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30日 (星
期六) 共同舉辦「2013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7屆種苗節活
動」，今年為兩機關第3度合作辦理開放日活動，以寓教
於樂的方式來呈現研究成果，內容豐富多元，種苗節活動

也因去年辦理成效良好而再度加入，因此陣容更堅強、

活動內容更精彩。30日當天湧入大批參觀民眾，估計約
9,840人次，再次創新遷場以來的新紀錄，盛況空前！
當天一大早雖有寒意，但天公作美、冬陽和暖，正是

親子出遊好日子，上午9時起參觀人車便絡繹不絕地湧入
場區，農委會公關科亦率領北部農業記者團1行17人南下
參訪。10時在畜試所舉行活動開幕式，由農委會王政騰副
主委主持，臺南市顏純佐副市長等長官也蒞場致詞。

■ 2013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7屆種苗節活動參觀人潮近萬人
■ 「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研討會」推廣新思維與應用技術

■ 食在安心，2013臺南胡麻產業文化季「油」「購」夯
■ 申領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提高至15年
■ 103年活化休耕地替代作物增加5項
■ 103年起公糧收購限收28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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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人潮
近萬人

2013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7屆種苗節活動
11時30分長官們移師到本場

行政大樓前舞台，參加「第17屆種
苗節」開幕典禮。今年農委會胡興

華、王政騰、陳文德3位副主委同時聯袂出席種苗節開
幕，實屬難得。在台灣種苗協會施辰東理事長開場後，分

別邀請黃偉哲立委、胡興華副主委、臺南市農業局許漢卿

局長上台致詞，其他蒞場的貴賓有種苗改良繁殖場楊佐琦

場長、嘉義縣農業處林良懋處長等，現場大官雲集。

今年種苗節主題為「十字花科蔬菜」，採用包含根、

莖、葉及花等四類十字花科蔬菜約16種作物，排成3米×4
米的臺灣地圖做展示，除標示蔬菜名稱外，並註明每種蔬

菜的營養價值，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種苗相關展示包括

蔬果花藝設計插花展示、植物防檢疫展示、世界蔬菜中心

展示、種苗資材展示、種苗常識有獎徵答等。展示、種苗資材展示、種苗常識有獎徵答等。

↑活動的3位主人：本場王仕賢場長、畜試所
黃英豪所長、台灣種苗協會施辰東理事長

↑農委會王政騰　

副主委開幕致詞
↑黃偉哲立委出席

種苗節開幕典禮

↑農委會胡興華副主委在種苗節

開幕典禮勉勵種苗從業人員↓王場長及綠屋頂協會盧晞宏理事

向胡興華副主委介紹綠牆系統 ↓陳文德副主委(右)參觀亞蔬中心
攤位。亞蔬連續2年參展，皆以
新奇特殊品種吸引民眾目光

↓應用滴灌節水設施

栽培的百香果棚架

↓以16種蔬果組成的台灣地
圖是民眾必拍的景點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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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成果展示包括：黃金廊道、農業生產專區、活化

休耕地作物、滴灌節水設施栽培、作物健康管理成果、良

質米成果展示品嚐、有機農業及吉園圃推動成果、土壤速

測及合理化施肥、病蟲害診斷鑑定、新型農機具及花海

景觀等。「蔬菜育種平台成果展示」，在田間實物展示3
類蔬菜作物 (番茄60品系、甘藍28品系與小胡瓜32品系)。
「花卉研發成果」展示我國農業機構及學校花卉之育種及

栽培技術改進成果，包括新品種文心蘭、火鶴花、粗肋

草、星辰花、彩色海芋等，展現花卉研發實力。「立體綠

化展示」現場可看到三種不同的綠牆系統，並有專人解

說。

優質安全農特產品業者及米食推廣熱食區，計85個單
位參與展售，方便消費者採買。農業DIY教學開辦「米粿
條DIY」課程3場。
本場出版品第一次配合開放日設攤開賣，小小的一個

