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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輔導處張處長致盛 訪 視 嘉義地區青年農民
臺南場轄下輔導的青年農民專案人數高達37位，
為了深入了解每個青年農民營農現況，農委會輔導
處張致盛處長、郭坤峯科長與王勝平技士，繼6月11
日南下雲林關心本場輔導的5位青年農民後，8月8日
再次南下與嘉義縣的青年農民見面，由王仕賢場長
及推廣課王裕權課長陪同前往，分別訪視大林鎮簡
坤志先生、朴子市侯兆峰先生與陳朋修先生，行程
中也特別安排拜訪青農所屬之在地農會，與總幹事
及推廣人員交流有關輔導青年農民之實務經驗。
當天中午並在本場朴子分場，與產業群聚青農黃
祈堯、蘇建鈞、王偉丞及陳清波舉辦座談，了解輔
導現況並針對這四位青農所經營的項目：青割/貯玉
米、硬質玉米價值鏈及大豆等整合所遭遇的困難及
問題，廣泛的交換意見，嘉義縣農業處林良懋處長
也趕到會議現場參與討論。張致盛處長期許產業群
聚的青農們能朝農企業的運作方向發展，並作為第
二屆專案輔導的標竿。
【文/圖 王裕權】

↑張致盛處長 (左前四)、
郭坤峯科長 (右二)、
王仕賢場長、林良懋
處長 (左二) 與產業
群聚青農合影
←現場訪視青年農民
陳朋修

青年農民 王致傑 紅龍果品質評鑑全國第一！
由本場專案輔導的青年農民王致傑先生，今年32
歲，投入務農第4年，於8月29日在農試所鳳山分所
舉辦的103年度「全國紅龍果品質評鑑會」拿下紅肉
組冠軍，甜度高達20幾度 (°Brix)，第二次參賽便從
來自全臺各地36組專業農民中脫穎而出。
王致傑表示，面對越來越多農民投入紅龍果栽種
的競爭市場，他所能做的只有繼續將自己的品質維
持在最好的狀態，保持品牌不受削價競爭影響，這
需要極努力的付出與對作物細心的觀察、照料才能 ↑王致傑 (右) 與農試所鳳山分所長
做到。除了直銷與宅配市場外，王致傑的紅龍果也
陳甘澍合影 (農試所鳳山分所提供)
依據果實等級行銷各類通路，以達最佳經營效果。
→王致傑獲獎之紅龍果 (王致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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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為農委會102年度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的百大青農之
一，王致傑的農場面積由當初接手時的6公頃增加至現今
約8公頃，紅肉紅龍果面積約7.5公頃，白肉品種僅佔0.5公
頃，目前已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認證，增加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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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食安信心，也是做好市場區隔，未來會朝有機栽培努
力。作為新世代的果農，王致傑不斷地在農業經營吸收新
知，從栽培技術到行銷管理，時時維持最佳狀態，面對挑
戰。
【文/盧子淵、方漢強】

發揮科技專長與新世代優勢
青年農民蘇建鈞為自己與農業尋找新契機
一股青年返鄉或回到土地上務農的暖流正在茁壯
近年來，青年農民返鄉務農打拚出好成績的報導時有
所見，替臺灣的農業注入希望。七年級生的青年農民蘇建
鈞，臺南善化出身，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學
系」，因為在大學時代有機會到美國參訪、學習，體會到
農業是一個國家的立基之本，而臺灣更是以農業起步發展
至今，後續的發酵讓他萌生務農的想法。加之有父親經營
的「台南善化雜糧生產合作社」背景影響，蘇建鈞畢業後
加入其行列，當起「大佃農」。

臺灣農業現況與青年返鄉面臨的挑戰
隨 著 臺 灣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Wo r l d Tr a d e
Organization，WTO)，與世界各國簽訂各項貿易協定，
特別是當前最大的世界市場－中國，必須互相開放部分農
產品進出口，進而劇烈影響了國內的農產品市場。
因應產業結構調整，政府推行農地休耕補貼政策，卻
讓有心的投資客購買農地行「假農民實領補助」，而真正
想從事農業的一般民眾卻很難購買或租賃農地。加上有心
人哄抬地價，青年農民要入手一塊土地進行耕作是最難的
起頭，新世代鳳梨青農楊宇帆曾於一場分享會上表示「農
夫沒有農地根本什麼事也不用玩」。即使以租賃方式解決
了土地問題，青年人投入農業不論是否具家族背景，「是
否延續傳統的農業經營模式」以及龐大繁雜的農業經營
學，才是最根本挑戰。除了農業有與自然為伍的本質，栽

