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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育 種 達 人 林國清 先生
獲頒農委會農業專業獎章

林國清先生接受陳主委表揚

本場嘉義分場前主任林國清先生，獲頒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專業三等獎章，於3月31日下午在農委會3樓國際
會議廳舉行頒贈儀式，由農委會主任委員陳武雄親自頒發
與表揚。
林國清先生於民國54年11月進入本場服務，任公職以
來即於本場嘉義分場從事水稻育種及試驗研究工作，民
國96年7月屆齡榮退。服務期間育成水稻新品種有臺南11
號、臺南13號、臺 糯3號、臺 糯10號、臺 糯12號等5

個品種，並協助臺南7號、臺南9號、臺 2號、臺 8號、
臺 17號、臺南秈15號等6個品種的育成。其中臺南11號
水稻於民國94年命名推廣後，95至97年均為全國栽培面積
最廣的品種，現今每年產值超過150億元，不僅栽培面積
超過全國面積之50％，亦是全國單一作物品種產值最高，
對臺灣水稻產業貢獻良多。
林國清先生曾在民國79年獲頒臺灣省政府農業研發展
基金會二等獎、民國82年獲頒臺灣省政府農業研發展基金
會ㄧ等獎、民國85年獲頒臺灣省政府農業研發展基金會ㄧ
等獎及中華民國同濟會十大農業專家獎、民國88年獲頒黃
正華稻作基金會稻作研究獎、民國97年獲頒中華農學會優
秀基層人員獎，得獎紀錄輝煌，其一生對水稻產業的諸多
奉獻，此次再獲農委會農業專業獎章，真是實至名歸。
【文/編輯室 圖/農委會人事室提供】

低溫 不 裂果、 抗 白粉病
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2號」即將問世
經過12年的育種過程，本場育成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2號」，具有
抗白粉病、不易裂果、高糖度、櫥架壽命長等優點，可節省栽培管理
成本、提高收益，近期可通過品種權登記，將可擴大推廣農民種植。
洋香瓜「臺南12號」為雜交一代品種，屬於網紋細密的綠肉洋香瓜
類型，植株健壯，抗白粉病，適於秋冬∼早春以隧道或塑膠布溫網室
栽培。惟該季節栽培洋香瓜最易受白粉病危害，嚴重影響瓜農收益，
而本場適時推出的「臺南12號」最大的特色是抗洋香瓜白粉病，農友
種植不用怕；同時該新品種更具有不易裂果的優點，尤其是在果實
發育期遭遇低溫，現行栽培之一般品種裂果數較多，新品種「臺南12
號」則裂果率低，較能維持穩定之產量，保障瓜農的收益。

↑洋香瓜臺南12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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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香瓜「臺南12號」適合的播種期為9月∼翌年1月，
尤其適於10月播種栽培，其採收期剛好在瓜價最好的新曆
年∼農曆年 (春節) 之間，若在1月播種栽培，則採收期約
在母親節之前，瓜價仍俏。即使在涼溫下栽培果實不會過
小，單株雙蔓留2∼3果時，平均果重可達1.6公斤，直立
式栽培則最大果可達2.6公斤。糖度一般為14∼16度，最
高糖度可達18.2度，後熟後具幽香，口感柔細清爽，加上
果實在室溫下的櫥架壽命長，適於市場販售與短程運輸的
需求。
本場極力推薦洋香瓜「臺南12號」，因該品種品質優
良又具抗洋香瓜白粉病的特性，可於栽培管理上配合健康
管理技術，可明顯減少農藥的使用頻率，節省栽培成本，
維護生產者、消費者與環境的健康；低溫期裂果率低的特
性，更能保障瓜農
產量，確保農民的
收益。
【文/圖 黃圓滿】
→洋香瓜臺南12號
匍地式栽培

嘉義縣大林鎮「傾聽人民心聲 及

合理化施肥講習、座談會」活動紀實
為提升大林鎮農友作物合理化施肥與水稻栽培管理技
術，及政府各項施政能更貼近民意，本場於3月23日下午
假嘉義縣大林鎮農會舉辦「傾聽人民心聲及合理化施肥講
習、座談會」，會議由本場王場長仕賢及大林鎮農會簡總
幹事維彥共同主持，共有產銷班班員83人參加。

