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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之「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中，發展有

機農業為健康農業之重要策略。為使重大政策的推動過程

更為審慎周延，農委會透過走訪基層之方式，直接面對面

與農民溝通，期使政府各項施政能更貼近民意。

農委會陳主任委員武雄於6月22日上午，由本場王仕賢
場長及農糧署翁震炘組長等陪同，至台南市太康有機農業

專區訪視，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及太康有機生產合作社理

事主席蔡國清在場歡迎並引領參觀、解說。陳主任委員讚

許太康有機專區是國內有機農作集體產銷優良典範，中央

將全力協助提供相關資源。

一行人首先參觀園區目前生產情

形，太康有機農業專區是全國首座由

公部門成立的有機專區，面積達45公
頃，園區共有廿餘名業者進駐，栽種

果樹、水稻及蔬菜等作物，目前均已

量產，並獲得集團有機認證，還有讓

民眾親身體驗的「市民農園」。

接著一行人轉往營運中心與進駐業者舉行座談會，園

區廠商也把握機會表達從事有機農業面臨的問題，包括水

源不足、園區道路、希望政府能比照一般農作物做好供需

管制調查避免生產過剩傷農、有機產業市場通路不足、缺

乏宣傳等，希望政府能協助促銷，為農民開拓更寬廣的商

機等。陳主任委員表示：有機農業是政府施政主要方向，

農委會陳武雄主委訪視太康有機農業專區

消費者的健康是我們的責任，整

體評估有機市場仍在成長。國內

現有認證的有機耕作面積已達

四千二百餘公頃，希望今年能達

到五千公頃目標，中央並開辦農

民學院，提供有興趣從事有機農

業的年輕族群實地操作與學習專

業知識的機會。陳主委並指示農

糧署應朝向評估設立有機蔬菜拍賣市場，建立完善

市場資訊系統，供農友參考。未來設置有機專區

前，應先行評估水資源取得，教導農友瞭解適地適

作原則，像太康有機專區為旱作輪灌區，若要種植

水稻則宜斟酌。有機園區道路不鼓勵舖設泊油，請

市政府協助路面舖設規劃。陳主委並指派水土保持

局人員，會同市府於一週內進行現場會勘，利用擴

增園區滯洪池方式，解決相關用水問題。與會業者

發言非常踴躍，也皆由陳主任委員詳細答覆說明，在和諧

的氣氛下，充分與業者做了最好的意見交流與溝通。

這次的訪視地方活動，除了使政府更瞭解農民之需

求，供作為未來政策、施政措施或法規研修之參考外，業

者深深感受到陳主任委員體恤民情的親和力，也對政府施

政更加了解與具信心。 【文/圖　黃瑞彰】

　林副市長向陳主任
委員說明太康有機專
區目前運作情形

　林副市長引導陳主任
委員參觀太康有機專區

　陳坤生班員向陳主任
委員說明有機百香果園
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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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6月13∼24日辦理「100年度農民
學院農糧類進階訓練計畫」花卉栽培管理

