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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自己，熱情參訪的民眾超過10,470人，

整個活動在熙熙攘攘的參訪民眾中成功落

幕。

為了迎接開放日，讓民眾有耳目一新

的感覺，本場及畜試所自12月1日就開始精

心佈置，串連兩單位步道，並向麻豆區公

所商借大型文旦娃娃佈置在場區內，熱列

迎接參訪來賓，使人不禁眼睛為之一亮。

2014年臺灣歷經食品安全風暴，黑心

油品引暴各項產品，重挫消費者信心，也

毀了臺灣美食形象，取而代之，農會產製

的胡麻油、花生油與苦茶油供不應求，消

費者重視健康時尚、在地食材。12月6日本

場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

舉辦「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8屆種苗節活

動」，特別引人注目，除了呈現各試驗場所

之研發成果以饗國人，也讓民眾更了解改

良場所與國內種苗公司的研發成果，藉由

展示區各類作物繽紛的色彩與生命力，紓

緩民眾在食安風暴緊張的情緒。

開幕當日承蒙 陳主委保基及農委會、

農糧署、臺中場、高雄場、鳳試所等長官

蒞臨本場，給予諸多勉勵。陳主委更是關

心青年農民的輔導成效，親自為其加油打

氣。重量級貴賓雲集，如黃立委偉哲、許

立委添財皆前來共襄盛舉。感恩老天爺的

幫忙，天氣舒適得沒出外走走都覺得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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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保基主委主持種苗節開幕活動，與嘉賓共同祝福台
灣種苗業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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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臺南育29號 (高產、株高大強健、可

作青貯料) 及臺南育30號 (極抗銹病、抗倒

伏、適合機械採收)、苞舌蘭臺南1～2號 (花

期長、適盆花)…等。

其中詢問度最高為夏南瓜，綠色果實 

(臺南1號、臺南2號) 老是被民眾誤以為是

增胖的小胡瓜，黃色果實 (臺南4號) 則被誤

以為是被削了皮，至於哪裡買種苗以及該

怎麼烹調等詢問，更像跳針的唱盤一再重

複，還好一旁就有剛出版的夏南瓜食譜 (技

轉廠商的資料也

在其中 )  幫了大

忙。展示桌另一

端所陳列的大豆

與玉米新品種，

民眾總是很擔心

地問是不是基改

大豆、基改玉米 

(當然不是！)

農業技術的

研發成果則有紅

龍 果 之 果 實 套

袋、山蘇花孢子

播種技術，以及

生物可分解包膜

控釋型肥料生產

技術，這三個技

術也都成功技轉

廠商進行推廣。

2 穿過連接本場與畜試所的綠色隧道，
王場長向陳主委介紹「農畜一家」文
旦寶寶

3 研究人員解說病蟲害徵狀及防治技術

4 研究人員展示及解說蚓糞堆肥應用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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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5日「臺荷示範溫室」開幕及研

