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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副主委南下嘉義，尋訪臺灣精品小果番茄好出處
行政院院會通過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好吃的「酩雄香」在「民雄鄉」
■ 芒果即將進入開花期加強小黃薊馬及白粉病防治
■ 正值蔥、蒜紫斑病及薊馬好發時節宜加強防治
■ 外食要呷好米請認明臺灣米標章！
■
■

雜

誌

農委會陳副主委南下嘉義，尋訪臺灣精品小果番茄好「出」處
過了炎夏，臺灣氣候特別適合番茄生長，每逢11月至
隔年4月，高品質小果番茄便華麗登場，它含有豐富的維
他命Ｃ及茄紅素，低熱量、具高膳食纖維，是符合現代人
健康需求的好蔬果。國內番茄年產量約11萬公噸，約有六
成以上是小果番茄市場，主要產
區位於臺南市、嘉義縣、高雄市
及雲林縣，經近年產官學界的通
力合作下，品質逐年進步提昇，
每到冬日，臺灣民眾一定不能錯
過這「好食機」。
為了將臺灣生產的小果番茄好
滋味推廣到世界舞臺，陳文德副
主委在1月4日特地南下至產地重
鎮關心，偕同農委會國際處袁華興科長、農
糧署作物生產組莊老達組長、本場王仕賢
場長等人，先至疊溪果菜生產合作社拜訪，
與負責人邱耀瑞討論市場概況、研議行銷對
策，並請教出口經驗，探討具備有外銷潛力
的品種及模擬可能需要解決的缺口，旋即至
嘉義縣六腳鄉拜訪在地生產的農友謝孟洋
先生，實地進入設施了解生產概況，現場熱烈交換開花
調節、施用肥料的看法，並傾聽農友需求，最後至榮獲

「102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的嘉義縣太保市蔬菜
產銷班第7班拜訪，了解現場包裝場番茄分級和包裝方
式，也參觀不同模式的設施管理技術，了解主產地生產現
況及潛力產能，傾聽並交換生產端對產業的需求及看法。
農委會將儘速整合從農場到餐
桌等生產、採後處理、運銷的過
程，將在地生產好果子推往國際
市場，讓世界看見臺灣！
【文/圖 張嵐雁】
←陳副主委 (左二) 拜會疊溪
果菜生產合作社
←與六腳鄉農友謝孟洋先生
討論栽培管理技術

→參訪太保市蔬菜產銷
班第7班的栽培模式
及管理現況

臺

南區農業改良場臉書粉絲團熱鬧開張囉！
除了提供農友們更快更及時的本場資訊及
農業訊息，加入粉絲團後也可以與本場即時互
動，讓本場了解您的心聲。直接在臉書上搜尋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或是輸入網址
「www.facebook.com/tndais」，
按

即可

成為本場粉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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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會通過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強化 市售食米管理
為強化市售食米管理，農委會研擬糧食管理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報行政院，102年12月26日行政院院會通過
「糧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包括提高裁
罰上限、明定國產米與進口米不得混合銷售、對於違規情
節重大者得逕行廢止糧商登記等，將依程序提請立法院審
議。
本次糧食管理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提高裁罰上限：參考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處罰額
度，修正糧食管理法裁罰上限，由現行20萬元提高為400
萬元。
二、國產米與進口米不得混合銷售：對於市售包裝
米，明文規定國產米與進口米應分開包裝銷售，不得混合
銷售。
三、增訂得逕予廢止糧商登記：對於違規情節重大

者，增訂得逕行廢止糧商登記、或註銷其部分糧商登記事
項，或停止經營全部或部分項目糧食業務一定期間，以遏
止不法，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
四、加強市售米追溯管理：規定糧食業者對於國產米
與進口米之買賣進出，應分開登記，經營糧食輸入或加工
業務達一定規模者並應記錄糧食來源與流向；另市售包裝
米除標示負責廠商名稱外，增加標示製造工廠，以利追蹤
進口米來源及流向。
五、散裝米納入管理：目前散裝米之標示係依食品衛
生管理法之規定辦理，糧食管理法修正草案已將其納入管
理，以加強維護消費者權益。
六、糧商登記制度改革：改採無紙化作業，僅辦理登
記不核發登記證。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好吃的 酩雄香 在 民雄鄉