攤位10點前就賣到翻，員工補書補到手軟。上班日統計賣
書成果，居然有151張訂單、26,440元，1天的業績是去年
全年營業額的26％，足見本場出版品內容實用、製作精
美，深受民眾喜愛。

今年開放日活動提供了民眾一個農業知識與休閒體驗

兼具的豐富之旅，讓民眾有吃、有玩、又有拿，大家不論

手上、精神上、知識上都是滿載而歸。

32

說。

泝洋桔梗花卉溫室開放參觀

沴米粿條DIY由陳曉菁副研究員示範教學
沊向日葵花海前的美美照是一定要的啦！

沝白色文心蘭花樹吸引民眾駐足欣賞

1 4

推廣都市綠美化新思維與應用技術
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29日共同舉辦「都市

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研討會」，約248位政府機關人員、農
民、種苗業者及民眾參加，會場座無虛席，還在餐廳另闢

第2會場。臺南市議會賴美惠議長、臺中區農改場張致盛
場長及台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李有田理事長也應邀致

詞。

研討會開始前，本場安排今(102)年雲嘉南地區獲得
「十大績優產銷班」及優良產銷班得獎者頒獎，與南化果

樹產銷班第20班GLOBALGAP授證，以表達對得獎人員
或團體的表揚與敬意。

近年來垂直農場或窗戶農場在歐美地區快速流行，也

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技術。不論是植生牆或是綠屋頂，植物

是最重要的元素，種苗更是這項產業的基礎，為了推廣都

市綠美化，此次研討會除了綠屋頂及植生牆的現況介紹

「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研討會」 外，更著重於植物種苗，包括可應用的新種類觀賞植物、

灌溉給水的新技術及銷售推廣情形，期能對都市綠美化產

業提供不一樣的看法及思維，使這項產業更進步，我們的

生活環境更舒適美觀。

議程分為三項主題進行：第一階段的專題報告，邀請

臺灣大學張育森教授演講「都市綠美化與種苗生產的發展

趨勢」及台灣綠屋頂暨立體綠化協會李有田理事長報告

「綠屋頂暨立體綠化技術之發展」。第二階段「都市綠美

化種苗生產及管理」主題，邀請屏東科技大學陳光堯教授

報告「立體栽培水份管理與應用」、穗耕種苗公司林壽如

執行長報告「推行綠美化種苗宅配」及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陳俊仁助理研究員報告「新興綠美化花卉品種之研發」。

第三階段「都市綠美化技術應用」主題，邀請珍寶蘭園陳

易聖經理報告「如何使用蘭花美化您的家園」、台灣綠屋

頂暨立體綠化協會江育賢副祕書長報告「綠屋頂的功能及

技術概論」及農友種苗公司陳信安技師報告「花壇植物於

社區綠美化之推廣應用」。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研討會開幕式由王仕賢場長主持 ↑十大績優產銷班受獎人合影 ↑優良產銷班受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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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活化休耕地替代作物增加5項

農糧署為加強推動復耕農地種植進口替代作物，除本

年度已推廣之進口替代、外銷潛力等作物種類外，已選

定國內需求量大且依賴進口供應之胡麻、薏苡、仙草、

油茶及大宗商用茶等5項，列入明 (103) 年計畫推廣之進
口替代作物，輔導農民以契作方式生產。新增進口替代

作物契作補貼標準如下：

一、胡麻、仙草及薏苡等3項，每期作每公頃補貼2.4萬
元。

二、油茶及大宗商用茶等2項，新植前3年每期作每公頃
補貼4.5萬元，第4年全年每公頃4.5萬元，以輔導4
年為限。 【資料來源/農糧署】

全臺每年胡麻栽種面積約1500公頃，臺南是最主要栽
植區，每年盛產1100公噸的胡麻，以黑胡麻為主，佔全臺
9成，善化、安定及西港區農會更是極力推廣，為貫徹在
地生產優良農產品，更與農民契作，農會自營、製作胡麻

