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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台灣西瓜節活動報導
無花果料理～東坡無花果、無花豆腐煲
■ 國產胡麻營養豐富，「食」在「油」料
■ 水稻抽穗期陰雨氣候加強防治穗頸稻熱病
■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開始起跑，報名要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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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台灣西瓜節 活動報導
本場與雲林縣政府、農友社會
（校園組），果雕組由楊柏偉（社會組）及謝皇楷（校園
福利基金會、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雲林縣廚師職業工
組）獲得冠軍。
會，於5月1日假雲林縣立體育館，舉辦「2010台灣西瓜
今年雲林縣政府為增加西瓜節的可看性，並豐富西瓜
節」系列活動，吸引了大批民眾參與，熱鬧空前欲罷不
的多元化用途，特別在台灣西瓜節當天中午，請劍湖山
能，一起饗宴西瓜風味、共賞西瓜文
王子大飯店，辦理「西瓜饗宴」活
化藝術、同樂西瓜遊戲，為2010年的
動，以西瓜入菜烹調成十道佳餚，
夏天揭開序幕！
民眾可在高級飯店享受平價料理，
4月28日「高品質西瓜競賽」由來
真是大飽口福，直呼超值。
自台灣各地498位西瓜栽培好手參加，
大、中、小型西瓜組分別由黃永彰、
廖婉臻及廖文成等人奪魁，冠軍可獲
得獎牌及一萬六千元獎金。迷你無子
西瓜組及巨型西瓜組，由於參加組數 ↑開幕剪綵
→侯場長與今年高品質
西瓜冠軍得主合影
未達競賽規定，取消競賽。
本年度台灣西瓜王選拔，於5月1日活動當日進行評
鑑，由嘉義縣水上鄉的黃平雄先生技冠群雄，奪得2010台
←2010台灣西瓜王得主灣西瓜王的稱號，獲得獎牌及3萬元獎金。珍奇西瓜競賽
黃平雄
↙涼拌西瓜
之新奇西瓜組，二崙鄉廖慧君小姐的企鵝造型瓜最獲現場
料理教學
觀眾青睞，拿下票選冠軍，奪得勝利。
一向是現場人氣焦點的「西瓜果雕暨料理競賽」，今
年報名人數倍增，近80組來自全國各地區的餐飲界學子
及社會精英，展現巧奪天工的手藝及巧思
創意。最後料理組由莊育賢+莊育
婷（社會組）及賴鳳珠+劉庭愷

↑台灣西瓜王評審團
↑台灣西瓜王評審團

↑高品質西瓜競賽

↑電音三太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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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雲林地區民眾參加活動，雲林縣政
府特別規劃了小朋友的「西瓜節創意繪畫比
賽」，果真為會場帶來大批人潮。「2010台
灣西瓜節全國攝影比賽」則期待能將西瓜節
活動之精彩點滴，藉由參賽者不同角度的留
影，為日後留下歷史的見證。趣味活動「西
瓜估估樂」、「西瓜大胃王」報名民眾非常 7
踴躍，現場熱鬧滾滾，加油聲不斷。2010台灣西瓜
節活動今年再次在雲林縣立體育館劃上完美的
句點。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6

4

8

←
西瓜料理
進行評審

1 趣味競賽-西瓜大胃王︱笏
2 趣味競賽-西瓜估估樂︱笏
3 西瓜拍賣
笓
4 西瓜免費品嚐︱笏
5 果雕社會組冠軍楊柏偉及其作品︱笅
6 西瓜果雕作品
笅
7
8
笏 料理冠軍作品-元氣福袋海鮮捲︱笏 西瓜料理作品

