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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糯玉米新品種「台南23號」 
 開創農業服務之新價值－農地銀行之建置與推動 
 辦理稻穀保價收購，落實稻農生活照顧 
 台南農改場辦理園丁計畫，引進農業生力軍 
 漂鳥歸園築夢－漂鳥琵鷺營結業學員回娘家活動 
 有機農產品可殘留農藥？農委會將廣納建言 雜  誌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多年來致力食用玉米品

種改良，在糯玉米育種方面已有突破性發展，新

品系PWX 90-3於5月17日經專家學者審查通過，

命名為台南23號，即將推廣農民種植。台南23

號果穗大小適中，風味可口，尤其容易栽培，未

來將成為國內糯玉米市場的生力軍。 

近年來消費型態呈多元化，糯玉米頗受消費

者喜愛與重視。以往國內種植之糯玉米大多 

 

 

 

 

為天然混交品種，農藝性狀參差不齊，口感不

佳，雖有種子公司販售雜交品種，但農民仍期望

種植抗病質優的新品種，因此台南場積極展開品

種改良工作，歷經十年，終於育成白色糯玉米新

品種「台南23號」。 

「台南23號」含苞葉鮮穗產量每公頃約

13,500公斤以上，穗長約17公分，平均成熟期在

春作79天，夏作60天，秋作68天，屬中熟型。台

南23號的果皮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蒸煮後

味美香Ｑ可口。台灣地區夏季高溫多濕，玉米常

受病蟲害嚴重威脅，但台南23號對銹病、葉斑

病、病毒病及輪生期玉米螟蟲顯現抗性，而且莖

稈強壯，不易倒折倒伏，冬天季節風凜冽，但台

南23號仍能完全授粉，果實飽滿充實，雲嘉南地

區部份試種台南23號新品種的農民收穫後，將鮮

果穗運往北部果菜市場拍賣，亦曾獲得很好的價

格。 

有意願種植白糯玉米新品種「台南23號」的

農民，可洽詢本場朴子分場陳振耕先生，電話：

05-3792060轉18。 

(文/圖 陳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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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新品種「台南23號」 

味美香Ｑ可口、植株強健，可週年栽培 

糯玉米新品種台南23號的育成專家：左起 

游添榮主任、陳振耕先生 

台南23號植株及果穗性狀 台南23號果穗形狀 台南23號果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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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蘇主委嘉全5月24日正式發表「農地

銀行」之建置與推動計畫，並宣布七月中旬正式

啟用營運。農委會即將建置的農地銀行網站，將

由農會提供最新之農地租售案件訊息，並以農地

為基礎，提供案件委託媒合服務與買賣知識、農

地利用法令及貸款經營農業等相關資訊，資訊平

台前端將以操作簡易、訊息快速、知識豐富、服

務追蹤及資訊保密為設計理念，並配套後端管

理，以確保品質及績效。 

農地仲介與建地、房屋等不動產經紀業比

較，因農地價格較低，市場較有限，一般大型房

仲業者大多不願接手，甚至停留在農村傳統居間

服務方式。農委會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22

條之1規定，擘劃完成農地銀行整個建置計畫，

即將積極推動，配套檢討農田休耕補助政策方

式，創造農民、農會及政府三贏的效益。 

農地銀行的重點在於農地利用的活化，在於

發揮農會長期在地方基層深耕的基礎與信賴關

係，建構統合性查詢及媒合平台，讓農地租賃或

買賣雙方，經由資訊的揭露與農會的服務，有心

營農者既可便利取得經營農地，農會又可因從事

仲介服務酌收費用增加收入及促進轉型，進而讓

可耕作農地能地盡其利，維護優良農業生產環

境，未來農政機關更將規劃引導農會協助於農地

經營規劃與調整機制。 

台灣實際作為農作物生產的土地有83萬3 

 

 

 

 

行政院農委會表示，目前是本（96）年第1

期稻作陸續收穫時節，本期作除將加強辦理計畫

收購及輔導收購農民稻穀外，並繼續辦理餘糧收

購措施，以穩定市場糧價及確保稻農基本收益。 

本期作收購稻穀數量及價格，業經公告如

下：計畫收購每公頃1,920公斤，收購價格每公

斤稉種稻穀21元、秈種稻穀20元；輔導收購每公

頃1,200公斤，收購價格每公斤稉種稻穀18元、

秈種稻穀17元；餘糧收購每公頃3,000公斤，收

購價格每公斤稉種稻穀16.6元、秈種稻穀15.6

元。各項收購價格均較近5年（91∼95年）平均

之國內稻穀直接生產成本每公斤稉穀 

 

