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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 米 80%「米麵包」，品質 與 口感令人驚豔
本場米麵包製作技術 與 日本同步
本場為響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在地消費，提振
國產米食」，積極研發米加工製品，在「米麵包」的製作
技術上有突破性的成果，遂於本（100）年5月6日與農糧
署南區分署共同辦理「米麵包製作技術發表會」，將研發
成果分享給雲嘉南地區農會、田媽媽班及休閒農場業者，
希望能帶動米麵包製作意願，提高國產白米消費量，進而
活化休耕地，達到扶助農業發展、兼顧綠色環保的目標。
當天將近200人蒞場與會，並有十多家媒體採訪拍攝，
眾人均展現高度興趣。發表會首先由本場王場長仕賢及農
糧署南區分署陳分署長俊言致詞，接下來由本場陳曉菁助
理研究員發表「米麵包製作技術」、社區大學講師何美鳳
小姐分享米麵包製作經驗。農業推廣大廳現場除展示各式
各樣米麵包、米糕點、米饅頭、米餅乾等米製產品，並提
供剛烘焙出爐、熱騰騰的米麵包給與會人員品嚐，品質與
口感令人驚豔！
2

現今忙碌又講求快速的時代，麵包已
成為早餐的主力食品，造成米食消費量
急遽下降。本場開發純米80％製作成米
麵包，已達日本烘焙專用米穀粉替代率
要求，以國產水稻品種「臺南11號」研
製成烘焙專用米穀粉，開發出TN系列
預拌米粉，製作成多元化的米食產品，
如米饅頭、米餅乾、米麵包及米蛋糕等
烘焙產品，其品質和口感柔軟度絲毫不輸麵粉。
日本與我國一樣，均以稻米為主食，對於米食產品研
究相當深入。根據日本研究報告指出，米麵包以直鏈性
澱粉含量為16∼23％的稻米品種較為合適，水稻「臺南11
號」即具有此特性，並有食味佳、產量高、脫粒率低等特
點，因此本場採用此品種為烘焙專用米穀粉的主要原料，

搭配其他米種，開發研製「TN-D80預拌米粉」，以純米
80％製作成米麵包，在製作技術上有突破，其實目前臺灣
發表米麵包只添加30∼50％米穀粉取代部分麵粉，因此本
場的技術已與日本同步。此外，利用本場轄區在地的農特
產品食材，以國產黑豆、地瓜、芝麻、牛蒡、胡蘿蔔、鳳
梨及香草植物等，研發健康又養生的米麵包餡料，賦予米
麵包新元素，建立從原料到加工生產的
產業鏈，有效降低
食物里程，達到
低碳飲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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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場長及太保市
笓
農會總幹事黃榮
利向大家推薦米
吐司，品質口感
一級棒！
2 王場長及兩位米麵包製作人向大家展示米麵包成品。
笓
3 以純米80％製作成的法式麵包，營養又健康。
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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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M50預拌米粉適用各廠牌麵包機，製成的吐司一樣美味。
↓現場提供剛出爐、熱騰騰的米吐司給來賓品嚐。

為因應不同的消費需求，
本場針對喜愛在家自行製作健
康養生米麵包的消費族群，開
發家用麵包機專用「TN-M50
預拌米粉」，取代45％麵粉，
具一般麵包的彈性與口感，只
要「one touch」，既簡單又方
↓現煎的米蛋捲超吸睛，麵包達人何美鳳小姐現場解說。
便，前一晚預約，隔日早餐即有熱騰騰麵包出爐，健康美
味看得見。針對休閒觀光農場或田媽媽業者開發的「TN-D80預拌米粉」，
則可取代80％以上的麵粉，用來製作麵包、吐司、蛋糕和餅乾等手工烘焙產
品，具小麥麵粉製成的品質和口感柔軟度，但比麵粉要來得更加營養健康。
【文/陳曉菁 圖/黃鵬戎】

←九

層粿 ↓發 芽玄 米

果

「米食餐點」也很吸睛
↓

紅

發
麴小

珠丸子
糕 ↘珍

配合5月6日舉辦的「米麵包製作技術發表會」，農業
推廣課同時加碼辦理「國產米麵包及米食餐點展示推廣活
動」，展示雲嘉南地區具鄉土特色之米食餐點，現場熱鬧
滾滾，氣氛熱烈。
本展示推廣活動希望藉由發展多樣化米食餐點，與米
麵包製作技術的提升，增進國人對食用米製品的興趣，增
加國產米食消費量。協助辦理米食餐點展示的農會包括安
定、新化、官田、左鎮、六腳、朴子、太保、鹽水、民

