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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綠能＋農業，找回年輕人
麻豆文旦防疫尖兵～病蟲害監測管理教育訓練班結訓
■ 101年雲嘉南農業研究推廣教育聯繫會議，強化推廣成效
■ 福氣啦！歡迎選購美麗大方又帶來福氣的蝴蝶蘭
■ 芒果進入開花期，注意防治小黃薊馬
■ 中華文心蘭產業發展協會首創「產業發展準備金制度」
■
■

雜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 綠能
新任農委會主任委員陳保
基博士於2月6日交接上任。
陳主委為美國康乃爾大學動
物營養學博士，曾擔任臺灣
省畜產試驗所花蓮種畜繁殖
場技正、宜蘭分所分所長、
臺灣大學畜產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畜產學系、動物科
學技術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農委會畜牧處處長、臺灣大學畜產系所教授兼系主任、臺
灣大學動物學系暨研究所教授且兼任生農學院院長。
陳保基主委出身屏東潮州農家，研究所畢業、退伍
後，進入農委會畜試所養鴨中心工作，32歲獲得農委會公
費留學，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家禽學系博士，是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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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農業 找回年輕人

養鴨專家。80年從公職轉赴臺大任教，在臺灣爆發口蹄疫
時，曾被借調至農委會處理豬隻復養的問題，同時也參與
臺灣加入WTO談判，推動「離牧」政策，降低畜牧業的
衝擊。陳主委不只是學者，也有產業經驗，經常代表政府
赴美與美國穀物協會、養豬及養雞協會等單位交流。
陳主委認為，50年來臺灣農業透過保護、補貼的方式
應予檢討。例如「九五機制」原是受進口損害補償的措
施，卻用來解決產銷失衡，此非正面、積極方式；產銷過
剩不能只靠促銷，農民與農委會要積極跟消費者溝通。陳
主委說，臺灣農業始終面臨水資源和能源利用效能的問
題，他期待未來能把綠色能源運用在農業生產上，吸引更
多年輕人投入農業領域。
【文/編輯室整理 圖/農委會網站】

2012臺灣西瓜節 高品質西瓜 比賽
西瓜 料理 果雕 競賽 歡迎報名
「2012臺灣西瓜節」活動將於101年5月4∼5日在本場新化場區辦理，競賽項目
如下，歡迎農友及各界料理高手踴躍報名參加，詳細比賽辦法及報名表，請上本
場網站http://www.tndais.gov.tw查詢及下載。

一 高品質西瓜比賽
時
間：101年5月4日上午 9時30分
組
別：大、中、小型西瓜組
二 造型西瓜比賽
時間：101年5月1日及5月5日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1年4月18日止
受理報名：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電話：06-5912901轉545
傳真：06-5912993

三 西瓜料理競賽
時
間：101年5月5日 9時∼17時
組
別：社會組、校園組
四 西瓜果雕競賽
時
間：101年5月5日 9時∼17時
組
別：社會組、校園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1年4月20日下午2時止
受理報名：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 : 06-2925890
臺南縣廚師職業工會 % : 06-656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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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文旦 防疫尖兵 ～病蟲害監測管理教育訓練班結訓
態及防治、介殼蟲類之生態與防治。另
外亦安排肥培管理與柚類高壓、嫁接等
課程。
王仕賢場長於致詞時表示，很高興
看到參加的學員可以順利完成所有訓
練的課程，分散於全年12次的病蟲害課
程，能夠全程參與，相當不容易。病蟲
↑「麻豆文旦病蟲害監測管理教育訓練」結訓典禮成員合影
害管理在文旦的栽培是相當重要的，專
為期12次的「麻豆文旦病蟲害監測管理教育訓練」，
業知識的提升對防治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100年是此系
終於在100年12月15日結束最後一次課程，12月28日在麻
列課程的第2年，希望能有第3年的訓練班課程，繼續訓練
豆區農會辦理結訓典禮，由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顏辰
更多的農友對病蟲害有更深入的認識。
鳳科長、本場王仕賢場長及麻豆區農會李育賢總幹事共同
致詞後分別由王場長、顏科長及李總幹事進行結業證
主持。
書的頒發。今年共有50位農友全程參與訓練的課程，並取
此訓練的課程是以麻豆文旦上主要發生的病蟲害為
得證書。進行檢討時，許多學員對訓練班的課程給予肯
主，於農友的柚園進行病蟲害及防治策略的介紹，並以實
定，並感到收獲甚多，並提議應可加入整枝修剪、有益微
物進行講解，以加深農友的印象。安排的主題有文旦產業
生物，以及農藥標示及使用等課程，王場長與本場專家均
現況之簡介、文旦病蟲害之介紹、文旦合理化施肥要點、
耐心地給農友詳盡地說明。有學員反應，上課時看到實際
文旦花期薊馬類之生態及防治、柑橘窄胸天牛之生態及防
發生的病蟲害，對於防治時機的掌握，確實有很大的幫
治、柑橘類寄生線蟲之發生生態及防治、柑橘疫病之發
助。特別是有放大鏡的輔助，發生的小型害蟲，如小黃薊
病生態及防治、東方果實蠅、柑橘葉蟎與銹蟎之生態及防
馬、葉蟎及銹蟎等，都能及時的發現，確實有助於柚園的
治、柑橘黃龍病之發病生態及防治、柑橘潰瘍病之發病生
防治工作。
【文/林明瑩 圖/張汶肇、黃秀雯】