東坡無花果

無花豆腐煲

材料：無花果6個、五花肉300公克、蒜頭10瓣、蔥2支、
辣椒1條、醬油1/2杯、冰糖1湯匙、水2杯。

材料：無花果6個、嫩豆腐1盒、絞肉150公克、番茄醬2湯
匙、蔥2支、油1湯匙、水1/2杯。

作法：1. 五花肉川燙後切塊、無花果洗淨切成4瓣備用。
2. 鍋內放入五花肉塊、蒜頭、蔥、辣椒、醬油、冰
糖及水，大火煮滾後改小火燉至肉塊熟透，加入
無花果續煮至肉塊軟嫩即成。

作法：1. 無花果、豆腐切丁，蔥切成蔥花備用。
2. 起油鍋入絞肉炒香，加番茄醬炒勻後加水、豆腐
丁、無花果丁煨煮約5分鐘後，洒上蔥花即可。
【食譜製作/李月寶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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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胡麻 營養豐富 食
胡麻俗稱芝麻、烏麻、麻仔。台灣每年的種植面積約
1,000公頃，主要產區台南縣善化、安定、西港、佳里、
將軍等地區，嘉義縣朴子、東石地區少數栽培。國產每年
產量約800公噸，僅佔台灣每年使用量（約3.2萬公噸）之
2.5％。國產胡麻因採收後即加工利用，品質較佳，頗受
國內消費者肯定愛用，價格為進口的2∼3倍。目前台南縣
善化鎮、安定鄉、西港鄉、佳里鎮及嘉義縣朴子市農會均
輔導農民種植胡麻，收購製造胡麻油等產品，品質優、口
味佳，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ㄧ般胡麻油富含油酸與亞油酸兩種不飽和脂肪酸，胡
麻種子的蛋白質含量亦較一般植物性高，由胡麻胺基酸組
成，並富含甲硫胺酸（methionine）及半胱胺酸
（cysteine）等硫胺基酸，但缺乏異白胺酸及離
胺酸，可利用大豆蛋白質中富含離胺酸，同時
攝取胡麻與大豆，互補其所缺乏的胺基酸。醣
類方面主要為葡萄糖及果糖，不含澱粉；粗纖
維含量為2.81∼7.23％，屬於纖維頗多的食品。
礦物質方面其含量多於米、麥、大豆及其他乾
果類種子，其中尤以鈣質含量最多，每100g芝
麻種子中約含1,200mg，亦含9.6mg的鐵、540mg
的磷，而且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1、B2、菸鹼酸
及酚類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質。

冬天夏天吃胡麻ㄧ樣好！
國產的胡麻油是當今最夯的天然、未精製、未氫化的
初製好油，其發煙點為177℃，適用於低溫拌炒或涼拌料
理，不適宜高溫爆炒或油炸。因此只要懂得正確使用，則
不論冬天、夏天，以胡麻油烹煮食物都是一樣的好。
目前國產胡麻油除了一般國人熟悉的濃香黑麻油外，
國內農會團體亦生產冷壓製造的胡麻清油，更有益人體健
康。以胡麻油烹調時，為避免高溫造成脂肪酸過度氧化，
產生自由基，破壞營養素，且
易生燥熱，切記不論是胡
麻清油或黑麻油，必須
是低溫炒香蔥、薑、蒜

國產胡麻加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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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 料