 

千公頃，農會有302個，如果每個農會平均每年

完成農地仲介案件5公頃，總數就有1,500公頃，

以每公頃農地500萬至1000萬元成交價金及買賣

收取3％服務費計算，每年農地買賣或租賃仲介

服務費收入總數就有2億2,500萬元至5億元。因

此，蘇主委也鼓勵全國農會動起來，在農會專業

人員及環境服務品質提升及農委會輔導獎勵、推

廣宣導等運作下，積少成多，累積龐大服務體系

及商機，開創農會服務的新價值，促進農會的轉

型。 

事實上，為了讓「農會」可以扮演農地銀行

的核心角色，在服務人員及環境品質方面，農會

除有專人及電話專線服務等基本條件外，更輔導

農會配合提供電腦查詢、洽談之舒適空間，所以

現階段之輔導重點在於規劃建置示範農會成為

農地銀行運作環境。此外，在農地管理及仲介法

規專業職能與人員訓練部分，已陸續展開一連串

之訓練課程，包括舉辦農會總幹事說明會，說明

建置理念與應配合辦理事項；分區辦理農地管理

與仲介基本法規之教育，以及資訊系統實機訓練

等工作。農委會也正在進行輔導暨獎勵要點之訂

定，並規劃辦理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訓練。讓農會

在服務理念上，有完整性之理念與操作等專業技

能，建立一個農會大家庭式的服務網絡。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12.83元為高，每公頃收購數量6,120公斤亦相當

於全量收購，可適度維護農民收益。 

本期作各地區收購截止日期為屏東、高

雄、台東地區7月31日；台南、嘉義、花蓮地區

為8月10日；雲林、彰化、台中、南投、苗栗、

新竹、桃園、宜蘭地區為8月20日；台北地區為

96年8月31日。凡符合本期作公糧收購資格，且

申報種稻有案並確實種稻之農友，屆時可至該會

農糧署各區分署指定之公糧委託倉庫繳售公

糧，以維自身權益；另農友如對稻穀收購措施仍

具疑問，可逕向農糧署各區分署或所屬辦事處洽

詢瞭解。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辦理稻穀保價收購，落實稻農生活照顧 

開創農業服務之新價值－農地銀行之建置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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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培育農業經營人才，針

對農業經營有興趣之人士辦理園丁訓練，介紹農

業產業概況，使參訓學員瞭解農業發展機會及潛

力，以引進農業新血與新觀念。為增進園丁計畫

訓練報名資料處理效率，本年度採網路報名作

業，有志從事農業經營之35歲以上民眾可直接至

「園丁計畫訓練」(http:// agrapp. 

coa.gov.tw/Gardener/index.htm)，即可查詢各

梯次辦理單位、日期、交通及地圖、課程表、及

聯絡人等資料。 

本場承辦第51梯次園丁訓練，參訓學員有南

科電子公司副總經理、經理、工程師、建築師、

退休老師及製造業老闆等，大多以對農業栽培有

興趣、退休後生涯規劃等動機參加訓練。課程內

容設計含括

有農產品產

銷履歷制度

介紹、蔬菜

產業概況與

發展、花卉

產業概況與

發展、果樹

產業概況及

展望、合理

化施肥概念、設施栽培入門、農地取得與利用、

農業資金融通；產銷班參訪有大林鎮花卉產銷班

第3班、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第13班、雲林縣崙背

鄉蔬菜產銷班第13班、南化鄉果樹產銷班第20

班、現場觀摩有嘉義縣十全蝴 

 

 

 

 

 

 

蝶蘭栽培場、雲林縣虎尾鎮農會及花卉產銷班夏

菜冬花環控生產模式；成功農民經驗分享有89

神農獎侯嘉靖自動化蔬果育苗、94神農獎陳隆輝

花卉產業經

營、79神農

獎鍾文芳茶

葉 產 業 經

營、91年神

農獎林朕古

蓮花休閒產

業經營；栽

培技術田間

實作有小型農機具操作及保養、病蟲害防治知識

與技術、育苗技術及實作等。 

依農委會規劃，園丁計畫的後續輔導，將從

農業技術培訓、資金貸款協助與建立諮詢窗口等

方面辦理。輔導參加產銷班，協助產業經營及產

品行銷，透過基層農會輔導農地之購置或租用，

依農委會所訂農業設施補助基準予以補助產銷

設施，輔導辦理農業經營低利貸款，倘擔保能力

不足，輔導申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擔保，由各改

良場設置專案輔導員，作為技術輔導單一窗口，

協助轉介相關專家或輔導單位，解決其經營上之

問題。增進參訓者對農業產業全盤之瞭解。預期

效益為增加其從農信心與動機，進而促使新進入

農業者能順利經營農業，另透過不同產業間之交

流，以引進新的農業經營概念，藉以提昇農業競

爭力。 

(文/李榮華 圖/黃鵬戎) 

