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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農產品全球化、自由化競爭的嚴峻

挑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之關注日益殷切，

要求「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衛生安全」已成

為國內外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為順應此國

際潮流與消費者需求，進而藉此防堵黑心食

品入侵，並強化拓展農產品外銷能力，許多

做法乃必須隨之調整。因此，近年來農委會

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並將其列為

「新農業運動」中重要工作之一。

目前產銷履歷制度相關法制齊備，認驗

證體系業已建立，業務推動相關配套工作大

致就緒，將邁入擴大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供

貨上市之新階段。尤其是產銷業者、政府、

消費者在保護「食」的安全之努力成果，為

讓大家看得見、享受到，農委會特別將明年

訂為「安全農業年」除加強推動產銷履歷制

度之目標與決心外，同時宣布97年產銷履歷

農、漁、畜產品供應量以總產量一成為目

標。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將邁入擴大量產

行銷推廣之新階段，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制

度之推動、輔導規劃，以及政府對於農民生

產者之驗證費用給予適度補助，以減輕負擔

等。消費者今後只要認明TAP（產銷履歷農

產品）驗證標章就可以安心購買、安心消

費。為讓生產者能安心生產、消費者能安心

消費，農委會更呼籲消費者共同支持與協

助，以利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推動更順

暢、更快速。

（行政院農委會新聞資料 文號：5188）

驗證標章看得見　安全優質在裡面　「安全農業年」正式啟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配合休閒農

業發展及提升國人旅遊休閒品質，積

極開發美化農村景觀用之綠肥作物種

類，以形成特殊景觀帶，增進休閒觀

光之可看性。在農委會及本場的輔導

下，「2008大地畫布　縱谷花海行」

活動，1月4日於花蓮縣富里鄉舉行。

由農委會李副主任委員健全主持，並

與謝縣長深山及多位與會來賓，共同

揭下開幕彩球，繼去年「2007縱谷花

海季－樂合富里，藍色亞麻海」打響縱谷花

海景色之知名度後，今年度農委會、本場及

花東二縣縣政府及各鄉鎮農會的努力下，再

次打造色彩鮮艷之大地畫布之花海美景，延

續長達一個月的花海活動正式開跑。

農委會近年鼓勵農民利用二期稻作收

割後農田休閒期栽種油菜綠肥作物，除可作

為天然肥料，減少化學肥料施用外，藉由集

團大面積栽種方式形成花海壯麗景觀，可吸

引休閒旅遊人潮，創造地方觀光收入。而每

年的一月開始花東縱谷一片花海是許多遊客

的最愛，為了使得此美景能吸引更多遊客，

今年縱谷花海擴大，北從吉安南至鹿野計

一百五十多公里綿延700公頃油菜花、桃紅

大波斯菊及亮橘的黃波斯之花海美景，讓遊

客沐浴在廣大的花海景觀中並享受大自然之

美。

本次特別邀請台東大學藝術產業學系

羅平和教授，於羅山村量身繪製出西班牙畫

家「米羅」風格的圖騰，動員了數十名的學

生，將台九線一棟不起眼的鐵皮屋，變身成

彩繪主題屋。也在彩繪屋旁製作出「大地畫

布」圖樣，有台灣藍鵲展開鮮豔的羽翼，穿

著花裙子的原住民小女孩，做出「這

裡很棒！」與「歡迎大家來玩」的手

勢，以各種花卉為顏料，種下國內首

創的畫布圖樣，讓遊客們有驚豔的感

覺。活動會場中有稻草人展示、舉辦

農民DIY體驗活動，花海區行人步道、

腳踏車道等。

為迎接本次花海季，全台唯一的

有機村，富里鄉羅山村從10月份開始

全體村民就已動員，有些居民成為花

海活動導覽解說志工，也提供遊客搭乘接駁

車，讓來訪遊客感受到羅山有機村的農村清

新氣息，並認識農村社區文化之美以及農民

的熱情歡迎。花東縱谷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

景觀，花田景觀更帶來藝術氣息及人文風

情，歡迎大家利用假日，不妨來一趟「縱谷

花海」知性之旅。

『2008 大地畫布　縱谷花海行』正式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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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稻米之品質，精確且快速檢