↑侯場長邀請地區農會共同辦
理記者會，促銷國產胡麻加
工產品
←中興大學曾志正教授說明胡
麻營養成分
↓李月寶課長（右）介紹以胡
麻油料理的佳餚

等香辛料，再
加入主材料烹
煮；若是煮麻
油雞，則建議
烹煮時先以少
許大豆油（發
煙點為232℃）
炒香薑片，加入雞肉煮至熟透後，才倒入黑麻油或胡麻清
油拌勻，即為一道香氣四溢、令人垂涎，冬夏兩相宜的營
養佳品。
芝麻富含鈣質，有益兒童生長發育及成年人骨骼保
健，食用芝麻一定要咬破或碾碎吃，芝麻素、鈣質等營養
素才能被身體吸收。磨碎的芝麻粉拌蜂蜜，可當成芝麻果
醬食用，芝麻粉加入牛奶、優酪乳、優格或做成芝麻豆
腐，均為鈣質豐富的養生食物，老少咸宜，值得一試。
【文/游添榮．李月寶 圖/黃鵬戎．陳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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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抽穗期 陰雨氣候 加強防治 穗頸稻熱病
水稻已近抽穗盛期，五、六月的梅雨即將來臨，氣溫
漸升，但氣候不穩定，容易發生穗稻熱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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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穗
稻熱病蔓延擴散。
今年葉稻熱病在雲林地區發生較往年嚴重，稻熱病病
原菌分生胞子田間密度增高，易潛伏於劍葉、葉舌及葉節
部位，俟抽穗時若逢連續陰雨、高濕的環境下，稻穗頸部
極易感染稻熱病病原菌分生胞子，罹病初期患部呈淡褐色
或暗褐色，以致組織壞死養分不能送達，影響整穗發育，
呈現罹病部位彎曲，即俗稱的吊穗現象，造成產量損失。
預防重於治療，請農友務必於抽穗前三至五天施藥，於齊
穗期再進行第二次施藥，以確保防治效果，也必須避免施
用過量的氮素追肥，而造成植株細胞柔弱，病原菌容易侵
入。
防治藥劑可選用以下任一種即可：75％三賽唑可濕性
粉劑3000倍（0.4公斤/公頃）、54％保米熱斯可濕性粉劑
1500倍（0.8公斤/公頃）、20％嘉賜三賽唑可濕性粉劑

↑水稻穗頸稻熱病病徵

1500倍（0.8公斤/公頃）、15％加普胺水懸劑2000倍（0.8
公升/公頃）、25％克熱淨溶液1200倍（1.2公升/公頃）、
41.7％三賽唑水懸劑1500倍（0.8公斤/公頃），或參考植
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並嚴守施用藥劑之安全採收期。
【文/圖 陳紹崇】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開始起跑，報名要 快 ！
為積極培育具備國際觀及農業專業經營能力之優秀農
民，提升農業經營能力及人力素質，強化我國農糧產業競
爭力，本場本（99）年度配合農糧署辦理農民農業專業訓
練，計有柑桔類栽培管理班、果樹栽培管理班（二班）、
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二班）、蔬菜栽培班、設施
花卉栽培班、蝴蝶蘭栽培管理班、芒果栽培管理班、有機
農業班（二班）、管理作業機械使用保養與檢修班等十二
班，有意願參加訓練者，請踴躍報名，其上課時間詳如右
表。
依農糧署規定，第一階段報名對象為年齡在18歲至65
足歲農業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未滿10年，或實際從事農
糧產業生產之農民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1)農保被保險
人。(2)符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所規定擴大經營規模
條件之大佃農。(3)領有種苗業登記證之繁殖業者及其員
工。第二階段報名對象為倘訓練班確定開班且尚有名額
時，開放未加入農保但實際從事農糧產業生產，一般土地
利用型者經營面積至少0.1公頃，或設施栽培型經營面積
至少0.05公頃者報名。
有意參加農民農業專業訓練，其報名地點為報名者參
加農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農會推廣股，或耕地所在之農會推
廣股、公所農業相關課、或合作社場，或可直接上農民農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項目

預定時間

名額

柑桔類栽培管理班

5/11-5/13

40

果樹栽培管理班

5/25-5/27

40

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

6/8-6/10

40

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

6/22-6/24

40

7/6-7/8

40

設施花卉栽培班

7/20-7/22

40

果樹栽培管理班

7/27-7//29

40

蝴蝶蘭栽培管理班

8/10-8/12

40

芒果栽培管理班

8/17-8/19

40

有機農業班

9/7-9/9

40

有機農業班

9/14-9/16

40

10/12-10/14

30

蔬菜栽培班

管理作業機械使用保養與檢
修班

業專業訓練網（http://agrtrain.afa.gov.tw）網路報名。報名
完成資料登錄後，需由報名人親自並主動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洽初審單位審查。
【文/李榮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