種技術知識學海無涯外，管理、銷售上的經營之道，與當
地農夫、產業伙伴、客戶的互動，無疑更是社會學的歷
練，樣樣都要將現代農夫推向一個「全才」的角色。

新一代農民的優勢－不斷電地充實自己，結合大學
所學專長應用在農業經營上
除了「年輕」擁有的體力及時間成本是籌碼外，青年
農民其實擁有更多的優勢。蘇建鈞先生目前租賃兩公頃的
農地，從事水稻及有機雜糧的種植。對於作物的選擇，水
稻是華人世界的重要主食，不過在全球能源危機增加，
面對進口食物成本上升帶動對糧食自主率的影響 (臺灣目
前的糧食自給率僅31％∼32％)，以及食安問題的逐年增
加，除了投資眼光，也是承接心態與意願，讓青農蘇建鈞
投入有機雜糧種植，並透過網路以獲得更即時、更豐富的
第一手資料，有效解決問題。
大學念的是材料與光電，對電腦、程式設計與資訊管
理也有涉獵的蘇建鈞，自己規劃建立一套「行動雲端企業
規劃」APP，以掌握、集結即時的農地情資。同時運用社
群網路，與民眾建立關係，了解顧客的想法與需求，以掌
握市場脈動。青年農民擁有不同的領域背景，如建築、藝
術、資訊、管理…等，若能善加運用各種創意思維，則能
在經營、行銷上有新的活力，提昇農業產值。

確定自己的定位與方向，追求穩定的經營、獲利

蘇建鈞目前及未來將持續參加各種農產貿易相關學
程、企業專班，到各區
農改場上課吸收知識，
包含農產品加工這一類
的課程，不斷地充實自
己，期望能由一級產業
衍生、帶動二、三級產
業鏈，成為六級農業，
為自己與臺灣的農業加
值。
↑農委會輔導處王勝平技士 (中) 及本場盧子淵副研究員
【文/盧子淵、方漢強】
(左) 輔導蘇建鈞現場環境管理工作
←青年農民專案陪伴輔導師連大進先生 (左) 給予蘇建鈞
栽培管理技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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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安心～2014產銷履歷達人
為使社會大眾瞭解產銷履歷對食品安全之重要性，並
協助產銷履歷農產品經營業者展現專業能力，農委會推動
辦理「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透過達人對於照顧農產
品之甘苦談，讓消費者更瞭解從農場到餐桌的安心系統，
期盼藉由生產端的努力灌溉與消費端支持，共同營造健康
的產銷履歷新飲食生活，也更確保臺灣農業環境的永續經
營。
「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今年已邁入第4年，本次計
有58位參選，經過網路票選及評選會議選拔，評選委員依
產銷履歷成效及實際使用標章情形、產銷履歷農產品故事
性或話題性、對產銷履歷制度的瞭解程度、產品特色之表
述能力、網路票選名次..等，選出15名達人。本場轄區有6
位入選，農糧產品3位：王明杞 (麻豆文旦)、廖珮雅 (雲林
漢光蔬菜)、謝鵬程 (布袋水稻)。水產品：黃碧田 (北門白
蝦)、曾明村 (口湖文蛤)、陳連生、嚴竹英 (口湖鰻魚)。

謝鵬程 (嘉義縣布袋鎮蔬菜產銷班第6班)
～改變人生跑道的江山米
謝鵬程四年前放棄台北研發經理的工作，決定回鄉務
農，先從無化學農藥栽培做起，改善土壤，雖然產量不及
慣行的一半，但透過產銷履歷的驗證，提高產品的價值，
找尋通路，自產自銷，驗證增加消費者購買的信心，也能
獲得到比慣行更好的利潤。
有了產銷履歷的認證，2012年開始在台北希望廣場販
售，和消費者直接接觸了解需求，也認識多位的通路商，
並透過農民學院的介紹和賣場接觸，提供稻米給賣場販
售，增加收益。目前「江山米」的產量已可全年供貨，並
和產流通、吉甲地、黑貓探險隊等
通路商洽談上架事宜。

↑謝鵬程

治資材及用藥安全期的掌握，但產銷履歷是進入知名銷售
平台的基本條件，所以過程雖然辛苦，但卻是值得。
由於多年來實施產銷履歷，果園管理已有既定模式，
較先前更有規律。「杞果園」文旦柚和白柚生產過程均嚴
格遵循產銷履歷規範，在通過農藥殘留檢驗符合規定後才
進行採收，確保消費者食用安全。「杞果園」文旦柚和白
柚甜而多汁，每箱外包裝都會貼上產銷履歷標籤，內部附
上食用手冊，教
導消費者如何食
用和保存。

↑王明杞
→杞果園產銷履歷
頂級文旦

廖珮雅 (雲林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一年銷售四千萬的蔬果合作社
有鑑於臺灣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意識抬頭，及生產全程
管理與可溯源之農產品是未來的消費趨勢，加上農政單位
政策的訂定及推動，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當然是刻不容緩
的參加產銷履歷，目前有超過30種蔬菜品項通過驗證。
96年6月通過首批產銷履歷驗證，突破傳統，採行「小
農制的生產透過組織運作成為大農制的管理模式」，成立
產銷履歷管控中心，開啟農業生產管理資訊化。以電腦開
立「病蟲害防治處方籤」，由調配室配藥，並「宅急便」
送給農戶，可控管劑量並審核安全採收期，省藥又省錢，
永續、方便又安全。產品以「綠天使」、「心守菜」品牌
行銷於通路，生產過程全程管控，安全的用藥及合理化的
施肥，打造田間到餐桌可追溯的安全體系。