討會，揭開本年度開放日之序幕。12月5日

進行2場精彩的專題演講：「蔬菜種傳病原

細菌之檢測及管理-中興大學曾國欽教授

主講」、「商業用蔬菜種子處理技術-種苗

改良繁殖場黃玉梅研究員主講 」，學理知

識與實務應用兩相契合，與會來賓熱列提

問，以致較預定的時間晚了2小時才結束這

次精彩的講演。12月6日達到活動最高潮，

靜態展示與多項動態活動同時登場，呈現

多元化農業，讓民眾真正體驗「鮮享在地、

健康食尚」，以贏回消費者的信心。

農業競爭力的基礎-種苗創新研發

一、臺南場的研發成果展示

整個廣闊的雲嘉南平原，是大穀倉也

有著極為繁多的作物相，本場肩負著輔導

這個區域的農業技術與品種研發。近年研

發成果極為豐碩。現場以海報及實物呈現

的品種有：水稻臺南16號 (與日本越光同等

級之良質米)、大豆臺南10號 (抗白粉病、

高蛋白、黃種臍)、落花生臺南18號 (豐產、

焙炒食味佳)、夏南瓜臺南1～4號 (首次臺

灣育成的品種、抗白粉病、適設施有機栽

培)、洋香瓜臺南13號 (抗白粉病、高糖度、

耐熱、適夏作)、洋桔梗臺南5～6號 (高溫適

應佳)、星辰花臺南1～2號 (耐熱、開花需冷

性低)、甜玉米臺南26號 (抗銹病、抗葉斑

病、抗倒伏、豐產)、硬質玉米-臺南24號 (抗

銹病、抗葉斑病、抗倒伏、豐產、適合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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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公司、和生種苗公司、

育家種苗場、欣樺種苗公

司、崧寶種苗公司、溪湖農

生種子行、農友種苗公司、

臺灣先正達公司、德城行公

司、稼穡種子公司、穗耕種苗公司 (依公司

筆畫排列)。從12月4日開始，各家業者無不

使出渾身解數，搬來了看家法寶，精心地佈

置展示攤位，最有福氣的是參訪的民眾，

能在一日內將各種子公司準備3個月的成果

1次看夠。在展售攤位看到合心意的產品，

也能用個好價錢買回家。

雖然本年度以茄科作物為主題佈置區

的展現元素，參展業者則無限制展示的品

項，除了茄科為主角的各式甜椒、辣椒、

馬鈴薯與大、小果番茄之外，也有耐熱的

甘藍、東南亞風情的小胡瓜、中國南瓜 (木

瓜型、車輪型)、印度南瓜 (栗南瓜；桔色、

墨綠色、灰白色)、美洲南瓜 (綠皮、黃皮與

白綠皮)、甜瓜 (西洋甜瓜、東方甜瓜)、西

瓜 (大型、中型、小型與迷你型)、番茄嫁接

苗、玉米、草花與盆花…等，琳瑯滿目，精

彩度十足，讓民眾開足眼界。

水是珍貴的資源-滴灌節水設施

臺灣10月、11月降雨量，是自1947年有

完整紀錄以來，同期最少，創67年新低，

有水庫也沒有雨水可以入帳，使得蓄水量

二、公部門的研發成果展示

本著提升整體農業競爭力的精神，會

場不僅展現本場成果，友場的新品種或新

技術也一併展出，使參訪的農民能在短時

間內就獲知近期農業的新發展。參展單位

包括農試所 (含鳳山分所)、種苗改良繁殖

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苗栗區農業改良

場、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

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展示項目包含海報與實物，作物類別

極廣，包括花卉 (石竹、日日春、杜鵑花、

春石斛、萬代蘭…等)、果樹 (芒果、白葡

萄、番木瓜、蓮霧…等)、蔬菜 (番茄、辣

椒、西瓜、苦瓜、山苦瓜、絲瓜、胡瓜、豌

豆、青花菜…等)、杭菊、洛神葵與甘藷。雖

然僅是幾個攤位的成果展現，者些成果卻

是未來農業競爭力提升的要素。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也熱情贊助參展，

所參展的各類作物佈置得美輪美奐，尤其

是番茄、甜椒與辣椒，吸引了眾多民眾參

觀與詢問。

三、種苗業者產品展示

參展公司包括了生生種子公司、長生

5 超級卡哇伊的茄科主題意象佈置，
吸引民眾駐足拍照

6 五顏六色的茄科作物，已超脫食材
邁向食「藝」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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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警報臨界

