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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雲林縣政府、農友社會福

利基金會、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雲林縣廚師職業工會，於5月1、2日
假雲林縣立體育館、雲林縣議會，舉

辦「2009台灣西瓜節」系列活動，吸
引了大批民眾參與，熱鬧空前欲罷不

能，為今夏西瓜銷售跨出成功的ㄧ

步！

5月1日「高品質西瓜競賽」由來
自台灣各地560多位西瓜栽培好手參
加，大、中、小及無子西瓜組分別由黃永彰、廖妙由、廖

文傑及李謀遊等人奪冠，冠軍可獲得獎牌及一萬元獎金。

5月1日同時登場的是「國際西瓜產業發展與利用研討
會」，假雲林縣議會大型會議室舉行。本次研討會邀請10
位國內外講者發表報告，包括：全球西瓜遺傳資源與育種

研究、日本西瓜種子健康檢測、日本國鳥取縣北榮町的西

瓜產業發展現況、台灣西瓜產業發展現況等，內容豐富且

多樣化，產官學界及民眾共180餘人與會，是一場精采的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本年度新策畫之「台灣西瓜王選拔」，於5月2日活動
當日進行評鑑，由台南縣學甲鎮的

梁瑞典勝出。冠軍瓜拍賣由台中縣雲

林同鄉會理事長洪崇拼以25000元高
價得標，為活動掀起了高潮。「西瓜

果雕暨料理競賽」料理組由徐正男＋

許惠娟(社會組)及簡勝男＋徐子謙(校
園組)，果雕組由曾婉如(社會組)及林
祺翔(校園組)獲得冠軍。最長西瓜由
郭政憲先生以62.2公分奪冠、最重西
瓜冠軍是廖振益先生的37.32公斤，現
場觀眾票選的珍奇西瓜優勝則由王明

富先生的雕刻綠雙瓜奪得。

為吸引雲林地區民眾參加活動，雲林縣政府特別規劃

了小朋友的彩繪西瓜及創意繪畫比賽，果真為會場帶來大

批人潮。「2009台灣西瓜節全國攝影比賽」則期待能將西
瓜節活動之精彩點滴，藉由參賽者不同角度的留影，為日

後留下歷史的見證。趣味活動「西瓜種子吐遠」、「西瓜

大胃王」報名民眾非常踴躍，現場熱鬧滾滾，加油聲不

斷。2009台灣西瓜節活動在體育館節目告一段落後，移師
到雲林地標之ㄧ的西螺大橋吃西瓜、看夕陽，為本次西瓜

節活動劃上完美的句點。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笓2009台灣西瓜節活動揭幕︱笅高品質西瓜比賽會場︱笏西瓜果雕作品︱

笈小朋友西瓜彩繪︱笊冠軍瓜以25,000元賣出︱笎台灣西瓜王－學甲鎮梁瑞典︱

笉西瓜料理校園組冠軍︱笒國際西瓜產業發展與利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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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在4月29日配合農試所及各區農改場於農委會5樓大禮堂，召開「農業遠距診斷視訊諮詢
服務系統成果發表會」，由陳主委親自主持，邀請媒體、農會及農民朋友一同參與盛會。

發表會內容包括系統簡介、實況錄影影片播放、視訊諮詢連線Live Show、啟動儀式，並
邀請農民與農會服務人員親臨現場，分享透過該系統所獲得的協助與感想。本場由植保研究

室陳紹崇先生擔任諮詢連線示範專家，並邀請嘉義縣太保市陳進益先生在現場做經驗分享。

本場在97年開始進行農業技術視訊諮詢服務系統的建置工作，97年農委會在台南轄區已完
成15個視訊服務點的設備補助，包括北港、古
坑、四湖、斗六、大埤、義竹、民雄、太保、

