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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臺日合資養雞生產「生食級雞蛋」 農委會：產業升級的一條路
日本不少食物會搭配生雞蛋，例如牛丼上面會加顆生雞蛋，生蛋醬油拌飯上面也是生雞蛋，日本
的雞蛋可以生食，但國內至今尚未出現以生食為目標生產的雞蛋，不過，明年的蛋雞產業型態，
將出現變化。大成集團與昭和產業合資，要在彰化二林興建蛋雞旗艦廠，打造生食級雞蛋，這個
號稱將是全臺最大的蛋雞場預計 2021 年初可以完工。農委會認為，日本已經可以做到雞蛋生食，
業者從日本引進這項技術就是一種產業升級。
消費者在國內也許沒有生食雞蛋的習慣，但臺灣有越來越多的日韓料理餐廳，日本及韓國都有生
食雞蛋的日常飲食，大成蛋品處暨肉土雞整合事業部協理韓芳豪說，日本料理在臺灣很受歡迎，
韓國的拌飯也有生蛋，連臺灣人吃火鍋沾醬生蛋黃沙茶，用的也是生蛋，他們知道雞蛋生的就是
有風險，但引進日本技術打造旗艦蛋雞場，就要是透過技術整合，改善生食雞蛋的風險，政府單
位建議不要生食雞蛋，那是因為現階段無法做好控管，所以不適合。
韓芳豪指出，日本人向來愛吃生雞蛋，對於蛋品的要求很嚴謹，所以選擇逐年引進日本雞蛋衛生
環境管控系統，從種雞開始就打疫苗、小心養，不給沙門氏桿菌感染的機會，清除雞蛋表面髒
污、洗掉糞便，控制水質及水溫，另外，也引進日本「生食用期限」的管制及「溫度管理」，保障
雞蛋的品質。
根據大成集團與昭和產業合作興建的蛋雞場設計，廠址選在彰化二林，2020 年初就會動工，佔地
1 萬 1074 平方公尺，完工後每日可以處理 200 萬顆雞蛋，待旗艦廠完工與其他廠整併完成後，預
估每日可生處理 300 萬顆雞蛋供應市場。
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也出席了這場臺日合資的簽約儀式，看好國內相關產業能獲得良性的調整，
他認為日本已能做到雞蛋生吃沒有食安問題，國內的業者想跟進，引進日本這套管理系統，可以
看到產業力拚升級的決心，從業者初估的產能來看，未來的產量也相當大。黃金城強調雞蛋要生
吃，必定不可有沙門氏桿菌，現在臺灣的環境還無法做到，但如果引進日本技術及管理，讓蛋雞
場能做到雞蛋可生食且無食安疑慮，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不過，現階段的國產雞蛋，建議不要
生吃，因為臺灣的養殖環境中仍沙門氏桿菌存在。
2019.12.17 農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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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歲池上米農謝美國，打敗全球高手，為台灣首次贏得日本「米.食味
鑑定」金賞獎
來自台東池上的米農謝美國，堪稱今年米界最傳奇人物，88 歲的「美國伯」今年首次參加臺灣稻
米達人比賽，即拿到台東及全國有機米組的冠軍，而後在 11 月到日本參加被視為「全球米界登峰
造極」的「米．食味分析鑑定競賽」，在其他 36 位日本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為臺灣首次拿到金賞
獎，距離第一名的北海道米僅有 2 票的差距。
「台灣米竟然能有這樣水準。」陪同參賽的擁有日本米‧食味鑑定士簡碩宏，轉述日本評審的意
見，謝美國的米表面非常亮麗，保水性非常好，吃起來則軟而帶Ｑ，最後入喉時非常滑順，「不像
很多米飯吃下去會有澀感，這是會讓人想一口接一口的米。」
「我已經 88 歲了，不可能再參加比賽，台灣需要的是更多種稻的人，而不是一個謝美國。」謝美
國表示，自己 90 歲會正式退休，臺灣種稻的人很多，自己剛好比較幸運，但更優秀的人很多，他
們的米也值得被看見。
種稻超過一甲子，與世無爭卻一戰成名
當初父親認為台灣是個美麗的國家，因此為他取名為美國，全程講台語的他剛過 88 歲生日，自
48 年八七水災後，從彰化移居至池上。自 17 歲開始種稻，至今已七十多年，對於本次得獎他表
示，平常沒有特別照顧稻子，就是按照農會、農改場專家的指導方式去做，按部就班施肥及除
草，這次得獎則要感謝老天爺。
因淡泊名利的性格，謝美國過去從未參賽，但由於池上農會一再邀約，因此答應參賽，想不到竟
一路過關斬將，成為全國有機米組冠軍。但後續的「米．食味分析鑑定競賽」，是農會從他繳交的
冠軍米中拿出三公斤送件，得到金賞獎後台東縣農業處長許瑞貴親自上門道賀，反而讓他疑惑不
已。
擁有約十五公頃田地的謝美國，年產量約三四十公噸，一再問他種稻的秘訣，他思索後回答，自
己的田來自新武呂溪的灌溉，維持田地的平整很重要，同一塊水田裡的最高和最低的地方落差越
