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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102年六月十日出版

5月份臺灣地區受滯留鋒面影響，此時正值農作物進入
成熟期，面對連續降雨，雲林縣西瓜、毛豆等農作物陸續

傳出災損，農委會副主委陳文德特於5月25日偕同農糧署
中區分署長林美瑄，在劉建國、李應元、張嘉郡三位立

委、縣議員蔡岳儒和蔡孟真，以及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副處

長許永瑜、農務科科長陳炳坊陪同下，南下至四湖地區、

北港地區勘災，並要求雲林縣政府儘快完成損害報告，以

專案補助方式，減輕農民損失。

依農委會統計，此次鋒面引進豪 (大) 雨
及強風影響，造成農業災情，估計損失

金額計1億2,805萬元，其中雲林縣1,682萬 
(占14％)，主要損害作物為西瓜及毛豆，
這兩個作物正值採收適期，西瓜泡水後裂

果、腐爛嚴重；而四湖地區毛豆因降雨時

間長，部分田區排水不良，尤其低窪處，因

浸水造成部分植株黃化枯萎，受損情形較嚴

重。陳副主委表示由於毛豆已接近採收期，

對於生長尚佳的豆莢仍會請毛豆公會依契作繳

交，毛豆契作每公頃3萬5千元，不受災害影響，另若受損
達20％以上者，依據專案救助每公頃可補助19,200元。
至於落花生，由於栽種的時間不一，有早植和晚植，

雖然有部份受損，但還需觀察其後續生長情形，如果天候

轉佳，可能受損情形就較不嚴重。針對受損有達到專案補

助標準者，先予以拍照存證，以免農民採收後無法認定。

農委會將本次豪雨的災情提報中央，爭取專案救助方式，

以免農民的付出血本無歸。

【文/圖　楊藹華】

農委會陳副主委下鄉關心災損，傾聽農民心聲

↑四湖地區毛豆長期浸水，已呈現黃化枯萎

陳副主委
關心毛豆

災情

本場義竹工作站技佐陳水心於5月18日「2013安定區蘆
筍節」中，獲得臺南市賴清德市長頒發推動蘆筍產業發展

有功人員獎。陳水心去年(101年)度榮獲台灣園藝學會優
良基層人員獎，今年再次獲獎，是各界對他在蘆筍研究及

推廣多年來努力的肯定。

陳水心於64年進入本場義
竹工作站任職，主要從事蘆

筍研究推廣工作，育成的重

要品種有白蘆筍臺南選1-2
號，綠蘆筍臺南選3號、臺南

4號。陳員多年來並積極進行蘆筍栽培技術的試驗研究與
推廣輔導工作，對發展臺灣蘆筍產業貢獻良多，在產業間

甚獲好評。

蘆筍產業近年來因勞力不足與氣候變遷等因素，導致

目前臺灣種植面積僅剩500餘公
頃。蘆筍營養價值高，且因售價

高，農民生產意願高。目前本場

←臺南市賴清德市長親自頒發推動蘆筍

產業發展有功人員獎給予陳水心

陳水心獲頒推動蘆筍產業發展有功人員獎蘆
筍產
業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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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了1年，學員們引頸期盼
的農民學院訓練班終於開課囉！在尚未開放網路報名時，

已有多位民眾打電話詢問何時開始報名，深怕錯過了今年

又要再等1年。本年度本場辦理農業訓練班計12梯次，首
先登場的是農藝入門班，今年報名人數99人，相較於去年
不僅人數倍增，而且學員平均年齡年輕化，只有32歲，由
此可見，農委會目前積極推動活化休耕田政策及輔導

