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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夏之序曲～臺灣瓜果暨米食嘉年華
成美文化園蘭花展示競賽，本場品種表現亮眼
■ 農民學院園藝、農藝入門班培植青農生力軍
■ 芒果畸形病的病因及防治策略
■ 芒果大量噴藥外銷擋貨？又是網路謠言惹的禍！
■ 「農產品食安服務專區」4月30日上線為您說分明
■
■

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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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夏之序曲～臺灣瓜果 暨 米食嘉年華
由本場、農糧署南區分署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主辦，
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全國廚師職業工會聯合總會、
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等單位共同協辦
的「2015臺灣瓜果米食嘉年華」活動，5月2日在本場新化
場區登場，吸引了約4500位民眾入場參觀，一起饗宴瓜果
米食風味、共賞瓜果文化藝術，揭開2015年的夏之序幕！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蒞臨現場主持開幕儀式，他表示
「臺灣西瓜節」辦理迄今已邁入第11年，內容越來越精彩
多元，對提升產業活力有相當助益。農友基金會陳龍木董
事長、種苗改進協會施辰東理事長依序上台致詞，均表示
瓜果搭配米食進行推廣，相得益彰，也預祝活動圓滿成
功。當天農糧
署也特地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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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記者團前來參訪，為活動及在地農特產加持。當
天並頒發104年度模範農民獎牌，今年雲嘉南地區共有6位
農民入選，分別為西螺鎮林錦藤-仿土雞養殖、莿桐鄉林
春生-溫室蕹菜栽培、口湖鄉曾明村-文蛤養殖、太保市葉
豊仁-有機蔬菜栽培、梅山鄉吳信忠-經營茶葉、玉井區江
順良-養蜂。
今年活動主題為「南瓜」，以36個南瓜品種、1000多
顆南瓜所搭蓋而成的南瓜屋，是今年吸睛焦點，從活動前
照片上傳臉書便「讚」聲不斷！種苗公司也展出木瓜型南
瓜、栗子南瓜、夏南瓜、以及充滿觀賞趣味且變化多端的
觀賞小南瓜…等，增廣民眾視野。
夏季瓜果當然少不了西瓜，當日上、下午各有一場西
瓜新品種免費品嚐，由各種苗公司解說新品種特色後，提
供現場民眾品嚐風味。會場上也能看到各種苗公
司的扁蒲、絲瓜、苦瓜、冬瓜、胡瓜…等瓜果品
種，讓民眾能進一步了解國內各類瓜果品種的研
發進展。
為了推廣國產米食，由「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
2 術研究所」提供「米穀粉及米製加工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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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陳文德副主委及貴賓手持各式瓜果，宣告活動開幕
沴南瓜屋吸引眾多民眾駐足參觀拍照
沊陳副主委參觀米食展示攤位
沝陳副主委參觀青年農民陳朋修攤位
沀各種苗公司展示優良瓜果品種
泞碗粿DIY教學現場
泀陳副主委與林麗芳副署長、南市李專員、嘉義縣林
處長及雲林縣許副處長與模範農民得獎人合影
洰小朋友玩造型汽球，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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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並邀請11個生產單位，提供頂級臺灣在地
好米或米製產品展示展售，藉由宣導活動，教育民
眾「多吃米食有益健康」，並呼籲民眾多食用國產
米食與農特產品，以提昇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兼縮
短食物里程，達到節能減碳效果。
今年瓜果節特別提供攤位給「吉時從農、青春築
夢」專案之青年農民，當天共有陳盷鎂、陳瀅淨、
侯兆峰、林尚蔚、陳朋修、廖竑亮、謝鵬程、郭明
源、楊家銘、溫偉毅等10位青年農民至現場擺攤，
陳副主委關懷青年農民經營狀況，與他們閒話家
常，並提醒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提出，將由專案輔
導小組給予協助。
今年「米食與瓜果料理競賽」
的食材將「米」與「瓜」
並列為主角，「瓜果雕刻競

賽」除西瓜外也開放其他瓜品為材料，是參賽者美味與藝術結
合之挑戰，各有30組選手競逐，並設置靜態展示區，讓報名向
隅者有舞臺展現他們的精湛的果雕刀法或料理技藝。經過激烈
競爭，各組冠軍分別為：料理社會組：小玲烹調工作坊陳安彥/
林小玲、料理校園組：弘光科技大學林柔辛/黃怡惠、果雕社會
組：卓冠傑、果雕校園組：達德商工劉佳渝。
本次活動在頒發果雕料理競賽獎章的歡樂氣氛中結束，活動
閉幕後更有不少學校團體即刻邀請本場王仕賢場長合影，分享
與彰顯學校代表們獲獎的榮耀。期望大家相約「2016臺灣瓜果
米食節，明年見！」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

