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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鳳梨外銷 成績亮眼 感謝日本消費者熱烈採購
農委會主任委員陳吉仲今 (6) 日在臺南召開「臺灣鳳

確保外銷到貨品質。臺南市黃偉哲市長也到場共同見證

→鳳梨外銷日本記者
會現場由陳吉仲主
委、黃偉哲市長、
外銷業者及地方代
表們共同推薦臺灣
優質鳳梨

輸日鳳梨封櫃儀式，期盼在農民團體、外銷業者及政府

↓輸日鳳梨封櫃儀式

梨 風潮再現」外銷日本記者會，除了感謝日本消費者對
於臺灣鳳梨的熱情支持，也重申該會已建立安全用藥的
外銷供果園名單，加強農藥殘留及鳳梨甜度抽驗 (測) 工

作，並籲請業者務必將包裝後果實維持在13±2℃，以

相關單位的共同努力下，今年「臺灣之光」鳳梨外銷能
夠超過目標數量3萬公噸，以確保國內產銷穩定與農民

斤不得低於300日圓，否則

收益。

將不予補助海外拓銷獎勵

因應中國大陸去 (110) 年3月起暫停我國鳳梨輸入，

經費，以維護臺灣鳳梨的

農委會積極由內銷、外銷及加工等三個面向實施各項因

形象及聲譽。此外，針對

應措施，確保農民收益不受影響；去年我國鳳梨外銷數

近來部分日本進口商反映

量達2.8萬公噸，扣除出口中國大陸數量後，較前年大

臺灣鳳梨燻蒸比率增加，

幅增加533%，其中外銷日本將近1.8萬公噸，成長高達

農委會表示，經過深入瞭

726%，是過去20年外銷日本的總和。為延續海外銷售熱

解後，已積極輔導農民與

潮，農委會今年積極輔導外銷業者持續開拓及穩定發展海外市

集貨包裝場，加強果實及包裝作業區清潔管理等環節作業，以

場，外銷目標量設定為3萬公噸，截至3月底止，鳳梨外銷數量

確保鳳梨外銷順暢與到貨品質。

已達9,805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12.2%，顯示我國鳳梨外銷已
成功轉移市場，不再仰賴中國大陸。

農委會強調，臺灣自3月份起正式進入鳳梨主產季，主要外
銷「金鑽」品種，由於果肉細緻、酸甜滋味恰到好處及果芯可

農委會指出，為了確保鳳梨外銷品質及農民收益，已請外銷

食用等多項優點，受到日本民眾歡迎，與其他國家鳳梨相比，

業者在報關日 (含) 的3天前辦理出口登記，並要求由外銷供果

更是凸顯我國鳳梨品質優良，成功做出市場區隔；該會將持續

園供貨，且業者在產地收購裸果的價格至少須在22元/公斤以

在日本市場辦理廣宣與行銷等活動，也將輔導業者推出截切鳳

上，另為避免外銷業者在日本市場有低價惡意競爭或銷售品質

梨產品，讓更多日本消費者品嚐到美味的臺灣鳳梨。

不佳果品的情形，農委會也要求在日本市場的通路零售價每公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2022臺灣國際蘭展
千呼萬喚~~萬眾矚目
2022臺灣國際蘭展已於111年3月25日盛大開幕！！

本場選育優秀蝴蝶蘭品系參展，同時獲得【第二獎】
及【銀牌獎】佳績！本株為特殊之白花黃心品系，花瓣
與唇瓣色彩對比強烈，花序排列非常優美，清爽而沁人
心脾，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文圖/胡唯昭】

↑2022臺灣國際蘭展布置

↑本場獲得【第二獎】及【銀牌
獎】佳績之白花黃心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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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外國青農參訪 活動紀實
農委會輔導處率團至本場參訪，全國29位團員為去 (110) 年