黃場長主持園丁開訓及專

題演講 

 
大林文心蘭產銷班長張朝晏

講解集貨流程 

學員動手體驗文心蘭套保鮮

管等包裝作業

十全蝴蝶蘭栽培場場主陳景

智分享蝴蝶蘭培育經驗

太保市蔬菜產銷班班長陳進

益解說網室蔬菜栽培管理

台南區農改場辦理園丁計畫 引進農業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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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去(95)年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導

下，辦理的漂鳥計畫農業體驗「琵鷺營」活動六

梯次，推出後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與肯定，今年

應各方需求擴大舉辦預定八梯次，不到一個月的

時間內已報名額滿。或許會有人質疑，參加完漂

鳥琵鷺營後的年輕人，到底有沒有人因此而改變

自己的人生規劃？真的有人更加堅定的歸園築

夢嗎？為此，本場除積極辦理後續追蹤輔導外，

也特別在5月19日為所有漂鳥琵鷺營結業學員規

劃辦理「漂鳥琵鷺營學員回娘家」之活動，活動

中除讓老同學相見歡外，也安排了農業金庫人員

講解「農業專案低利貸款」，以及農委會輔導處

長官說明「漂鳥後續輔導措施」等課程，讓學員

們有機會與農委會長官們面對面座談等，讓農委

會能更加了解漂鳥學員的各種需求。該活動為配

合學員作息時間，特別選擇在“週末”舉行，並

且針對年輕族群需求，設計成有趣的家庭日節

目，讓攜帶幼兒的學員能親子同樂做「狼尾草麻

糬、愛玉DIY」，輕鬆享受東山咖啡、左鎮山藥

糕等台南農村鄉土點心，以

及農業改良場的田園風光。 

去年8月首度開辦的漂

鳥體驗「琵鷺營」活動，是

新農業運動中重要工作項目

之一，呼應了許多年輕族群 

 

 

 

 

 

 

 

農委會草擬有機農產品殘留農藥寬限值規

定，基於事關社會大眾民生消費議題，將廣泛聽

取各界意見，取得共識後再予決定。 

根據有機農業專家及學者指出，美國國家有

機計畫規定，有機產品經檢出禁用物質含量超過

環境保護署所訂容許值百分之五，不得以有機名

義販賣或標示，亦即在容許值百分之五以內以有

機標示者不受處罰。以美國大面積經營及生產環

境較有利有機栽培條件下，尚訂有禁用物質寬限

值，考量我國小面積及生產環境

 

 

 

回歸鄉土的渴望，造成「琵鷺營」各梯次全部爆

滿，至今已經有160位結業學員。此項活動藉由

接觸多元農業體驗元素，與傑出農民面對面交流

座談等課程安排，讓學員能更深入地認識農業，

客觀地思索或評估個人未來生涯規劃之可行

性，進而跨入農業成為農業留鳥，也達到為高齡

化農業注入青年活水的目的。依據本場後續追蹤

輔導結果發現，目前有32位年輕人已經投入農業

工作，其中不乏原本高薪的電子等新貴，將其專

業融入農業經營；另外，還有20餘人正慎重思索

該如何地跨入創力農業的第一步。 

去年漂鳥計畫的推動獲得許多青年的支

持，表示仍有許多人對台灣農業發展有信心，亦

對農業經營懷抱著濃濃的理想與熱忱，農委會將

會努力提供大家一個從農的學習管道，也期望更

多有志歸園築夢的青年朋友參與，為台灣農業注

入新活力。 

（文/楊尚欽 圖/黃鵬戎） 

 

 

 

 

 

相對不利之條件下，因此草案參採其規範作法，

以利我國有機農業之發展。 

所謂百分之五寬限值，係指有機農產品殘

留農藥不得超過衛生主管機構所訂安全容許量

基準之百分之五。以米類為例，衛生署公告其陶

斯松農藥安全容許量基準為0.1PPM，則有機米該

農藥殘留不得超過0.005PPM(0.1×5％)，已屬極

為微量，雖在目前精密檢驗技術下可以檢出，仍

無法判定係農民使用農藥而不是其他污染。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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