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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以下稱本場) 9月6日於
雲林縣元長鄉辦理《大蒜機械種植暨田間管理觀摩會》，共計

100人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委員專程南下與本場
楊宏瑛場長、劉建國立法委員及李明明鄉長共同主持。本次觀

摩會分享大蒜種植機械及田間管理要點，另外也介紹各型機械

特性，實際展示各型機械。大蒜生產耗時耗人工，透過展示臺

灣廠商開發機型、日本大蒜專業機與本場研發機型，如寬畦收

穫機及莖葉修剪機磨根機，並現場示範各型大蒜播種機。陳吉

仲主委除支持大蒜機械化外也重申大蒜機械化推廣計畫：三年

內完成大蒜產業機械化、採收機補助三分之二費用，種植機與

乾燥機則補助二分之一費用，並將今年播種機補助費用延長至

9月30日。藉此觀摩會，研究同仁貢獻專業並與農糧署、元長鄉

公所等各界先進分享討論，與會來賓也提出產業相關建議，大

家都有豐富的收穫，活動圓滿結束，未來期待透過觀摩會，推

廣建立大蒜機械化整合作業流程，改善種植、採收的人力缺乏

問題。 【文圖/王志瑋、鍾瑞永】

↑陳主委親自操作自走式大蒜播種機 ↑本場王志瑋助理研究員現場解說機械效能 ↑本場張為斌技佐解說大蒜栽培管理

陳主委 (左三) 
提出大蒜產業

機械化的決心

大蒜機械種植暨田間管理觀摩會活動紀實

長盈海味屋 王家燻羊肉榮登2022米其林必比登名單 榮登2022米其林指南入選餐廳

【圖片節錄自田媽媽臉書專頁】

本場轄區內輔導之 田媽媽榮登2022米其林名單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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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場轄區內芳榮米廠－臺灣越光米臺南16號及益全香米
臺農71號榮獲「2022精饌米獎」臺灣好米組雙銀質獎！
市面上各式包裝食米琳瑯滿目，種類多元且各有特色。為了

提升國內稻米產業競爭力，在百「米」爭鳴的盛況下，農糧署

辦理「2022精饌米獎」選拔優質包裝食米，提供消費者購米的
參考。

「2022精饌米獎」參賽產品需具產銷履歷、臺灣優良農產品
或有機農產品驗證，有效保障參賽米品質管控，且參賽米採不

預先通知、隨機於通路端秘密購買方式取樣，確保參賽米和消

費者買到的米是相同規格與品質。最重要的是本賽事邀請高達

11位農藝、食品及營養專家、飯店主廚及美食家等各界代表組
成評審團，針對參賽米的外觀、氣味、口感、黏彈性等面向，以盲

樣品評方式，選出最安全、食味優、品質佳，且具選購便利性的頂

級包裝食米。

臺南地區歷經110年一期作停灌及111年大區輪作影響，休耕面積
大幅增加，以致田間管理及維持稻米品質穩定相當困難。本場轄區芳榮

米廠仍不負眾望獲臺灣好米組雙銀質獎，相當難得。獲獎品種-臺南16號是臺
南市政府好米推廣主要品種，口感Ｑ彈，香氣十足，米粒晶瑩剔透，又有「臺南越光米」美

稱，是許多消費者購買優質好米的首選。

本次獲獎好米，農糧署則規畫9月上架JASONS超市、愛買量販店門市等實體通路及自然
屋、真情食品館、福利驚奇網等網路平台訂購，同時也會與Uber Eats合作設置「精饌米得獎
專區」，歡迎消費者選購，一起支持在地稻農及在地農產品。 【文圖/陳榮坤】

氣候不穩定，常有午後雷陣雨等情形，部分區域水稻田間已

發生葉稻熱病，本場籲請農友注意葉稻熱病之防治，施肥時請

遵照合理化施肥，勿施用過多氮肥，避免田間病勢加劇。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葉舌，感染稻穗則造成

榖粒不充實;發病初期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隨
病勢進展，擴大呈紡錘型，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

重時葉片枯萎。稻熱病於溼度高時容易發病，當氣溫劇烈變化

時，更加嚴重，尤其在施用高量氮肥、密植而通風不良的稻田

更容易發生，因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間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

發現病勢進展，應立即施藥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且勿施

用過量的氮肥，過多的氮肥易促

成植株徒長，葉片柔弱，降低對

病害之抗性。水稻欉間基部因溼

度較高容易先發病，請農友加強

注意水稻欉間基部葉片是否出現

病斑，若有發現應立即施藥防

治，若發病嚴重應先停止曬田，

補充適當水分，讓植株恢復生長

勢。

若葉片出現病斑時，選用下列藥劑進行防治，如75%三賽唑
可濕性粉劑3,000倍、41.7%三賽唑水懸劑1,500倍、45%喜樂克
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CS-7 2,000倍)、48%丙基喜樂松乳劑
1,000倍、50%護粒松乳劑1,000倍或6%撲殺熱粒劑每公頃30公斤
等，其他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本場網站 (https://
www.tndais.gov.tw/ws.php?id=382)查詢。亦可施用亞磷酸中和液
1,000∼1,500倍，增加水稻抗病性，亞磷配置方法可參考https://
www.tndais.gov.tw/ws.php?id=3041，若有防治上的問題可與本場
研究人員聯絡。