雄、龍崎、斗六、西螺等12個鄉鎮市區農會及田媽媽班，
提供品嚐的傳統特色米食餐點包括九層粿、珍珠丸子、酸
白菜圓仔湯、菱角五穀肉粽、蔬菜養生粽、鹼粽、木瓜
粽、菜包、壽司、炒米苔目、肉燥飯、紫菜米血糕、米粉
炒、皮蛋瘦肉粥、蘿蔔糕、筍仔飯、紅麴小發糕、發芽糙
米米果…等，豐富多樣，加上由本場提供的米吐司、米餅
乾及米蛋糕，每項皆以高比率的國產米為主原料，兼具營
養與美味，大大滿足與會人士的口欲，飽足一餐之餘，也
互相觀摩學習米食餐點的製作。
「人是鐵，飯是鋼」，因此，專家推薦「吃飯配菜」
是營養均衡的膳食習慣，而不是「吃菜配飯」的錯誤觀
念。為提昇我國的糧食自給率，降低對國外進口糧食的依
賴，本場呼籲大家能多食用國產米食。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台南地區 鄉鎮市農會 正式更名
因應台南縣市合併升格，鄉鎮市改為區，台南市各鄉
鎮市農會自4月27日起更名為區農會。原台南縣農會將更
名為台南市農會，台南市農會則將更名為台南地區農會。
31個鄉鎮市農會已完成章程變更和提會員代表大會決
議通過，完成更名準備作業，於4月27日正式完成更名。

區農會

至於台南縣農會和台南市農會的更名作業，農業局已
邀請縣市農會代表召開協商會議，並決定將台南縣農會改
制為台南市農會，原台南市農會改制為地區農會，分別由
兩農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目前農業局正持續輔導兩農會
改制更名作業。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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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主任委員 與民有約－
訪視 台南市六甲區 火鶴花產銷班活動紀實
日本為我國主要花卉外銷
國家，3月11日震災致使我
國輸日花卉產業造成衝擊，
預估3月及4月短期內文心
蘭、火鶴花及洋桔梗等將有123萬支出
口受到影響。農委會關心外銷花卉產銷
班現況，為了更瞭解花卉產銷班的需求，使政府各項施政
能更貼近民意，黃副主任委員有才特於4月9日下午2時，
由本場王仕賢場長及農糧署李蒼朗主任祕書等陪同，至台
南市六甲區花卉產銷班第一班訪視，六甲鄉農會李明芳理
事長、黃明星總幹事及產銷班班員23人與會歡迎並參與座
談。
座談會首先由王場長介紹與會的農委會長官及農會來
賓，接著由黃銘和班長一一介紹班員，張林芳珠副班長則
報告該產銷班班組織及運作現況。座談會中班員提出震災
影響花卉外銷的相關問題，黃副主任委員表示：日本311
震災發生時，農委會立即擬定因應措施，包括（1）擴大
內需花卉：如震災勸募送花活動、花博展場增加使用外
銷種類之花卉、縣市政府萬人插花活動，後續並由農村社
區、農漁會家政班續辦插花活動。（2）開拓日本以外新
興市場：擴大參與近期海外花卉園藝展，如4月份參加中
國大陸國際花卉園藝展、5月份韓國高陽國際花卉展，同
時為鼓勵業者拓展日本以外之市場，並研擬補助農民生
產包裝資材費用等。（3）辦理緊急紓困貸款，提供花卉
輸出業者、花農低利貸款。隨著日本災情日漸明朗，交通
恢復正常，國產花卉外銷日本將逐漸回復正常，農委會將
持續密切注意輸日狀況及市場交易情形。現場除指示農糧
署研議因應日本地震花卉產業調整之專案計畫外，並指示

↑黃副主委與六甲區
花卉產銷班第一班
班員合影
←黃副主委關心火鶴
花產業，特別到園
區視察

農糧署、國際處及各改良場（所）研議以跨區或跨班方式
整合火鶴花產銷班。與會班員發言非常踴躍，也皆由各機
關代表現場詳細答覆說明，充分與班員做了最好的意見交
流、溝通。
接著驅車前往火鶴花栽培場及包裝場，黃副主任委員
用心的參觀並聽取花卉栽培管理及包裝過程解說，也提出
問題與大家討論、交流，整個參訪行程於下午4時30分結
束。這次的與民有約活動，除了使政府更瞭解花卉產業之
需求，供做為未來政策、施政措施或法規研修之參考外，
班員深深感受到黃副主任委員體恤民情的親和力，也因對
政府施政的了解而更具信心。
【文/圖 蔡明晃】

