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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胡副主任委員 與 雲嘉南地區新進青年農民座談

↓農
民

農委會於9月16日下午假本場農業推廣大樓視聽教室，
舉辦「新進青年農民」座談會，由胡興華副主任委員親臨
主持座談，本場王仕賢場長、農委會輔導處曹紹徽處長、
楊宏瑛科長、倪葆真簡任技正、農業金融局楊德庸副組
長、農糧署南區分署吳泗濱副分署長、陳勁宇課長及水土
保持局王大為工程員列席參加，雲嘉南地區瓜果、蔬菜、
花卉等產業新進青年農民77人與會。
座談會先由輔導處說明農委會創立農民學院以培育青
年農民之構思，運用各試驗改良場所的專業及在地優勢，
結合農業研究、教育及推廣資源，建構完整之農業訓練體
系、農業能力認證制度、農業經營諮詢服務體系及網路學
習平台，以提升農業專業人力素質，協助農民提升經營效
能。接著由農糧署報告農糧產業施政措施，包括以計畫生
產及掌握糧源來確保糧食安全；推動小地主大佃農、稻田
多元化利用及稻米、茶、水果產業結構調整，來增加產業
競爭力；加強設施栽培、推動花卉生產專區、外銷供
果園及精品農業來發展現代化農糧產業；推動吉
問
提
園圃蔬果、產銷履歷、有機栽培等安全農業；

透過產銷調節、建立農產品產銷預測及監控機制、中央與
地方共同處理產銷失衡等方法，來穩定農產價格。農業金
融局則對農民常用的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及青年創業貸款
做深入簡出的介紹，並對常見問題提出說明，指引新進青
年農民普遍資金短缺情形的解決方向。最後由回農青年莊
泰琳分享創立吉庄溫室精緻農園心路歷程及成功經驗，他
建議新進從農青年應先廣泛蒐集農業資訊，以確認營農作
物產業，鎖定目標市場，並建立個人品牌，來增加客戶的
忠誠度。
座談會中，農友提出目前人力缺乏，無法擴展經營面
積提升競爭力，建議開放引進外勞。輔導處曹處長回應
說，為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政府積極輔導生產專門技術
及開發多元加工技術等，為避免農業技術外流，以及保障
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引進外勞從事農糧生產工作，將不
利我國長期農業發展。目前農委會推動農場見習政策，不
但能達到教育新進農民的功能，也能降低農場人力需
求，而農委會就見習農場部分給予補助，來
協助降低人力成本負擔。整體考量農村就
業機會、農民福利及農業品種、技術可
能外流等因素，農牧業生產不考慮開放
引進外勞。新進青年農民因為此次座談
會，暸解政府對農民的用心，以及施政
面面俱到的做法，感到非常窩心，紛紛表
示接受農民學
院的培訓，可
充實自身的專
業職能，期盼
將台灣農業推
上國際舞台。

↑胡興華副主委勉勵新進青年農民
→王仕賢場長回應小果番茄栽培問題

【文/圖 蔡明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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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瓜 健 康 管 理 田間成果觀摩會
本場於9月20日下午假嘉義縣
段所需肥份進行適量追肥。由於示範區採用蜜蜂授粉方
太保市楊萬福班長之香瓜示範園
式，因此防治病蟲害時須選用對蜜蜂等授粉昆蟲毒害較
區，辦理「香瓜健康管理田間成
小之藥劑。此外，本示範區開花期適逢南瑪督颱風來
果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及太保
襲，連日陰雨使得蜜蜂授粉不完全，則以人工授粉來
市農會常務監事葉豊裕共同主持，
補強，雖然造成著果節位略為參差及中下葉之葉緣
出席來賓為雲嘉南地區香瓜栽培農民
遭受氨氣體之障害，惟對後續果實的發育影響不
美
又
大
及農會推廣人員，超過120人參加。
大。本示範區係採用簡易塑膠布網室栽培，無瓜
香瓜
理的
管
「作物健康管理」為農委會目前主要
實蠅危害之困擾，減低了藥劑使用的頻率與用量，並
健康
推動的政策之ㄧ，希望藉由綜合性的作
依據植株生育勢與果實性狀，選留1或2果使其發育。果實
物管理技術，導入對環境友善的操作模式，生產出健康優
發育期白粉病危害逐漸加劇，初期仍以推薦化學藥劑防
良的農產品，提升產業競爭力。觀摩會由本場黃圓滿副研
治，後期改採無毒資材如窄域油等進行防治，維持植株生
究員說明此次示範區之栽培過程，強調香瓜的健康管理播
長勢並穩定品質，以符合健康需求的目標。
種前準備及生育過程的管理是同等重要。本試範園區於作
彭瑞菊助理研究員接著說明病蟲害防治之要點，黃瑞
畦前一個月進行土壤取樣，分析土壤肥力及檢測根瘤線蟲
彰副研究員則將示範區土壤檢測報告作實例進行施肥要領
密度，並根據分析結果調整生育期之施肥量，另於育苗期
之講解，宣導了解栽培田區土壤理化性質的重要，不盲目
間進行害蟲防治，隨時注意栽培區周圍雜草需適時清除，
施用不必要的肥料，以達到降低成本又能提升品質的效
維持周圍環境之田間衛生，隔絕病蟲源。
益。會中亦邀請地主楊萬福班長發表心得，他對栽培後期
「健康種苗」為健康管理必備的條件，以本示範田區
改用無毒資材表示肯定，也對果品的食用安全與健康更具
為例，於7月22日香瓜育苗時即將「內生菌根菌」混入栽
信心。隨後再由黃圓滿副研究員帶領農民進行田區實地講
培介質，藉由有益微生物菌的共生幫助磷肥的吸收，以強
解。
壯植株根系。育苗期即積極防治害蟲，如：銀葉粉蝨、薊
綜合討論時，農民非常踴躍提問栽培過程遭遇的各種
馬、蚜蟲等。8月4日將幼苗定植溫網室內，採用寬行植方
疑義，會中農試所張庚鵬博士亦將個人多年研究的心得與
式，有利於田間管理工作之執行。田區設置黃色粘紙，進
農友分享，藉由大家意見交換，使栽培農民都深覺獲益良
行的監測及誘殺。
多，對香瓜健康管理之操作更具信心。
植株生育期依推薦藥劑防治病害與蟲害，並依生育階
【文/圖 黃圓滿】