氣候不穩田間水稻葉稻熱病現蹤，本場籲請農友注意防治工作

↑水稻葉稻熱病之典型紡錘型病斑 ↑水稻葉稻熱病病徵，罹病嚴重葉片乾枯

聯絡人：林國詞、吳雅芳、嘉義分場

電　話：06-5912901轉305、310、05-3751574

↑本場楊宏瑛場長前往

芳榮米廠祝賀獲獎

←芳榮米廠之臺灣越光

米臺南16號榮獲臺
灣好米組銀質獎

米界奧斯卡「2022精饌米獎」－本場轄區米廠獲臺灣好米組雙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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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新書發表《雲嘉南尚青2022》介紹13位轄內的百
大青農們：如番社蔬果聯盟林俊儀創造東山生命力並鼓

舞新農人、躍入農業的鼓手邱裕翔舞出地瓜新樂章、不

斷嘗試突破「菱」界線，讓人遇見幸福的胡育健、夫妻

同心，化土成金的周慶原、達成百萬年薪的苦瓜農溫偉

毅、成就山城戀的柿子哥廖誌鑫、百年蒜香的福翰農場

吳宗翰、工程師陳敬中實現他的農夫夢，傳承著食農教

育與生態永續、引領柴燒古法的新世代陳昀鎂、轉型老字號花生的余兆豐、

精準省工的綠蘆筍達人黃志偉、導入機械化栽培的陳育旗與打造消費者後花

園的廖竑亮等。本書藉由文字來認識雲嘉南優秀青農的背後成長故事與奮鬥的

精神，由於每個人的定位與基礎不同，但面對相同的問題及困境，各自提出因

應的方法，即使是錯誤也是一種成長，才能逐漸地茁壯踏實，實踐「治本於農」，

深耕農業軟實力。本書訂購方式歡迎上網瀏覽本場出版品訂購網訂購。【文/許華芳　圖/李坤奕】

從農路上有你有我：《雲嘉南尚青2022》大家相揪來做農

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9月5日假本場作物改良課大廳舉辦「9月份蘭花月例欣賞審查會」，逾百名
業者、研究人員及蘭花愛好者等齊聚一堂，數百種各式蘭花綻放於大廳，讓人目不暇給，現場宛如

小型國際蘭展，眾人愉快地徜徉花海之間。許多蘭花還有陣陣宜人芬芳，濃郁或是淡雅，讓人心曠

神怡。本次的全場最佳人氣獎，由四倍體蘭園鍾鳳膜先生的一株狐狸尾蘭Aerides lawrenceae 'Diana'獲
得，本株氣勢磅礡，花開梗，上百朵小花齊放，一串串花序彷彿狐狸蓬鬆的尾巴，又如數條飛瀑，

挾帶強烈的香氣奔流而下，讓人嘆為觀止！

蘭花是臺灣相當重要的產業，尤其是蝴蝶蘭

是最大宗的外銷花卉作物，也是臺灣外銷旗艦

農產品之一。由蘭花產銷發展協會舉辦的月例

會，依種類分成嘉德麗雅蘭 (Cattleya)、仙履蘭 
(Paphiopedilum)、蝴蝶蘭 (Phalaenopsis)、其他蘭
屬 (Other genus) 共4組，透過每個月的月例會，
不僅讓會員、業者、育種者可以欣賞其他參展的

植株，也能讓各家蘭園互相交流育種心得，獲取

最新品種商業資訊，是蘭界不可或缺的活動之

一。【文圖/胡唯昭】

徜徉花海之間：蘭花月例欣賞審查會

↑感謝青農朋友相

挺新書發表會

←本場楊宏瑛場長

於新書發表致詞

↑月例會參賽者正在填寫參展資料，現場已是百花綻放

↑本次的最佳人氣獎為狐狸

尾蘭Aerides lawrenceae 
'Diana'，百花綻放，栽培
功力高深 (圖片提供：臺灣
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自2021年開始，雲林、嘉義、臺南地區都陸續有植物醫生駐點，協助診斷作物栽培期間發生
的問題，目前已有27位植醫派駐在農會、公所與本場。

本場駐點植醫黃靖個人簡介與心得：

畢業於農藝學系、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

目前主要協助樣本診斷、LINE諮詢服務，在與農民討論案件的過程中，很
幸運能請教場內研究人員相關的問題，探討可能的切入點，在專家過往經驗分

享時，往往能發現可能的改善方向；也很開心轄區內植醫會彼此交流、討論案

例，從中認識更多作物的病蟲害、栽培問題，也常常能藉此預習、複習相關案

例。期待在過程中持續進步，與農友互相討論學習，之後仍請各位多多指教！

植物醫生駐點本場，協助診斷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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鐺∼鐺∼鐺∼鐺∼ 
小朋友開學囉！！

