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馬總統重視農業發展，赴臺南市玉井區傾聽芒果農心聲

■ 2011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展現農業因應氣候變遷研究成果
■ 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訪視雲林縣林內鄉果樹產銷班

■ 王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訪視雲林縣莿桐鄉蔬菜產銷班

■ 吳院長蒞臨第5屆農金獎頒獎典禮致詞，肯定農漁會的努力
■ 政府積極規劃公糧濕穀收購作業，落實照顧農民

發行人：王仕賢︱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總編輯：李月寶︱主編：黃惠琳︱地址：台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電話：(06)5912901︱傳真：(06)5912928
網　址：http://www.tndais.gov.tw︱農友暨消費者服務專線：(06)5912905︱GPN：2008500150︱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創刊︱印刷所：農世股份有限公司︱定價：10元

雜 　 　 誌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56號
新營雜字第17號

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　　　　年八月十日出版

赴臺南市玉井區 傾聽              心聲芒果農
馬總統重視                   業農 發展

　玉井區農會總幹事黃澄清向總統解說芒果的分級與包裝作業
　農委會黃副主委答覆農友提問
　馬總統在玉井區農會「芒果冰館」招牌上簽名
　馬總統在芒果包裝箱上簽名，提供玉井芒果節拍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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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緻化的優質水果。同時期勉中央單位也能擬定各項

農產品產銷計畫，提高農民的收益，並強調會盡全力解決

農民的問題，不讓農民「了錢」。整場座談會氣氛合諧融

洽，有不少農民藉此機會當面感謝政府單位長期以來對農

民提供各方面的協助與支持，輔導臺灣農業漸入佳境。

透過本次總統親身下鄉視察芒果產業，無疑是給農民

打了一劑強心針，使農民更加了解政府單位對於農業的重

視，堅定農民對於施政措施及農業發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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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為臺灣主要芒果種植地區之一，每年生產大量

高品質芒果，同時積極拓展市場，打響臺灣芒果名號，使

銷售通路遍達國內外。

馬總統英九積極關切國內農業發展，於7月15日上午8
時30分由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有才、洪國策顧問玉欽等人
陪同，前往玉井區農會青果集散包裝場視察芒果產銷。玉

井區農會總幹事黃澄清引導解說，介紹該包裝場進行的芒

果選別、分級與包裝作業，經層層嚴格把關，確保玉井芒

果出貨的品質及效率。7月16日、17
日為一年一度的玉井芒果節，總統

並共襄盛舉在芒果包裝箱上簽名，

供節目上拍賣之用。

馬總統隨後與產銷班員等40多位
農民進行座談，與會農民積極提出

建議並針對芒果盛產期之銷售狀況

及拓展銷售通路、病蟲害防治、農

藥價格、提高老農津貼等多項議題

踴躍提問，希望中央能協助處理。黃副主委指出，近年來

政府積極開拓外銷市場，外銷量提升帶動內銷價格，而

今年臺南地區芒果產量雖然較往年增產約30%，但品質穩
定，所以價格仍具一定水準。有關今年芒果產期延後，農

民擔心配合不上日本送禮節慶，黃副主委說明已協調貿易

商在7月底前維持穩定出貨，並與日本檢疫官溝通，將外
銷檢疫作業延長至月底。國內同步啟動收購次級品進行加

工，配合促銷活動，以穩定盛產期的價格。有關芒果病蟲

害及農藥價格問題，因顧及全面噴藥會造成環保問題，目

前仍以推行黏板誘集害蟲為主，共同防治用藥的費用也有

補助。

會中馬總統盛讚玉井芒果已成為世界品牌，肯定地方

各界對於芒果產業的諸多貢獻，帶領玉井芒果走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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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瑩姿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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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於7月21日∼24日在台
北世貿中心一館登場，農委會為因應近年氣候急遽變遷，

特別在「農業生技主題館」以農業生技在確保糧食安全與

節能減碳之研發成果展出，活動主軸定為「農業因應氣候

變遷之調適」，主要為因應日趨極端的氣候變化，農業應

如何調適，以確保民眾「食」的安全，及農業生產環境之

永續。此次展示內容以「氣候變遷」、「糧食安全」及

「節能減碳」為中心，邀集農委會本部暨所屬各試驗改良

場所相關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參展，規劃8大主題區和2大海
報區，搭配實物及模型展示，及「地球的農業課」舞台系