～本場辦理鳳梨技術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
嘉義縣為全臺鳳梨五大產區之一，縣內又以民雄鄉栽
培面積1,029公頃最多，鄉內主要的生產地區集中在東
興、三興、松山及大崎等村，80％所種植的鳳梨品種為
「金鑽」鳳梨(臺農17號)，惟有松山村以栽種「牛奶鳳
梨」品種為主，面積達100多公頃，佔全國「牛奶鳳梨」
栽培面積50％以上，果品優良，糖度高，深受消費者喜
愛。
為了讓栽種鳳梨的農民能不斷提升栽培管理技術及更
新農業新知，本場於1月24日在民雄鄉果樹產銷第1班集貨
場，舉行鳳梨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由本場王仕
賢場長及民雄鄉農會涂文生總幹事共同主持，本場推廣課
李月寶課長、嘉義縣農會劉德基先生、民雄鄉農會農事指
導員李昭賢小姐、賴國忠先生及何冠毅先生等人出席參
與，合計近70位農民熱情參加。
講習會由石郁琴助理研究員介紹目前政府所推行的幾
項重要農業政策；黃士晃助理研究員將鳳梨在田間栽培時
的各項管理技術及注意事項一一加以詳盡解說；林明瑩副
研究員講解鳳梨常見的病蟲害種類及防治方法，讓農友們
都能正確的使用推薦藥劑進行病蟲害防治。
民雄鄉果樹產銷第1班成立於民國87年，因該班種植區
域多集中在民雄鄉松山村，故又稱「松山鳳梨產銷班」。
班員多為栽種鳳梨經驗10年以上的資深農民，所栽種的鳳
梨以「牛奶鳳梨」(臺農20號)為主。選擇該品種主要原因
是產期在6-10月，正好與市場主力品種「金鑽」鳳梨2-6

↑王仕賢場長主持產銷班座談會

月採收期相錯開，可藉由產期調節之效而提高售價，因此
該班80％以上都種植「牛奶鳳梨」，且生產面積為民雄鄉
之冠。
吳滄松班長為該班成立的主要推手，從事鳳梨栽種長
達30年，是當地有名的「牛奶鳳梨」達人，也是95年神農
獎得主，所生產的鳳梨獲得松青超市肯定，成為長期合作
的特約果農之一，更曾獲選為2008年北京奧運推薦的4種
水果之一，堪稱臺灣之光。該班在民雄鄉農會積極輔導及
吳班長帶領下，以農會「酩雄香」的品牌在市場上打響名
號，未來產銷班也將繼續秉持著一貫經營理念，以「高產
量、好管理、品質高、市場導向」為主要發展目標，不斷
努力前進。
【文/圖 石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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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入開花 期 加強 小黃薊馬 及 白粉病 防治，確保果實品質
即
果
芒
芒果於田間已可見早花
白粉病主要發生於冬末春初較乾旱的芒果開花季節，
之花穗，產區芒果將陸續
開花進入開花期，此時期正是小黃薊馬危害及白粉病之好
發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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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花期及幼果期主要的害蟲為小黃薊馬，於花穗抽
出前至謝花後應特別注意小黃薊馬的防治工作。因小黃薊
馬屬小型昆蟲，喜躲藏在芒果花穗、幼果果蒂處及新葉葉
脈附近刺吸為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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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於高密度之時間點應每7
天施藥一次。
1

而以盛花期發生最嚴重，花穗及幼果果柄為主要被害部
位，但管理不良的果園，病原菌亦可感染幼葉。開花時期
花穗及幼果果柄被害呈現白粉狀，此為病原菌之分生孢
子，如抹上一層白粉，時間一久被害部轉為黑色枯萎，整
朵花穗會完全掉落，幼果果柄被害時該幼果亦會脫落。該
病病原菌分生孢子主要靠風吹送，訪花昆蟲亦可能加以攜
帶而蔓延。白粉病以初春乍暖還寒時節發病嚴重，偶爾降
雨可以促進病害快速蔓延。其防治重點時期為開花初期開
始施藥，至幼果期為止。
芒果之推薦用藥及輸日用藥資訊已建置於本場網站，
農友可隨時上網查詢。由於芒果花期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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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抗藥
性之產生。
【文/圖 林明瑩】