本次來訪主要目的是了解臺灣花卉及果樹育種研發成果，由

參與「外國青農在臺實習計畫」的菲律賓青農。農委員會為推

本場楊宏瑛場長親自接待，除了解外國青農在臺實習狀況外，

動新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多國共同簽定合作備忘錄，由於我國

另就臺灣與菲律賓所面臨的各項農業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現

農業技術向來為東南亞國家政府希望來臺學習之標的，為能協

場反應相當熱烈。接著由黃惠琳研究員介紹本場「歷年研發成

助新南向國家青農提升農業技術與管理知能進而推廣臺灣農業

果」，團員們對於臺灣水稻、玉米品種種類及特性相當好奇，

成果，農委會特委託農科院辦理「外國青年農民來臺實習輔導

頻頻詢問並拍照。

計畫」，希望藉由雙方合作及經驗交流，達到互利互惠，推升

最後由張元聰副研究員、石佩玉及王志瑋助理研究員等人在

彼此農業發展，落實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目標。也希望外國青

試驗田區講解「洋桔梗、水晶花、芒果育種」及「魚菜共生」

農能將在臺所學於返國後從事相關工作能有所助益，吸引更多

研究成果，外國青農對於同仁詳盡的回答表示感謝，唯一感到

其他國家青農來臺學習，提升臺灣農業在國際的能
本場同仁與
菲律賓青農
合影留念

遺憾的是無法品嚐臺灣的芒果，期待下次能有機會再次到訪！

見度，也讓世界看見臺灣！

【文圖/石郁琴】

↑張元聰副研究員說明水晶花育種
↑石佩玉助研員講解芒果修剪要點

110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獎表揚
3月28日在農委會眾星雲集，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及農委會陳吉仲

主任委員共同頒發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獎項。農業由農民所建構
而成，同一產業中集結志同道合的人，一同組織農業產銷班，透
過共同採購以降低成本，藉由班內共同學習砥礪，不斷精進農業
技術，隨著時代，運用科技及資訊軟體於生產過程，提升農產品
品質提升，引領著農業競爭力。
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117班榮獲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
↑蘇院長及陳主委與西螺鎮
蔬菜產銷班第117班合照
←陳主委 (右2)、胡署長 (左
3)、陳副場長 (左2) 及蔡科
長 (左1) 於產銷班合影

的殊榮，以「身土不二」作為品牌，產銷履歷是117班最基本
門檻，各大量販店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產品，主打小黃瓜及番
茄，包裝場媲美無塵室規格，台北世大運唯一蔬菜供應商，也
是王品集團蔬菜主要供應商，自我要求高才能得到各市場通路
的青睞。【文圖/許華芳】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專區 輔導成果研討會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11年3月25日於場內辦理「農業經營專區輔導成果研討會」共
60位人員共襄與會。由楊宏瑛場長主持開場，並邀請農委會企劃處王玉真副處長致

詞，本次研討會內容包括專區總顧問林森田教授的專題演講、經營主體營運效益、
不同的經營主體及公務部門輔導角色之經驗分享等。藉此研討

會，專區夥伴貢獻執行與輔導之經驗分享，與雲嘉南地區各鄉
鎮公所與農會等各界先進討論，大家都有豐富的收穫，活動圓
滿結束。

↑農業經營專區輔導成果
研討會參與人員合影
←會後成果研討會主講人
與主持人共同合影

中華民國 111 年四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310 期

應時種樹 補充大地元氣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11年度綠化美化植樹 暨 環境教育活動
暮春三月，適逢植樹節，本場近十餘年來，每年均於場區以
植樹行動響應環保、永續、愛地球之國際永恆倡議，今年3月11

