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現新品種～

本場經過8年的研究，
育成水晶花和星辰花耐熱

新品種，成功調整花期至

市場最高價的10∼12月，
目前正進行品種權申請，

轉移給種苗商，將大幅提

高花農的收益。

為推廣新品種，3月30
日在本場農業推廣課大

廳，辦理「水晶花、星辰

花新品種發表會」，由張元聰助理研究員

說明育種過程，並邀請花藝專家林雅惠老

師，現場解說展示這兩種花卉的花藝設計與

利用，讓現場媒體記者大為驚豔，紛紛大幅報導。

水晶花和星辰花以顏色豐富而得名，通常作為配花素

材，花不易凋謝，觀賞期長，亦可做乾燥花使用。水晶花

由荷蘭花卉公司推出時，需要很低的溫度才會開花，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本場是以台灣的石蓯蓉和水晶花雜交，育

成耐熱且四季開花的品種。星辰花則特別在高溫期選種，

選拔早花植株，使後代的自然花期漸漸提早，終而育成能

在秋天的氣候下開花的品種。兩者皆較國外晚冬開花品

種，提早花期甚多。

水晶花及星辰花觀賞的主要部位，是它有顏色的花

萼，真正的小花只有短暫的壽命。在台灣盛花期多在春

末夏初，常錯失在農曆春節前花卉需求量最大的時期。

本場推出的黃色水晶花「台南1號－晶鑽」及
紫色的星辰花「台南1號－紫后」品種，以
組織培養法繁殖，可在平地種植，每年9月
定植，11月自然開花，春節是盛花期。根據
以往的銷售經驗，農曆年前切花價格可達到

100元左右，且此兩個新品種可增加1.5倍的切
花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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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現場展示的花藝設計，成為媒體目光焦點

↑水晶花新品種「晶鑽」 ↑星辰花新品種「紫后」

水晶花 晶鑽．星辰花 紫后 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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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設計作

品令人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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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花「晶鑽」為黃色，星辰花「紫后」為紫色，其

不褪色又不易枯萎，將可取代白色的滿天星，成為新的配

花花材。若當花藝設計的主角，柔美的花莖線條和星形不

凋的花萼，可在居家環境中

長期觀賞，不用常常換

花。也可用乾燥花材做成工藝品，以插花海綿為底做成動

物造型，或是直接以乾燥花材做成貼畫，其用途廣泛，對

忙碌的現代人而言，可說是經濟簡便的花卉，值得大家多

多利用。

【文/張元聰　圖/張元聰．黃鵬戎】

↑水晶花晶鑽 (右) 和商業品種比較

↑星辰花紫后 (左) 與商業品種比較

↑水晶花、星辰花發表會田間展示現場

材料：鯛魚3片、無花果6個、無花果醋6湯匙、彩椒 (紅黃
綠)各1/4個、糖2湯匙、鹽1茶匙、油1湯匙、水2湯
匙。

作法：1. 無花果洗淨切片、鯛魚每片斜切3小片、彩椒洗
淨切成片狀備用。

2. 起油鍋入油、無花果醋、糖、鹽及水，以小火調
勻後加入鯛魚片、彩椒片及無花果片、煮約2分
鐘後取出盛盤。

材料：無花果4個、結球萵苣 (生菜)1個、蘋果1/2個、梨
子1/2個、彩椒2個、美乃滋1小包。

作法：1. 萵苣洗淨，將葉片修剪成碗狀。
2. 無花果、蘋果、梨子、彩椒等洗淨切丁備用。
3. 將2.料裝入一片片生菜葉內，淋上美乃滋即可食
用。

【食譜製作/李月寶　圖/黃鵬戎】

無花糖醋魚 無花生菜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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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鳳梨合理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本場為加強轄區農友對大蒜合理化施肥之瞭解，於3月
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在雲林縣莿桐鄉蔬菜產銷班第一
班黃啟明班長大蒜田，舉辦「大蒜栽培合理化施肥田間成