年 第1期作起提高公糧收購價格每公斤3元，實質提高稻農收益
鑒於近三年來稻作生產費增加，農民及民意代表迭有
反映應提高公糧稻穀收購價格或數量，經農委會研議後
於4月26日報奉行政院核定，自100年1期作起提高各項公
糧稻穀收購價格每公斤3元，並將糯稻穀納入公糧收購範
圍，以及將每公頃收購數量整數化，以維護農民收益，確
保國內糧食安全。
100年第1期新穀高屏地區於5月上旬即將收穫，農委會
於4月26日宣布自100年第1期作提高公糧收購價格每公斤3
元，可讓農民所收割之新穀以調高後之新價出售，完全獲
利。另農民繳交公糧稻穀，須辦理申報種稻面積，本年又

增加糯穀收購及提高收購價格，為讓農民有補申報之作業
程序等，宜事先將調整價格內容宣導周知農民，因此，必
須於農民新穀收割前提早宣布，以避免影響農民權益。
農委會密切監控市場食米價格、防範囤積哄抬價格，
於5月2日公告標售國產及進口公糧稻米1萬公噸，穩定市
場供需，後續新穀收穫前，將視市場供應情形斟酌釋出公
糧。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該會呼籲糧食業者勿囤積或哄抬
稻米價格，並已主動協調各地地檢署進行重點查訪及公糧
庫存稽查，以防範不法情事。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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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進 人 員 介紹
王培珊

鄭榮瑞
林棟樑
楊藹華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
系畢業，碩士班進修中，97年公
務人員高等三級考試農業技術類
科，100.4.1到職，現職朴子分場
助理研究員。初任公職時在雲林
縣斗六市公所服務兩年三個多月
後轉調本場朴子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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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4 . 6 調任研究員兼副場長
100 . 4 . 6 調任研究員兼秘書

100 . 4 .26 調任研究員兼作物改良課課長

詹雅勛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
系遺傳育種組碩士，97年公務人
員高等三級考試農業技術類科，
100.2.25到職，現職朴子分場助理
研究員。曾任職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助理研究員、農業試驗所應用
動物組助理。

荔枝．龍眼 正值謝花、小果期
中南部荔枝、龍眼已陸續由盛花進入
應加強防治荔枝細蛾
小果期，此時期極易受果實害蟲荔枝細
蛾危害，本場提醒農友適時進行防治，
以確保產量與品質。
防治上因荔枝等果樹樹勢茂密通風不
佳或背光處，荔枝細蛾密度較高，生育
期間即應加強枝條修剪，適時清除園中
的落果，防止該蟲繁衍。田間若發現幼
蟲危害時，應於謝花後20天開始施藥防
治，隔7∼10天施藥ㄧ次，施藥時將藥
↑荔枝細蛾鑽入蛀食，果實表面
↑荔枝細蛾會於果蒂處蛀食留下
液均勻噴佈於全株之葉表、葉背、花穗
有明顯小圓孔
許多排泄物
及幼果上。防治藥劑有42％益洛寧可濕
1500倍（採收前9天停止用藥）、及50％芬殺松乳劑1000
性粉劑1500倍（採收前25天停止用藥）、85％加保利可
倍（採收前10天停止用藥）。有機栽培之農友可以蘇力菌
濕性粉劑850倍（採收前15天停止用藥）、50％陶斯寧乳
稀釋1000倍混合展著劑進行噴灑，施用時應傍晚噴灑，避
劑1300倍（採收前18天停止用藥）、50％撲滅松乳劑1000
免因高溫或強光直射而降低藥效。
倍（採收前10天停止用藥）、40.8％陶斯松乳劑或水基乳
【文/圖 張煥英】
劑1000倍（採收前10天停止用藥）、2.4％第滅寧水懸劑

芒果區小黃薊馬 密度升高，宜加強防治

↑受害的芒果表皮粗糙商品價值降低

芒果已陸續進入小果期，本場定期監測結果顯示，部份地區之小黃薊馬族
群密度升高，為避免嚴重危害影響幼果外觀，請農友把握防治適期，提早做
好防治工作，以確保芒果之結果及果實品質。
幼果期是小黃薊馬防治的關鍵時機，噴施藥劑如48.34％丁基加保扶乳劑、
4.95％芬普尼水懸劑等，在族群密度高時應每7天施藥一次。登記於芒果之防
治芒果害蟲殺蟲劑，亦可有效防治小黃薊馬，果農應選擇幾種作用機制不同
之藥劑，輪流於害蟲發生時使用，避免抗藥性之產生。本場已將芒果之推薦
藥劑及輸日用藥建置於網站，農友可自行上網查詢。另外銷供果園的農友選
用藥劑時應特別注意，避免農藥殘留影響供果。
【文/圖 林明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