油精品，健康美味看得見。藉由此次活動開放民眾參觀現

場榨油，麻油香味瀰漫在空氣中，陣陣撲鼻而來，使得國

產胡麻油購買量暴增3倍多。
活動現場提供芝麻米蛋捲DIY活動，以及本場育成臺南

14、15、16號米、米穀粉和造型米 包之展示，並提供米

包佐芝麻醬和糙米鬆餅等推廣品評，將國產黑芝麻研製

成醬並搭配米吐司麵包，充分利用在地的芝麻食材。本

場以臺南14號研磨成粉，創新製成糙米鬆餅，入口外酥脆
內鬆軟，既健康又可口，品嚐過後，民眾豎起大拇指說

「讚」。另外也用臺南14號煮成鹹粥或甜品，此品種為低
直鏈澱粉的糙米，烹煮前免浸泡，即可直接煮成飯，米飯

軟粘且彈性佳，而烹調後的粥品糊化成米糊狀，好吃又順

口，「臺南14號」麻油糙米粥，獲得農會家政班人員、與
會貴賓以及參觀民眾的肯定。

【文/圖　陳曉菁、呂奇峰、陳榮坤】

國內掀起食油危機，讓許多民眾

「食」在不安心，臺南市政府為了使更

多民眾能深入瞭解在地產業和農特產品，

於11月份在胡麻產區舉行3場「2013臺南市胡麻產業文化
季」活動，本場亦配合展出新品種稻米及米麵包產品，推

廣本土米食文化。

第1場於11月9、10日在臺南市善化區農會登場，由臺
南市農業局長許漢卿、善化區區長李皇興、農會總幹事洪

錦秀、立法委員黃偉哲、葉宜津以及本場場長王仕賢等多

位貴賓揭開序幕，而市長賴清德也特別在活動第二天出

席，代言宣傳臺南在地胡麻。第2場於11月16日由安定區
農會在臺南市大東夜市舉辦，邀請賴清德市長、陳亭妃立

法委員、安定區朱棟區長、本場王仕賢場長及農業局許漢

卿局長等人，共同為活動剪綵。第3場於11月23、24日在
西港區農會後營倉庫舉辦。

↑現場芝麻米香蛋捲DIY

農 政 措 施

農糧署為加強推動復耕農地種植進口替代作物，除本

農

↑現場芝麻米香蛋捲DIY

103年活化休耕地替代作物增加5項

申領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提高至15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報的「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

例」第3條修正草案，經行政院院會討論通過，將申領
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由6個月提高至15年，與勞保領取
老年年金給付之年資相同。此項修法將可落實老農津貼

係為照顧長期從事農業工作者之立法目的，並解決短暫

從事農業者即得輕易請領到老農津貼的不合理現象。此

次修法的重點內容包含：

一、調整申領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及漁會甲類會員年

資，由現行之6個月提高為15年。
二、修法調整前，已領取老農津貼之67萬名老農，完全

不受提高年資影響。

三、修法調整前，已加入農保者，於65歲時，農保年
資累計達6個月未滿15年者，先領取半額津貼3,500
元，俟其年資達15年，即發放全額津貼7,000元。

四、須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3年內每年都居住國
內超過183日者，始得領老農津貼。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食」在不安心，臺南市政府為了使更

多民眾能深入瞭解在地產業和農特產品，

食在安
心
2013臺南胡麻產業文化季 「油」「購」夯

↑現場製
作芝麻米

麵包提供

品嚐，大
家都說「

讚」！

↑王場長、安定區農會王總幹事

及安定區長共煮麻油糙米粥

(胡麻油+臺南14號糙米)

↑民眾熱烈品嚐臺南場

米 包及糙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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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署日前邀集眾專家學者審慎評選，共選出28個優
良水稻推廣品種，推薦農民種植，期以「種好米，賣好

價」來增加農民收益。同時也規定明(103)年度起，農民
必須種植公告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非再生稻或落粒栽培

者，所收穫的稻穀才能繳交公糧，以全面提升公糧稻米品

質。

103年度所選出的28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分別有18個
稻品種、2個一般食用秈稻品種、3個加工用秈稻品種及