果觀摩會」。

大蒜喜好冷涼氣候，不耐炎熱。而生育適溫在15∼
20℃之間，若超過25℃則植株生育不良，莖葉容易枯死，
發芽溫度在20∼25℃之間，若超過27℃時則產生休眠不發
芽。台灣平地適合在秋冬季低溫季節種植。大蒜由於根系

淺，根毛少，土壤以疏鬆、肥沃、有機質含量高、排水良

好、pH值在6.2∼7.0的砂質壤土最適宜，會有連作障礙，
宜與水稻輪作。配合生長發育供應水分及養分，在幼苗期

水分不宜過多，以免母瓣腐爛；接近蒜頭收穫時水分亦不

宜過多，以利貯藏。栽培施肥管理應控制肥料高利用率，

依生長期調整施肥量，方能達到合理化

的目標。

大蒜合理化施肥示範是於施肥作業前

採取土壤進行分析，依土壤肥力分析結

果，推薦肥料用量每公頃氮素320公斤、
磷酐152公斤、氧化鉀400公斤，並以農
民慣用肥料量為對照區。其示範成果，

合理化施肥示範區肥料成本較農民慣行

施肥節省46.5％，預估產量增加17％，且品質提高，每公
頃約可增加10萬元收益。減少化學肥料施用量，不僅降低
成本，又能提升產品品質，增加產值，一舉數得。

為加強轄區農友對鳳梨合理化施肥之了解及重視，本

場於4月8日上午9時30分，在嘉義縣民雄鄉蔡豊武農友果
園，舉辦「鳳梨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摩會」。

鳳梨合理化施肥應依照果園土壤條件、植株生育情形

及肥料特性來進行施用，可有效節省肥料用量，提高肥料

利用效率，避免過量施肥所造成土壤酸化、鹽化及水源環

境污染等問題。在進入鳳梨產季之初召開合理化施肥田間

成果觀摩會，讓農民現場觀摩合理化施肥具體成果，示範

田區根據實際土壤檢驗結果並配合本場之推薦施肥量，使

植株生育情形維持在最適當的狀態，不僅減少不必要肥料

施用，節省了21％的化學肥料施用量，亦即使每分至少節
省了890元的肥料成本，同時也使果實品質維持在較佳的
狀態。並藉由農友的現身說法，配合本場指導人員的解

說，將可讓農友們更加容易了解合理化施肥管理的重要

性。

此外，觀摩會將讓農友充分了解如何利用農改場免費

土壤肥分的檢測分析服務資訊，確實掌握果園土壤的健康

狀況，以防止過度施肥或養分缺乏之發生，並配合田間管

理作業等整合性的田間管理技術，確保果品品質及產量，

提高鳳梨產業之競爭力，達產業永續發展之經營目標。 
【文/陳水心．黃士晃　圖/黃鵬戎】

↑陳水心先生在田間

向農友說明大蒜合

理化施肥措施

展示 減肥 成效

↑葉副場長主持大蒜合理

化施肥成果觀摩會

↓莿桐鄉農會田媽媽班準

備大蒜料理供與會人員

大快朵頤

→鳳梨合理化施肥示

範區生長狀況良好

↘農民向本場專家黃

士晃請教鳳梨栽培

管理問題

↓蔡豊武先生在田間

向與會農友說明合

理化施肥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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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中國大陸並非公告之有機同

等性國家，管制進口之大陸830項農產品，縱使經第三國
驗證，其有機產品仍不得進口。

依96年通過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六條規
定，進口有機農產品、加工品之管理，係採審查該國家或

國際有機認證機構規範與我國相當者及公告該國家或國際

有機認證機構，並認可其等之驗證結果。目前農委會已公

告20個有機農產品、加工品同等性國家時，亦一併公告採
認該等國家認證之機構於境外驗證結果。其產品須於上市

前逐批審查通過，核發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字號後，方可以

有機名義販賣。

由於中國大陸未向我國申請有機同等性審查，我國未

採認其有機農產品。我國管制進口之830項中國大陸農產
品，雖經公告有機同等性國家之驗證機構所驗證之產品，

亦不得進口。

農委會表示，部分學者及外界對我國公告國家之驗證

機構赴第三國驗證能力及其驗證產品之建議，該會對於採

認同等性國家之驗證機構，其驗證產品限縮以其國內生產

者為限，或對於同等性國家之驗證機構如至第三國驗證，

必須向我國申請，審查其管理能力等意見，已蒐集國外作

法，正研擬修法中。

農委會強調，經驗證通過之國產有機農產品，須依規

定標示驗證證書字號及使用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至
於進口產品則須經審查合格及標示有機標示同意文件字

