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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向鄉親報告－ 兩岸經濟協議座談
馬英九總統7月11日抵達台南縣關廟鄉，主持「兩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座談會」時表示，ECFA生效
後，台南地區八千家企業至少1400家受惠，農漁業產值增
加1億六千多萬元。台灣簽訂ECFA後可跨出3大步，避免
經濟被邊緣化，兩岸經貿進ㄧ步制度化，更可促進國際
化。
馬總統11日率農委會陳武雄主委、經濟部施顏祥部
長、陸委會高長副主委、勞委會潘世偉副主委等官員，與
台南縣產業代表300多人面對面座談，詳述簽訂ECFA的
好處，聽取地方意見，並由汽車、紡織及
農業等產業代表現身說法。
馬總統表示，在協議談判過程
中，政府做到了不開放大陸勞工來
台、增加開放大陸農產品進口、
增加18項農產品銷往大陸、保護
弱勢產業等4件事，立法院若能如
期審議通過ECFA法案，並在明年
1 馬總統參觀關廟農會
笓
加工廠的綠竹筍加工
2
笏 馬總統參觀關廟麵製
作過程
3
笏 馬總統與陳主委品嚐
關廟三寶
4 馬總統與農民合影留
笅
念
2

1

3

↑農委會陳主委向鄉親報告簽訂ECFA對台灣農業的影響
←馬總統接受台南鄉親致贈農產品

1月1日實施，將加速達到台灣產業避免邊緣
化、外銷制度化及促進國際化等3大目標。
馬總統說，台灣與大陸簽訂ECFA後，台
灣同意大陸進口267項物品，這些項目是台灣
還未生產的產品，對台灣中小企業沒有影響，
反觀台灣因兩岸經貿合作，將使台灣成為全球創新
中心，亞太經貿樞紐，更有助台灣提升經濟競爭力。
馬總統結束座談後，由農委會陳主委陪同赴關廟農會
加工廠，參觀綠竹筍加工、關廟麵製麵、鳳梨酥烘焙，並
品嚐關廟三寶（鳳梨（酥）、綠竹筍、關廟麵）後，結束
台南的訪視行程。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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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國際研討會」
及「農業研發及推廣成果展」
本場與中華農業氣象學會、台灣農藝學會、中華民
國雜草學會及中華植物病理學會，在7月9日於農業
推廣大樓，共同辦理「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國際
研討會」，現場同時展出近年來的農業研發及推
廣成果50張海報與實物，吸引300多位來賓報名
參加，研討會現場座無虛席，還開放第二、第
三會場進行視訊直播，盛況空前。
「氣候變遷」是目前正夯的話題，
產官學界近來紛紛針對氣候變遷所引
發的問題，提出警訊與因應解決對
策，期將損害降至最低。本場為了
讓農業界能正視「氣候變遷」對糧食
供應可能引發的問題，策畫辦理「氣候
變遷與糧食危機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外學者專題演講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共聚一堂、
→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提出建言，希望台灣農業能因應氣候
變遷的衝擊，使絆腳石成為踏腳石，永續經營與發展。
「氣候變遷與糧食危機國際研討會」安排一整天的議
程，上午邀請日本行政法人農業環境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Dr. Yoshimoto及國際稻米研究所研究員Dr. Mackill，就
“氣候變遷對水稻產量影響及降低不確定性之關鍵”、
“適應氣候變遷下的水稻品種”發表專題演講；下午則針
對「氣候變遷與作物生產」、「氣候變遷與病蟲草害之關
係」、「氣候變遷與台灣地區農業氣象環境」等議題，邀
請中央研究院張靜貞教授、鄔宏潘教授、屏東科技大學徐
森雄教授、農業試驗所楊純明研究員、姚銘輝副研究員、
黃守宏助理研究員、官青杉助理研究員、未來台中農改場
←農業研發及推廣成果
海報展吸引民眾駐足
參觀
↓各界紛紛致贈紀念品
給侯場長與葉副場
長，恭賀他們功成身
退