101年雲嘉南農業研究推廣教育聯繫會議 強化 推廣成效
為加強與雲嘉南地區農業大學等農業推廣單位的
聯繫合作關係，本場於101年1月18日辦理「101年度
雲嘉南農業研究推廣教育聯繫會議」，邀請嘉義大
學、真理大學及雲嘉南五縣市級農會參加，會中針
對日後合作交流方式、如何加強推廣業務等議題進
行討論，達成多項共識：
1. 請各單位將網站彼此連結，以利民眾上網瀏覽、
查閱。為減少用紙，部分出版品可
用電子檔傳送交流。
2. 請嘉義大學、真理大學提
供本場辦理101年農民學
院有機農業高階班訓練相
關課程師資支援，並提供
區內縣市級農會參考運用。
3. 感 謝 雲 林 縣 農 會 技 轉 本 場
「烘培專用預拌米穀粉調製
大學
座給嘉義
獎
技術」，並加以推廣，歡迎
贈
致
王場長
長
李明仁校
各單位共襄盛舉進行米食加工
開發，一起推廣米食。

↑101年雲嘉南農業研究推廣教育聯繫會議與會成員

嘉義大學李明仁校長將於101年2月1日退休，本場
特別致贈獎座乙面，感謝他對農業研究推廣的諸多貢
獻，與會人員並由王場長陪同，參觀紫羅蘭育種試
驗、場區設施及研發成果海報陳列室等。
【文/圖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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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歡迎選購美麗大方又帶來福氣的 蝴蝶蘭
氣 蝴蝶蘭儀態萬千，花朵美麗觀賞時
啦 間長，是最符合新春氣氛的國產花卉，
不論是居家或公司商店，只要擺飾蝴蝶
蘭，不但美麗典雅、生氣蓬勃，一年之
計始於春，更寓意旺盛的氣勢將持續一整
年，真正是福氣啦！
蝴蝶蘭是我國外銷旗艦產業之一，2010年外銷
產值達25.6億元，外銷國家以日本、美國、荷蘭為
主，蝴蝶蘭育種成果在國際上享有盛名，花色包括紅、
粉、白、黃、綠等，近年還育成橙色及藍色的品種，除了
花色的變化之外，還有單朵花上有兩種以上的顏色，以線
條、斑塊的方式呈現，奇特新穎，吸引許多國外買家來臺
灣選購最新的品種。
「2012臺灣國際蘭展」將於3月3∼12日在臺南市後壁
區舉辦，是每年全球蘭花界的盛事，吸引國內及國際的蘭
花業者共聚一堂進行產業交流，不僅在專業技術方面，還
包括市場消費及應用。蘭展的內容包括大型蘭花造景、組
合盆栽、插花作品，並舉辦蘭花競賽，現場花姿婥約美不
勝收，是春節後休閒賞花的最佳去處。

芒果 進入開花期

↑2011國際蘭展的兔年造景以蝴蝶蘭為主要材料

為增進國內外學者學術交流，2012年更於3月3日舉辦
「2012國際蘭花研討會」，邀請中外蘭花專家進行專題演
講，包括國際蘭花產業現況、育種成果、市場趨勢及專業
技術，想增進蘭花專業知識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而身在
臺灣的消費者只要來到蘭展會場，就可選購國外不惜千里
而來購買的蝴蝶蘭回去欣賞栽培，共享臺灣花卉界的驕
傲。
【文/圖 張元聰】

