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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愛玉冰』讚!

　　最近接連爆「毒澱粉」、「過期材料」及「

工業級原料」摻入食品的消息，讓民眾不禁大呼

「食」在不安心!但要怎麼吃的健康又安心呢?回

歸食料的最原始階段就對了!利用愛玉子種子加

水搓出的愛玉凍，不含任何「人工」添加物，保

證讓您清涼一「夏」，無負擔!

　　到底還有什麼可以吃?是近期大家最想問的

問題。早期的臺灣，沒有什麼食品添加物，老一

輩會運用老祖宗的智慧，將愛玉子種子曬乾後，

放入紗布袋中，加入60~100倍的水，搓揉5~10分

鐘，不需添加任何洋菜或凝膠物，愛玉子種子會

釋放出天然軟Q的「果膠」，加入碎冰、糖水及

檸檬，就成了最消暑的「愛玉冰」。此外，根據

日本大野博士研究，愛玉凍的熱量極低，每百公

克的熱量為2大卡，比寒天的9大卡還低，清涼又

無熱量負擔。

    根據調查，全臺灣愛玉子栽培面積僅約500

公頃，多為產量不穩定的野生種，物以稀為貴的

情況下，導致愛玉子乾果的價格不便宜，每臺斤

巨峰葡萄石葡萄形成因素與預防對策

102年度全國國產龍眼蜂蜜品質評鑑得獎名單

天然愛玉冰 食在好安心!

售價約600~800元。本場近期育成了兩個高產量

的新品種，分別為耐膠蟲的「苗栗1號」及早生

的「苗栗2號」，不僅產量是市面上品種的3倍，

果膠含量也增量40％。未來投入市場後，相信可

以讓消費者更加容易品嚐到天然的「愛玉凍」! 

歡迎有興趣栽培新品種的農民，與本場蠶蜂課聯

絡，037-222111分機334，或參考本場網站的技

術移轉公告。

愛玉子新品種具果大及高產特性

天然『愛玉冰』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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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吳岱融

文/圖 何超然、彭淑貞、古政中

　　苗栗縣種植芋頭面積約519公頃，是台灣的

第二大產區，每年颱風季節適逢當地芋頭旺盛生

長期，植株高大易受颱風損害。經由近兩年田間

試驗觀察，在芋頭旺盛生長時進行剪葉作業(所

謂芋頭”剪頭髮”)，對產量品質影響不大。若

中央氣象局發布中度以上颱風警報，或是暴風圈

將通過種植區域時，建議農友考量先行修剪芋頭

葉片，以避免強風驟雨造成芋頭產量損失。

   近年來氣候異常，颱風過境期間經常造成田

間芋頭球莖折損或軟腐病危害，芋頭葉面也通常

伴隨疫病蔓延，增加後續防治成本。因此籲請農

友可考量在颱風侵襲前將芋頭葉片截除，事先進

行預防處理以保障栽培成果、避免損失。

　　「2013台中素食養生暨有機樂活展」於6月7

至10日假台中世界貿易中心展覽館舉行，此展以

「安全、自然、環保、低碳」為主題，宣導有機

農業理念、提供有機農業生產與行銷資訊，並透

過生活體驗DIY教學，以「鮮享在地」為推廣主

軸，鼓勵民眾建立「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觀

念與提供消費者可安心食用「有機農糧產品」的

信心平台及資訊，支持國內有機產業永續發展與

開拓有機產業行銷通路與購買力。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生物防治分場有幸受邀，以草蛉、黃斑粗喙

椿象、闊腹螳螂及格氏突闊小蜂四種天敵昆蟲實

體與海報兩張，於農委會有機農業主題館參展，

且是唯一活體展出的單位，介紹天敵防治作物害

蟲的妙法。

　　參觀民眾絡繹不絕，有問及天敵昆蟲何處購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生物防治分場在「2013台中素食

