂鳥進階「設施栽培」及「香草保
健植物」築巢營活動之辦理日期分別為10/28
～10/30及11/18～11/20。每梯次僅限定20人，
歡迎18至35歲之大眾青年踴躍利用網路線上報
名參加！詳細資訊可上「漂鳥網」網站
（straybirds.coa.gov.tw）查詢，或電洽本場
(06)5912901轉210。
(文/楊尚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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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活南科～有機農夫市集」活動將於
5月24日～6月21日每週六上午9:00～12:00，在
南科健康生活館（台南科學園區環東路二段20
號）熱鬧展開，活動內容包括有機農產品展售、
有機產業發展海報與資材展示、健康講座、每
週一主題的現場DIY等，歡迎追求健康生活的民
眾踴躍參加。
本場多年來在有機農業的研究與推廣上不
遺餘力，「有機農夫市集」的成立就是希望利
用本場與有機生產者良好的互動關係，及消費
者對本場的信任，擔任消費者與生產者溝通的
橋樑。南部科學園區總工作人數約5萬人，且為
教育與收入較高之消費族群，對有機農產品接
受度高，希藉由此次活動讓南科消費族群對有
機產業進一步認識，產生信心，亦讓長期堅持
理念與規範之生產者多一銷售管道。
南科有機農夫市集有幾項特色：
1.農民親自銷售農產品給消費大眾：農夫市
集強調只有農民才真正瞭解其生產的農產
品，由農民親自販售，才能取信於消費者。
2.定期在戶外舉行，成為南科社區文化休閒
特色：與在地社區居民的活動相結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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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地、社區文化的一部份，甚至成為觀
光、休閒的重點景點，受到社區居民之認
同。
3.產品是新鮮、自然和在地生產：只有有機
生產、新鮮的農產品，農民親自運送至市
集，才能讓現場購買的消費者感動，而且
感受到農場、農民自然健康的風情與熱情。
4.產品多樣但少量，購物成為樂趣：農夫市
集之農民較屬於小規模經營的，種類繁多
但量不多，來逛市集的消費者，常有意外
的購買驚喜，讓逛市集成為一種樂趣。
5.快樂的農夫：農夫市集提供一個消費者與
農民直接對話的平台，兩者之間可經由長
期的互動建立朋友關係，促進信任；農民
也可以藉著這個日子，彼此交換生產技術
與經驗。
6.減少中間價差，增加農民的收入：農民生
產的農產品，如果能夠不經過層層的中介
轉售，就會有比較合理的利潤，讓農民有
較合理的收入。
有關活動詳細內容、健康講座及DIY場次，
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文/黃瑞彰)

2008台灣西瓜節 雲林相見歡！
本場與雲林政府將於5月17日(星期六)，假雲林縣立體
育館，舉辦「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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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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場 農 業 快 訊
 3月份本場轄區內崙背鄉蔬菜產銷班通過洋
香瓜產銷履歷驗證，4月份有新化鎮甘藷產
銷班、水林鄉農會通過甘藷產銷履歷驗證及
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通過鳳梨產銷履歷驗
證。（農經研究室）
 97年度農民農業專業訓練於4月15日至5月
底受理農民報名參訓。（教育研究室）
 今年一期作水稻已近抽穗盛期，五、六月的
梅雨即將來臨，氣溫漸升，氣候不穩定，適
合穗稻熱病發生，穗稻熱病主要發生於水稻
抽穗後之主梗穗頸、枝梗、穀粒及護穎等部
位，其中以穗頸稻熱病較為嚴重，直接影響
產量，請農友注意加強防治。詳細病徵及防
治藥劑請上本場網站查詢。（植保研究室）

 「樂活南科－有機農夫市集活動」在南科運
動公園健康生活館的體育館辦理，活動期間
5 月 24 日 ～ 6 月 21 日 每 星 期 六 上 午 9:00 ～
12:00。(土肥研究室)
 2008年農業生技展本場仍維持二項展示「高
品質小果番茄」及「控制型肥料」，展示項
目為海報及實物。（義竹工作站）
 柑桔窄胸天牛於5月初即開始羽化，為期約1
個月左右，5下旬達到羽化高峰，並於6月中
成蟲期結束，防治工作應於羽化時同步展
開，請農友確實著手進行，以有效降低柑桔
窄胸天牛之危害。詳細生態及防治方法請上
本場網站查詢。（植保研究室）