青年返鄉從農計畫，已漸漸發揮成效，吸引越來越多

的年輕人投入農業行列，相信未來臺灣農業發展將是

指日可待，精彩可期。

訓練課程首先由王仕賢場長歡迎來自各地的學員至

本場上課，王場長說農委會今年推動青年返鄉從農計

畫，計畫目標為輔導100名年青人從農，本場
轄區就佔了37名，身負重任，因此非常高興看
到現場這麼多年輕人對農業產生興趣，對於國

內目前專業農民平均年齡62歲的情況，相信有
了這一股農業新活水的注入，對於臺灣農業的

發展將具有活絡的效果。因此期勉學員在課程結

束後能化興趣為行動，成為正港的「作田人」。

本次入門班的學員多為農家子弟，雖非專業農

民但對於農業並不陌生，相信這3天的訓練班課
程，對其往後投入農業生產將更有所助益。學員們對於朴

子分場游分場長能夠不藏私的分享20年的玉米育種經驗深
感佩服，並對嘉義分場羅分場長以幽默詼諧，深入淺出的

授課方式印象深刻，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學習效果更加

倍。田間實作課程永遠是入門班學員的最愛，雖然當日天

公不作美下起雨來，對於無法於露天農田實際操作農機稍

有遺憾，但在溫室內學習操作也別有一番趣味。因此儘管

大夥都揮汗如雨，依舊堅持每人一定要實際操作曳引機及

中耕機，畢竟這種機會可不是常常有的呢，豈能錯過！整

體而言，學員們對本次的訓練班課程及師資都深表讚賞

並給予高度評價，尤其從學員們頻

頻詢問本場所研發出的各項農作

物品種要去何處購買便可得到印

證，學員們對本場研發成果的肯定，也是對同仁

的努力一種最實質的鼓勵。

課程結束由王仕賢場長主持座談會，並頒發結業證書

給學員代表顯明先生。有學員提出單打獨鬥的小農要獲得

政府相關補助經費較為困難，有何方式可解決此問題？王

場長表示政府補助對象多以產銷班為單位，鼓勵學員們盡

量能加入農會產銷班或是擴大經營規模等，對未來申請

政府相關資源將有所助益。場長期勉所有的學員，未來

都能真正投入農業生產行列，以提高臺灣的糧食自給率為

目標，一起努力、加油，並為此次的訓練班劃下圓滿的句

點。 【文/圖　石郁琴】

「農藝入門班」活動紀實
1新手

學「農藝」，

輕鬆
上手好容易～

泝102年度農藝入門班團體照
沴別怕！有我阿發助教在，一切搞定！

沊病蟲害防治課程學員現場操作

沝鍾瑞永副研究員講解農機操作

32

4

針對產銷班提供適合的蘆筍品種、生產栽培與分級包裝等

技術，使轄區產地如臺南市安定、將軍及雲林土庫等在農

會的努力下，將蘆筍發展成為地方特色產業，逐漸打開知

名度。

綠蘆筍生產受氣候影響甚鉅，利用設施栽培可在春、

夏、秋三季正常生產，穩定產量及品質，且二、三年生綠

蘆筍田可做產期調節，冬季也能生產，使得綠蘆筍在臺灣

一年12個月均可收穫，希望能逐年減少國外進口量。
本場今年度的農民學院訓練班，分別在有機農業班及

設施蔬菜班中，特別加入有機蘆筍及設施蘆筍栽培等課

程，並協助臺南市政府新農人計畫，培訓有意從事農業的

青年，為蘆筍產業投入新血。 【文/圖　陳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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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農藝入門班圓滿結束後，緊接著接棒的是園藝入門

班，相較於農藝班幾近百名的報名人數，園藝班亦是不遑

多讓，人數高達107名，錄取率不到3成，堪稱歷年來最困
難的1次。
本場王仕賢場長本身為園藝專家，開訓致詞不僅僅向

學員說明目前農業發展的政策與方向，更是大方分享自己

多年累積的農學經驗與知識，學員們亦了解「入寶山豈可

空手而回」的道理，紛紛把握住機會好好的向場長請教

一番，能夠以1小時的時間換取場長20年的功
力，C/P值超高，真是「賺很大」呀！學
員們也都相當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機會，甚

至有學員於報到途中喜獲麟兒也堅持要上

完當天課程才回去，這種求學精神怎不令人

感動與佩服，一定要給他連續按「讚」啦。

本梯次學員除了有部分是因嚮往田園生活

想要從農外，亦有

不少人是想從他行業轉農業者，儘管本身為高薪工作者，

但想到財富是拿自己健康換來的，怎麼算都划不來，因此

才會興起從農念頭。雖然每個人從農的原因不同，但共同

目標都是希望能在農業領域裡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實作課程是讓學員了解園藝最佳的途徑，學員們對於