泝芒果自花穗抽出後，即應開始注意小黃薊馬之防治
沴芒果謝花後應加強小黃薊馬防治 沊芒果花穗上白粉病
2

3

正值蔥、蒜 紫斑病 及 薊馬 好發時節，宜加強防治
近期早晚溫差大，白晝溫度仍高，偶有伴隨晨
霧出現，在此氣候環境下，田間大蒜已發現紫斑
病及薊馬陸續為害，請農民注意加強防治，以減
少受害，維護品質及產量。
紫斑病為害初期呈現淡褐色小斑點，逐漸擴大
成紡錘形稍凹陷之暗紫色病斑，邊緣淡紅色至淡
紫色，病斑上產生同心輪紋之黑色黴狀物，為病
原菌之分生孢子。分生孢子可藉由空氣、雨水傳
播，經由氣孔或直接由表皮侵入。
薊馬體型細小，不易察覺，成蟲及若蟲將口器插入葉
片，吸食汁液，導致葉片產生許多小白斑，嚴重時葉片上
佈滿白斑及黑色排泄物，影響品質及產量甚鉅。
目前防治紫斑病之推薦藥劑有81.3％嘉賜銅可濕性粉劑
800倍、10％保粒黴素(甲)可濕性粉劑1000倍、21.2％依滅
列乳劑1500倍、23％亞托敏水懸劑3000倍、75％四氯異苯
腈水分散性粒劑700倍、23.7％依普同水懸劑1000倍等，

←紫斑病病徵

↑薊馬為害癥狀

防治薊馬可採用9.6％益達胺溶液2000倍、2.9％貝他-賽扶
寧乳劑1500倍、2.8％賽洛寧乳劑2000倍等。其他防治藥
劑請參照植保手冊，或至本場網站參考推薦用藥。施用藥
劑時應將藥液均勻噴佈於植體，並確實遵守使用方法及安
全採收期。輪替使用不同作用機制之藥劑可避免病蟲害產
生抗藥性。
【文/圖 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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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外食民眾辨別餐飲食米來源並多加消費臺灣米，農委會現針對100％使
用臺灣米之餐飲業者推動標示「臺灣米標章」，首波已建立6家100％
使用臺灣米之優良餐飲業作為示範業者，包含臺鐵便當、悟饕池
上飯包、鬍鬚張、臺灣吉野家、大戶屋日式定食及摩斯米漢
堡等。這6家示範業者總計593家連鎖門市將自即日起全面標示
「臺灣米標章」，民眾前往消費將更有保障。
根據統計國人每天外食比例高達七成，在去年進口米混充國產
米事件過後，外食餐飲米食來源已成為社會當前最熱門話題。
為使民眾認同臺灣好米，並建立「餐飲業者選用100％臺灣米、
民眾外食消費100％安心」之形象，農委會現已推出「臺灣米標
章」，並由100％使用臺灣米之餐飲業者標示使用，供外食民眾
識別進而增加臺灣米消費量。現首波已建立臺鐵便當、悟饕池上
飯包、鬍鬚張、臺灣吉野家、大戶屋日式定食及摩斯米漢堡等6家
100％使用臺灣米之餐飲業者作為示範商家，民眾將可安心選擇。
首波建立的6家示範商家，全數經過農委會現場查核並確認使用
100％臺灣米，臺灣米標章推動期間，也將持續委由臺灣優良農產品協會
(CAS)辦理進貨紀錄定期查核及現場不定期抽檢，以確保民眾權益。
「臺灣米標章」設計係採書法名家張敬堯老師作品，並融合臺灣寶島及飽滿稻穗之
圖案，以呈現「臺灣島•臺灣米」之樸實意涵，將可使民眾清楚辨識並指名消費，未
來「臺灣米標章」標示方式，將由6家示範業者以張貼於門市或印製於餐盒包裝上等方
式，供民眾識別。估計全臺池上悟饕220家
門市、摩斯米漢堡236家門市、吉野家51家
門市、鬍鬚張48家門市、大戶屋17家門市、
臺鐵21個車站賣場及臺鐵東西幹線火車上販
售之臺鐵便當，皆可買到標示「臺灣米標
章」的產品，外食旅遊民眾想要吃到100％
臺灣米，只要認明「臺灣米標章」選購就對
了，保證安心。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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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臺灣國際蘭展
彩

2014臺灣國際蘭
展將於2014/3/8∼
3/17，在臺南市後
壁區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開展，以「嘉
年華」的形式營造聚眾的歡愉，以慢．遊
休閒式的參觀與享受整體性的樂園規劃，
以如野獸派般豐富強烈的視覺形象包裝，
為一場歡慶盛宴塗上絢麗油彩！
2014臺灣國際蘭展事逢10週年的重要
時刻，就如同人們驚豔蘭花的高貴、國際
驚艷臺灣的實力一般，用「精彩十年」詮
釋臺灣國際蘭展過去十年的輝煌成績。
歡迎喜愛蘭展的朋友，可以
開始規劃臺南的三月遊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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