班訓練，參訓學員有23名，訓練方式為課堂授
課、產銷班參訪、現場觀摩、田間實作等，其

課程內容涵蓋花卉栽培土壤肥培管理、蝴蝶蘭

文心蘭栽培管理、蘭科植物的組培繁殖、蘭花

育種及花卉育苗技術、切花及盆花作物栽培管

理、花卉拍賣實務介紹、文心蘭產銷介紹、香草

植物栽培管理與利用、植物繁殖原理及技術、觀

葉植物栽培及行銷實務、花卉病蟲害防治管理、

花卉溫室設施與管理、農產品採後處理及包裝儲運

管理、農產品行銷策略等多元化花卉栽培管理課程，參觀

活動包括台南市綜合農產品批發市場、菁茂花園、珍寶蘭

園、花王農業器具公司、本場雲林分場及義竹工作站等。

訓練期間在6月21日晚上，適逢農委會陳主任委員南下
視察業務，恰好與數位學員留宿本場，主委親切地與學員

寒喧、閒話家常，聽取學員受訓感想；另於6月22日中午
安排與學員共進午餐，並於午餐後進行座談會。

本次學員背景有由記者、銀行

員、退休教師及其他工商業等轉業

從農者，亦有過去曾參與農委會

漂鳥營、築巢營、園丁訓練及其

他農民訓練結訓後從農者，會中

學員針對課程規劃、產業發展等

反映問題，建議能增加產銷設施

（備）補助，協助開拓內外銷通路市場。

陳主任委員聽取學員建議後，回應學員對農民學院設置目

的、課程規劃、花卉產銷問題，讓學員對農民學院設立抱

予肯定及深切的期許。為期二週的受訓課程，期間透過23
位學員的出勤率、筆試成績及戶外實習等訓練考核，順

利完成78小時的課程，並圓滿結訓。受訓學員表示受益良
多，也感謝本場的用心安排課程與生活輔導。 

【文/圖　李榮華】

花卉栽培管理本場辦理 訓練班

陳主委親臨聽取學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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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訪 視 雲林縣虎尾花卉外銷示範專區
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有才於6月11日下午，由本場王仕賢場長及農糧

署李蒼郎主任祕書（現任農糧署署長）等陪同，至虎尾花卉外銷示範專

區訪視，虎尾鎮農會推廣股長李文華及花卉產銷班班長陳炎榮在場歡迎

並引領參觀、解說。該專區設施周年生產蔬菜及外銷花卉，現在正值小

果番茄生產季節，利用滴灌方式做肥料及水分管理，生產高品質的農產

品，黃副主委對虎尾花卉外銷示範專區的表現多予肯定。

黃副主任委員表示，國內花卉產業具有全球佈局之潛力，為引導從事外銷的花

卉產區及花卉產銷團體，擴大產業經營規模，發展高效能的生產體系，農委會積極

輔導設置花卉生產專區，加強生產設施升級及改善採後處理技術，導入花卉研究成

果，成立花卉產銷技術服務團，建立從引種、自行育種、示範量產、採後處理至出

貨外銷之整合性外銷供應鏈體系，期穩定外銷花卉之「質」與「量」，提升花卉產

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增加農民收益。

參訪本場義竹工作站　 參訪珍寶蘭園　 參訪菁茂花園　 學員與陳主委合影留念1 2 3 4

↓黃副主任委員回應農民提問

↑黃副主任委員訪視虎尾花卉外

銷示範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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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一行人轉往虎尾鎮興中里活動中心與農友舉行座

談會，農糧署陳文德（前）署長及虎尾鎮農會林景堂總幹

事專程趕來與會。座談會由王場長介紹與會的農委會長官

及農會來賓，接著由本場吳技佐炳奇解說優質水稻栽培管

理要點，並提醒農友目前為穗稻熱病傳染季節，應事先做

好預防工作。座談會中，農友對今年提高公糧收購價格、

收購量及繳交地點、方式等提出多項問題，黃副主任委員

回應：提高公糧收購數量，將誘導農民重量不重質，不利

於稻米產業，且大量收購公糧，除將造成公糧倉庫容量不

足及稻米推陳出清壓力外，並將帶動市價過度上漲，增

加消費者負擔。同時WTO新回合談判對水稻境內支持額
度訂定上限為50.6億元，近年每年收購公糧支持額度44億
元，其差額用於提高收購價格，可帶動民糧同步調高，較

調高收購數量對農民有利。現場並指示農糧署應朝向高品

質優良稻米發展，輔導稻米產銷專區、辦理優良稻米比賽

等以提高競爭力，並請虎尾鎮農會考量選擇適合場所來興

建稻穀烘乾場及設置倉庫，以便擴大服務虎尾鎮農友，農

委會將全力支持。與會班員發言非常踴躍，也皆由各機關

代表現場詳細答覆說明，在和諧的氣氛下，充分與班員做

了最好的意見交流與溝通。     【文/蔡明晃　圖/黃鵬戎】

↑黃副主任委員與農友合影

王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訪 視 台南市新營區及後壁區稻米產銷班
農委會王副主任委員政騰於6月3日，由本場王仕賢場