枝。欒樹一年四季呈現出豐富的四樣色彩，因此「四色樹 」的
封號便不徑而來。

日規劃於場區「新勇坡友善農業教育園區」種植百棵臺灣特有

本場「新勇坡友善農業教育園區」是一座友善農業示範的水

植物-臺灣欒樹，由楊宏瑛場長與一級主管及同仁共同參與本次

土保持自然教室，處處充滿驚喜，經由規劃得宜的環山步道走

植樹暨環境教育活動，本場以實際植樹行動，對淨化地球空氣

進此教室，首見步道兩旁是高聳參天相思樹林，在5∼7月花開

品質略盡一份殷重的發心與祝願。

時節散放出一股淡淡清香味道，園區花草扶疏，在專業的綠手

好的構思，源自於長遠的眼界，百棵臺灣欒樹依據內政部營

指營造之下，花草種類繁多如印度櫻桃、白鶴靈芝、黃/紅蝴蝶

建署綠化、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及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

花、棉樹、花旗木、火焰樹、各色木槿花、粉紅風鈴木、艷紫

2

荊等等遍佈於園區，在不同季節散放出不同的花香味，自然界

後覆蓋面積至少16m ，固碳量超過16公斤。

的芬多精充滿園區，和諧的環境平衡現況，符合人與自然環境

範資料顯示：每棵喬木第二年覆蓋面積1m 固碳量1公斤；10年
2

臺灣欒樹原生於臺灣，當秋季來臨時，黃色小花燦爛輝煌
佈滿樹冠，入冬時嫩紅的蒴果轉為暗紅色，暗紅色的蒴果膨脹

共存互益的初衷。
111年 3月11日本場所種下百棵臺灣欒樹，待其成長茁壯時，

成氣囊狀，像千萬個小燈籠掛在樹梢，因而又有「燈籠樹 」

一年四季將可為本場新勇坡友善農業教育園區帶來一場新的視

之稱，時序進入隆冬，蒴果乾枯轉為褐色，樹葉也轉黃而離

覺饗宴，想必是友善大地的大補帖，也期望藉植樹效益，為抗
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盡綿薄之力。

【文圖/吳淑娟】

↑鄰近機關共同參與美化植樹暨環境教育活動合影
→欒樹適應性強、季相明顯，宜做庭蔭樹、行道樹及園景樹

臺南區農改場籲玉米栽培初期注意防範 秋行軍蟲
三月份雲林及嘉義地區玉米與高粱陸續種植，植株約10公分高時秋行軍蟲即可
能產卵，注意是否可見附有鱗毛的卵塊或初齡幼蟲，若發現卵塊請小心摘除置入
袋子或容器內，避免孵化幼蟲隨風擴散。初齡幼蟲危害成窗格狀食痕，徵狀不明
顯，容易被忽略，因此苗期巡田須特別注意食痕，若發現食痕，此時期可做第一
次藥劑防治，勿等到幼蟲已3∼4齡，鑽入心部大量啃食生長點，此時不易防治，
↑秋行軍蟲鑑定特徵

秋行軍蟲首重早期發現早期防治。
幼蟲躲藏於心葉，藥劑水量要足夠，施藥時對準心葉且行進速度不要
太快，使藥液流入心葉，增加藥液接觸蟲體的機會。可由地方政府調
集大型噴藥機械，並籌組共同防治隊或僱用代噴業者進行大面積共
同防治，以加速區域性防治效率。
除了玉米與高粱，國內目前秋行軍蟲也危害薏仁、小米、狼尾
草、薑、落花生與水稻等作物，也須注意各作物栽培初期的田間
巡查，以爭取防治黃金時機，早期發現早期防範為防治秋行軍蟲最
重要的作為。玉米秋行軍蟲推薦藥劑請參考網頁https://www.tndais.gov.