景觀綠肥栽培模式之建立說明及觀摩會議
本場於97年5月2日在本場行政大樓，召開
景觀綠肥栽培模式之建立說明及觀摩會議，希
望景觀綠肥作物可增添田園風采，提昇休閒觀
光農業，帶動整個農村之發展，作為休耕田的
另一個選擇。會議由黃山內場長主持，100多位
農友參加，說明會後並赴本場試驗田觀摩。
目前推廣種植之景觀綠肥有向日葵、小油
菊、大波斯菊、黃波斯菊、百日草、萬壽菊、
青葙等。雖然為非豆科之草花植物，不具固氮
能力，不過可以截取土壤中過多養分，掩施分
解後回饋給後作作物利用，而且植體產量亦不
低，可增加土壤之有機質，改善土壤之理化性
質。
休耕田種植景觀綠肥，栽培管理朝向粗放
省工，但栽培過程需注意發芽率，發芽不佳容
易雜草叢生，減少雜草危害是景觀綠肥栽培重
點，此外栽培掩埋後續管理，避免景觀綠肥淪
為雜草，亦是栽培者必須留意之事項。採用來
源可靠的種子，確保種子發芽率，以及植株優
良生長勢。適當的播種期植株生長強健，才會

快速達到美化環境之效果；配合文化或鄉鎮活
動則須推算開花日期而訂定播種日期，分批播
種可延長賞花期。為了省工可採用直接撒播方
式，但是播種時必需注意一些原則，以提高發
芽率及整齊度。播種前先行種子浸水處理，撒
播後需進行覆土，將可提高發芽率及整齊度。
雜草是休耕田常見的問題，亦是景觀綠肥
栽培成敗之重要因素。不要讓田間雜草有機會
繁殖種子，累積雜草種子密度，休閒期草過長
就應進行翻耕或殺草劑處理。前期作種植綠肥
作物於開花結實後掩埋，其種子具有發芽能
力，常成為後作之雜草，可於掩埋時灌溉，增
加綠肥作物腐熟以及促使種子萌芽後再行整地
種植。而景觀綠肥幼苗期生長緩慢，為避免雜
草妨礙其生育，可於播種覆土後隨即噴施萌前
殺草劑抑制雜草生育。
本場朝向田園景觀多樣化，進行篩選適合
的景觀植物，希望能引導農民將景觀綠肥作物
納入耕作制度，增加休耕田之有效利用及改善
生態環境，共同開創美麗家園。
(文/圖 吳昭慧)

T景觀綠肥作物可增添田園風采，提昇休閒觀光農業，帶動整個農村之發展，
是休耕田的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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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７年發展地方料理」－創意米粿烹藝競賽

斗六市農會田媽媽家政班拔頭籌
由本場主辦之「97年度發展地方料理烹藝競賽」與交流研習活動，經過激烈的競爭，終於由斗
六市農會田媽媽家政班的米薯一家親、含粿待放、蔬蔬入扣、步步糕升及鳳落米香之精緻料理脫穎
而出，贏得評審的青睞，榮獲冠軍。
「 97 年 度 發 展 地
方料理烹藝競賽」於5
月2日在農業推廣大樓
舉行，本次創意米粿烹
藝競賽由雲嘉南地區
各縣市鄉鎮農會推廣
人員、家政班、田媽媽
S米薯一家親
副業經營班、農業產銷
班、休閒農場等農民團
S評審作業
體組隊報名參賽，共30
組報名。比賽項目為「創意米粿」，於11時完成擺盤，開始進行評審
及食譜拍攝，評審時段則聘請愛德園文教基金會發起人李秋涼老師進
行專題演講，主題為「一年四季怎麼吃」、「如何落實三餐之健康飲
食」。下午2時由評審講評、發布名次與頒獎，冠軍組並獲頒發2萬元
S含粿待放
獎金及獎座乙個。
比賽得獎名單分別是：冠軍－斗六市農會田媽媽家政班，亞軍－
左鎮鄉農會田媽媽家政班及水上鄉農會田媽媽家政班，季軍－台西鄉
農會田媽媽家政班及民雄鄉農會家政班，殿軍－大林鎮農會家政班、
四湖鄉農會家政班及太保市農會家政班。
參賽的單位以國產好米，分『米粒』及『米漿』二大類為主材料，
搭配國產農特產品為副材料，並以「少油、少鹽、少糖、高纖維、適
量、營養均衡」為烹調原則，研發富有創意、符合健康、簡單易學、
S蔬蔬入扣
容易推廣且經濟衛生的六人份五道食譜之套餐。比賽評分的比重分別
是「材料使用雲嘉南地區農特產品」10％，「食譜富創意性」20％，
「符合健康烹調原則」25％，「色、香、味、型」25％，及「食譜說
明簡要易懂」15％，
「衛生、服裝、場地
整理」5％。
得獎的菜色將
由本場彙整，製作網
S步步糕升
頁提供瀏覽，並推廣
給休閒農場業者、民
宿、餐飲業者及一般
消費者參考應用。
S台南區農改場場長黃山內及農友社福基金
會董事長陳文郁與冠軍得主－斗六市農會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田媽媽家政班參賽組員合影

S鳳落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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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