測稻米新鮮度方式是本場近年來研究的方

向，日前本場建置完成一系列之「稻米新

鮮度測定技術」，加強稻米品質新鮮度試

驗研究外，亦免費提供轄區稻作農友所生

產稻米新鮮度檢測服務。

良好的稻品質除了要有優良的外觀

及食味品質外，稻米新鮮度也是影響稻米

品質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為維持稻米品

質，農友田間收穫後之稻穀應在6小時內進

行乾燥，若未能即時乾燥，在高水分含量

下因呼吸作用會造成悶熱，並加速穀粒內

脂肪酸分解，使新鮮度品質快速下降，而

測之酸鹼值亦會較低。此外，乾燥後稻穀

若未能貯放於適當的儲藏設施內，亦因脂

肪酸生成而降低稻米品質，因此當貯藏稻

穀時最好能放置在通風良好之冷涼場所，

以減緩稻穀因呼吸作用，導致新鮮度降低

而產生品質劣變。如能以低溫冷藏方式保

存，儲放於冷藏筒中，則更可保持稻米品

質及延長儲存時間。

稻米新鮮度測定之原理是利用稻米老

化時產生乙醛及脂肪酸的含量來判定稻米

新鮮度。傳統檢測稻米新鮮度係以麝香芬

草藍（BTB）及甲基紅（MR）混合調製之

酸度呈色劑與米粒進行呈色反應，並與比

色板上顏色變化進行比對以判新鮮度，新

鮮米的溶液顏色呈綠色（酸鹼值較高），

鮮度較差的米則呈黃至橘紅色（酸鹼值較

低）。本場現有新設置之稻米新鮮度測定

儀則是將調製後之稻米溶液，依據光化學

反應原理以儀器來檢測呈色劑吸光值變化

以測定米粒酸鹼度，以更精確及快速的檢

驗法來測定稻米新鮮度。

本場建議稻作之農友田間收穫後之稻

穀除盡速進行乾燥以確保稻米新鮮度外，

良好的倉儲環境也是維持稻米新鮮度品質

的必備條件。農友如有稻米新鮮度檢測

需要，可提供乾燥碾製後糙米或白米50公

克，送交本場稻作研究室分析。分析後之

資料，可提供給農友們做為稻穀乾燥調製

或儲放後稻米新鮮度品質之參考。

每當歲末寒冬來臨時，也是銀柳閃

亮登場的時候，現在您若來到宜蘭縣三星

鄉，就可欣賞到片片艷紅的銀柳花田這個

特殊的美麗景緻，銀柳花來報到祈求年年

銀兩進門來。

銀柳（Salix garcilistyla Miq.）別名貓

柳，多年生落葉灌木，是宜蘭縣重要花卉

產業，栽植面積約70公頃，產量佔全國90

％以上，產地集中於三星鄉，因此三星鄉

可說是銀柳的故鄉。在冬季落葉的銀柳，

鮮紅色的花苞，紅潤美麗，觀賞期適逢農

曆過年期間，加上它的台語發音與「銀

兩」諧音，代表著吉祥、財源滾滾之意，

廣受消費者的青睞，成為農曆春節期間民

眾喜愛的上等花材。宜蘭地區栽培的銀柳

以中國上海種為主，為求品種多樣化，本

場育成花苞大且色澤紅的銀柳新品種「蘭

陽一號」，商品名「貴妃」，並推出有別