↑觀摩會農友參加相當踴躍，勤作筆記

↑王場長對農友配合示範執行情形進行瞭解 ↑農友對示範成果深感興趣，相互討論

「溯源與展翅－臺南場百年農業研發與展望」研討會
及「精彩ㄧ百農畜嘉年華」活動 11月11、12日精采登場
本場訂於100年11月11日 (星期五) 辦理「溯源與展翅－
臺南場百年農業研發與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臺南場百
年來農藝、園藝作物、農業環境、農業推廣等領域研發成
果，邀請多位退休長官及產官學代表擔任引言人、在職主

管擔任主講人，精采可期。11月12日 (星期六) 與畜產試
驗所共同辦理「精彩ㄧ百農畜嘉年華」活動，兩機關場區
及試驗研究成果共同開放參觀，歡迎各界蒞臨參觀與指
教。詳細活動內容請隨時參閱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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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庫鎮張惟深、後壁區張柏堯入選

雲林縣莿桐鄉 獲 全國團體獎
2011十大經
典好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月1日上午，在台北市展
演二館「建國100年臺灣米博覽會」會場，盛大舉
辦「2011十大經典好米頒獎」活動，由農委會陳
武雄主任委員頒獎，得獎農友獲頒獎座及10萬元
的獎金，同時頒發全國團體獎十大優勝產地獎。
↑雲林縣土庫鎮張惟深農友
↑台南市後壁區張柏堯農友
今年全國有58個鄉鎮技術頂尖的農友參加「十
的肯定，並期望能藉此更進一步帶動農友更加重視稻米品
大經典好米選拔」，另由57個鄉鎮農民團體前10名角逐
質，全面提昇台灣米的品質及地位形象，並希望國人能以
「全國團體賽」。能夠在這些高手雲集的全國競賽中，以
實際行動支持消費國產米。
專業技術脫穎而出，成為獲得「十大經典好米」及「全國
雲嘉南地區獲得「建國100年十大經典好米」者為：雲
團體獎」殊榮，真是難能可貴，也是莫大的光榮。陳主任
林縣土庫鎮張惟深農友及台南市後壁區張柏堯農友，雲林
委員於致詞時特別指出，接受頒獎的10位經典好米及3名
縣莿桐鄉則獲得「全國團體獎」優勝。
全國團體獎優勝單位，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稻米達人，其
【文/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圖/羅正宗】
提升稻米品質的努力及成果，值得全國農友的學習及國人

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

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52班 選
入
口湖鄉文蛤產銷班第 3 班

農委會於100年9月1日邀集專家、學者，評選出全國十
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及19個優良農業產銷班。本場轄區有嘉
義縣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52班及雲林縣口
湖鄉文蛤產銷班第3班榮獲全國十大績優農
業產銷班，另有7個班隊獲選為優良農業產
銷班，包括雲林縣二崙鄉蔬菜產銷班第59
班、雲林縣元長鄉花卉產銷班第2班、雲林
縣麥寮鄉吳郭魚產銷班第3班、嘉義縣義竹
鄉蔬菜產銷班第16班、嘉義縣大林鎮果樹
產銷班第3班、臺南市南化區果樹產銷班第
61班、臺南市白河區蔬菜產銷班第17班。
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52班以生產彩色甜椒為主，其產
品通過「生產履歷」及「吉園圃」的層層驗證把關，把消
費者能食用到安全、營養的彩色甜椒當成班的責任。該班
組織運作績效佳，各項表現均良好，向心力團結力強，班
並訂定績效評比，獎勵績效優良班員。以『金富九彩色甜
椒』為班品牌共同行銷，秉持以『金』字招牌的品質、

