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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場長主持傑出農民座談會 與會農民發言踴躍

 
農委會胡忠一副處長主講「 

小地主大佃農與企業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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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年度「傾聽人民心聲」雲嘉南地區傑出農民座談會 

 茂谷柑合理化施肥技術 

 農委會調降專案農貸利率2碼並擴大貸款規模 

 農業行銷新策略～企業認養古坑柳丁樹活動 

 農業經營成功典範～莊泰琳 

 自98年1月31日起有機農產品管理新制上路 雜  誌 

 

 

 

本場於1月16日下午在嘉義縣農會辦理「98

年度"傾聽人民心聲"雲嘉南地區傑出農民座談

會」，由侯福分場長親自主持，參加人數計85

人。座談會首先安排本場作物環境課講授「安

全農業－CAS吉園圃與安全用藥」，接著進行農

業技術諮詢及傑出農民座談，與會農民發言非

常踴躍，主要提出之問題與答覆內容摘錄如下：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係為促進農地流通及活化農地利用，鼓

勵老農或無意耕作農民長期出租農地，並輔導

農業企業經營，提升競爭力，減少農地休耕閒

置，促使農業轉型升級；現行遴選十區進行試

辦計畫，擬藉由試辦成果，建立成功之經營模

式，落實政策意旨。 

「農村再生條例」政策：此條例強調以現

有農村聚落為中心，強化由下而上之共同參與

制度，由地方提出自己社區之發展目標，不僅

能改善農村硬體建設，且改進農村社區土地產

權及利用管理，以因應農村社區發展需求。本 

 

 

 

 

 

 

 

 

 

 

 

 

 

 

條例之主要精神，在於解決農村土地長期受限

的問題，條例中提出農村再生發展區之劃設概

念，對土地使用作較多目標的利用，透過計畫

性的引導，讓農村有秩序的發展，並確實嘉惠

農民、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及鄉村景觀。 

農業政策專案貸款：政府為協助擔保能力

不足之農漁民增強受信能力，獲得農業經營所

需資金，以改善農漁業經營，特別成立農業信

用保證基金，農民只要負擔手續費即可利用。 

申辦產銷履歷請款問題：產銷履歷驗證進

度雖常與預算會計期程有所出入，已獲核准補

助在案者，只要確實通過驗證，政府一定會核

實撥付補助款。 

另外，本場於1月20日辦理「小地主大佃農

與企業化經營」專題演講，特別邀請農委會企

劃處胡忠一副處長蒞臨主講，現場湧進100多位

聽眾，各機關、農會人員非常踴躍參與，對政

策實施細節與內容也有更深入的了解。 

(文/編輯室 圖/李榮華、黃惠琳) 

  
第152期 

98年度「傾聽人民心聲」雲嘉南地區傑出農民座談會 

98年1月11日起，三人以上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1萬元。 

菸害申訴專線：0800-531-531。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二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台南區農情月刊 152 期
 

────────────────────────────────────────────────────────────── 

 

 
農民施肥過量生育不佳 合理化施肥 量生育較佳 合理化施肥講習 

 

 

 

 

 

 

 

 

 

 

 

 

由於近年來農村勞力短缺、工資昂貴，農

民為節省施肥工資，常採取表面撒施及少次多

量之粗放施肥方式，致肥料使用量偏高造成浪

費，也容易對環境有負面的影響。依據本場多

年來試驗示範成果顯示，依照作物需肥診斷推

薦量施肥，對產量不但沒有影響，有些地點甚

至有增加產量、改善品質、減少病蟲害發生、

及提高農民淨收益之效果。 

茂谷柑由於糖度高風味佳，果肉深橙色，

果形扁圓如車輪狀極為美觀，盛產期又逢農曆

春節期間，頗受消費者喜好。目前雲嘉南主要

栽培地區分布在古坑、斗六、梅山、竹崎等地。 

茂谷柑不論栽植平地或山坡地，一般常見

的問題有(1)土壤酸化(2)土壤有機質含量低(3)

土壤內部排水不良(3)缺鎂(4)裂果易發生(5)

果實日燒症(6)果實轉色不良。 

本場在嘉義縣梅山鄉周良賜農友處設置示

範園（20年生果園），施肥前先採土樣分析，

果園土壤pH值表土為5.47、底土為5.15，為強

酸性土壤，因此，於施基肥時先改善土壤酸化

及土壤有機質含量過低問題，增施酸土改良劑

(例如：苦土石灰或鈣鎂肥1.5公噸/公頃)，有

機質肥料(每株30公斤)，並以深施方式(開溝或

穴施，深度20～30公分)效果較佳，於平地栽培 

 