5個糯稻品種(右表)。其中本場有臺 2號、臺 8號、臺南
11號、臺 糯1號及臺 糯3號，共計5個水稻品種入選。
臺 2號具有高產、米質優良及抗多種病蟲害特性，故

許多有機栽培水稻品種常採用此品種。臺 2號也曾獲第
二及第三屆全國米質競賽總冠軍，多次入選十大經典好

米。臺 8號具有抗倒伏性良好、高產、米質優良等優良
特性，也曾多次入選十大經典好米。臺南11號具有抗倒伏
性佳、高產及米質優良等特點，曾多次榮獲十大經典好米

之殊榮。近年來由於栽培面積過大及農民過量施用氮肥等

問題，導致抗稻熱病特性逐漸衰退，栽培時須特別注意。

臺 糯1號為早熟糯稻品種，具有高產、耐倒伏、早熟及
米質優良，粘彈性佳等特性，可作為麻糬加工的材料，適

合嘉雲南地區栽培，尤其是臺南市官田等地區一帶常於第

一期作種植，收穫後再進行菱角栽培。臺 糯3號為中晚
熟糯稻品種，具有抗倒伏性佳、產量穩定及米質優良等特

性，可作為肉粽及紅龜粿之材料，也是目前全臺灣栽培面

積最廣的 糯水稻品種。

另外，嘉雲南各縣市政府也選出適合當地的水稻主力

推廣品種，例如：雲林縣有臺 9號、臺 16號及臺農71
號，嘉義縣有臺 9號、臺 16號、臺中192號及臺南11
號，臺南市有臺農71號、臺南11號、臺東30號、高雄145
號及臺 糯1號等主力推廣品種；臺南市善化地區也有部
分農民種植臺中秈糯2號。上述各優良水稻推薦品種皆適
宜本場轄區內種植。各縣市政府亦可將適合當地環境之優

良水稻推廣品種，納入良種繁殖體系，提供農民種植高純

度的優良水稻推薦種。

農友種植優良水稻推廣品種，除了需適地適種外，仍

必需配合良好的田間栽培管理技術，依照病蟲害預測情報

及田間實際發生情形予以適期防治，如此才能生產出高品

質的稻米，獲得最佳的收益。 
【文/呂奇峰】

103年起公糧收購限收28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
品　　種 適　　栽　　區

一般食用 稻品種

1 臺 2號 全臺第1、2期
2 臺 8號 全臺第1、2期
3 臺 9號 全臺第1、2期

4 臺 14號
全臺第1、2期作，另雲林以南第1
期作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5 臺 16號 全臺第1、2期作
6 桃園3號 臺中以北第1、2期作

7 臺農71號
全臺第1期作 (特別適合於臺南 (含) 
以南地區種植) 及全臺第2期作

8 臺農77號 西部地區第1、2期作
9 臺中192號 全臺第1、2期作

10 臺南11號
適苗栗 (含) 以南及花東地區第1、2
期作

11 高雄139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12 高雄145號 全臺第1、2期作

13 高雄146號
高屏地區 (早熟，植株遇雨易倒伏，
應留意田間管理)

14 高雄147號 臺中以南第1、2期作
15 花蓮21號 全臺第1、2期作

16 臺東30號
全臺第1期作及嘉義、臺南、花
蓮、臺東第2期作

17 臺東33號 全臺第1、2期作

18 越光
全臺第1、2期作，惟屬早熟品種，
需視適合區域種植

一般食用秈稻品種

1 臺中秈10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農秈22號 全臺第1期作
加工用秈稻品種

1 臺農秈14號 雲林、嘉義、臺南地區第1、2期作

2 臺中秈17號
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地區第1、
2期作

3 高雄秈7號 南部地區第1、2期作
糯稻品種

1 臺農糯73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 糯1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3 臺 糯3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4 臺東糯31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5 臺中秈糯2號 全臺第1、2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