因應食農教育法立法

通過，本場利用暑假期

間辦理「食農教育教師

研習」，協助雲嘉南地

區的第一線教師增能，

讓老師們對食農教育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

8月3日、4日在太保
市農會的「食農教育宣

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是專屬教師的課程。透過二天的

課程將食農教育的三面六項做有系統的詳盡說明，讓在場70位
教師們更了解食農教育各面項的內涵，培育老師們成為推動食

農教育的種子師資。除課程介紹外，我們也將食農教育的三面

六項融入課程中，例如：午餐選擇以在地食材為主的田媽媽—

東石采風味，嚴選在地杏鮑菇、蚵仔、絲瓜等當季食材烹煮出

道地農家風味的料理，呼應課程中的「農業與環境、飲食與健

康」面向，實踐低食物里程的低碳飲食。下午的餐點呼應課程

中「飲食生活與文化」面向，選用六腳鄉的田媽媽—ＱＱ米香

屋，擁有阿嬤級的經典米食手藝-草仔粿，品嚐一口傳承古早味
的米食料理。現場還有太保在地特產香瓜—嘉玉和新品種的翠

妞，以及觀光草苺溫室生產的草莓苗，皆呼應課程中「農業生

產與安全、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面向，讓與會的老師可以帶

回家享用及種植。

8月5日及8月19日則分別在臺南市鹽行國中辦理「食農教育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及嘉義縣鹿草國小 (嘉義縣食農教育資源
中心) 辦理「食農教育法暨國產教材教師專業知能研習」。研
習開場邀請本場陳國憲助理研究員，也是「國產農產漁畜品教

材－花生」的作者，讓老師們知道如何引用國產農產品教材，

現場老師看到這套國產農產品教材直呼太開心了！剛好可以運

用此教材補足他們所欠缺的農業及飲食相關專業，減輕他們的

備課負擔，也不怕引用到錯誤的資訊來源。同時我們也引薦臺

南各地區農會的資源，讓老師們知道可以透過和農會推廣部

門的農事、四健、家政合作，不論是請農夫老師入校協同教

學，或是透過四健作業組的共學，抑或家政媽媽的料理手藝

傳承，皆可以協助老師將食農素養融入學校及生活之中。

本場也透過青農分享進入校園協助老師推動食農教育，

讓老師們了解有力的支援共同推動。在臺南場次中，邀請到

在地青農-陳敬中及曾彥蓉夫妻檔分享他們實際進到校園，
協助老師推動食農教育的實例，透過田間實作帶著學童們從

播種到採收，趣味體驗過程中，帶入科普食農概念，瞭解食

物得來不易，並從中導入循環農業、低碳排零廢

棄等，傳遞環保愛地球概念，更運用心智圖法引導

學童�發創造力與想像力！在嘉義場次中則邀請到在地青農－

侯兆峰分享他協助學校推動食農教育的心路歷程，從場域的建

置，包含整地、水源、燈光危害等因素都是現實考量因素，透

過有理念有經驗的農夫哥哥入校帶領學童動手實作，體驗做中

學、學中做，大家對於自己流汗彎腰種出來的作物特別有感

覺，也更珍惜食物。同時也分享嘉義縣有從事食農教育的青農

資源，協助老師們能快速找到農夫老師。

本場開發的「食農教育實作模組教材－空心菜」，希望透過

農方的協助，將空心菜從認識種子、播種到採收，整個栽培過

程會用到的資材、器具一應俱全，連教師使用教學手冊及學童

的學習單也幫老師們準備好，希望能降低老師的備課負擔，並

打破食農場域的限制，讓老師們有更高的意願一起共同推動食

農教育。

透過食農教育教師研習，讓第一線教學現場的老師們利用暑

假期間增能，希望回到校園，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將食

農教育從小扎根並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提升國民與飲食、農

業和環境的連結，進而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共同維護自然及生

態景觀、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傳承創新飲

食文化、振興農村經濟，以及促進農業永續發展等，共創新臺

灣農業多元價值。 【文圖/李郁淳】

食農教育 我們在暑假的師資培訓紀錄

↑透過世界咖啡館的形式帶領老師們一同

發想在校園內如何推動食農教育
全體大合照

正確的食農教育教學
資源知源哪裡取得? 
https://fae.coa.gov.tw/

國產農產漁畜品教材哪裡找？
https://www.books.com.tw/
products/0010923298

《美好生活的實踐：食農

教育教學知能手冊》介紹

學校推展食農教育策略及

不同學習階段的教學實例
線上瀏覽

《美好生活的實踐：

食農教育教案手冊 
(國小篇)》聚焦國小
階段，提供不同推展

策略的教學實案

線上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