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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優良農產品「吉園圃」生鮮蔬果
標章的由來
為保障消費者食用國產生鮮、安全的蔬菜及水果，農
政單位在民國83年設計一種代表新鮮、安全蔬果的「吉園
圃」標章，輔導蔬菜、水果產銷班、觀光果園及核准登記
之農場，使用於生鮮產品，以供消費者辨識、採購。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係證明其生產行銷之蔬菜、
水果等農產品，其作物病蟲害之管理及農藥使用，符合國
家優良農業操作之標準，且其農藥殘留未超過行政院衛生
署公告之容許量，符合輔導、檢驗與管制的精神。
吉園圃蔬果標章及有機農產品標章，自民國95年1月1
日起，改為CAS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及CAS有機農產品標
章。96年推動產銷履歷制度，原訂至97年以後停止CAS吉
園圃標章之使用，但行政院農委會為達成推動「健康、效
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之施政方針，照顧廣大消費者
與農民，推動安全農業採多元輔導方式，從97年7月起恢
復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制度，並擴大推動，有關產銷履歷
制度則以外銷國家有要求、通路有保障、有食品安全風險
疑慮者等3項原則，選擇適當產品務實推動。

吉園圃申請人數及時間
產銷班以全數班員申請為原
則，至少需5人以上，農場不
限，全年接受申請。

申請文件
1. 接受病、蟲、草害防治及用藥
技術指導至少1次。（有產銷班班
員或農場負責人、改良場人員簽名及指導內容紀錄）
2.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出具之檢驗合格文件。
3. 檢附各班員（農場）病、蟲、草害防治紀錄簿。
如為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者，得以「產銷履歷驗證證
書」影本代替上開文件。

審查通過之產銷班與農糧署各區分署簽訂契約書，並
接受使用標章之規定，如有違反即接受嚴厲之處罰，以保
障標章之信譽。簽訂之契約期限：首次簽約者一年，續
約者延長為二年。本場轄區至民國98年止，已有453班蔬
菜、水果產銷班合格取得使用「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之
權利。
產銷班可將「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黏貼於生產之生
鮮蔬果產品上，並建檔管理標章號碼，消費者可依據產品
上標章之識別號碼，到農糧署「吉園圃安全蔬果資訊網」
查得生產者資料，追溯生產農友，以建立農友生產責任。

宣傳與促銷
政府為推廣「吉園圃」安全蔬果產品，提高產品售
價，在臺北、三重、臺中等農產果菜運銷公司行銷吉園圃
蔬菜，交易量約2萬公噸，並輔導352家超市設置吉園圃產
品專櫃，以方便消費者採購，擴大「吉園圃」安全蔬果產
品之通路及價差。以布袋鎮農會蔬菜產銷班第7班為例，
配送台北農產果菜運銷公司之苦瓜，同一天黏貼「吉園
圃」標章之拍賣價格，較非「吉園圃」者高約30元，可見
「吉園圃」蔬果已可顯現其產品區格，得到較高的價格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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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農糧署建置「吉園圃安全蔬果資訊網」，並於
報章、雜誌、電視及第四台等各大平面及電子媒體、網路
製播宣導短片，宣導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與產品，並在各
項農產品展售活動設置吉園圃專區。此外，不定期辦理連
鎖超市吉園圃產品發表會及媒體產地參訪活動，強化消費
者之認知及促進消費。
農業是經濟產業，並具有安適國人身心、穩定社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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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綠色國民所得的非經濟外部效果，其價值遠高於傳統
計算的GDP。安全農業發展除了經濟產值外，也貢獻更
安全的農產品、更強的科研創意、更多的綠化、更少的污
染、更溫馨的在地文化、更好的生活品質。吉園圃制度讓
消費者能正確認識安全蔬果標章，安心享用安全、優質的
台灣蔬果，而此一目標之達成，有賴吉園圃產銷班之積極
配合推行。
【文圖/陳紹崇】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重點說明
一、ECFA不談農業

四、前政府於8年執政期間開放了936項農產品

對於兩岸洽簽ECFA，馬政府已多次重申「三不」原
則，將繼續管制中國大陸830項農產品進口，絕對不會新
增農產品開放項目。同時我國也未將1,415項已開放農產
品降稅納入ECFA協商，因此ECFA並不談農產品開放，
請全國農民放心。

我國自77年起逐步開放中國大陸農產品進口，到89年5
月20日政黨輪替前，一共開放了479項農產品，主要項目
以農工原料為主（如中藥材、黑豆、高粱、腰果、羽毛、
玉米澱粉等）。到了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8年間共新增
936項農產品（包括蘿蔔、辣椒、甜椒、南瓜、荸薺、柿
子乾、冷凍草莓、花生醬、其他調製鰻魚片等）。目前
開放總項數為1,415項，馬蕭政府上任後未再開放任何一
項。
【摘錄自農委會文宣資料】