於銀柳切枝的產品－銀柳盆栽，讓消費者

有更豐富的選擇；為了改變民眾只將銀柳

切枝瓶插在甕中的傳統利用方法，本場透

過花藝設計師的巧思與巧手，全新地打造

出銀柳多樣化，把銀柳作成花藝禮盒、耶

誕樹、壁飾、櫥窗、可愛動物等不同的樣

式與風貌，讓消費者有全新的視覺享受。

要何選擇品質優良的銀柳呢？首先先

看銀柳的花苞是不是整齊且飽滿，枝條及

芽麟色澤是不是鮮紅，若是花苞芽麟出現

褐色，或枝條頂稍出現乾枝，就表示切枝

品質已出現不良的現象，若枝條上花苞脫

粒少，枝條粗細適當等就可做選購時的參

考。您可能不知道切枝的長度也有不同的

涵義呢！在這裡簡單的說明，3呎表是迎

福、4呎2表是進寶、5呎1表是富貴、6呎2

表是添丁，因此您購買時，可依照擺飾空

間、瓶器及個人喜好來選購適合長度的銀

柳，再搭配簡單的小飾品，就可以欣賞到

銀柳切枝之美了。銀柳盆栽、銀柳花藝禮

盒也是您選購時的新選擇哦！有興趣的民

眾可以洽三星地區農會推廣股。（電話：

03-9893170）

本場提供稻米新鮮度快速檢定服務

新年新氣象　銀柳『銀兩』進門來

本場研究人員檢測稻米新鮮度之情形。▲

利用本場新設置之稻米新鮮度測定儀快速檢定

稻米新鮮度。

▲

為2006年銀柳創意花藝競賽之冠軍作品。利用

編織、綁住將銀柳纏繞或雕塑呈固定架構，搭

配小品盆栽創造出簡單、明亮、觀賞期長的銀

柳花藝禮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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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受果農申請：於年度計畫核定後，

由縣府將可可椰子廢園執行預定目標、

補助標準及作業規範通知各有關鄉鎮市

公所，並由鄉鎮市公所接受農民申請。

請各鄉鎮公所調查有意願辦理廢園之面

積，於9月30日前填報縣府。

二、 申請廢園：果農之土地須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使用種類為「農牧用地」或依都

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

旱地目」等自有或合法承租土地（每筆

0.1公頃以上），其果園正常管理且樹

齡已進入結果期，始予納入。

三、 現地勘查：果農於廢園前，檢附最近

6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向果園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

