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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武雄主委主持太康有機專區蓄水池啟用儀式
本場獲頒「推廣米製食品績優研發單位」
■ 100年度績優吉園圃產銷班及輔導單位表揚活動
■ 2011年小果番茄品種比賽及健康優質小果番茄競賽
■ 本場積極推動作物健康管理，保障國人吃的安全
■ 老農津貼自101年1月1日起調增1千元，未來津貼調整制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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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活水、生機滾滾來！
農委會 陳武雄主委 主持太康有機專區蓄水池啟用儀式
農委會主委陳武雄於100年12月31日，由水保局局長黃
明耀、臺南市府農業局局長許漢卿、水保局臺南分局長黃
振全及本場場長王仕賢等人陪同，到柳營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主持生態蓄水池擴建工程完工典禮，並與農友一起
轉動水閘門，讓湧泉噴出，象徵「轉動活水、生機滾滾
來！」。陳武雄主委表示，將與農友一起勾勒「友善大
地、幸福地圖」，並答應將續建水塔，解決園區缺乏水利
灌溉系統問題。
陳武雄主委在100年6月22日曾視察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經農友陳情水源不足問題，即刻指示水保局協助處
理。水保局會勘後核撥490萬元，將滯洪池容量由原先的
9,500噸擴大至24,500噸，增加2.6倍。這項工程以生態工
法打造，於100年8月20日
開工，12月完工，展現農
委會高行政效率，於半年

↑蔡國清理事主席向主委介紹
該區生產的有機農產品
→有機農產品，品質一級棒！

↑陳主委主持太康有機農業專區生態蓄水池工程完工典禮

內解決此一問題，大幅提高園區滯洪效果及蓄水量，並有
效解決水源不足問題。
柳營太康是全國首座由公部門成立的有機專區，目前
生產用地38公頃，共有20餘業者進駐。陳主委說，農委會
從97年開始推動有機農業專區，到100年底全臺已增加至9
個，總面積500多公頃。陳主委並允諾，農委會將大力推
動有機市集與網路行銷，短期內要將有機市集由9個擴增
至20個，拓展銷售管道，讓農友與消費者能互蒙其利，創
造雙贏。
【文/黃惠琳 圖/王仕賢】

陳主委出席農業精英學堂，

分享1000多個日子來的經驗與成果

本場於100年12月16日協助農業試驗所在農業推廣大樓視聽教室，
辦理「100年度農民學院－農業精英學堂」第六場專題演講，邀請奧
美集團白崇亮董事長講授「品牌與行銷」，農委會陳武雄主委講授
「走過1000個日子」，參加人數計有91人，與會者皆表示受益良多。 ↑陳主委與農業精英學堂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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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獲頒「推廣 米製食品 績優研發單位」
為讓政府輔導稻米產業從生產到加工的績效呈現於國
人眼前，農委會於100年12月26日在農委會5樓大禮堂，舉
行「績優稻米產銷專業區」及「推廣米製食品績優廠商及
研發單位」頒獎表揚典禮，本場獲選為績優研發單位，由
王仕賢場長及陳曉菁小姐出席受獎。
100年度全國稻米產銷專業區計有42家營運主體，經評
審小組就專業區之基本組織運作、經營管理績效、契作稻
農實質收益、產品品質及行銷推廣等項目進行評分，本場
轄區有芳榮米廠及米圃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入選績
優及優良營運主體。
為鼓勵米製食品業者持續投注及促進產業蓬勃發展，
經全國各米穀公會、糕餅公會、縣市政府、學校及研究等
單位，共計推薦35家廠商及研
發單位。本場轄區有源順食

↑本場獲選為績優
研發單位

↑芳榮米廠入選績優營運主體

品有限公司入選績優廠商。績優研發單位除本場外，另有
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及臺北市私立開平
餐飲職業學校等單位獲獎。
本場主要獲獎事由，係以國產水稻「臺南11號」為原
料，研發出「TN系列預拌米穀粉」2款，可做為烘焙麵包
材料，技術已與日本同步。並以非專屬授權方式，將技術
移轉給雲林縣農會和臺東縣池上鄉農會，兩家農會也於
100年9月將預拌米穀粉商品上市。兩家農會已銷售將近16
公噸產品，提昇國產米消耗約12公噸，目前仍持續成長。
本場並自100年5月起積極投入米食推廣活動達60餘場次，
參與總人數已超過一萬人次，成功宣導米麵包產品，期望
國人多消費在地農產品。
【文/編輯室 圖/農糧署提供】