小，水位越平均，長出來的稻子也比較好。
台灣人愛的芋香竟是日本人的地雷
日本對於自身稻米極有自信，非日本地區的米想要參加分析鑑定競賽，必須先從海外組中脫穎而
出，海外組第一名才能和日本國內稻米一同競爭。本次海外組有來自美、中、泰等六國，共五十
多組，最後由謝美國取得海外組第一，而第二名則是花蓮富里的簡盛宏。
本次幫忙送件的是大倉米舖簡碩宏，擁有日本米‧食味鑑定士資格的他，在過去兩年也都是分析
鑑定競賽的評審。「今年因為美國伯的米來比賽我必須避嫌，無法當評審，因為台灣米和日本很不
同，即便是盲測，一吃就會馬上發現。」簡碩宏回憶道。
「臺灣人喜歡的芋香，卻是比賽中最扣分的項目。」簡碩宏說明，臺灣米過去參加分析鑑定競賽
幾乎都是高雄 147，但最好的成績都是佳作，原因在於日本對米的評分方式，評比項目有外觀、
香氣、食味及口感，一般來說日本人會拒絕香米的氣味，「日本人認為米就是要有米的香味，聞到
米飯有其他濃烈的芋頭、柑橘香，會皺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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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香氣成獨特風味，亮麗滑順的米飯使人讚不絕口
簡碩宏分析，因為今年天氣較熱，本該在高雄 147 號中出現的芋頭香氣變淡了，使得米飯的氣味
更明顯，而淡淡的芋頭香反而成為評審們口中「獨特的米飯風味」，與其他 36 組日本參賽米在競
賽中，獲得 8 位評審青睞（總共 24 位評審），距離第一名的北海道米只有 2 票的差距。（註）
「得到 4 位青睞就已經非常厲害了，他們也非常訝異台灣米竟然能有這樣水準。」他進一步說
明，謝美國的米表面非常亮麗，保水性非常好，吃起來則軟而帶Ｑ，最後入喉時非常滑順，「不像
很多米飯吃下去會有澀感，這是會讓人想一口接一口的米。」
簡碩宏認為，除了高雄 147，同樣具有冠軍潛力的有「台南 16 號」和「台農 77 號」，這兩個品種
口感及外觀最接近日本人的喜好，香氣及味道也較好，也具有和日本米競爭的潛力。
自信到自傲的日本米戰場，台灣米突圍成功
農糧署署長胡忠一表示，自 93 年以來辦理全國稻米達人的選拔，從最開始只有 10 個鄉鎮，到今
年有 65 個鄉鎮參與，參賽者必須先在鄉鎮初賽拿到冠軍，才有資格進入全國複賽，而參賽米會經
過公開拆封、更換包裝、隨機編號，以代號做稻米品質檢測及評審的官能品評，最後才選出外觀
飽滿又美味的冠軍米。謝美國今年即是從 974 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成為今年的臺灣稻米達人冠
軍，而後一路過關斬將，完勝日本米農。
「日本對於米非常嚴格，甚至自信到有點自傲。」胡忠一表示，日本米的競賽非常排外，從海外
參賽組必須第一名才有資格和日本米競爭便可知道，而日本對於米‧食味分析鑑定競賽則形容為
「全世界的米登峰造極的競賽」，「其實我們的米應該是第一名，但日本人認為米就是只能有米的
香氣。」胡忠一惋惜表示。
熱銷一空的冠軍米，刺激台灣米的外銷
「我已經 88 歲了，不可能再參加比賽，台灣需要的是更多種稻的人，而不是一個謝美國。」謝美
國表示，自己 90 歲會正式退休，目前種稻技術都已傳承給兒孫，臺灣種稻的人很多，自己剛好比
較幸運，但更優秀的人很多，他們的米也值得被看見。
「鄉公所有特別投注人力在農業上。」池上鄉長張堯城說明，鄉公所負責檢驗，而農會負責銷
售，彼此分工全力支持當地農民，謝美國的冠軍米現在定價 2 公斤 1688 元，但已銷售一空，現在
最大筆訂單來自長榮航空的頭等艙，供應的飛機餐使用謝美國的米，明年預計把更多池上米上架
到超市等連鎖通路上市。
「臺灣米一得獎，訂單馬上增加。」胡忠一表示，今年台灣米銷日訂單有 1140 公噸，而在謝美國
的米獲得金賞獎後，明年上半年預計還有一筆 1400 公噸的訂單，而本次獲獎代表台灣米已達國際
水準，未來外銷會更有利。
註：簡碩宏表示，分級鑑定競賽的評選之前，首席評鑑士都會先大致看過、聞過全部米飯的狀
況，這次簡特地先和首席評鑑士入口壽子說明，本次評鑑中有台灣米，而米的香氣和日本會有差
異，是因生長環境的風土造成。入口壽子也召集評審說明本次評鑑將品評香米，並將評選標準稍
作調整，讓大家試著去欣賞香米的氣味。
2019.12.24 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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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心血等這天！第 1 櫃輸美芭樂 12 噸今封箱啟運