二、日韓等競爭對手已與東協洽簽FTA
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TA)已於2002年正式啟動，
除中國大陸於2005年加入外(即東協加一)，韓國與東協簽
訂「貨品貿易協定」於2007年7月生效（2010年起90％貨
品免稅）、日本與東協簽訂「經濟夥伴協定」於2008年12
月生效（2018年91％產品免稅），我國產品外銷將面臨嚴
竣競爭。

三、目前全球生效的FTA有266個
依據WTO統計，截至2009年10月1日止，國際間已簽
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已達266個，簽署FTA已經是全球
經濟發展的主導趨勢，我國倘未能簽署，經濟發展將面臨
邊緣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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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1月份將辦理 ECFA宣導講習會
歡迎民眾蒞場聆聽指教
1
上午 中埔鄉農會
20 上午 六腳鄉
1
下午 梅山鄉農會
21 上午 南化鄉農會
上午 高青合作農場 1 26 上午 佳里鎮農會
1
上午 斗六市農會
26 下午 西港鄉農會
＊詳細時間、地點及議程
下午 元長鄉農會
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芒果開花期 注意小黃薊馬 之防治
目前芒果田間已可見早花，產區芒果亦將陸續
開花進入開花期，值此正是小黃薊馬危害期，常
造成花穗受損及影響幼果外觀，請農友應把握防
治適期，提早做好防治工作，以確保芒果之結果
及果實品質。
小黃薊馬是芒果花期目前最主要的害蟲，在花
穗抽出前至謝花後，應特別注意小黃薊馬的防治
工作。小黃薊馬屬小型昆蟲，喜躲藏在芒果花穗、幼果果
蒂處及新葉葉脈附近刺吸危害，初期不易察覺，待被害狀
出現時往往為時已晚，農友應提高警覺加強防治。
小黃薊馬之防治，應於開花期及幼果期噴施藥劑。除
此之外，登記防治芒果葉蟬之殺蟲劑，亦可有效防治小黃

↑芒果自花穗抽出後即應開始注意
小黃薊馬之防治
↖受小黃薊馬危害後的芒果

薊馬，農友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進行藥劑之選用，或上本
場網站查詢防治藥劑。由於芒果開花期長，果農應選擇幾
種藥劑，輪流於害蟲發生時使用，避免抗藥性之產生。
【文圖/林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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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奮 鬥 小故事

柑桔健康種苗的推手～梅山合作農場周煌鈞
推廣無毒柑橘種苗

梅山合作農場場主周煌鈞，以獨到眼光，
拉高茂谷柑商品價值，進而成為柑桔健
康種苗的推手，他的一步一腳印，正是
台灣農業由生產、運銷，轉型到技術
層次的演進紀錄。

業界都知道，黃龍病是柑桔樹的絕
症，屬於系統性病害，會導致樹勢衰
弱、葉片黃化、鬚根腐爛，且會透過
昆蟲或器械傳染。台灣大學蘇鴻基教
授是黃龍病權威，他的檢驗及脫毒技
專業高學歷 投入合作農場
術，使得台灣在柑桔黃龍病研究獨步
周煌鈞擁有淡江財稅系的高學歷，
全球。柑桔無病毒母株的培育耗時費
73年退伍後曾在台北工作半年，剛好碰
力，需要龐大資金，目前僅有農試所嘉義
到合管處招訓，以第一名考上農場專業人
員訓練，從此踏入農場經營管理之路。回鄉 ↑周煌鈞的柑桔無病毒苗圃 分所在政府資助下，設立柑桔果樹無病毒苗
繁殖圃。
後個人的農業生產，從種植椪柑、柳丁、番
周煌鈞起初也只是玩票性質，後來發現具有發展潛
石榴起步，後來考慮番石榴的收益雖然不錯，但工作量繁
力，便闢建400坪溫網室，開始進行無毒苗生產。他評估
重，又跟柑橘類生產期衝突，因此決定專心管理柑橘果
採穗母株需要較大空間、管理成本高，又需要通過無病毒
園，並兼辦合作農場業務。
檢測，不如買穗划算，因此該場主要進行砧木的養成，從
所謂合作農場，就是弱勢農民利用合作組織，形成一
種子育苗盤播種、移植穴植管、移植黑軟盆，耗時2年，
股力量，共同進行資材採購、農產品出貨及運輸等工作。
再向農試所嘉義分所購買柑桔母穗進行嫁接，培育1年後
梅山合作農場採股東制，在拍賣價格扣除運費、紙箱等費
才能出售，因此一株柑桔無病毒種苗的生產須耗時3年。
用後，將收益直接回饋給農民。
周煌鈞回憶，早年柳丁種植盛期，曾一天出貨1000多
箱，並嘗試過共選共計，但是經過無數次失敗經驗，最後
仍採個人小代號單獨計價，然而因為拍賣價格完全公開，
賣得好的農民仍具有指標作用，可帶動其他農民仿效學
習。事實也證明，梅山合作農場的柳橙拍賣價格，通常都
比其他地區為高。