↑米食瓜果料理競賽
↑果雕校園組冠軍
←瓜果雕刻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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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社會組冠軍

成美文化園蘭花展示競賽，

本場品種表現亮眼
五行碗粿～挑逗您的味蕾
為推廣米食，今年「2015臺灣瓜果米食嘉年華」
活動特別規劃碗粿DIY教學，並於活動前商請全國
廚師工會黃秀霞老師拍攝影片，以便於教學現場播
放，並上傳至本場Youtube供民眾學習仿做。(影片
網址：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J3iyo1aobfk)
五行碗粿是以波菜、南瓜、甜菜根、紅麴、黑
糯米為天然染料食材，製作綠、黃、橘、紅、黑五
種顏色碗粿，加上肉燥、香菇、蝦子、鹹蛋、溫泉
蛋、豬肉為topping，淋上特製醬汁與大蒜泥，真是
人間美味！有興趣的民眾不妨動手自己做，新鮮美
味又健康！！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於4月9日在彰化永靖成美文化園，舉
辦蘭花展示競賽暨4月份月例審查會，本次活動比照國際蘭展
規格進行評比競賽，共分為嘉德麗雅蘭、仙履蘭、蝴蝶蘭及其
他蘭屬4組，由各組審查委員審
查後評分授獎。本場蘭花品
種於此次活動中共獲得蝴
蝶蘭組第二獎1株、第三
獎2株、及其他蘭屬組第
一獎1株，並獲頒兩項新品種
橘色萬代蝶蘭
個體獎，成績優異亮眼！
亮眼吸睛，獲
【文/圖 楊颺】
第一獎

白瓣黃唇蝴蝶
蘭同時獲頒第
二獎與新品種
個體獎
↑色香味俱全的五行碗粿

黑花蝴蝶蘭斑
點花紋特殊，
獲第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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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學院 園藝、農藝 入門班 培植青農生力軍
本場104年度農民學院課程於4月份正式開始。4月8∼
10日園藝入門班計收31名年輕學員，課程除了安排室內課
讓學員了解果樹、蔬菜、花卉產業發展現況，以及認識作
物病蟲害與施肥原理外，更安排田間操作課程，讓入門的
學員藉由實際操作驗證課堂上的學理，且能從實作過程
中，了解園藝作物生產必備的技術。
4月21∼23日農藝入門班30位農地活化生力軍，從開學
第一天便設立Line
群組，讓同學們在
未來從農的路上，
有互相討論的伙
伴，彼此交流學
習，分享農業相關
資訊、相互幫忙。

更多農民學院活
動花絮，請上官
網或臉書閱覽及分
享，也歡迎報名農民
學院課程，在從農的
路上，讓我們拉你一
把！ 【文圖/李郁淳】

領

米栽培要

講解玉
榮分場長

游添

↑學員們認真學習植物扦插繁殖技術 ↑學員們頂著烈日揹著設備噴藥 ↑羅正宗分場長在水稻田裡撥穗解說

芒果 畸形病 的病因及防治策略

↑芒果畸形病新芽病徵

病枝

條

間被發現，建議農民在疏果修剪枝條時，若有發現畸形
花穗及枝葉，將其剪除，修剪時應由病徵處再往上多剪
除約45∼60公分 (約一尺半到二尺)，如此可將病原菌去除
得較為乾淨，剪下的病組織需移出，若任其留在田間，
病原菌仍會再度隨風雨傳播。另外，本場利用登記於芒
果的殺菌劑進行防治效果篩選，其中25.9％得克利水基乳
劑，31.6%貝芬撲克拉水懸劑，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50%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等四種藥
常芽點
正
劑，可同時抑制病原菌的
見不
可
菌絲生長及孢子發芽。
【文/圖 吳雅芳、鄭安秀】

↓罹

臺南地區芒果已陸續謝花進入幼果期，此時罹患芒果
畸形病之花穗容易被發現，請農友修剪罹病枝條及花穗並
移出果園，減少病原菌傳播機會。經本場近期的田間調查
結果顯示，目前芒果畸形病在臺南官田、楠西等地區的罹
病情形偏高，提醒農民注意。
芒果畸形病在田間造成芒果樹的營養器官及花穗畸
形，農民稱之為「瘋花」或「瘋欉」，而受感染的花穗不
易著果，也有人稱之為「公花」。過去被當成是藥害或氣
候影響所造成，其實是由鐮孢菌屬的真菌感染所引起，罹
病後出現枝葉畸形的現象，長出大量新芽，節間短縮肥
大，枝條上產生許多不正常芽點，花穗則出現花軸變短簇
生，兩性花變少，幾乎不著果也不正常謝花的現象，罹病
花穗數量多時，將對產量造成影響；這些畸形的枝葉和花
穗在乾枯後，病原菌即在表面產生菌絲及孢子，隨風雨逸
散，造成再次的感染，因此，若不進行積極的修剪及防
治，此病害將漸趨嚴重。
本病害最好的
防治措施是將罹病
組織剪除並移出。
目前正值謝花小果
期，罹病花穗不謝
花仍留在樹上的特
性，很容易在田