注意防治小黃薊馬

臺南產區芒果將陸續進入開花期，目前最主要的害蟲是小黃薊馬，小
黃薊馬屬小型昆蟲，喜躲藏在芒果花穗、幼果果蒂處及新葉葉脈附近刺
吸為害，初期不易察覺，待被害狀出現時往往為時已晚。此時期薊馬危
害常造成花穗受損及造成幼果表皮褐化結痂。進入春季後氣候漸回暖，
芒果陸續開花，薊馬密度逐漸上升，請農友在花期加強防治工作，以確
保芒果之結果及果實品質。
小黃薊馬之防治應於開花期及幼果期噴施藥劑，族群於高密度之時間
點每7天施藥一次。平時也可定期懸掛黃色黏板監測蟲數，適時採取防
治措施。防治注意要點如：(1) 施藥操作時注意躲藏於葉背蟲體。(2) 幼
果期避免使用乳劑，乳劑易造成幼果藥傷。(3) 適量添加高純度礦物油 ↑芒果謝花後應加強小黃薊馬防治
(展著劑) 增加藥效。(4) 使用噴霧或灑水系統使土表溼潤，創造不利薊
馬生存與化蛹環境。(5) 枝條適當修剪維持通風，有利
藥劑均勻分散於植株。
薊馬參考推薦藥劑如，10％克凡派水懸劑、50％滅賜
介紹
克可濕性粉劑、2.5％畢芬寧水懸劑、2.46％賽洛寧膠囊
懸著劑、4.95％芬普尼水懸劑、18.2％益達胺水懸劑、
張 淯 茱 國立臺灣大
11.7％賜諾特水懸劑等。由於芒果開花期長，果農應選
學園藝系碩士，99年公務人員
擇幾種作用機制不同之藥劑，輪流於害蟲發生時使用，
高等三級考試園藝類科，原任
避免抗藥性之產生。本場已將芒果之推薦及輸日可用之
職苗栗縣政府農業處技士，
藥劑建置於本場網站 (http://www.tndais.gov.tw/Protect/
101.2.1到職，現職本場作物改
sug_drug.htm)，農友可自行上網查閱。【文/圖 黃秀雯】
良課花卉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新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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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界最美麗的團隊～
中華文心蘭產業發展協會首創「產業發展準備金制度」，
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為維持文心蘭切花外銷產業榮景，農委會前
陳前主委指示農糧署成立
主委陳武雄於100年1月5日在農委會召開「臺
文心蘭產量預報機制，調查
灣文心蘭產業發展準備金制度」記者說明會，
各包裝集貨場所屬班員採購
邀請中華文心蘭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張朝彥先
瓶苗數量、每週出口數量及
生與會說明發起此創舉之緣由，農委會國際處
內銷數量，預估次月生產及
張淑賢處長、農糧署李蒼郎署長、農試所陳駿
出貨數量，建立產銷預報資
季所長、臺中農改場張致盛場長及本場王仕賢
訊系統平臺，作為啟動產銷
↑中華文心蘭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張朝彥
場長等人也列席參與。陳前主委武雄稱讚中華
調節措施之評估指標，並提
致贈日本最夯的檸檬文心(honey angel)
文心蘭產業發展協會是農業界最美麗的團隊，
供外銷業者及花農參考運
給陳前主委武雄
並允諾將協助建置產銷預報系統，協助業者掌
用。
握國內外產銷動態，以利開拓國內外市場。
臺灣文心蘭品質優良，為外銷日本切花主力品項之
中華文心蘭產銷發展協會首開花卉產業界先例，主動
ㄧ，100年度外銷日本約2,500萬支，佔日本進口文心蘭切
發起以農民、產業團體為核心，並結合主要外銷業者，依
花約九成。為穩固日本既有市場之佔有率，農委會將持續
外銷申報量共同出資，成立產業發展準備金及建立準備金
協助業者參加國際商業花卉展，並於批發市場及零售通路
管理制度。未來農委會將就該協會所提計畫配合投入行銷
辦理展示會，傳授臺灣文心蘭切花使用手法，宣傳文心蘭
資源，協助辦理國內外拓銷、盛產期產銷調節等，以穩定
新品種及新花色，期擴大日本市場佔有率。臺灣文心蘭列
外銷量及品質，並開拓新市場、新通路。同時，中華文心
為ECFA早收清單項目，自101年起輸銷中國大陸關稅調
蘭產銷發展協會邀集8家文心蘭切花主要出口貿易商成立
降為零，將持續輔導業者拓展中國大陸市場，同時並鼓勵
行銷團隊，整合外銷市場資訊做為生產調節參考，將成為
業者開發澳洲等新興市場，俾分散外銷風險。
連結市場端及生產端之有效溝通平臺。
【文/編輯室整理 圖/農委會提供】

302家農漁會信用部 101年起新增 代收臺電電費
及 臺灣自來水費 等服務，便利民眾繳費
農業金庫與302家
農漁會信用部1,161
個營業據點，自101
年1月起新增代收臺
電電費、臺灣自來
水費、職訓局就業安定費、河川局
保證金及南山人壽保險費等繳費服
務，提供民眾便捷的繳費服務。
農委會表示，農漁會信用部長久以來僅於所屬行政區
內各自營業，缺乏整合與連結，因此錯失許多商機。為發
揮農漁會信用部通路優勢，並加強服務農漁民，農委會責
成農業金庫擔負起整合任務，99年6月農業金庫與全體農
漁會簽訂代理收付款項總契約書後，建構完整的上下層金
融服務系統。

截至100年底，全體農漁會信用部已提供代收國民年金
保險費、8家銀行信用卡費、中華電信費、臺北市自來水
費、有線電視收視費及學雜費等服務，總計代收236萬筆
約115億元，提供民眾便捷多元的繳費服務。
為便利大陸觀光客參訪臺灣風景區時，可直接於當地
信用部兌換新臺幣，購買臺灣在地農漁產品，增加農漁民
收入，繁榮農漁村經濟發展，農業金庫及174家農漁會信
用部自100年7月27日開始辦理人民幣兌換業務，截至100
年底，共辦理4,300筆、金額約為新臺幣1億元。
農委會將持續督促農業金庫積極爭取汽車燃料費、交
通罰鍰及職業工會會費等各項代收業務，並督導農業金庫
規劃及協助尚未開辦人民幣兌換業務之農漁會信用部申請
開辦，提供民眾便捷多元的繳費及兌換服務，提升農漁村
金融服務品質。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