長及農糧署黃怡仁科長、吳泗濱副分署長等陪同，至台南

市新營區農會水稻產銷第一班及後壁區芳榮稻米產銷專區

訪視。新營區農會由柯堂能理事長、周元鼎總幹事與蕭水

樹秘書陪同，先至田間了解稻田現況後再到達座談會場。

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由黃麗琴執行長及黃崑濱總班長在場

歡迎，並引領參觀、解說專區運作之現況。芳榮稻米產銷

專業區契作面積約124公頃，契作農戶共計85位，種植品
種為台農71號（益全香米）與台 2號兩個品種，稻作生
育期間之生產管理規劃與產品品管措施由營運主體與各班

班長負責督導，協助班員落實各項田間管理作業，並由農

業試驗所與本場稻作專家技術指導。王副主委對新營區水

稻產銷班及芳榮稻米產銷專業區的成果表現皆予以肯定。

王副主任委員表示，面對進口稻米的強力競爭，如何

提昇國產米品質與競爭力，是稻米產業不可避免的挑戰，

未來農委會對於稻米產銷專業區持續加強輔導產銷經營模

式，注重農業生態並降低產銷成本，塑造台灣米安全及高

品質的形象地位，以增進消費者對國產食米信心及喜愛，

同時提升稻農及糧食業者收益，確保臺灣稻米產業永續經

營的基礎。

座談會由王場長主持，首先由本場羅正宗分場長解說

優質水稻栽培管理要點，並提醒農友目前為穗稻熱病傳染

季節，應預先做好田間管理工作，接著由農糧署南區分署

許獻志專員對糧政業務作現況說明。座談會中，農友不僅

對提高公糧收購價格、收購量及繳交地點、方式等提出多

項問題外，有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與天然災害救助程序提

出建議，王副主委回應：小地主大佃農之政策會依現況檢

討，評估未來改進的實施方案，一定兌現照顧農民的目

標，而天然災害救助基本原則是救助非補助，因為政府預

算有限，必須有標準的行政程序，勘災一定盡快完成，避

免影響農民權益為首要目標。而政府對於水稻產業目前積

極輔導設置稻米產銷專業區，生產並行銷特色高品質米，

提高稻農收益，公糧收購量之提升，將誘導農民重量不重

質，不利產業發展，另考量公糧倉庫容量、政府財政及

WTO限制等因素，目前公糧收購數量不宜再增加。與會
班員發言非常踴躍，其他建議事項也由各機關代表現場詳

細答覆說明，在熱絡的氣氛下，充分與班員相互交流意見

與溝通，與會班員深深感受到王副主任委員關懷稻農的親

和力。 【文/盧子淵　圖/黃鵬戎】

↑王副主委與新營區稻米產銷班

　 第一班班員合影

←崑濱伯提出意見

↓王副主委與芳榮稻米產銷專業

　 　　　　　　　　區班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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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減少食物里程，結合有機健康、樂活休閒農業，

農糧署陸續輔導各大學院校、產業團體及縣政府，整合當

地有機農場及農民，成立有機農夫市集，每週假日定點營

運，目前已於中興大學等6處設立有機農夫市集，5月底再
新增台大、屏東、台東3處共9處，各處設置地點及販售時
間如右表，請大家多選購支持國產有機農產品。

農糧署表示，國產有機農產品必須經過驗證，始可於

品名標示「有機」，及使用CAS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如
附圖），並於產品完整標示驗證機構及證書字號，至於進