新港、鹿草、玉井、將軍、下營、鹽水、台南

縣農會。98年將陸續建置莿桐、林內、斗南、
梅山、竹崎、新化、新營、龍崎、歸仁、關

廟、柳營、學甲、安定、官田、台南市農會等

15個服務據點，需要視訊諮詢服務的農民可以
多多利用。 【文圖/黃惠琳】

沒有乞丐變王子、麻雀變鳳凰的神奇故事，謝俊宏只

是追隨父親務農的腳步，努力吸收農業科技新知，在小果

番茄界中開創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

謝俊宏回憶著說：家裡世代務農，從小看著祖父、父

親在大太陽下辛勤工作，又必須看天吃飯，退伍後，一邊

幫忙家裡農事，一邊重拾課本準備參加公職考試，心想考

上了就有著一份穩定的工作。可是天不從人願，或許命中

注定要務農，家裡世代是種田的，大學又是修習園藝系，

念頭一轉，就很全心的投入田間工作。

心懷對父親的敬佩，謝俊宏說父親的耕種方式跟得上

科技腳步，隧道式耕種方式剛發展出來時，父親馬上吸收

跟進，也獲得一些利潤，這種勇於嘗試、接受新知的態

度，給了他很大的啟示，也使得他後來投入設施栽培的領

域很快獲得家人的支持。民國88年開始設施栽培，以較佳
之生產管理方式達到經濟生產目的，每年秋冬季生產小果

番茄，夏季生產美濃瓜，加上不斷精進栽培技術，提高作

物品質，使得產品價格不斷上揚，大大提高了收益。

謝俊宏謙虛的表示，成功是歸功於天時、地利、人

和，尤其是人和部份，除了有家人背後的支持與默默的幫

忙外，農業單位的專家指導與受訓期間學員彼此間的經

驗分享，讓他減少了摸索的過程，很快的掌握住市場的

脈動，產品供不應求，目前產量只夠供給通路商及一些口

耳相傳而來訂購的客戶。網路行銷雖可擴大通路，惟目前

產量不足以供應，又會剝奪了他所喜歡的思考研發時間，

因此短時間暫不考慮。有人質疑是他的品種特殊，其實不

然，謝俊宏說每一個品種都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選對

適合種植環境、方式的品種才重要，對作物付出愈多，它

一定更努力的回報。

「先生」是對有名望、地位、學有專長者的尊稱，謝

俊宏幾乎天天與番茄生活在一起，共同成長茁壯，他以

「番茄先生」自我期許。 【文圖/蔡明晃】

農業遠距診斷視訊諮詢服務系統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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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Live 
Show與
專家進行

連線示範

↑陳主委主

持成果發

表會

番茄先生∼謝俊宏
產業奮鬥小故事

↑謝俊宏和他引以為傲的番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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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農村再生對台灣農村之助益

「農村再生條例」之目的在突破農村長期窒息性的發

展瓶頸，照顧留在農村社區的弱勢農民，還給農村一個尊

榮，進而引導外出的子弟回鄉團聚，期望打造讓都市人流

連忘返的富麗新農村。對農村將有以下助益：

1. 改善現有農村社區生活品質
農村再生強調農村社區內部之活化及整體環境改善，

推動農村朝向土地活化利用，環境、文化與經濟等整體規

劃發展，以促進農村社區內部的活化再生，滿足生活機能

需求，重建人與土地和諧共處的生命秩序，打造成為富麗

新農村。

2. 引導農村集村興建農舍，確保農地品質
本條例提出整合型農地整備之創新機制，將生產與生

活空間做整體規劃與調整，透過建蔽率的轉換，鼓勵農民

將農舍興建在社區內或緊鄰的農地，因此農村生活設施將

集中於農村社區範圍內，社區鄰近的農地則可完整保存作

為生產使用，解決目前農舍凌亂散布於農地之現象。

3. 農村文化、資源之保存
農委會將進行長期性的農村資源調查，全面建立檔

案，然後分別給予改善、保育及維護，讓個別農民或社區

無法保存維護的農村文物得以留存，再配合社區居民所提

出的發展願景，使農漁村發展成為深具人文特色之所在。

二、農村再生推動之原則及方向

農委會將以台灣4000個既有農漁村為範圍，進行活化
再生，其推動原則如下：

1. 由下而上，由農村社區居民依照當地需求及意願，
推動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提出發展願景與實施項

目，研提農村再生計畫，打造自己的家園。

2. 進步立法，鼓勵社區訂定公約，透過農村「人與土
地」的價值認知，學習尊重自然環境的協調，以法

律授權社區力量自行管理並防範農村社區內妨礙整

體景觀、衛生或土地利用的行為。

3. 加強人力培育，訓練農村社區統合、規劃及建設等
人才，讓農村居民有能力永續經營自己的家園，奠

定社區長期運作及發展的基礎。

4. 依農村社區居民的需要，擬定社區發展計畫，獎勵
依法處理共有土地問題，改善農村目前面臨的土地

凌亂發展情形，讓社區建設符合美觀而有特色，活

化社區之土地利用。

三、農村再生不會偏廢農民生計，更無違憲問題

1. 法律的分工
任何一部法令都有其特定功能與運作範圍，農村再生

條例草案特別著重在農村生活環境的改善，就過去較欠缺

的農村生活面再進行加強。農業的產銷、貿易政策，目前

已有農業發展條例來照顧，未來再加上農村再生條例照顧

的生活、生態，農業政策才能更完整、更全面。

農委會目前推動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休耕地活化、小地

主大佃農及發展有機農業、推廣台灣農業精品、綠色造

林、農業深度旅遊等，都是關照各方面的農業施政。

2. 軟硬體兼施
農村再生著重在農村機能的活化、人力的培養，絕不

只是硬體建設而已。鼓勵居民關懷自己的社區，發現生活

環境內的自然生態、景觀與人文寶藏，進一步協助他們去

整理、維護這些寶藏。

3. 符合法令制訂規範
農村再生條例將許多技術層面的規定，以子法訂定，

這種情形多見於其他法律，因此沒有違憲的問題。參與行

政院內部審查的法務部、行政院法規會，也不可能容忍違

憲條文。

四、農村居民的自主能力不容忽視

農委會從95年起，全面辦理農村社區人力培訓計畫，
從最基層的關懷班做起，經由進階班、核心班到再生班。

至97年底，累計訓練了858班，2萬1,847人，已成功的組
訓一支強大的社區建設的生力軍。

以宜蘭大進社區為例，在96年社區居民參加人力培訓
計畫後，激發了村民去改善髒亂的意識，在沿著村裡的道

路兩旁種了數萬株的野牡丹，也找回了失傳已久的野燒陶

技術及發現了全世界僅有的三個地方獨有的石板水渠。社

區居民準備在道路兩旁擴建人行步道，目前90％的地主都
已同意捐地出來，如果這條路是由政府規劃拓寬，不知道

要花多少錢來買地。

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不能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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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班族到農婦，「大媽」劉淑芬一腳踏進有機農業