養生暨有機樂活展」的展品。

施行剪葉處理的芋頭田

芋頭剪頭髮  防颱減災損芋頭剪頭髮  防颱減災損

「2013台中素食養生暨有機樂活展」圓滿成功「2013台中素食養生暨有機樂活展」圓滿成功

買？野外草蛉及寄生蜂如何誘捕及如何飼育？行

道樹上常看到的椿象是否與展場的相同？民眾更

問及展場擺飾之百日草盆栽及小葉欖仁如何照護

與修剪？有機堆肥如何製作？小黃瓜如何栽種？

苦瓜為何不著果？夏天番茄如何促進著果？因主

題館為農委會辦理，故發問問題相當多元，均得

到詳實的回覆。

　　參展過程機遇台大農藝學系劉麗飛教授當有

機志工，教導人因文化差異對食材應有的尊重與

認識。有機前輩賴茂勝先生對有機延伸價值的務

實作法與理念的傳授。有位企業家看展有感而發

，對塑化劑等食材污染的看法，期勉公務人員的

要有同理心、慈悲心及負責任的心。此再再顯示

大眾對食的安全、食的安心、食的用心、生態永

續的重視，在經費縮減的時日，此著實振奮生物

防治研究人員，給我們前進的推動力。

台大農藝系退休教授劉麗飛博士於展場充當生物防

治天敵昆蟲的解說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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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於102年6月11日正式公告苗栗縣辦理

102年卓蘭鎮「巨峰葡萄」4月鋒面災害專案補助

，農業處隨即函轉卓蘭鎮公所自公告翌日起至6

月21日止受理農民申請辦理專案補助。本次巨峰

葡萄災情，本場分別於102年5月1日即5月11日會

同苗栗縣政府及農糧署北區分署、卓蘭鎮公所等

實地勘查災情，嗣經農糧署於6月5日邀請農委會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業試驗所與苗栗區農業改

良場組成跨區域鑑定小組確認致災原因。 

　　本次巨峰葡萄果實損失，依卓蘭鎮公所查報

受害面積達400公頃，損失金額達2千餘萬元，已

達行政院農委會單項農作物農業天然災害專案補

助標準，依據農委會核定及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

法第14條之規定，救助對象係指實際從事農、林

、漁、牧生產之自然人，所申請補助項目損失率

　　為因應WTO、ECFA、TIFA等外來農產品對台灣農產

業的衝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投注相當多的經費於產

銷班的輔導，辦理產銷輔導專家培訓課程，使研發人

員能夠注意產銷班的需求，強化產銷班體質，暢通特

色商品行銷，使產業更提升。今年苗栗區農改場選定

諮詢點為新竹縣養蜂產銷班第二班，配合財團法人中

衛發展中心顧問團，使產銷輔導更為周延。

　　新竹縣養蜂產銷班第二班成立已逾十年，目前班

長為彭運隆先生，班員共13人，成立之後使在地蜂農

生產的蜂產品實質收益提高。產品有蜂蜜、蜂王漿、

花粉，大多為班員自銷，近日該班所生產的咸豐草蜜

達20％以上者，每公頃補助7萬2千元

，損失率未達20％者不予補助；另同

產季同項農產品，以補助一次為限。

　　苗栗地區巨峰葡萄在102年4月於

開花期共計下雨日數為21日，由於連

續降雨，致開花期花穗之花帽無法脫

離，花粉無法飄散，致以假性閉花授

粉為主，再加上氣溫如低於20℃，更

易使多數花粉管與胚囊無法順利結合

，導致中途敗育，而無法順利完成受

精，因此結出大批無籽果實。在慣行

管理下由於該果實較有籽果具有不易

巨峰葡萄石葡萄形成因素與預防對策巨峰葡萄石葡萄形成因素與預防對策
文/圖 朱盛祺、劉雲聰

文/圖 何超然、宋一鑫

產銷輔導訪視由左至右依次為新竹縣養蜂產銷班彭運

隆班長、陳秋妹小姐、中衛發展中心林乾文顧問。

養蜂人家的願景養蜂人家的願景

肥大與早熟的特性，此種果穗成熟期因果粒大小

不一，成熟度不整齊，商品價值低，農民習以「

石葡萄」稱之(圖1)。今將影響巨峰葡萄形成石

葡萄可能原因及其防減對策，整理歸納成簡明的

示意圖，以供農友參考。於每個環節都需注意過

與不及，所造成的影響，期能將災害損失降到最

低。

圖1商品性低的「石葡萄」果穗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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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有「黃金蜜」的封號。