亞洲芭樂鮮果外銷美國第 1 櫃！2 個月前，美國公告臺灣芭樂（番石榴）准入最終法規，並
與臺灣簽署「臺灣產番石榴鮮果實輸美工作計畫」後，臺灣的青果公司、合作社都積極準備，現
由威名青果公司搶下先機，12 月 27 日啟運第 1 櫃，臺南市政府、農委會、美國在臺協會一同見
證臺灣芭樂啟運至美國的歷史時刻。首批為 40 呎貨櫃 1 櫃，內裝芭樂大約 12 噸，後續出貨規劃
將視消費市場的反應再做評估。
美國同意我國芭樂鮮果在符合一定的檢疫條件下即可外銷美國市場，芭樂供果園須經農糧署
登錄認可列冊、包裝場也須登錄申請，除了威名之外，還有盈全國開發、青信果菜合作社已向農
糧署登錄，取得外銷芭樂至美國的資格。
第 1 櫃輸美的臺灣芭樂貨源來自南部產區合格並登錄的供果園，臺南市農業局指出，番石榴
外銷美國的規定嚴格，來源須為農委會防檢局登記核可之供果園及包裝場，其田間管理及農藥施
用均應符合美方規定，並經防檢局取樣檢查，確認未發現美方關切之檢疫有害生物後，才可以裝
載入美國農業部認可的冷藏貨櫃，由檢疫人員監督溫度探針插針、封櫃後簽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
書，並在運抵美國前完成 1℃以下持續 17 天的冷藏處理。這批外銷美國的芭樂採船運，目的地是
洛杉磯，這個貨櫃的芭樂自臺灣果園採收後到在美國上架，需時 40 日。
臺南市長黃偉哲致詞時感謝了各界的幫忙，長達 10 年時間努力不懈，才能讓臺灣的芭樂賣到
美國去，成為是亞洲第一，他同時也邀請鄰近的嘉義縣、高雄市合作，集體作戰、打亞洲盃。
芭樂外銷美國從美國公告准入到簽約、供果園及包裝場的登錄，再到啟運，都受到外界高度
關注，主要是因為美國從未核准亞洲任何一個國家的芭樂輸美，而臺灣是第 1 個，不僅如此，申
請之路還長達 10 年之久，98 年即由防檢局向美方提出詳盡的書面報告申請，漫長 10 年等待，終
於准入美國市場。
不過，同樣位於北美的加拿大，卻是我國芭樂主要出口市場，因加拿大對芭樂沒有特殊檢疫
規定，業者將貨物備好再向防檢局申請檢疫，防檢局目視及採樣都沒問題後，就會核發檢疫證明
書，芭樂有了這張證明，即能外銷加拿大了，相較於外銷美國所需符合的各項檢疫條件，外銷加
拿大的成本比較低。臺灣外銷加拿大的芭樂往年都有 1 千噸，今年外銷量爆增 1 倍以上。
到臺南參加封櫃啟運儀式的農委會副主委陳駿季指出，芭樂是臺灣重要外銷農產品之一，今
年 1 至 11 月外銷量已達 4687 噸，外銷金額 677.3 萬美元，其中，北美的加拿大市場占 57％，且
逐年成長，臺灣芭樂在加拿大愈來愈受歡迎，農委會因此也看好同樣位於北美的美國市場，「前景
令人期待」。
2019.12.27 農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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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起 荷蘭正名 Netherlands
荷蘭政府廿六日正式宣布，將自明年一月起「正名」，對外名稱不再使用暱稱「Holland」（荷
蘭），一律改用正式國名「Netherlands」（尼德蘭），相關更名計畫將花費廿萬歐元（逾六八○萬台
幣），盼呈現荷蘭的各種面貌，改變國際間對荷蘭的刻板印象。
原本的「Holland」實際上指荷蘭西部的兩個省分，包括阿姆斯特丹、哈爾倫所在的「北荷蘭省
（North Holland）」，以及鹿特丹、海牙、萊登所在的「南荷蘭省（South Holland）」。在十九世
紀，這兩個「荷蘭省」成為該國經濟和財富中心；廿五年前開始，該國的旅遊產業在宣傳上也廣
泛使用 Holland 之名，促使該名稱成為國家的代稱。
然而，荷蘭政府決定，自明年一月起，所有企業行號、大專院校、外交使館和政府部會等，對外
一律使用正式國名「Netherlands」，包括明年的東京奧運會及歐洲歌唱大賽。荷蘭外交部一名發言
人對此坦言，對外僅推廣國家的一部分，「有一點奇怪」。不僅如此，正名計畫還包含推出新的國
家旅遊形象標誌，將捨棄 Holland 一詞搭配國花鬱金香，改由正式國名和狀似鬱金香的縮寫字母
ＮＬ組成，相信更能促進出口及吸引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指這些變動是國家旅遊策略的一環，盼能增加其他省分的能見度，讓觀光客
不再一窩蜂湧入擁有鬱金香花田、風車村、國際法庭、紅燈區等景點的荷蘭省，而是多多前往較
少人踏足的區域。
荷蘭旅遊當局統計，去年的觀光客人數約一千八百萬，比國家總人口還多一百萬，且預計二○三
○年成長至每年四千兩百萬。然而，其中有許多人僅造訪荷蘭省，導致當地城市異常擁擠，並衍
生其他問題，促使當局採取更名行動，以平衡旅客流向及旅遊商機。