列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呈現農委會推動農業科技研發

之績效。

此次展出為教導國人更樂於食用國產米食，提升國產

稻米消費量，成為維護「糧食安全」的首要之務。為創造

國產米新興利用方式，在7月11日生技展展前記者會中，
由臺南場以最新開發出與日本同步的「米麵包」製作技

術，代表農委會研發成果進行說明，藉由巨型麵包展示本

場預拌米穀粉之研發成果，可在家輕鬆製作創意新米食的

烘焙產品，減少麵粉消費，達到節能減碳及糧食安全目

標，實現符合時尚的綠色生活。此外，臺南場更在7月21
日及24日兩天，於主題館舞台區現場示範「米香鬆餅」的
製作，並開放品嚐米麵包、米饅頭等產品，嚐過的民眾都

按「讚」。

7月21日活動當天蕭副總統萬長蒞
臨開幕典禮，並巡視各展場，在「糧

食安全」櫥窗，由王場長仕賢當場說

明本場米麵包研發過程及開發預拌米

2011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展現農業因應氣候變遷研究成果

穀粉，製作安全健康之多元化米食產品，創造國產米新興

利用方式，以替代進口穀物消費。本場參展項目除口感不

遜於麵粉製作的米麵包外，另為因應糧食安全及氣候變遷

研發水稻品種「臺南11號」，為目前我國栽培面積最廣的
水稻品種；優質高產的早熟香米品種「臺南13號」；以有
機糙米為生產目標，不需浸泡即可烹煮出的軟黏香甜糙米

飯的「臺南14號」，及富含GABA（胺基丁酸）巨胚糙米
品種，具有調整血壓與穩定情緒等營養保健功效的水稻新

品種「臺南15號」；蔬菜部分有耐熱甘藍「臺南2號」，
不結球白菜「臺南1號、2號」，甜瓜「臺南11號」，超甜
玉米「臺南26號」及花卉星辰花耐熱新品種「臺南1號-紫
后」及「臺南2號-晶鑽」。豐富的展品，充分展出本場這
幾年來因應氣候變遷的研發成果。      【文/圖　楊藹華】

　王仕賢場長向蕭副總統介紹本場研發的米麵包
　蕭萬長副總統蒞臨「糧食安全」展區
　生技展中的國產米食展示區
　王場長說明本場米麵包的研發經過，並由陳曉菁
　助理研究員現場示範「米香鬆餅」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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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因應氣候變遷所育成的
　耐熱不結球白菜品種
　本場參展水稻品種-臺南15號
　王場長在展前記者會接受媒
　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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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訪 視 雲林縣莿桐鄉蔬菜產銷班
王副主任委員政騰於7月15日上午，由本場鄭榮瑞副場

長及農糧署農業資材組翁震炘組長、農糧署中區分署陳新

立副分署長等陪同，至雲林縣莿桐鄉蔬菜產銷班第3班訪
視，莿桐鄉農會張鈺萱總幹事及產銷班班員38人與會參與
座談。

參與座談的班員中，有許多是年輕人返鄉務農，他們

建議將1至2成設施補助經費優先給新進農民申請，以鼓勵
青年返鄉從事農業。王副主任委員回應：台灣農村長期以

來面臨年輕人力外流、人口老化的情形，造成農業人力發

生斷層的隱憂。農委會一方面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鼓勵老農或無意耕作之農民，將自有土地長期出租給

有意願擴大經營規模之農業經營者；另一方面為積極加強

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活化農業人力，期為傳統農業注入

新活水，加速農業經營的多元與創新發展，農委會於本年

度設立農民學院，結合研究、教育、推廣資源，運用農委

會所屬各試驗改良場所之在地及專業優勢，建立完整的農

黃副主任委員「與民有約」

訪 視 雲林縣林內鄉果樹產銷班
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有才於7月15日中午，結束陪同馬

總統訪視玉井區果樹產銷班行程後，由本場王仕賢場長、

農糧署作物生產組莊老達組長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費雯綺

副局長等陪同，轉往林內鄉農會與農友舉行座談會，農糧

署中區分署陳新立副分署長、林內鄉農會黃國洲總幹事及

產銷班班員33人與會。
座談會中，農友對木瓜設施補助、減免拍賣手續費及

輔導加工等提出多項問題，農糧署莊組長回應：近年政府

已不再補助木瓜網室設施，因為木瓜

網室栽培面積已達飽和點，若再

給予補助，則將造成生產過剩

而影響價格。而拍賣市場需

要手續費收入來維持運作，若無經費來源，則無法

持續服務農友。又林內鄉農會已積極投入木瓜加工

事業，協助農友解決木瓜產銷問題，當產地價格低

於監控價格時，即配合啟動收購加工機制，收購原

料果去皮、去籽冷凍後送加工廠製汁，或加工產製

木瓜鮮果乾。黃副主任委員表示：解決木瓜價格低廉的

關鍵不是補助6％的拍賣手續費，而是如何讓木瓜價格穩
定，木瓜價格要好，生產面積要控制在3,000公頃以內。
近日木瓜供過於求，除洽請林內鄉農會加工製汁及產製木

瓜乾外，並輔導新北市農會真情食品網站與Yahoo！奇摩
超級商城合作推展網路行銷木瓜。自本年7月7日啟動農糧
署網站「國產水果優惠訂購平台」，接受機關團體訂購，

協助促銷優質木瓜。今年木瓜外銷預定目標350公噸，較
去年250公噸增加40％。本年至6月底已出口210公噸，較
去年同期27公噸呈現倍數成長。並當場指示農糧署研議當
農產品價格低廉時，補助拍賣手續費二分之ㄧ之可行性。