↑幼
徵狀
蟲危
害玉米之初期

↑幼
蟲啃食玉米生長點

tw/ws.php?id=382。

【文圖/黃秀雯、陳昇寬、張淳淳、陳盈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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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香甜正當時 臺南區農改場教您挑選和食用
鳳梨每年盛產期約在
3∼7月，由南部產地

3

鳳梨要能散發濃郁香氣，早春1∼3
月間挑選果皮轉黃2/3至全黃，其酸

一路往北進入盛產，此

度較低，4月入夏氣候變熱，挑選轉

時期氣候溫暖且陽光充

黃1/3∼2/3即可。

足，鳳梨特別香甜多汁，
想要品嚐果香滿溢的鳳梨好滋味，就從現在開始！臺南區農業
改良場特別提供鳳梨選購及切鳳梨的小秘訣，教您挑選好吃的
鳳梨又能簡單食用！

4

用手指輕彈果實，若為清響聲是
鼓聲果，肉質細緻且耐貯

放，轉黃熟程度愈高，甜度

及風味愈佳，室溫下可儲放

鳳梨品種中以臺農17號 (金鑽鳳梨) 最受消費者喜愛，也是外

一週，是購買的首選；若為

銷主力品種，約佔總栽培面積的8成以上，此外還有肉細香甜的

悶沉聲像彈手臂是肉聲果，

臺農16號 (甜蜜蜜鳳梨)、味甜香濃的臺農19號 (蜜寶鳳梨)、雪

低酸多汁，纖維稍粗，不耐

香甜耐儲運的臺農23號 (芒果鳳梨) 及其他品種鳳梨陸續上市，

味，要儘早食用。

白細嫩的臺農20號 (牛奶鳳梨)、巨無霸的西瓜鳳梨 (白節仔)、

貯放，天氣熱時易有發酵

↑金黃飄香的鼓聲果，肉質細緻，
甜度及風味均佳，是購買的首
選，香Q的鳳梨乾，也是最受歡
迎的健康零嘴

不同品種都各自有其獨特的口感和風味，值得一一去品嚐。

鳳梨家庭食用的方式，建議先以清水稍微沖洗果面，橫放去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特別彙整鳳梨選果的訣竅給大家參考：

頭 (果梗端) 去尾 (冠芽端) 後，立起果實，沿著果皮內側向下逐

1
2

家庭食用優先挑選中小果，約1∼1.6公斤，能一次吃完的大

一切除果皮，再進行縱切及分切小塊；另一個方式是鳳梨去頭

小最好；果實要飽滿呈短圓筒狀，果形過長則頭尾酸甜差異

尾後縱切，像切西瓜般分切成6等分，用刀沿果皮內側順勢削切

會較大。
外觀上果目要大而開展，有光澤且轉色金黃，果皮不要有裂

縫及碰傷，冠芽要新鮮及大小適中，果梗切口則要小且新

鮮。

成長條，再直接於果皮上切成小塊，就能直接插取來吃，既簡
單又方便。
鳳梨不但好吃，更有豐富營養，根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
表，每100g (公克) 的果肉，含有維生素A 15 I.U. (國際單位)，

為蘋果的1.3倍，維生素Ｃ23.5mg (毫克)，為蘋果的8倍及

櫻桃的2倍，並含有豐富維生素B1、B2、鉀、錳、膳食
纖維及鳳梨酵素等，既健康又能促進腸胃蠕動與幫助消
化。除鮮食之外，鳳梨也適合入菜及製作飲品與冰品，
Q彈的鳳梨乾帶有鳳梨香甜微酸的風味，既方便食用又
老少咸宜，消費者也千萬別錯過。

本場開發鳳梨切口蒸汽殺菌機，利用蒸氣機提供蒸
氣，再以套筒針對果梗切口進行高溫蒸氣殺菌，並建立
鳳梨切口蒸汽殺菌技術。高溫蒸汽處理為物理性殺菌，
僅使用水為材料，相當安全而無殘留，符合現代食安趨
勢，其利用蒸汽均勻及熱傳導佳之特性，高
溫短時間迅速完成果梗切口殺菌，具有產業
應用之效益及潛力。在外銷低溫貯運過程，
鳳梨果梗切口常發生發黴汙斑問題，造成果
實品質下降或引發病害，本研究擬開發安全
有效的預防技術及裝置，降低切口汙斑的
發生。【文圖/黃士晃】

↑鳳梨果梗切口蒸汽殺菌處理

↑鳳梨切口蒸汽
殺菌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