世界，完整地詮釋了農業生活所帶來的健康、歡樂與滿

足！

電線桿圍成的有機農場

位於台南縣柳營鄉的大媽有機農場，給人的第一眼是

「好多電線桿呦！」。場主劉淑芬原來任職於電腦公司，

93年因姨婆及公公相繼罹癌，想要取得乾淨清潔的蔬果農
產品，加上家中田地荒廢已久，94年便辭去工作，開始投
入有機農業生產。劉淑芬靦腆地說，剛要投入有機工作

時，剛好有朋友在工務單位要淘汰一批電線桿，她就要了

過來當作農場圍籬，加上鐵絲網等材料，就花了她30萬元
的積蓄，卻也成了當地的奇景。

愛心商店 提供轉機

一個農業門外漢的第一次嘗試，居然是在五分八的土

地上種了12000顆高麗菜，不用任何肥料及農藥，就放任
它自由生長。到了收成期雖然田間雜草叢生，但高麗菜也

長得不錯，然而完全不知如何販售，只好請慈濟的師兄姐

來採收及分送大家。輾轉間高雄里仁商店得知訊息，前來

協助銷售，居然也讓她有了2萬元的收入，並鼓勵她繼續
往有機的方向努力。

後來她選擇種洋香瓜，原因是自家人愛吃！同樣的，

因為不諳農務，感染露菌病使得瓜不甜，里仁商店再次伸

出援手，店長說，顧客願意買來沾糖吃，因為可以幫助農

民。

努力成長 凝聚向心力

劉淑芬95年開始到台南農改場參加有機農業經營管理
班，到桃園、台中農改場上有機農業課程，並透過網路搜

尋閱讀相關資料。田區的規劃、排水等都是夫妻倆人共同

的創建。劉淑芬表示，她越來越喜歡到田裡，假日連小孩

都會分派任務一起工作，對凝聚家人向心力與感情非常有

幫助，「連田間都有小鳥固定來幫忙吃蟲，而且還跑進去

田畦塑膠布的洞內去清除壞蟲」她笑著說。

3年前種出可以賣的番茄時的喜悅，讓劉淑芬衷心地把
作物當作家人來照顧。離開光鮮亮麗的日子，她發現原來

生活可以更簡單、更快樂，身體能更健康、更好睡。孩子

會主動幫忙，父母可以作好榜樣，對自然界可以多一點包

容心，留ㄧ些果實給鳥兒吃。她認為有機農業需要有年輕

人加入，但是要有先苦後甘、務實的觀念，有機農業是良

心事業，「想要賺錢不要來做有機」，相信老天會願意賞

給有心人一口飯吃。

有機農業不僅挑戰農民的毅力與決心，我們更看到一

群為這些農民提供機會的商家、及為農民帶來鼓勵與希望

的消費者。讓我們為這些人獻上誠摯的敬意與感激！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五、成立「農村規劃發展署」專責執行

部分人士誤以為農村再生條例由水土保持局主政，政

策重心就是在水土保持等硬體建設。其實水土保持局多年

來在農村社區營造的努力與成果，在農村早已累積許多成

功經驗與案例。農村再生條例通過後，將成立「農村規劃

發展署」，來專責主管農村建設的工作，屆時人力將可更

為充沛，我們會以具體的成效破除成見。

六、虛心廣納各界意見，傾聽農民心聲

我們也歡迎關心農村再生的任何個人、團體，直接將

寶貴意見提供給水保局，外界理性與建設性意見，我們都

會認真詳加檢討，並納入法案修正參考。

結　語

在立法院公聽會上很多社區代表幾近哀求的訴說，現

在不做農村再生，農村會更沒落，許多古厝建築是農村文

化的無價之寶，毀損破敗已久，再不規劃維修，可能再一

次颱風就全倒，到時後悔也來不及，社區居民請求給農村

一個機會，不要再拖延，這樣的場景令人動容。

很多學者更表示，過去幾十年區域計畫法沒落實到農

村社區的計畫，現在就讓我們要來做。這些肯定贊成的聲

音代表了許許多多默默支持我們的多數，也是我從南到北

實地訪視許多社區所聽到的心聲。

 【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武雄】

活出快樂、吃出健康∼大媽有機農場
激勵人心小故事

↑樂觀進取是劉淑芬往有機農業邁進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