 

 

農委會1月15日宣布多項農貸利率、貸款規

模調整措施，本次專案農貸調整措施重點包括： 

1.98年專案農貸額度由350億元提高為500億

元。 

2.專案農貸現行利率主要為年息2％，調降2碼。 

3.對貸款機構之利息差額補貼基準，調降1碼。 

4.協助農漁民家計生活消費支出之「農家綜合 

  

 

 

 

 

 

 

 

 

 

 

遇有土壤排水不良時，可以作高畦方式改善，

中果期後植株易有缺鎂現象出現，宜於基肥及

幼果肥時加施含鎂肥料補充之。幼果期至中果

期(約5～6月)時，可以碳酸鈣粉加樹脂(3：1)

調水，塗抹果實可防止果實晒傷，中果期後(約

8月)易發生裂果，原因為土壤水分乾濕變化過

大造成，此時土壤水分宜保持濕潤，土壤表面

排水良好，並每於大雨過後，即刻以5％尿素噴

施全株，可減少裂果發生。一般大果期至果實

轉色期，宜使用高鉀肥料促進果實轉色及增加

果實甜度。 

本示範園經土壤肥力分析後三要素推薦量

較一般農友施肥量平均約可節省20～25％，產

量略增（約增10％），因品質佳（糖度平均13Brix

以上），價格較一般果農平均每公斤可多賣10

元。 

茂谷柑合理化施肥量與農民慣用量比較 

（公克/株、年） 

施肥量
氮 

（N） 
磷酐 

（P2O5） 
氧化鉀 
（K2O） 

合理化
施肥量

1500 875 1075 

農民 
慣用量

1800-2400 1000-1200 1200-1500

（文/圖 卓家榮） 

 

 

 

貸款」利率由年息2％調降為1.5％，最高貸

款額度由現行25萬元提高為30萬元。 

5.協助農漁民清償較高利率舊貸之「改善財務

貸款」，利率由年息3.5％調降為3％，既有

貸款剩餘年限2倍未滿5年者，還款期限由現

行5年延長為7年。 

(摘錄自農委會新聞資料)

茂谷柑合理化施肥技術 

為減輕農漁民負擔，農委會調降專案農貸利率2碼並擴大貸款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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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坑農會辦理企業認養契作

農戶講習 

果農親自導覽自家柳丁園，解

說採果要領 

果園採果深度旅遊，做公益

又可提升企業形象 

 

 

 

 

 

 

 

 

 

 

 

 

 

 
 

為解決全台柳丁最大產區－雲林縣古坑鄉

產量過剩的壓力，行政院農委會、PayEasy康迅

數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古坑鄉農會、雲

林農產物流中心，首度試辦「最愛台灣味」古

坑柳丁樹企業認養活動，共獲得台新銀行等75

個企業、醫院或學校共襄盛舉，認養面積11.3

公頃，農民總收益達904萬元。 

雲林縣古坑鄉因土壤氣候適合柳丁生長，

種植面積佔全台1/3，柳丁的產銷不僅關係全鄉

農民生計，更影響到全國其他縣市柳丁產地價

格。為減輕盛產壓力，農委會於97年規劃「古

坑柳丁樹企業認養活動」，由曾經在網路上協

助銷售花蓮稻米的PayEasy網站負責執行，居中

媒合企業與果農。企業認養1期、面積0.1公頃，

可獲得古坑柳丁4,000公斤，總費用8萬元，果

品經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檢驗合格，認養企

業可在採收季節安排一趟「採果之旅」，採收

量於4,000公斤中扣除，未採足的數量，由責任

農民協助採收、並配送到企業指定單一地點。

為鼓勵企業參與，凡認養1單位（0.1公頃、 

 

 

 

 

 

 

 

 

 

 

 

 

 

 

 
 