↑芒果畸形病花穗病徵

↑罹病花穗由病徵處往上修剪
45∼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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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大量噴藥外銷擋貨？又是 網路謠言 惹的禍！
本場植物保護信箱4月20日收到民眾來信詢問，最近網
路盛傳：「今年芒果盡量少吃，因為霾害和缺水，芒果
皮長疥蟲大量噴藥，外銷已經擋貨，目前都做內銷」，
為恐消費者人心惶惶、影響農民收益，特予澄清如下。
臺灣芒果生產地主要為臺南與屏東地區，屏東地區的
產期4月中、下旬開始，5月中、下旬為盛產，臺南區
的產期由6月底以後開始，7月中旬為盛產，歷年外銷開
始集貨是在5月屏東地區芒果的盛產期，目前只有少量上
市，真的都做內銷，「青吃得不夠，那有得曬乾！」，
故「外銷擋貨」絕對是謠言。
芒果栽培管理期間會施藥進行病蟲害防治，但芒
果是各項水果中自主管理做得最好的，套袋
後就不噴藥了(套袋到採收還有1∼2月以上)，
無論內外銷均經過嚴格的藥檢抽查，不合格者
立即銷毀處理，因此農藥殘留風險極低。

1
2

3

芒果是果樹中最為耐旱作物，生長期缺水確會影響果
實大小，但目前臺灣芒果沒有發生疥蟲危害的紀錄，
也沒有研究顯示霾害與病蟲害發生有關。
芒果營養價值很高，就衛生署營養成分分析指出，芒
果營養密度 (即每單位重量果肉中各種營養成分的總含量)
相當高，100公克的果肉含有36∼80毫克維生素C (1顆500
公克的愛文芒果果肉約佔350公克)，即符合每人每天所需
的維生素C量；特別是富含饍食纖維及特殊成分，對於人
體內環保甚有幫助，且富含大量的β-胡蘿蔔素及維生素
B群、類黃酮素、多酚類等，其抗氧化能力高，這
些營養密度總和均優於進口的蘋果與奇異果。
芒果安全用藥把關嚴謹，消費者大可不
用擔心，更何況芒果是削 (剝) 皮吃的，
因此在盛產期屏東5月底、臺南7月上中旬，
選用產銷履歷合格的品牌芒果，是您最佳的選擇。
【文/張錦興】

網路食安謠言亂亂飛
「農產品食安服務專區」4月30日上線為您說分明！
「激素催熟鳳梨吃多恐性早
熟、香蕉使用催熟藥水，是真
的嗎？」、「番茄含可致死之
龍葵鹼?有影嘸！」看到好友瘋
轉的這些似是而非的訊息，許
多人因為無法分辨訊息真假，
於是就直接將這些農產品列為
拒絕往來戶，也間接傷害了農
民。為了讓消費者可以更直
接、正確的取得農產品食安訊
息，農委會特別將一般民眾容
易誤解的問題蒐集、分類，列
出常見的食安問答，並於該會
網站建立「農產品食安服務專區」，由超過百位的專家學
者為食安問題解惑。
「農產品食安服務專區」是農委會集結所屬機關、各
地試驗改良場所，超過百位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識而成，目
前彙整蒐集100多題包含農、林、漁、畜等產品常見的知
識性與消費性問題。另外，民眾若有任何關於農產品安全
的疑慮，可利用專區上「我有話要說」的功能來詢問，7
個工作天，就可收到該領域專家的回覆。消費者在專區中

所查到的問題解答，也可以按
下分享鍵，透過臉書等社群網
路與更多朋友分享，使正確知
識得以在網路中快速傳播。
現在很多人的資訊都來自於
網路，但網路上所流傳的資訊
內容有許多謠傳或容易引起誤
解。以日前網友轉傳番茄含有
龍葵鹼為例，其實番茄含的是
生物鹼，結構與龍葵鹼不同，
且生物鹼含量會隨著番茄成熟
遞減，對民眾食用安全沒有影
響。農委會身為農產品主管機
關，且擁有各類農作物專家，即日起將透過此專區一次說
清楚，避免錯誤資訊不斷流傳。
當民眾接獲網路資訊時，可先至「農產品食安服務專
區」(http://www.coa.gov.tw) 中確認資訊內容正確性，避免
有心人士或不實謠言影響市場價格，造成消費者恐慌，讓
許多辛勤的農民血本無歸，也喪失民眾的消費權益，請大
家共同呵護臺灣優質農產品。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