肥每公頃肥料費用支出約2,300元，而乾穀產量卻增加555
公斤，亦即每公頃可增加收益12,765元。農友一聽興趣大
增，皆很認真的聽講作筆記。接著由本場嘉義分場呂助理
研究員奇峰講解「水稻栽培管理」，由稻田整地、插秧、
田間施肥、灌排水管理至收穫，利用圖片詳細解說，並對
常見管理不當情形提出建議，最後又給農友
一個新觀念，增產只是種稻的手段，賺錢才
是種稻的目的，在此肥料價格高漲時代，良
質水稻的正確栽培管理與合理化施肥，應是
水稻產業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措施。
在農業技術諮詢及農民座談時，農友建
議政府能輔導優級品 鳳梨外銷，本場林課
王場長仕賢及簡總幹事維彥共同
嘉義分場呂奇峰助理研究員講解
長棟樑說明政府每年都有輔導鳳梨外銷，今
主持座談會
水稻栽培管理
年農糧署曾召開優質鳳梨外銷供果園執行計
王場長仕賢表示，農友施行合理化施肥，不僅可節省
畫會議，該外銷計畫由貿易商先行與農友書面契約後，於
肥料費用支出，更可達到省工、提高收穫量、提升產品品
網路上登錄，待該區域累積至一定面積後，將會安排技術
質等優勢，除增加農友收益，而且可避免過度施肥造成耕
服務團前往指導農友栽培管理及應注意事項，收穫後由貿
地土壤酸化，使農地得以永續利用及維護生態環境。
易商進行外銷。其他與會農民發言也非常踴躍，皆由各機
講習會首先由本場江助理研究員汶錦講述「作物合理
關代表現場詳細答覆說明，充分與農民做意見交流、溝
化施肥」，一開始就以大林鎮大宗作物-水稻為例，說明
通，所有反映意見並將提供農委會做為政策、施政措施或
施行合理化施肥與一般慣行法效益差異；施行合理化施
法規研修之參考。
【文/圖 蔡明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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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豆 文 旦 病蟲害監測管理教育訓練開訓
「麻豆文旦病蟲害監測管
理教育訓練」在柚花飄香之
際，於3月10日上午假麻豆
鎮農會舉行開訓典禮，意即
今年的訓練課程將配合文旦
不同生長時期陸續展開。
開訓典禮由本場王仕賢場長主持，
參與的來賓有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植物防疫組張瑞璋組長、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郭章信副教授、台南市
政府農業局吳崇誠技正、及地主麻豆
鎮農會李育賢總幹事。王場長表示，
病蟲害管理在作物栽培上是相當重要
的工作，透過此課程的訓練，學員可
以學習認識自己園區發生病蟲害的種
類，將有助於防治工作。王場長亦提
到最近農委會的重要政策，即作物健康管理的概念，希望
學員能由栽培管理的角度切入，朝向使文旦植株更健康著
手，相對便會較少病蟲害發生。
李育賢總幹事表示，農會站在扶植農民的立場，相當
樂意來協辦講習或任何訓練的課程，希望今年參加訓練班
的60位學員好好地學習、認真地聆聽，把這些專業知識運
用在自己的果園病蟲害管理上，正確、合理地使用農藥，
把生產成本降低，提高收益。李總幹事亦希望學員在12次
達35小時的訓練課程，都不要缺席，順利地結業。

→開訓典禮由王
仕賢場長主持
↓張汶肇助理研
究員向學員介
紹文旦栽培產
業現況

參與此訓練課程的學員主要分
散於麻豆鎮農會所輔導的各個果樹
產銷班的班員，且多數成員均是年
輕的柚農，學員們均表示參加此訓
練班主要的目的，便是希望能對自
己柚園所發生的病蟲害有更深入的
認識，進而能以正確的措施進行防
治。
在開訓後安排了3節的課程，分別由本場果樹研究室張
汶肇助理研究員講解文旦柚產業現況介紹，土壤肥料研究
室卓家榮技佐介紹文旦合理化施肥要點，作物環境課鄭安
秀課長說明文旦主要之病蟲害種類。課程中針對柚類的品
種、文旦主要產區、栽培管理要點、發展趨勢、施肥管理
及文旦重要的病蟲害等有深入淺出地說明。
課程結束後接著進行綜合討論，有學員針對訓練班的
辦理方式提出建議，也針對目前農藥延伸使用制度、及藥
劑抗藥性等問題。分別由張組長、王場長及李總幹事等耐
心地給予學員詳盡地說明，學員都覺得很滿意。在課程的
最後並預告下次將針對文旦花期發生的蟲害進行介紹，希
望大家能繼續加油，完成各階段的學習。
【文/圖 林明瑩】