↑米圃食品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入選優良營運主體

↑源順食品有限公司
入選績優廠商

100年度績優吉園圃產銷班 及 輔導單位表揚活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獎勵績優吉園圃單位，辦理考評
選拔，選出100年度績優產銷班10班，績優輔導單位9個，
績優運銷單位10個，並於12月7日假農委會5樓大禮堂舉辦
「100年度績優吉園圃產銷班及輔導單位表揚活動」，由
陳武雄主任委員頒獎表揚各績優單位。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自推動以來，深獲農友及消費者
肯定，截至100年11月底共有1,916個產銷班取得吉園圃標
章，生產面積計23,021公頃，成績卓越。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獲選
績優吉園圃輔導單位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獲選
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

本場轄區臺南市麻豆區農會輔導之產銷班全數取得吉
園圃標章，獲選「績優吉園圃輔導單位」。另外依據以
吉園圃子母包裝供應批發市場總量最高之前10個單位選出
「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本場轄區內雲林縣斗南鎮農
會、嘉義縣新港鄉農會及崙陽合作農場均以亮眼成績獲
選，各獲獎單位均派代表到場領獎接受表揚。
【文/圖 吳雅芳】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獲選
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

↑嘉義縣崙陽合作農場獲選
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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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番茄 品種比賽

為了讓農民有更多的優良品種選擇，以生
產安全優質的產品提供消費大眾，並且獎勵
種苗公司對番茄新品種研發，促進種苗產業發
展，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00年12月20
日，在本場內試驗農場舉辦「2011年小果番茄
品種比賽」，由農友種苗公司的No.1904品種(玉
女)勝出，奪得100年度全國小果番茄冠軍頭銜。
本次計有欣樺種苗貿易有限公司等14家種苗業
者39個品種參賽，於12月20盛收期進行果實外觀及
食味評比，由種苗協會邀請5位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評分項目包括植株的生長情形20％(生長勢、抗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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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品種出爐

力、抗逆境能力)、果實性狀80％(果形及萼
片形狀10％、果色及亮度10％、重量及整
齊性15％、糖度20％、口感及風味10％、
裂果性15％)等，最後選出優勝品種6個。
此次小果番茄參賽品種都是各種苗
業者的菁英品種(系)，需經過田間性
狀、果實食味品評等階段的審查，要
在39個品種中脫穎而出並不容易。最
後評審結果，冠軍由農友種苗公司
「No.1904」(玉女)品種獲得，其果
型長圓形，平均果重10.4公克，果
軍冠
賽
種比
實糖度11.2°Brix，糖酸比27.9，質
番茄品 公司玉女
友
農
地柔軟，口感佳，獲得評審一致
的青睞。第2名由菘寶種苗公司「美女」品種
及長生種子公司「長生838」品種獲得，第3名則由農友種
苗公司「No.1918」及「No.2292」品種、豐田種苗行「豐
田32號」品種獲得。

小果番茄 的名模，好吃又有健康概念喔！
本場為提升臺灣小果番茄在國際
市場的知名度及產業競爭力，同時
激勵小果番茄果農重視健康、優質
農產品的生產理念，於100年12月22
日在新化本場舉辦「健康優質小果
番茄競賽」，由嘉義縣新港鄉顏文
良先生勝出，奪得100年健康優質小
↑小果番茄競賽得獎人與王場長、評審委員合影
果番茄冠軍頭銜。
此次活動是臺灣首屆的全國性小果番茄競
的評鑑委員，嚴謹地評鑑每個果品的
賽活動，由本場主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果重、外觀等外在美，且仔細品嚐
所、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團法
及檢測每個小果番茄的甜度、口感
人臺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協辦。邀請中興大
及風味等之內在美。
學宋妤教授、種苗改良繁殖場李美娟課長、
本次競賽得獎者冠軍為顏文良先生
農糧署吳國政技正、臺北農產運銷公司黃木蘭副
(新港鄉)；亞軍為陳榮福先生(布袋鎮)、
↑小番茄冠軍果實
理及莉莉水果店老闆李文雄先生擔任評審。本次競
蔡明芳先生(布袋鎮)；季軍為吳明和先生(四
賽計109名參賽，跨越了縣市與鄉鎮的藩籬，雖然栽培期
湖鄉)、謝明仁先生(六腳鄉)、吳旺崇先生(元長鄉)。此
間曾遭豪雨及連續陰雨影響，但報名參加的番茄農均是各
外，因本次多數參賽小果番茄之品質優良，特別增額錄取
地區的栽培好手，不僅有優越的栽培技術，也有一份重視
10名佳作，入選者為許清水先生(口湖鄉)、龔德敏先生(太
消費者健康的心，力求生產出健康優質安全小果番茄。
保市)、謝俊宏先生(太保市)、吳文界先生(四湖鄉)、謝守
「健康優質小果番茄競賽」之參賽果品，不僅需通過
吉先生(六腳鄉)、林耀斌先生(六腳鄉)、謝孟洋先生(六腳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全身健康檢查」－農藥殘留檢
鄉)、莊聰培先生(布袋鎮)、傅榮坤先生(元長鄉)、林忠賢
測，也需通過由學校、試驗研究機構及消費者代表所組成
先生(褒忠鄉)。
【文/謝明憲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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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積極推動 作物健康管理，保障國人吃的安全
為確實保障國人食的安全，農委會於100年12月29日由
陳主任委員親自主持，正式啟動「作物健康管理服務團
隊」，結合該會及所屬11個試驗改良場所同仁組成服務團
隊，採實務推動與研究同步進行策略，以攸關國人日常飲
食之大宗作物及藥檢不合格比例較高的30項作物為重點，
導入整合性標準管理方法，輔導農民生產安全、好吃又好
看的農產品，並從源頭把關，期早日邁向「無毒農業島」
之理想。
「作物健康管理」的概念與傳統農業的集約耕作、一
味追求高產的目標不同。「作物健康管理」強調作物栽培
須與環境發展共榮的關係，由環境的健康來創造作物的健
康，進而達到減少用藥，保障
農民及消費者健康。目前