號，消費者可據此辨識合格之有機農產品，該會並加強有

機品質及標示抽驗。此外，該會正積極輔導設置有機專

區，推動有機農產品驗證，國產有機

農產品新鮮、安全，不須長途運輸，

符合環保概念，請消費

者多予支持選購，購買

時並請認明CAS台
灣有機農產品標章，

以促進國內有機農業發展。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開幕與頒獎 09:00∼09:30 來賓報到

  開幕活動（國標舞）電音三太子

  頒獎-高品質西瓜優勝者

西瓜節創意繪畫比賽 08:30∼11:30 創意繪畫比賽

 13:00∼15:00 優勝作品展示

西瓜節全國攝影比賽 08:30∼17:00

台灣西瓜王選拔 09:00∼12:00 西瓜評鑑

西瓜饗宴(劍湖山 王子大飯店) 11:45∼14:00 定桌入席、餐宴與走秀

瓜類新品種展示 09:00∼16:45 展示各種苗公司西瓜新品種

得獎西瓜展示  展示高品質西瓜競賽獲獎瓜品

西瓜展售  產地西瓜直銷

珍奇西瓜競賽 09:00∼10:50 珍奇西瓜競賽之投票活動

 14:00∼14:30 珍奇西瓜競賽之票選單摸彩

西瓜果雕暨料理競賽 08:30∼10:30 西瓜果雕暨料理競賽（第1場）預訂

 11:00∼13:00 西瓜果雕暨料理競賽（第2場）預訂

 14:00∼16:30 西瓜果雕暨料理作品展示

趣味競賽 10:30∼11:00 西瓜估估樂

 15:30∼16:00 西瓜大胃王

閉幕與頒獎 16:00∼16:45 今日各項比賽優勝者頒獎

西瓜喊價標售 14:00∼14:30 第1場

 16:45∼17:00 第2場

 17:00∼ 活動結束

●西瓜王選拔
●料理果雕競賽
●西瓜饗宴

5月1日雲林開鑼

華麗登場

由本場、雲林縣政府、農友基金會共同主辦的「2010
台灣西瓜節」，將於5月1日（星期六）9∼17時，在雲林
縣立體育館熱鬧展開，規劃有西瓜王選拔、西瓜料理及果

雕競賽、西瓜創意繪畫、西瓜攝影比賽及各種趣味競賽，

精采可期，切勿錯過。當天現場並有業者展售新鮮的西

瓜，方便民眾採買，為即將到來的漫漫夏日先消消暑。

高品質西瓜競賽首先於4月28日登場，屆時全台各西瓜
產區，將傾全鄉之力進行品質競賽。而眾所矚目的「台灣

西瓜王」則在5月1日展開角逐，冠軍瓜並於西瓜節活動當
天現場公開喊價拍賣。

今年雲林縣政府為增加西瓜節的可看性，並豐富西瓜

的多樣用途，特別在西瓜節當天（5月1日）中午，情
商劍湖山王子大飯店，辦理「西瓜饗宴」訂席活

動，以西瓜入菜而料理成十道佳餚，每桌只收

成本價3,500元（不包括酒和飲料），民
眾可在高級飯店享受平價料理，

實屬難得，若無法於當日進場享

用者，可與飯店約定時間前往，

歡迎對西瓜大餐有興趣的民眾踴

躍訂席。各項競賽辦法及活動資訊，

請上本場或雲林縣政府網站查詢。

【文/圖　編輯室】

我國管制 830項 中國大陸農產品
雖屬有機產品亦 不得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