↑新港蔬菜52班全員動員展現向心力
←口湖文蛤第3班文蛤苗共同採購

『富』裕健康的生活、『九』九
長長的經營為理念，追求品質、
創造生活、永續經營為目標。
口湖鄉文蛤產銷班第3班以生
產文蛤為主，該班運作積極完
善，向心力強、政策配合度高，
在班長領導下，業績表現亮麗，開拓國內外產品通路，開
發水產新興種苗，以活化水產養殖產業，繁榮漁村。在經
營上不僅產值表現搶眼，更利用純海水養殖的技術來友善
「地層下陷」問題，兼顧環境保護與經營利益，實屬難
得，足為產銷班經營的最佳楷模。
【文/圖 陳勵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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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二期公糧繳交濕穀稻
政府宣布有烘乾設備之公糧業者，自100年二期作起受
理農民繳交濕穀措施，並補助農民繳交公糧稻穀烘乾、包
裝及堆疊費用每公斤乾穀2元。目前屏東地區已陸續開始
收穫，農民繳交公糧之申報率由去（99）年同期之7％提
高至15％，顯示農民繳交意願提高，農糧署籲請符合收購
資格的農友，於稻作收穫後可洽當地公糧業者辦理繳穀。
農糧署說明，為因應本年二期作起有設置烘乾設備之
公糧業者開始受理農民繳交濕穀，該署已完成收購前之各
項籌備工作，包括公告濕穀計價方式、訂定濕穀品質經收
規範、繳交公糧濕穀方式及規定農會應於收購前將繳穀通
知單、濕乾穀折算率及烘乾費率等資料通知農民。為了讓
農民及公糧業者充分了解濕穀收購措施，該署各區分署將
陸續召開業務說明宣導會計63場，另各分署均成立巡查督
導小組及爭議仲裁小組，積極督導收購工作，並機動處理
各項爭議問題。

台南區農情月刊 184 期

歡迎農友繳售

農民繳交公糧濕穀之計價方式，將依循農民習慣按濕
榖水分含量及當地公糧業者公布之濕乾穀折算率折算乾穀
數量後，依計畫收購每公斤梗稻穀26元，輔導收購23元，
餘糧收購21.6元，計付稻穀價款；秈稻穀及糯稻穀每公斤
各減1元。
屏東地區已陸續收穫，各公糧業者也已完成收購準
備，並建立協力烘乾及運輸業者等資料，如有烘乾不及情
事，將由農糧署支付運費協助調運至他地烘乾。屏東縣今
年2期作水稻種植面積1,142公頃，農民申報繳交公糧面積
175公頃，申報率15％，目前收穫面積約40公頃，預計9月
26日起進入收穫盛期。全屏東地區公糧倉容量達15,000公
噸，足夠服務農民繳交公糧進儲新穀，歡迎農友繳交公
糧。
【文/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兩岸直航及ECFA效應持續彰顯
農產品銷陸出口值倍增
兩岸簽署ECFA，18項早收農產
品從本（100）年1月1日起，2年
內分階段降為零關稅；本年截至8
月止，ECFA早收農產品外銷中國大陸量、值為10,321公
噸及7,834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72％及205％，ECFA
早收農產品銷陸量、值持續成長中。
農委會指出，針對主力外銷品項如鳳梨、芒果、木
瓜，截至本年8月銷往大陸值較去年同期分別成長102％、
33％及48％。有關柳橙、香蕉外銷值下跌乙節，農委會說
明，柳橙非主力外銷品項，本年度因採取廢園措施，國內
價量平穩，故外銷減少；香蕉之主力市場為日本，該會已
邀集香蕉業者籌組聯合組織，以共同開拓國際市場，提振
外銷量值。
99年我國農產品銷往大陸5.3億美元，較96年4.3億美
元成長23.3％，本年截至8月底止，我國農產品出口大陸
量、值分別為176,541公噸、4.2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9％及28％，農委會將持續辦理各項拓銷活動，以增進外
銷量值。
農委會表示，為照顧農民權益，早在兩岸洽簽ECFA
時，該會即堅持「繼續管制830項農產品，同時已開放
1,415項也不降稅」的立場，洽簽ECFA半項也沒開放，對

台灣農業沒有衝擊。另外，中國大陸給予我國文心蘭、茶
葉、石斑魚等18項農漁早收清單產品，均為我國農漁民關
切且具有出口潛力的項目。兩岸ECFA後續協商，農委會
仍將堅守繼續管制830項農產品的立場，確保農民權益。
農委會並已將種苗、食藥用菇、新品種育種、功能性
基因體、家畜幹細胞技術等5類關鍵技術，列為敏感科技
加強管理；同時對於434項臺灣有生產或具技術優勢之農
產品，繼續列為禁止赴陸投資項目，避免技術外流對農業
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農委會之「強化農產品全球市場深耕計畫」向以「立
足台灣，佈局全球」為目標，目前日本、大
陸、香港、美國分別為我國前四大出口市
場，東南亞、歐盟及中東為極具發展潛力
的市場，99年農產品出口值達39.85億美
元，較96年成長16.3％。該會將持續透過
參加目標市場之國際展覽、與連鎖通路
辦理促銷活動、設置長期性宣傳展售據
點，以及邀請國外買主來台進
行貿易洽談等，提昇台灣
農產品於國際市場之知名
度及外銷量值。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