年度
提振國產米食，辦理
台南區農業推廣教育研習會
王仕賢場長
在會場分享
他親自製
作的「米麵
包」，獲得
廣大迴響

為增進本場轄屬縣市政府、農會及所屬鄉、鎮、市農
會農業推廣人員瞭解國產米食營養與健康，達成農委會
「推動在地消費，提振國產米食」目標，本場特於3月
29日在本場推廣大樓，辦理「台南區農業推廣教育研習
會」，期宣導在地消費，提振國產米食，促進稻米產業文
化永續發展。當天計有90人參加，非常踴躍。

研習會首先由王仕賢場長進行專題演講-「全球種苗產
業變化及糧食安全」，並在課後與學員分享他親自做的
「米麵包」，現場人員讚賞有嘉，紛紛請王場長分享製
作經驗。接著由推廣課李月寶課長講解「米食營養與健
康」、盧子淵先生講解「為農產品加值」等課程，為農
業推廣人員充電。4月12日及15日另有第二、第三場次課
程，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每人每天多吃一口飯，可活化5,600公頃休耕地，請國
人多多品嚐台灣米的好滋味！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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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農」情 一顆傳心意
歡迎訂購“西瓜傳情”方 型西瓜
「2011台灣西瓜節」的活動主題是「西瓜傳情」，藉由西瓜上篆刻文字、致
贈對方來表達感情，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增進彼此相互關懷。歡迎愛好西
瓜，並想對喜愛或敬愛之人表達感情的民眾踴躍訂購。
活動內容 欲購買方形西瓜表達感情者，可由師傅在其上刻字 (不超過
20字)。一粒方型西瓜 (包括刻字) 原價500元，本活動只售299元 (愛久
久)，機會難得，欲購從速，截止日期為100年4月20日。詳細活動辦法及
訂購單，請上本場網站查詢及下載。
購買方式 請將報名表及郵局匯票 (299元) 寄至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
段515號，雲林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發展科。
領取西瓜方式 請於100年5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9時至下午5時，至雲林
縣斗六市體育館 (斗六市大學路3段600號) 參加「2011台灣西瓜節」並領
取；無法親自領取者，則郵資100元由購買者負擔。
【文/編輯室】

樂活農村樂趣GO

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 正式開播
隨著網路電視 (IPTV) 逐漸發展，行政院農委會也成立
「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透過電視螢幕、操作遙控器便
可將農村之美盡收眼底。「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為了
慶祝開播，並舉辦樂活農村影片徵件活動，號召民眾利
用日益普及的數位器材記錄臺灣農業的點點滴滴，活動
自即日起到5月31日截止，最高獎金6萬元，歡迎民眾投稿
參加，詳情可參閱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官方網站：http://
lohasfarm.com.tw。
臺灣有許多純樸且美麗的農村，是長期居住都會的民
眾未能親身體驗的角落，藉由「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的
開播，推出一個專屬於農業樂活影片的頻道，透過高畫質
鏡頭的拍攝與捕捉，帶領觀眾一步一腳印去尋找屬於台灣
美麗風土人情。「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應用隨選視訊技
術，同時於六大平台播出，包含：中華電信MOD、愛爾
達電視、hichannel、農業虛擬博物館、民視交通台、中嘉
有線電視集團所屬頻道等。
「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影片自100年1月初起即陸續
在中華電信MOD等頻道試播，吸引許多觀眾收視及好
評，讓大家瞭解農村的價值不僅止於生產，還可發展出更
多元的產業模式。因此，將農業結合資訊科技運用在行銷
宣傳上，推出鄉村田園版的食尚玩家，讓更多的國人甚至
全世界都看得到臺灣農村文化，進而帶動體驗臺灣農村休
閒之風潮。

推銷臺灣獨具特色的農村風情，一直是農委會長久以
來努力的目標與施政重點，現在透過「樂活農村數位電視
網」多元播送，把臺灣農村之美，包括生態、觀光等多樣
風貌、垂涎欲滴的在地美味農產品及濃郁人情味的農村文
化傳達出去。「樂活農村數位電視網」將陸續製播 30 集
高畫質臺灣農村深度旅遊影片，透過鏡頭帶領觀眾欣賞農
村好風光，品嚐農產新鮮味道。影片製作團隊隨著節目上
山下海深入體驗臺灣農村風情文化，發掘許多不輸國外美
景的農村特色後，也驚艷不已！邀請大家觀賞影片後，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跟著影片中的行程親臨現場，一
同體驗臺灣農村新風貌！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