↑有產銷履歷的江山米

王明杞 (臺南市麻豆區果樹產銷班第3班)
～來自麻豆的文旦品質保證
王明杞因政府輔導而投入產銷履歷的行列，加入後較
複雜的是安全用藥的操作，例如未列入柑橘植保手冊的防

↑廖珮雅

↑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心守菜」、
「綠天使」品牌產品

【文/圖 陳勵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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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營文旦真的「A嬴」～103年下營區優質文旦評鑑競賽活動
為推廣下營區文旦，下營區農會於8月22日
舉辦103年度下營區優質文旦評鑑競賽，共吸
引52位農友參加，並邀請嘉義大學呂明雄、李
堂察教授及本場張汶肇副研究員擔任評審。
下營區擁有與麻豆區相同的弱鹼性土壤與
灌溉水源，適合文旦栽培。近年來農會大力輔
導，建立「A嬴」品牌，至今已成立5個產銷
班，班員數達237人，種植面積約100公頃。本
場結合栽培技術、植物保護及
土壤肥料專家們，和學校教
授及農政單位共同指導，
以提升該區農友栽培管理
技術。同時為提升品質，
文旦產銷班已有半數以上
通過吉園圃認證標章，未來
2
也將繼續努力朝向全區皆通過認
證，以確保消費者對下營區文旦的信心。
競賽結果由陳清田先生榮獲特優獎殊榮，陳清田擔任
產銷班班長，栽培文旦僅8年資歷，已連三年獲得競賽前
三名，生產出來的文旦肉質彈牙，口味甜中蘊含微酸，
多吃而不膩，果肉入喉回甘，讓人唇齒留香，品質有口
皆碑。特等獎由陳寶忠、楊明輝及謝李金猜獲得，優等
獎由郭秀英、馮郁文、曾河南、曾文仁及陳新春獲得，

1

泝三位評審呂明雄、李堂察教授及
本場張汶肇副研究員仔細評比各
組參賽文旦
沴王場長頒發特優獎給陳清田班長
沊陳清田班長獲得特優獎文旦，外
觀佳口感優
沝嘉義大學劉黃碧圓老師現場示範
文旦果醬的製作
3

4

良等獎由陳福忠、謝瑞賢、陳忠和、林福田、陳國益、王
錦秀及陳曾美蘭獲得。
評鑑競賽當天還有「103國產農產品創新再利用-下營文
旦果醬製作」教學活動，由嘉義大學劉黃碧圓老師現場示
範，所製作出的文旦果醬，獨特的酸甜風味可沾麵包可入
菜，吸引不少媽媽們前來觀摩學習。
【文/圖 李瑩姿】

水稻白葉枯病發生適期，注意病害防治
雲嘉南地區水稻生長達分蘗盛期至孕穗期，田間密度
農友應注意合理化施肥，避免偏施氮肥以強健植株增
高不易通風，加上近來午後雷陣雨頻繁濕度高，極適合水
加抗病性外，避免清晨露水未乾前行走於已發病之稻株
稻白葉枯病發生，請農友注意白葉枯病
間也是相當重要的，施肥或噴藥工作建
之防治工作，避免病害滋生危害，造成
議儘可能於下午進行。白葉枯病之防治
損失。
藥劑可選用下列之一進行防治：14％嘉
水稻白葉枯病的病原細菌可由水孔
賜克枯爛可濕性粉劑1,500倍 (安全採收期
或傷口侵入，常在葉片邊緣形成波浪狀
14天)、33％克枯三賽唑可濕性粉劑1,000
病斑，隨著葉脈往下蔓延，在葉脈兩側
倍 (安全採收期35天)、10％克枯爛可濕性
形成黃化病斑；另有一種病徵表現在葉
粉劑1000倍 (安全採收期15天)、10％鏈四
片上，病斑初呈暗綠色水浸狀小斑，很
環黴素可溶性粉劑1,000倍，每7到10天施
快在葉脈間擴展為暗綠色至黃褐色的細
藥一次，連續三次，並持續留意發病情
條斑，嚴重時條斑融合成不規則形黃褐
況。亦可提前施用6％撲殺熱粒劑，誘導
色至枯白病斑，對光看可見許多半透明
水稻產生抗病性，撒藥時，稻田內應保
條斑。露水未乾時，細菌會溢泌在葉緣
持3∼5公分水深，維持4∼5天。若有防
水孔形成菌泥，隨人員走動或雨水而傳
治上的問題可與本場研究人員聯絡。
播。在第二期作高溫環境下，偶而會發生 ↑白葉枯病沿葉緣發展成波浪狀
【文/圖 林國詞】
灰白色條斑
白葉枯病急速萎凋型病徵，更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