←侯場長開幕致詞
↓研討會現場座無虛席

場長張致盛、高雄農改場黃 昌場長、本場游添榮主任、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蔣慕琰研究員等人，發表11篇研究報
告，將其研究心得與大家分享。
當天並在農業推廣大樓1樓大廳，展示本場農業研發及
推廣成果，內容涵蓋新育成品種，收錄近年來育成的21個
新品種，包括水稻、落花生、大豆、甘藍、不結球白菜、
小胡瓜、蘆筍、甜瓜、番茄、洋桔梗、星辰花及水晶花
等。農業創新技術收錄生產改進技術、採後處理技術、分
子生物技術、肥料製造技術、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農業機械
研發等。有機農業技術收錄稻米、番茄、蘆筍、無花果等
作物有機生產技術。農業推廣成果介紹農業技術視訊諮詢
服務、本場出版品訂購網，漂鳥營學員莊泰琳的奮鬥成功
歷程，以及98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雲林縣麥寮鄉
蔬菜產銷班第47班、嘉義縣中埔鄉蔬菜產銷班第8班的成
功案例，提供大家參考學習。本場並將海報內容集結成
冊，彙編成專輯於現場發送，使與會人士能方便瀏覽展示
內容，或於日後參考應用。
本場侯場長福分及葉副場長忠川將於7月16日屆齡
退休，因此主辦單位在研討會後，特地策劃辦理兩位
長官的榮退餐會，各界自費參加餐敘、到場祝賀及致
贈紀念品者眾多，可見兩位長官平常做人成功，深得
大家愛戴及敬重，也祝福兩位退休後的生活充實、愉
快又健康！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台南區農情月刊 169 期

恭喜 侯場長 榮退
本場侯福分場長將於7月16日屆齡退休，在37年公務生
涯中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茲將其重要事蹟與成就列述如
下。
侯場長畢業於中興大學農藝系，之後取得菲律賓大學
農藝研究所碩士及中興大學農藝研究所博士。民國61年奉
派駐上伏塔農耕隊及加彭農耕隊，協助友邦發展農業。63
年回國後，開始從事公務生涯，其間分別服務於台中區、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台南區及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曾參與台灣水稻機械化栽培之研究與推廣，建
立稻作機械化栽培體系之基礎，並參與水稻台 9號、台
南17號等多個品種之育成。尤其在嘉義分場期間，建立水
稻育種系及原原種繁殖體系，徹底解決水稻品種純度不良
的問題，此一技術至今仍在沿用，對種子繁殖具有一定的
貢獻。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場長任內（87.1～97.7）

1

妥善運用花蓮縣及宜蘭縣好山好水的天然環境資源，
以有機、保健植物及休閒農業為核心技術，努力建設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成為「東部地區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休閒農業研究中心」、「東部有機農業研究中心」、
「保健植物研發中心」等4大目標邁進。
在這10年間，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所有同仁打拼，於
花蓮縣及宜蘭縣創造許多重要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在
作物新品種方面共培育水稻、番茄、苦瓜及銀柳等14個新
品種；在農業科技研究成果方面，共辦理15項技術移轉及
11項專利。另為建構安全農業體系，不斷研究病蟲害防治
之創新技術，並建立重要作物病蟲害預測機制，大力宣導
安全用藥並推動吉園圃生產制度，其成果均獲得轄區農會
及農民之讚賞與肯定。
積極研發適合當地的水稻品種及栽培技術，提昇稻米
品質，極力促成富麗米外銷日本，打響東部稻米知名
度，拉大東部良質米價差，直接受惠農民。
為落實推動有機產業，於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建構全
國第一個有機村，促進當地有機及觀光產業急速發
展，增進農民收益。
因應消費者健康養生趨勢，極力推動保健植物產業，
尤其山苦瓜、當歸及丹參等作物在栽培及加工產品均
有極大的突破與成果。建構花蓮成為台灣最大的保健作物
生產基地。

2
3
4
5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場長任內（97.7～99.7）

1

在此2年期間，秉承農委會「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之施政主軸，積極研發作物新品種及新技術，計開發
玉米台南24號、甘藍台南2號等14項新品種，及生產蝴蝶