隨後驅車前往果樹產銷班第7班班員張振于果園參
訪，看見每棵果樹上結滿碩大的木瓜，對張班員的

種植技術頻頻表示讚賞。 【文/圖　蔡明晃】

↑農委會黃副主委答覆

農友提問

→黃副主委等參訪張振

于班員的果園

↑莿桐鄉蔬菜產銷班

班員與農委會王副

主委合照

←王副主委參訪林春

生班員的設施菜園

業訓練制度，培育

優質農業人才，提

升農業競爭力。為鼓勵農村青年創業，除原有農村青年創

業貸款外，農民學院不僅有多項農業訓練與農場實習課

程，且規劃諮詢服務、土地取得、資金融通及行銷管道等

養成措施，協助新進青年農民順利從農，讓台灣農業人力

逐步年輕化。

莿桐鄉農會家政班於會後，以當地生產之蕹菜、蒜

頭，料理了兩菜一湯供與會者品嚐享用。王副主任委員品

嚐後，對本地生產之蕹菜莖葉厚實、口感清脆，讚不絕口

隨後驅車前往蔬菜產銷班第3班班員林春生設施菜園參
訪，林春生表示看好設施栽培的未來性，也對台灣的農業

充滿信心，所以累積收益後，又將儲蓄投入擴大設施栽

培。 【文/圖　蔡明晃】

。



中華民國ㄧ百年八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台南區農情月刊 182期

為鼓勵農漁會信用部積極提高營運績效，持續穩健經

營，行政院農委會辦理第5屆農金獎，並於7月17日舉行頒
獎典禮，吳敦義院長蒞臨會場致詞及主持新創業務發表會

啟動儀式，肯定過去一年大家的努力。

吳院長於致詞時指出，農金獎是農業金融體系的最高

榮譽獎項，得獎單位均為上年度經營的佼佼者，足以作為

其他農漁會學習的標竿，期勉各個農漁會繼續在農業金融

領域力求突破，追求卓越，為農漁民服務，繁榮農漁村。

本屆農金獎計有310個單位報名，較上屆增加24個單
位，報名件數518件，增加50件，報名情形更加踴躍。今
年頒發11個獎項，共有69個單位受獎，台南區計有3個農

吳院長蒞臨第5屆農金獎頒獎典禮致詞，肯定農漁會的努力

政府積極規劃公糧濕穀收購作業，落實照顧農民
近日政府宣佈公糧改收濕穀，且每公斤補貼農民2元烘

乾、包裝及堆疊等費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公糧交

濕穀是總統下鄉及農委會傾聽民意，對於農民普遍反映所

作回應，農委會已著手規劃相關濕穀收購作業。

農委會表示，為確保農民收益並穩定糧價，自民國63
年起政府每年編列預算以保證價格收購農民稻穀，為長期

儲存需要，公糧稻穀係以乾榖型態收購，農民收穫後之溼

穀必須先乾燥到水份含量13％以下，才能繳交公糧。鑑於
執行37年的乾穀收購制度要轉變改收濕穀，牽涉到各種不
同濕度及不同的品質，如何轉換成乾穀，及收購時如何

確保公糧品質，涉及層面甚廣，必須與公糧業者進一步

研商，訂出一套新的制度，否則到2期作收穫時始宣布收
購，秩序將大亂，影響農民繳交公糧權益。

農委會指出，今年2期作先就有稻穀烘乾設備的公糧業
者實施濕穀收購，明（101）年1期作起全面推展。今年1
期作有經收公糧業務之公糧業者計有249家，其中有烘乾

設備者164家，將持續輔導其他無設備者儘速設置。在未
設置前，政府將持續補助運費協助調度異地烘乾，或要求

業者必須尋求合作協力廠商來協助處理農民稻穀烘乾問

題，以方便農民繳交公糧稻穀，維護農民權益。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雲嘉南地區農會入選3特優．6優等

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系碩士，98年高考三級園
藝職系園藝科，原任職新北市

政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技士，

100.7.22到職，目前擔任果樹
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張 嵐 雁

介紹新 進 人 員

會獲得特優獎，6個農會獲得優等獎。其中創新服務形象
獎得主—台南市永康區農會，派員進駐中華電信公司永

康服務中心，辦理代收、代退電信費用，99年度至少創造
約123萬元手續費收入；財政部開放統一發票可跨區購買
後，農會原有的銷售額度驟降，員工則積極主動服務客

戶，將發票運送到家，增進該會手續費收入；又與監理站

合作，每月由監理站至該會辦理換發行照、駕照及補照服

務，農會並提供汽、機車強制險服務，增加該會手續費收

入，業務拓展績效卓著。

第5屆農金獎得獎名單（雲嘉南地區）：

■資產品質改善獎：安定區農會（特優獎）

■創新服務形象獎：永康區農會（特優獎）

■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林內鄉農會（特優獎）

■專案農貸績效獎：二崙鄉農會、中埔鄉農會、崙背鄉農

會（優等獎）

■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永康區農會（優等獎）

■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永康區農會、新市區農會

（優等獎）

 【文/圖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第5屆農金獎頒獎典禮，吳敦義院長蒞臨會場致詞
及主持新創業務發表會啟動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