申請，縣政府於計畫核定後，會同鄉

（鎮、市）公所人員至果園現勘查，經

認定果園正常管理、符合廢園樹種、種

植株數、樹齡及相關規定後納入計畫辦

理。

四、 拍照存證：為便利查核，規定果農須分

別於廢園前之果園、廢園時、廢園完成

後等三階段於同一位置，特地號及姓名

標示拍照。

五、 查核及發放補助金：經鄉（鎮、市）

公所實地勘查可可椰子砍除後，由受理

申請鄉（鎮、市）公所編造可可椰子廢

園補助金申領清冊送縣府審核，經審核

（縣府抽驗）無誤，逕行將廢園補助金

發給鄉（鎮、市）公轉發申請人。

六、 為確認辦理廢園之果園非屬荒廢果園，

果農提出申請後，由縣府會同鄉鎮公所

實地就種植株數（椰子每公頃至少200

株）、植株生育情形確認後始準辦理；

倘若株樹未達標準株數，同意依照實際

株數折算面積核計；惟果園間作其他作

物或果樹僅種植田區四周及果園單位面

積種植株數未達標準株樹之50％者，不

予列入廢園辦理。

七、 果農辦理廢園時，須自椰子樹基部離地

五十公分以下砍除，符合相關規定者得

申請廢園補助金最高每公頃15萬元。 

經過路旁的水族館，是否被那些絢麗

奪目，精心製作的水草造景所吸引？希望

自已家中也能有一座這樣巧奪天工的水中美

景？其實只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在家裏造

一座迷你的水中仙境。讓您一天的辛勞與疲

憊，都隨著水中水草的律動，煙消雲散。

本場近年來進行水生植物種源蒐集，

並嚐試將這些水生植物應用在景觀、居家綠

美化、盆栽與花藝等園藝用途之中，在蒐集

的水生植物之中，發現有不少水生植物頗為

適合全株種植在水中，不但觀賞時間長，也

不用花費許多金錢購買昂貴的設備，可以當

作居家簡易水草缸的優秀材料。

許多民眾反應至水族館購買水草缸

後，大約一個多星期便開始變醜，最後乾脆

將植株清掉只剩空玻璃箱，其實只要選對植

物，不需要昂貴的照明設備與二氧化碳控

制，也可以種出美觀的水草缸。水生植物的

陰性植物像是屬於天南星的大榕、中榕、小

榕以及黃金榕等，在光線不足的室內環境也

可以維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而金魚藻、苦

草等沈水性水生植物，在室內也可維持數週

之久，另外葉色紫紅的紫海棠，耐陰性也非

常強，為非綠色水草的極佳選擇。一般居家

若以管理容易為主要訴求，儘量不要設置大

型水草缸，可選擇一尺半以下的迷你水族箱

或其他玻璃容器來種植，種植種類不需要太

多，可選擇上述的陰性水草搭配造型較佳的

沈木、蛄咾石等景觀資材，底部舖上石英砂

或貝殼砂，就是一個簡單大方，觀賞壽命長

的迷你水草缸。如果要做不同植栽組合搭

配，也可以利用一些陰性水草株高不同及葉

色不同的特性來做搭配。另外，一些瓷器或

可沈入水中塑膠公仔或玩偶，也可以放入水

中來增加觀賞的趣味性。

種植金魚藻等沈水性植物時，儘量不

要種植二種以上，以免造成缸內過於混亂

複雜而降低觀價值，而且在使用沈水性植物

時，要特別留意不要將其任意丟棄在水溝或

河中，以免影響生態環境的平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檳榔對國民健

康、環境整潔及水土保持均有不良影響，該

會為減少檳榔面積，自今（97）年起，積極

輔導檳榔廢園轉作，請已辦理檳榔種植申報

登記且有意願辦理廢園轉作之農民，儘速向

土地所在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農委會表示，臺灣檳榔栽培面積

50,553公頃，農戶數約3萬餘戶，主要分布

於屏東、南投、嘉義、花蓮及台東等地區。

由於檳榔對國民健康、環境整潔及水土保持

均有不良影響，因此，該會特訂定「檳榔園

廢園、轉作作業規範」，逐年輔導廢園、轉

作，預定自97年至101年，每年輔導轉作面

積100公頃，102年後每年輔導200公頃。

農委會說明檳榔廢園轉作實施範圍，

以平地及山坡地合法使用之農牧用地，且

為正常管理之檳榔園為限，每1公頃種植株

數須達1,200株；未達前述株數者依實際株

數比率換算。檳榔廢園者，每公頃補助廢園

費15萬元；廢園後辦理轉作者，限轉作無產

銷失衡之虞作物，另補助所需種苗費1/2，

每公頃最高補助5萬元；自然荒廢未砍除者

及97年（含）以後新種植者不予納入計畫補

助。該會並指出，經補助廢園後之同筆土地

5年內不得再種植檳榔。

有意願辦理檳榔廢園之農民，可於每

年1月～9月間攜帶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

謄本向檳榔園所在鄉鎮公所提出申請。

（行政院農委會新聞資料 文號：5206）

【農業法規】　可可椰子廢園作業規範

迷你水草缸　美化環境新選擇

紫海棠具有紫紅色的葉背，顏色十分特殊，且

在水中的耐陰性極佳。

▲

金魚藻與水蘊草等沉水植物適合居家簡易水草

缸使用。

▲

檳榔廢園轉作　每公頃補助廢園費15萬元　請農民踴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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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法務部政風司網頁（http://www.ethics.moj.gov.tw）之「業務園地／參考資料」