　　彭運隆班長表示該班產品有多元化銷售管道

；除門市及劃撥外，消費者亦可至農會購買到該

班的蜂產品。由於今年氣候異常，多雨又低溫，

使得蜂蜜減產，蜂產品銷售更是供不應求。

　　彭班長一直想建立一個蜜蜂生態教育園區，

中衛發展中心林乾文顧問及苗栗場產銷輔導專家

宋一鑫博士則建議，結合理念相同之產銷班班員

共同規畫營運，不僅可以解決營運時人手不足的

窘境，亦可集結眾人的智慧，並且中衛未來將積

極協助該班爭取相關資源。建議不僅為彭班長夫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輔導，苗栗區農

業改良場主辦，台灣養蜂協會協辦之「102年度全

國國產龍眼蜂蜜品質評鑑」得獎名單已於102年於

6月19日公布。本次報名者共有108位蜂農，分別

來自於各地養蜂產銷班班員及台灣養蜂協會會員

。評鑑分二階段進行，包含儀器檢驗 (初評) 及

感官評比 (複評)。儀器檢驗委由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完成並送苗栗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初評，其結

果共有99位蜂農獲得複評資格。苗栗區農業改良

場於6月19日邀請國內12位產、官、學界之蜂蜜專

家進行複評，選出王信和等19名蜂農獲特等獎，

尹平城等76名蜂農獲頭等獎。獲獎名單如下：

特等獎 (19位，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王信和、江文清、江家豐、李慶燦、梁東成、梁

家新、陳文政、陳生章、陳立軒、陳國昌、陳國

榮、劉易騰、蔡炳煌、蔡勝貿、蔡錦源、蕭雅屏

、賴福就、蘇百希、蘇煌良

頭等獎 (76位，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尹平城、尹建敦、王文雄、王張靜妹、王朝棟、

江虎材、江為慶、江順良、何育昌、何斌順、何

詹美燕、吳康桂芳、吳勝豊、吳朝生、李東峰、

李煌亮、李駿璿、沈翁素、卓清標、周益東、林

永達、林昌峻、林保江、林順仁、柯安庭、洪義

發、張至程、張志鋒、張昭文、張峯淵、梁玉女

、許水柱、許至佑、許金蓮、陳文奇、陳水通、

陳伯修、陳泓瑋、陳金堆、陳俊宇、陳俊男、陳

保存、陳威年、陳翁英滿、陳啟文、陳國正、陳

紹雲、陳進來、陳漢珍、陳錦珍、陳關世、曾宣

翰、曾昭元、曾國安、程甲雄、程錡、童富榮、

黃東明、黃俊彥、黃國珍、黃國展、詹承霖、劉

京佩、劉京妮、劉啟明、劉嘉川、劉德欽、蔡守

婦所接受，且認真考慮接續發展工作，並與輔導

團隊密切聯繫，規劃其理想中的蜜蜂生態教育園

區。

新竹縣養蜂產銷班第二班產品有蜂王乳及黃金蜜。

文/宋一鑫 圖/徐金科

豐、蔡德豐、蔡樹鎰、蔡錦清、蕭家宏、賴朝賢

、謝森發、簡德源、羅新立

　　農委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表示，政府近年來

推廣全國性或地方縣市之蜂蜜評鑑，評鑑蜂蜜除

需具備色、香、味俱全的純龍眼蜜特色外，所有

樣品尚需符合CNS蜂蜜國家標準，且不含藥劑殘留

，評選出的蜂蜜一直為消費者大眾所肯定。消費

者如欲購買評鑑蜂蜜，可上台灣養蜂協會查詢得

獎蜂農連絡方式（http://www.bee.org.tw 電話

：04-23713681，04-23713621），歡迎各界人士

踴躍選購優質國產龍眼蜂蜜。

侯場長鳳舞 (左8) 與養蜂協會吳理事長 (左6)

、蜂蜜評鑑評審團合影

102年度全國國產龍眼蜂蜜品質評鑑複評時

評審團審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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