開發新商品 策略拉抬價格
最早將茂谷柑推上檯面，搶得先機的就是梅山合作農
場。當初周煌鈞推廣社員種植茂谷柑，並召集農民以次
序出貨方式，一開始一天僅出貨5件、20元/公斤，逐步
推廣產品、打響知名度，價格也逐年倍升，由50∼60元/
公斤，隔年100多元/公斤，再翌年200元/公斤，最高產時
期，該合作農場的茂谷柑佔全國80％供應量，為農民創造
極高的收益。
1 農場進行選果分級作業︱笅
2 以穴植管培育砧木
笅
3 完成無病毒母穗嫁接 ︱笅
4 自行開發之黑軟盆
笏
5 種苗根系生長強健
笓

計畫生產高品質苗木 前景看好
周煌鈞自行開發盆高較深的黑軟盆，使得砧木根系生
長強健，種苗存活率高，廣受歡迎，因此售價也較一般種
苗場高。苗圃聘請員工2人，採計畫生產，平均一週約有
5000棵的接穗量。也因為以苗管方式生產，操作方便，相
對彰化田尾地區(砧木以種子直接灑播土地栽培)，出貨管
理上較為機動。目前配合政府柳丁廢園政策，已很少生產
柳丁苗，主力產品以椪柑、桶柑、茂谷等為主，最大客戶
是台中縣東勢、石岡、豐原等地區農會。
周煌鈞認為，台灣有3萬多公頃的柑桔類果園，就算只
更新果園，所需的種苗量也很可觀，
因此前景仍看好，近年又擴建400坪溫
網室，以因應將來的需求。周煌鈞的
個人奮鬥歷程，正是台灣農業進化
的寫照－勤奮、踏實，又充滿堅毅
的生命力！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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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鈴薯 及 番茄 晚疫病 好發於濕冷天氣

宜加強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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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時候可看到植株
葉片有露水附著，此際環境已適合晚疫病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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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有
效控制病害的發生與蔓延。如田間已有病害發
生，除需立即施藥外，清園工作更不可少，降
低田間病原菌密度永遠是防治病害成功的一大
要素。此外，改善田間排水與通風，也是預防
晚疫病的重要措施。
防治藥劑請參見植物保護手冊上登記於馬
↑馬鈴薯晚疫病病徵
↑番茄晚疫病病徵
鈴薯及番茄晚疫病之藥劑，或上本場網站查
詢。因偵測發現田間已出現對滅達樂具抗藥性的晚疫病病原菌菌株，建議防治時避免使用該系列藥劑，施藥時藥劑添
加展著劑，藥液需噴及全株，低溫多濕的時期，每5∼7天施用一次，每次只需使用一種藥劑，但需嚴守藥劑的安全採收
期。為避免誘發病原菌的抗藥性，應選擇二至三種不同類型藥劑輪流使用。
【文圖/陳紹崇】

氣溫轉涼 加強木瓜黑腐病 防治
今年88莫拉克颱風襲台，南部網室栽培之木瓜園多遭
強風掀網，植株上造成許多傷口，木瓜黑腐病菌極易隨風
雨傳播而侵入感染，在侵入後潛伏於植體，勢在溫度降低
時迅速發病危害。今已時值寒冬，氣溫下降，若加上陰雨
環境條件適宜，可能迅速發病蔓延而造成嚴重損失。
登記於植物保護手冊可供參考防治之藥劑為81.3％嘉賜
銅可濕性粉劑。田間若發現病株，建議砍除維管束褐變株
幹後，切口塗抹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稀釋液，並加強
田間衛生。
【文圖/吳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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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轉涼，適合木瓜黑腐病的發生，請農友注意防
治，以確保病害不致蔓延，影響收成。
木瓜黑腐病病徵，最初在木瓜葉片呈現水浸狀斑點，
高濕時呈泌膠，最後病斑組織壞疽枯死。其植株心部呈水
浸狀病斑，隨即葉柄下垂，葉片變黃色，株心部褐化，葉
片未脫落前植株心部轉黑枯死。病徵由株心向下擴展，若
發生在成熟組織則進展緩慢，有時株心已呈現黑腐狀，仍
會長出未罹病之側芽。無論成熟株、幼株或幼苗皆會被感
染，被害果果皮上也會有明顯水浸狀黑色病斑。

↑木瓜黑腐病造成維管束褐化
←木瓜黑腐病病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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