蘭帶梗苗新技術等5項新技術，並辦理品種技術移轉，提
升農產收益，嘉惠農民及消費者。
因應氣候變遷積極推動設施園藝生產，穩定夏季蔬果
供應，並研發設施生產技術，生產高經濟價值之瓜果
類農產品，建立每分地年收入百萬的生產模式，吸引年青
人返鄉投入農業行列。
配合節能減碳，積極推動合理化施肥措施，共設置70
個示範區，辦理三合一講習會及觀摩會152場次，參加
人數達16,126人次，對於改變農民施肥觀念已見成效，期
望未來整個化學肥料用量將可進一步降低，以達到節能減
碳的目標。
為建立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的信心，積極推動吉園圃
產銷班，生產健康安全之農產品，共推動489班，面積
5,010公頃，辦理講習會427場，參加人數26,333人。
因應88水災，成立災後復建技術服務團，提供技術諮
詢及現場指導，迅速協助農民復耕，頗獲好評，共出
團237場次，下鄉輔導農民4千餘人，面積5,032公頃。
本場育成之台南11號水稻，目前年產值超過150億，不
僅栽培面積超過全國面績50％，亦為全國單一作物品
種產值最高。輔導雲林縣莿桐鄉等3家農會獲十大經典好
米榮銜，並輔導11家稻米產銷專業區建立自有品牌。
雜糧作物方面，落花生台南14號每年栽培面積約佔全
省八成，約5萬公頃；綠肥大豆台南4號及7號推廣面積
6萬公頃，佔大豆綠肥項目之88％，對政策推動及穩定農
民收益貢獻良多。
負責良質米研究團隊，整合全省稻作研究資源，集中
能量，首先提出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稻研究方向，期能
提高稻米品質，以利產業之永續發展。
退休是人生另ㄧ階段的開始，感謝侯場長2年來的指導
與寶貴的智慧經驗，並獻上同仁滿滿的祝福。
【文/編輯室】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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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有15個國產米食展示攤位提供米食品嚐，產品玲瑯滿目，
與會人員紛紛大快朵頤、大呼過癮

「國產米食展示」與
「根莖類地方料理烹藝競賽」

本場於6月23日假農業推廣大樓一樓舉辦「國產米食展
至於「國產米食、根莖類地方料理烹藝競賽」由雲嘉
示宣導活動」，展示雲嘉南地區具特色之米食料理（含鄉
南地區各縣市鄉鎮農會推廣人員、家政班、田媽媽經營
土餐點小吃、農村高齡者才藝傳承之米食製品）；並與財
班、農業產銷班、休閒農場等農民團體組隊報名，共計33
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辦理「米食、根莖類地方
組參賽，於上午10時完成排盤後進行評審。於評審時段，
料理烹藝競賽」，以「少油、少鹽、少糖、多纖維」的烹
並安排一場健康講座，充實與會人員保健知識。
調原則，運用農村在地食材，發展田園特色料理，提供消
比賽評分標準如下：色、香、味、型（包含盤飾、刀
費大眾參考應用，藉以提升農特產品附加價值。
工）30分；材料使用國產農特產品、富創意並具地方特色
該項活動旨在保存農村傳統料理美食，促進國產農特
25分；符合健康烹調原則（少油、少鹽、少糖、多纖維、
產品之推廣，以地方特色農產業為重心，有效結合農村婦
營養均衡）25分；食譜說明簡要、易懂、適合推廣20分。
女、產銷班及休閒農場等人力資源，運用「低里程」新鮮
下午2時由評審講評、發布名次與頒獎，比賽得獎名單
食材，開發特色料理，增加休閒農業產值，推廣營養、健
分別是：冠軍－斗六市農會B組；亞軍－古坑鄉農會、西
康、養生的飲食生活概念，也為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
港鄉農會；季軍－台西鄉農會、四湖鄉農會、口湖鄉農
藉由國產米食展示、地方特色料理競賽、交流活動等
會；殿軍－水上鄉農會、二崙鄉農會、斗六市農會A組、
區域性行銷推廣活動，提供農村婦女成長、資訊交流與發
鹽水鎮農會。
表平台；期吸引週休二日喜好趴趴走、品嚐田園料理的
得獎的作品將由本場彙整，製作網頁提供瀏覽，推廣
遊客往「在地」旅遊，增進國產農特產品的銷售
給田媽媽副業經營班、休閒農
量，活絡農村經濟。
場業者、民宿、餐飲業者及一
此次國產米食由轄區內鄉鎮市農會、產銷班
般消費者參考應用。
展示的米食餐點有：山藥鹹粿、山藥麻糬、九層
【文/李月寶
粿、雙糕潤、壽司三明治、珍珠丸子、米漿凍豆
圖/張汶肇、蔡明晃】
腐、炒米苔目、草仔糕、鰻魚香糕、黑豆甜米
糕、桑醬鍋巴茶鵝、蝦仁肉丸、麻油雞糯米飯、
↑健康講座邀請高雄長庚醫院
涼捲、三陽開泰、元氣飯糰、鮮乳香米粿、紫菜
王瑞景醫師講授糖尿病
米血糕、米菓、米漢堡、米餅乾、黑糖
朱竹相親
醱糕、麻糬、壽司、菜頭粿、黃
金米粽、米醋、鼠殼糕、紅龜
糕等30項，琳瑯滿目、美味
可口，極獲好評。
↑↓斗六市農會B組冠軍作品

↑侯場長與得獎人合影
發開蒡生

←烹飪比賽排盤，
李月寶課長陪同
侯場長檢視作品

花糰錦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