老農津貼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以病蟲草害防治及安全用藥技術
輔導為重點，在此基礎上，「作物健康管理」採用更積
極的作為，除了強化安全用藥輔導外，希望藉由正確栽培
觀念導入，提昇作物產量及品質，創造農民投入安全高品
質農產品生產的誘因，所採取的關鍵技術從健康種苗、栽
培環境的健康、適當的養分供給及病蟲源的隔絕等角度多
管齊下，培育健康的作物，增加對病蟲的抵抗力，再配合
生物防治或非農藥防治，以達到少用或不用化學農藥的目
標。
本場在100年初選定芒果、香瓜、小果番茄及萊豆（皇
帝豆）等4項作物，從核心農戶開始，逐步導入「作物健
康管理」觀念，並針對不同作物品項，藉由講習會、田間
示範及觀摩會，輔導農民建立整合性標準管理方法，已有
初步的成效，讓消費者可以購買精緻、安全、高品質的芒
果、香瓜及小果番茄，生產農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利潤。
101年度將增加麻豆文旦品項，更系統化輔導農民，擴大
國內作物健康管理之生產面積，加速作物健康管理觀念的
普及，希望能提供臺灣潔淨的生產環境，推廣合理的生產
方法，讓國人可以吃到健康、安全又高品質的農產品，如
此，將對我國農業長期發展影響深遠，又同時為子孫留下
美好的生態環境。
【文/編輯室】

自101年1月1日起調 增 1000元，
未來津貼調整制度化

立法院於100年12月2日完成「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
條例」第4條、第6條修正草案三讀程序，老農津貼依往例
調增1千元，並建立以後每 4年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成長率自動調整機制。另外，比照其他社福津貼訂定排富
規定，排富原則為「排新不排舊」，並訂定1年宣導期，
自102年1月1日起實施。
農委會說明，此次排富的原則是「排新不排舊」，對
於目前已領取老農津貼的老農完全不受影響；排富規定則
自102年1月1日起實施，並對新的申請人才適用，亦即自
102年1月1日以後，新申請的老農才適用排富規定，現在
領取的人及101年新申請的人都不會被排富。
農委會進一步補充，排富條件已充分考量農業經營的
特性及農民的需求，分為所得及財產兩方面。所得方面，
農業所得不計算，也就是說，老農種稻、種菜、養豬、養
魚、繳交公糧、休耕補助等農業所得都不計算，只對申請
人本人非農業所得每年超過50萬元以上，才限制其請領的

權利。換句話，老農本人每年的存款利息、股利所得、租
金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等超過50萬元，也就是平均1個月
超過4.1萬元才會受到排富影響。財產方面，只計算不動
產，且排除農民從農營生的農業用地及居住的農舍，老農
本人所擁有的其他土地按公告現值及房屋按評定標準價
格計算價值，合計新臺幣500萬元以上，才會受到排富影
響。另對於沒有農舍的老農，特別參考國民年金法的規
定，屬老農本人所有且實際居住唯一的房屋，該房屋及其
土地價值未超過400萬元，亦可不計算價值，超過400萬元
者，得扣除400萬元。
農委會最後強調，本次立法院所通過老農津貼的排富
規定已考量農業特性，亦較其他社福津貼寬鬆，對於一般
需要受照顧的老農是不會受到影響，該會將加強向農民廣
為宣導，讓農民了解政府建立公平制度及照顧老農的心
意。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