一、 裁罰出錯可以追加處罰嗎：行政機關依行政法的規定所作的行政處分，如果確有違誤的地方，除了可以循訴願以及行政訴訟的程

序謀求救濟以外，在救濟程序確定以後，行政機關本身發現行政處分有違誤的情形，以往司法實務上的見解，都認為在不損及當

事人權益之下，本於行政權與監督權的作用，可以自動更正或撤銷原處分。如果因此侵害到當事人的權益，基於行政法上信賴保

護原則，就難以認同。

二、 山上任意挖採藥草或林木，當心觸法：到山上除了不要任意摘採、挖拔藥草或林木外，也不要隨意拾（撿）取山裡的物質，可能

觸犯「森林法」及「刑法竊盜罪」。所以到山上什麼都不要留，衹留下足跡（腳印）；下山什麼都不要帶，衹將自己上山所製造

的垃圾帶下山來，還給山林大自然一個乾淨美好的環境。

三、 車輛牌照未註銷，無妄之災跟著來：車輛因故毀損或失竊多年，記得要跑一趟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牌照註銷相關手續，這樣才不會

無妄地背負多餘的稅、費喔。

四、 藏龍臥虎：技能訓練所是依「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設置的，分別收容流氓感訓、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另外為貫徹分監管

理亦設有分監，收容受刑人。在技能訓練所，除了生活的訓練及輔導外，技能訓練是最重要的課題。其目的在使受處分人能改過

遷善，習得一技之長，適應社會生活。

五、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臺東監獄為臺灣東區六個法務部所屬的矯正機關中，容額雖較小，卻是功能最多的一個矯正機關，計設有

監獄（收容法院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受刑人）、看守所（收容偵查、審判中被告及留置流氓；另附設成年吸毒犯勒

戒處所收容受觀察勒戒人）、戒治所（收容毒品受戒治處分人）、少年觀護所（收容偵審中之少年被告及保護事件收容少年；另

附設少年吸毒犯勒戒處所）。亦即有監獄、看守所、少年觀護所、戒治所及附設勒戒處等６個矯正機關合署辦公，可以說：「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

九十七年二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陳任芳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　期 防　　治　　要　　點 

水　稻
水象鼻蟲 全月 本田期施用培丹、加保扶或丁基加保扶粒劑。應注意餘毒。 

福壽螺 中、下旬 插秧前後施用苦茶粕或耐克螺、聚乙醛等藥劑。

雜糧、蔬菜 斜紋夜蛾 全月 1.採用性費洛蒙誘殺成蟲(雄)。2.幼蟲於初發生時選用畢芬寧、陶斯松等藥劑噴施。

包菜類 菌核病 全月 選用免克寧、撲滅寧、貝芬同等藥劑噴施。

番　茄 晚疫病 全月 1.以遮雨設施防降雨。2.選用達滅芬、亞托敏、氫氧化銅、賽座滅等藥劑噴施。

韭　菜 銹病 全月 選用三得芬乳劑、百克敏乳劑或菲克利等藥劑噴施。

十字花科蔬菜

小菜蛾 全月 選用蘇力菌、克凡派水懸劑、因滅汀、脫芬瑞乳劑等藥劑噴施。

紋白蝶 全月 選用蘇力菌、因滅汀乳劑或傑他賽滅寧乳劑等藥劑噴施。

蚜蟲類 全月 1.清除園區附近雜草。2.選用畢芬寧、益達胺、派滅淨等藥劑噴施。

材　料：山藥600公克、當歸20公克、美生菜100公克、紫高

麗10公克、蜜餞10公克、小豆苗5公克、雞蛋1.5

顆。

調味料：和風醬200公克、當歸泥20公克、當歸汁50公克。

作　法：

1. 山藥洗淨去皮，切細絲泡冰水。

2. 當歸洗淨切片加入清水熬煮成高湯備用後，當

歸片打成泥加入和風醬成醬汁備用。

3. 山藥絲捲成麵線糰擺盤，美生菜、紫高麗、蜜

餞、當歸片、小豆苗、雞蛋片依序擺上，淋上

醬汁即可。

員山鄉農會家政班

法 治 教 育 宣 導

麵 面 和 風

當 歸 養 生 保 健    創 意 料 理 食 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