1期），PayEasy補助1台遊覽車，並由契作農民

負責接待、解說，讓企業員工親臨認養現場，

享受最具深度與參與農作意義的員工旅遊！ 

古坑鄉農會表示，當初規劃企業認養活

動，由於景氣不佳，整個企劃至97年10月底才

定案，10月28日開始在PayEasy網站開放線上認

養，截至12月26日止共有75個企業認養11.3公

頃。農會當初遴選參與認養計畫的農戶，以管

理正常、果園地點在遊客步行10分鐘可到達為

先決條件，並在11月初赴果園進行果實採樣送

檢，剔除農藥使用不合格農戶，以保證企業能

確實採收到優質安全的柳丁。 

「企業認養」是一種新的農產品行銷模

式，將中間運銷成本節省下來，讓產地農民增

加收益，讓企業可以用一般市價，買到周徑一

致、甜度較高、農藥控管嚴格的優質柳丁，使

企業、農民皆大歡喜。此種行銷模式對增加農

民收入、解決盛產壓力具有實質的助益，值得

其他產業參考應用。 

（文/黃惠琳 圖/古坑鄉農會林春妙提供） 

 

 

 

 

 

 

 

 

 

農業行銷新策略～企業認養古坑柳丁樹活動

 
果園豎立企業認養標示 

 
給果農一個機會─參與企業認養柳丁樹活動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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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年」是

讓莊泰琳農友

的生命日記充

滿酸甜苦辣的

一年。 

他 原 本

是電腦門市

人員，每天的生活有大量的時間埋首於門市的

一角，從事著腦力激盪的工作，這樣的日子過

了六年，有一天忽然發現自己最想要的不是這

樣的生活，反而想起家鄉最熟悉的土壤，有陽

光的土地，那是陪伴他成長的溫度，當下就決

定返回家鄉，重新開始『心』的生活。 

廣蒐農業資訊 確認營農作物產業 

在剛回嘉義的時候，一開始他跟著許多農

業前輩邊做邊學，一邊觀察當地的土質以及氣

候，思考去種植什麼樣的作物，如何提昇作物

品質，後來發現當地栽植的蔬果不外乎是甜

椒、苦瓜、小黃瓜和西瓜，而這些農產品的銷

售管道受限於傳統運銷通路，農民的獲利很難

再增加，他想要的是精緻農業，創新行銷通路，

開拓新的市場。 

信任專家 標竿學習 快速累積農業知識 

96年的某一天他在網路上被漂鳥課程內容

吸引目光，認為可以幫助自己營農的栽培技術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96年1月29日公布

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將有機農產

品認驗證納入管理，該法所定兩年緩衝期將於

98年1月31日屆滿，屆時國產或進口農產品、農

產加工品以有機名義販賣，依該法管理。 

農委會說明，目前市售有機農產品如經檢

出農藥殘留，係依「食品衛生管理法」相關規

定查處。但「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27

條規定，以有機名義販賣之國產或進口農產

品、農產加工品，自98年1月31日起依該法及「有

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及

「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理辦

法」規定管理。 

截至元月20日止，依規定取得認證之有機 

 

 

，所以立即報名參加台南場主辦的琵鷺營，也

幸運參加第6梯次研習，在課程中學到很多農業

新觀念，其中最讓他感動的是“番茄達人＂太

保蔬菜產銷班第13班陳進益班長的授課內容，

於是在課後積極去陳班長的農業設施學習，更

清楚瞭解設施栽培作物的相關知識，並設定自

己的未來目標，96年底開始在自己的農業設施

內栽培第一次的小果番茄。 

鎖定目標市場 建立個人品牌 

在行銷通路上他是以送禮為主的分級包裝

禮盒模式，直銷宅配到府，讓消費者以低於市

價直接取得優良品質的農產品，而生產者也增

加收益，達成雙嬴。為了區隔市場，莊泰琳在

97年底通過產銷履歷驗證程序取得證書，不但

提高品牌知名度，也增強顧客忠誠度，回購率

不斷增加，

至目前為止 

，產品還是

供不應求，

他的營農經

驗及模式值

得讓想投入

設施農業的

其他農民參

考。          （文/圖 盧子淵） 

 

 

 

農產品、加工品驗證機構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

基金會（MOA）、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TOAF）、中華有機農業協會（COAA）及台灣

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等四家，中央畜

產會為有機畜產品驗證機構。另台灣寶島有機

發展協會已於最後審查階段，將於近日取得認

證，其他尚有五家有機驗證機構申請認證作業

中。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27條之罰責規

定，農委會已公告執行原則，自98年1月31日以

後製造且以有機名義販賣之農產品、農產加工

品，均為查處範圍，至於98年1月31日以前製造

者，如擅自使用農委會所定有機農產品標章及

違規使用化學用品，亦列為查處範圍。 

（摘錄自農委會新聞資料） 

農業經營成功典範～莊泰琳

自98年1月31日起有機農產品管理新制上路 

 
莊泰琳的吉庄溫室精緻農園

小番茄產品深受消費者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