植物繁殖的方式竟然有這麼多種而感到不可思議，將自

己扦插作品小心翼翼的捧在手中，滿懷期待的希望它未

來能越長越多；而在第1天課程所教的穴
盤育苗，親手播種的青江菜，就在第3天
課程結束時冒出嫩嫩的綠芽，這小小的

驚喜，讓學員從農信心倍增，頗有成就

感。學員期待這些幼嫩綠芽能健康長大

的心願，就如同農民學院培育農業新

尖兵，能越來越茁壯的道理一樣。

【文/圖　石郁琴】

只要你願意，「園藝」為你打開從農之路

本場協助阿里山茶山社區辦理「米穀粉加工研習」增
加
原鄉
產品多元性

茶山部落為農委會列入農村再生培根團隊實行重點之

一，本場自98年起積極進行稻米、雜糧、蔬果等栽培輔導
工作，近年來阿里山鄉茶山休閒農業永續發展協會在石春

美理事長的帶領下，採用當地純天然新鮮之食材，以純手

工製作成古早味的甘蔗糖、黑糖、苦茶油、醬筍以及咖啡

烘焙豆等產品，透過自產自銷方式販售，因品質好深受消

費者青睞，「好康逗秀報」，使得產品供不應求。該協會

有意嘗試農產多樣化加工生產，現階段以「米穀粉」系列

產品為發展重點，希望多元發展稻米產業，增加部落收

益，進而能提升部落居民之生

活品質，提升部落經濟，也是

農村再生發展的目的。

本場指派作物改良課陳曉菁

副研究員擔任講師，在本場加

工實驗工廠為社區成員進行研

習指導。此次研習教授米穀粉

之加工應用，課程內容包括說明米食的營養價值與正確的

健康觀念，如米飯易消化，吃飯其實不會發胖的認知，並

教導「米」的多元化應用，讓班員自己動手作，用簡易工

具即可做出米食製品，如米蛋捲、糙米鬆餅和米蛋糕等產

品，課程內容豐富且實用，班員們反應受益良多，也邀請

本場研究人員能再次赴阿里山茶山社區實地指導，冀能透

過再生計畫安排的研習課程，培養地區在地人才，與部落

產業文化結合，提昇社區產業價值，也開創產業新契機。 
【文/陳曉菁】

↑陳曉菁副研究員親自示範米蛋捲製作 ↑班員們開心地與「卡哇伊」的造型米 包合照

泝穴盤育苗介紹

沴張元聰副研究員示

範高壓繁殖

沊學員學習扦插繁殖

沝學員學習曳引機實

際操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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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農委會舉辦「全國施肥達人」選拔活動，在全
國9個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及香蕉研究所推薦的23位農友激
烈競爭中，雲嘉南地區由臺南市玉井區果樹產銷班第30班
吳清進班長及後壁區芳榮良質米產銷專區張沈勸女士脫穎

而出，榮獲「全國施肥達人」之殊榮，足見本場在積極推

動作物健康管理及合理化施肥的成效卓著。

張沈勸女士（水稻）

張沈勸女士，臺南市後壁

區人，今年75歲，務農超過
60年，在田間管理這區塊，
張女士真的很認真，施肥管

理非常正確，每次鄰田的農

民都會開玩笑說：「你們家的

肥料都省下來要賣給別人哦！」，

因為早期的稻田看起來很缺肥，但後期的稻米品質卻變得

很好，這種施肥理念也造就張女士成為芳榮稻米專業區試

種有機的第一位農民。在本場的輔導下，剛開始也很難適

應，做起來非常辛苦，後來慢慢的，從重視產量到品質提

升的觀念改變，也帶動八位農友一起來響應。

張女士在每期作水稻栽種前，皆會進行土壤採樣送至

改良場檢測，依土樣檢測結果作為水稻栽培施肥之參考，

掌握耕作土地的健康狀況，合理施用適當肥料，並配合正

確田間管理作業，適當水分管理及適時適量病蟲害防治，

避免過度使用肥料、農藥等整合性的田間管理，並配合產

銷履歷的栽培管理，使其生產之稻米擁有良好米質。100
年度本場輔導之水稻示範田區中，張女士之示範區表現最

佳，其合理化施肥區每公頃三要素肥料量較對照農民慣

用區減少26.5％，若與一般農民慣行量相比更可節省高達
76％之三要素肥料量，且產量較農民慣用區增加5.76％，
無形中每公頃產值增加近1萬2千元。
每次看到這位偉大的媽媽，真的很像是臺灣的阿信，

有著肯吃苦、認真、無怨無悔、堅持與不放棄的精神。芳

榮稻米專區今天能生產出優質的好米，幕後最重要的推

手，就是張沈勸女士。

恭賀吳清進先生、張沈勸女士獲選「全國施肥達人」!!
吳清進先生（果樹）

吳清進先生，臺南市玉井

區人，玉井區果樹產銷班第

30班班長，從小在山區跟隨
父親務農即開始接觸芒果。

果樹經濟效益大，然而山區

田間操作不便，加上一般農民

認為芒果隨隨便便種就有得收，

故臺南地區的芒果園一般施肥量不足，幾乎完全無法達到

推薦施肥用量。所謂合理化施肥是要配合不同生育期及生

長狀況，應施予合理的肥料量。吳班長經過多年的摸索，

認為「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

山區普遍土地貧瘠，加上施肥不足，應該要長期經營

土壤才對，當政府推動合理施肥，要求「減肥」時，他認

為山區芒果園應該不同，常說：「要給人家生，也要給人

家補」，這是「良性循環」的概念，於是吳班長在芒果採

果後，禮肥比別人多施2000公斤/公頃的有機肥以改善土
壤，化肥分基肥與追肥按時按量補足，落實合理化施肥工

作，施肥量是比別人多，但這也就是為什麼吳班長的芒果

產量無大小年之分，每年平均30公噸/公頃以上，是臺灣
芒果10年來平均產量9.5公噸/公頃的3倍以上，而且每年
選果率50％以上的原因。但吳班長並不是亂施，因山坡肥
力保持不易，每年除了進行土壤檢測分析以瞭解如何調整

肥料施用外，施肥量還是在推薦用量以內，同時配合有機

肥施用及深層施肥等技術，果園適度的草生栽培防止土壤

及肥力流失，兼顧土壤永續經營及生態環保概念，配合產

銷履歷的栽培管理，生產好吃、好看、安全並符合吉園圃

安全用藥規範的芒果。「穩產」是他恪遵合理施肥所得的

最大回報。

吳班長的精神感動了他的兒子，一個有理財顧問證照

的高薪銀行工作者，願意放棄穩定工作回來幫忙，吳班長

說這是他最值得欣慰的一件事了！

【文/圖　張錦興、石榆鳳、林經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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