口有機產品則需經審查合格及標示有機同意文件字號，消

費者從有機標章即可清楚辨識國產有機農產品。該署並籲

請消費大眾，利用假日出外走走、逛逛有機農夫市集，並

與認真、堅持有機的農友直接對話、溝通，給農民溫馨的

鼓勵。 【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農委會增開3個有機農夫市集

第1期稻作增產且收穫期集中  政府已積極處理，提振糧價
今（100）年第1期稻作由於種植面積及每公頃產量均

比去年大幅增加，政府已採取補助運費調運濕穀等措施，

積極收購公糧稻穀，以服務農民。

本期作因年初低溫，稻作生育期延後，致中南部水稻

收穫期集中，以台南為例，6月10日收穫進度9.2％，6月
20日已達94％。之後又因颱風警報，農民搶割，雲林地區
6月24∼25日，收穫進度即由10％暴增至45％，濕穀大量
湧進農會排長龍等候乾燥。加上連日午後雷雨，稻穀含水

率提高，乾燥效率減低，致農會烘乾不及。

農糧署為協助紓解公糧業者烘乾能量不足問題，已輔

導並補助運費調運濕穀7,035公噸至他鄉（鎮）或他縣
（市）公糧業者代為烘乾及收儲，例如台南縣六甲區農會

調運1,270公噸至台中、嘉義及屏東；嘉義縣太保市農會
調運654公噸至台中、高雄；雲林縣西螺鎮農會調運327公
噸至台南、苗栗、彰化等地協助烘乾，以加速收購作業進

行。另為方便農民繳交濕穀，農糧署除輔導有烘乾設備之

公糧業者，就地協助農友烘乾及繳交公糧，並請各公糧業

者配合農民作息，延長收購時間，星期假日亦照常辦理收

購服務。

農糧署表示，本期作截至6月27日，已收購公糧稻穀
32,716公噸，為去年同收穫進度期間收購量9,317公噸之

3.5倍，顯見公糧稻穀收購價格每公斤增加3元，農民繳穀
意願提高。目前民間每百台斤濕穀價格介於890∼930元
間，比去年同期間價格略低，以今年1期豐產，價格較去
年尚能維持平穩，顯示政府於本期提高公糧稻穀收購價格

每公斤3元，加速收購，已具支撐市場價格之功效。農糧
署97∼100年補助乾燥機容量2,402公噸，達96年以前總設
置容量之16％。未來將作有系統規劃，增加各地區烘乾能
量。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請多
多購買， 給農民直接鼓勵

為確保國產梨生產安全，農糧署

已於6月13日完成國內100年底高接
梨所需進口日本梨接穗案件審查，

核准自未受汙染之京都、秋田、新

潟、兵庫、熊本、大分、福岡、鳥取

及島根等地區輸入梨接穗計19萬3千公斤，排除有輻
射汙染疑慮之福島縣梨穗進口，並加強產地檢疫，

以維護國人健康及國內高接梨產業永續發展。

均來自未受汙染地區

100年底進口日本梨穗完成審查

市集名稱 地　　點 銷售時間

台大有機
農夫市集

台大校區內舟山路之
台大農場 (生態池旁)

每週六
14-16時

桃園縣有機
農夫市集

桃園市
虎頭山公園入口

每週六、日
8-12時

興大有機
農夫市集

中興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旁

每週六、日
8-12時

嘉大有機
農產品市集

嘉義大學新民校區
運動場旁

每週六
8-12時

台南有機
農產品市集

台南市公園
(公園路與公園北路口)

每週六
8-12時

消保有機
農夫市集

高雄市博愛國小
內走廊

每週六
8-12時

消保有機
農夫市集

高雄市五福國中
內走廊

每週日
8-12時

屏東縣有機
農夫市集

屏東市中山公園旁
每週六
8-12時

台東鐵道有
機農夫市集

台東市舊火車站旁
每週日
8-13時

有機農夫市集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