點，首當其衝

是農業用水及

農作物生產。

隨 著 氣 候 變

遷，極端氣候

使得水資源更

顯珍貴，農業

灌溉發展至今，依地區需求具有多元化選

擇，滴灌方式則明確地可以節省用水、增

進施肥效益 (省肥)、雜草比較不易孳生。既

然有這麼多的優點，自然要讓農民了解這

個設施的相關知識。藉由本次開放日的資

材展示，以及謝明憲站長深入淺出的解說，

讓更多農民了解這類灌溉設施之應用方

式。

黃金廊道-節水農業技術櫥窗

「黃金廊道」政策的緣由還是來自

「水」的問題。怎樣節水？操作方式可以利

用滴灌方式來改善，作物選擇就是種植耐

旱作物。耐旱又有較高經濟效益的作物就

屬硬質玉米與高粱。種植硬質玉米的用水

量約為水稻的30%，本場朴子分場自98年發

表了臺南24號之後，為因應黃金廊道政策，

積極研發新品種，近期又研發了臺南選29

號及臺南選30號，讓國人種植硬質玉米有

了更多的選擇。

種植高粱的用水量就更省了，約為水

稻的20%。高梁20～30年前曾是臺灣極普遍

的雜糧作物，80年有2萬6千公頃，85年1萬

3千公頃，90年4千餘公頃，100年只剩零星

的15公頃，隨著風「水」輪流轉，終於又躍

上了舞臺。藉由此次開放日，讓一般民眾能

目睹這些作物的風采。

「休耕地活化」賺很大

102年度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

農地計畫」，休耕轉作經費支出較100年減

少20億元，整體產值增加178億元。賺的不

只是產值，也賺到農地正義、糧食自給率

以及農村青年的未來。展售攤上可見的胡

麻油 (西港區農會、安定區農會、新化區農

會、大內區農會)、黑豆醬油 (東石合作農

8 花海區的Cheese笑容比花嬌

7 滴灌節水設施資材展示	

9 陳主委與許添財、黃偉哲立委共同行銷新化鎮農會
胡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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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翻轉的力量- 青年農民

活化農地利用，6個字說來簡單，現

在農村3人合計超過200歲的老農，即使想

要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也敵不過歲月現

實的摧殘。為了農業長遠的未來，農委會

自102年提出了「吉時從農、青春逐夢」計

畫，將「吸引有志青年返鄉從農成為專業

農業經營者」作為施政重點，每年遴選100

名青年，提供 2 年的專案輔導。農業翻轉

的力量無疑地就在這些青年農民身上。

在開放日展售攤位，大家也都見識到

青年農民的成果。參與展售的7位青農：來

自口湖鄉的郭明源，展售米與地瓜；溫偉

毅、謝鵬程與蔡吉隆等3人皆來自布袋鎮，

展售苦瓜、米與小番茄；學甲區的劉育承，

展售甜玉米；善化區的蘇建鈞，展售黃豆、

紅豆與黑豆蔭油；來自白河區的楊家銘，展

售小番茄、蓮藕粉與栗子南瓜。由這些青

年農民個個不凡的成績展現，在舒適的12

月暖陽下，看到了農業未來的希望。

場、朴子市農會)、毛

豆系列產品 (新市區

農會)…皆是近年

休耕地活化後，

在地栽培利用的

產 (製) 品。

102年實施休耕

面積較100年減少

8萬8千公頃，活化

的耕地，竟比全國

最大可耕地的臺南

市 (可耕地約6萬8千公頃；資料來源: 103年

1月行政院主計總處研究報告) 還多出2萬公

頃，顯示休耕地活化成效顯著，不僅增加

了農村就業機會，同時也減少休耕地不善

管理所孳生病、蟲、鼠害之弊端。

休耕地活化並無特別規定種植的作物

種類。最好是可替代進口的作物，如黃豆、

青割玉米、硬質玉米都是很好的選擇，其

他如具外銷潛力的作物，像是毛豆、胡蘿

蔔、結球萵苣…等，或者是各地區的特色

作物，如胡麻、黑豆…等，或者是各類有機

認證的作物，只要能將良田恢復農地的功

能，就能再現農村該有的生機與活力。本

次開放日，特地選了重點作物如玉米、黃

豆、黑豆與胡麻等，由本場朴子分場的工

作同仁進行展示與解說，讓民眾有機會多

多了解休耕地活化的意義。

10本場積極研發中的胡麻
採收機亦在展示行列，
盼早日成功推廣給農民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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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陳主委與許添財立委力推青農產品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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