2019.12.29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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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專區
☞技職教育新制上路 高職師任教滿 6 年免赴業界實習半年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修正案今年起正式上路，未來高職專業群科教師任教滿 6 年，不再硬性規
定至業界實習半年，改以 3 至 5 日的廣度研習、10 至 30 日的深度研習或 2 個月至 1 年的深耕研
習，教師也可成立「專業社群」自辦講座、工作坊，大幅放寬技職校院教師專業研習採計方式；
但技專教師不變。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法務中心執行長林金財表示，過去高職專業群科教師任教滿 6 年，須赴業
界實習半年，導致學校時不時得找代理教師，以維持校務運作；此次放寬教師專業研習的採計模
式，有利於兼顧校務運作，也讓校內老師定期與現行業界技術保持連結。
但林金財說，新制上路後，未來「赴公民營機構研習」估計會成為主流研習管道，但他提醒，現
行此研習模式為學校端自提與民間機構的合作計畫，教育部應建立審核機制，避免計畫淪為高職
師的「職場或生活體驗」，也要確認教師授課科目與研習內容相關，例如咖啡拉花課程僅限餐飲科
教師參與，確保教師結束研習後，可把技術回饋給高職生。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此次修法事項，包括明定去年 7 月 31 日以前已取得各該專業群科合格教師證
書者，在參加高職專任合格教師甄試時，可免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以及放寬高職專業群科教師的研習規定。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考量高職與技專的師培制度及課程實施依據不同，尤其配合新課綱，高職強
調學生務實致用及跨群科能力培養，特別新增「技能領域」，共增加部定實習科目 15 至 30 學分，
總計部定專業及實習學分提高到 45 至 60 學分，以強化學生實作技能；技專教師則以論文為主要
升等依據。若技高課程上需要老師的實務專業經驗，應回歸課綱來規範。
教育部祭出兩大措施，每年至少 1 億元經費補助各校，鼓勵高職師資「終生學習」。一為推動「教
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教師可參與 3 至 5 日的廣度研習、10 至 30 日的深度研習或 2 個月至 1 年
的深耕研習，研習內容可與校內學生或是與技專教師赴相關機構實習、製作專題等。
二為呼籲專業群科教師成立「專業社群」，例如同科或跨科教師利用臉書社團、LINE 群組進行交
流，或申請教育部補助定期自辦講座、工作坊，提升彼此教授實務技術課程的專業知能及教材教
法等。
2020.01.01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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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109 年度相關競賽日程
競賽名稱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寄發准考證
109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109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日期
109.03.27(三)
109.05.02(六)~05.03(日)
109.05.07(四)~05.09(六)

☞108 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各科試題與參考答案公告

共同科目

餐旅群

科目

試題

公告答案

國文科

試題

答案

英文科
數學科-數學(B)

試題

答案

試題

答案

專業科目(一)

試題

答案

專業科目(二)
試題
本群(類)別各科目成績組距

答案

更多消息請見餐旅群科中心資訊網(http://shcedu.blogspot.tw/)及
Facebook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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