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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保基主委傾聽青年農民心聲，鼓勵創新永續經營
面對台灣農業人力老化、斷層的困
境，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積極改善農業環
境，塑造農業經營者專業形象，讓青年願
意投入農業經營。上任後規劃並推動「青
年農民專案輔導」業務，協助青年返鄉從
農，結合休耕地活化措施、產業價值鏈建
立與創新，輔導青年農民逐步成為專業大
佃農，或成為創新且具規模之農產物流、 ↑陳保基主委聽取青農們介紹專案輔導 ↑陳主委及農委會張致盛處長(左1)、本
期間已開發的加工產品
場王仕賢場長(左3)、農金局許維文局
加工經營者。
長(左4)與青農們對談
陳保基主委於9月13日下午親臨林內鄉青年農民林尚蔚
的芋頭加工場，訪視輔導現況並傾聽青農意見。座談會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選出的「百大青年」，便是要作為復
由本場王仕賢場長主持，列席人員包括農委會輔導處張
甦臺灣農業的種子，藉由年輕人的創新力、創意替農業
致盛處長、農糧署李蒼郎署長及農業金融局許維文局長
做些改變並永續經營，農委會會全力協助青農解決現階
等，同屬本場轄內農產品加工類別的青農林尚蔚 (雲林林
段遇到的各種問題。
內)、張建豪 (雲林土庫)、李星辰 (雲林斗南)及侯兆峰 (嘉
農產加工產業從設施、設備的投資到農產原料的收
義朴子)，也與個案陪伴師許明仁顧問一同出席，4位青農
購，資金調度總是最迫切的難題，李星辰希望農政單位
現場展示一年多來的成果，並逐一介
能放寬貸款有總歸戶1000萬元上限的
紹各項產品讓主委及各位來賓了解及
規定，農金局許維文局長按照李星辰
試吃。林尚蔚及許明仁顧問依芋頭加
的經營概況建議兩個解決方向，並承
工動線流程逐一解說，讓大家了解芋
諾予以協助；張建豪及李星辰也反映
頭從採收收購、生鮮批發販售及加工
是否能針對「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的
處理的概況。
青農給予較長的還款期限，才能讓青
陳主委說，現今農村人力組成結
農能活得較輕鬆。
構面臨老化，一個產業若沒有年輕人
林尚蔚說芋頭產業從種植到採收
↑青年農民林尚蔚、
進入，產業就會慢慢消失。第一屆
無適用機械，有人力不足的困難，輔導處張致盛處長回
張建豪、李星辰及
應，開放外籍勞工投入農業，需要更謹慎且多層面的評
侯兆峰(左至右)向
陳主委及長官反映 估研議，王仕賢場長則表示，將在機械化技術研發及改
問題
進上全力協助，希望青農們一起思索，提供研究人員更
←林尚蔚及許明仁顧
多想法、點子。
問(右1)為陳主委及
李星辰陳述其從事農產加工業多年的心路歷程，陳主
李署長解說芋頭脫
委表示未來農委會將從「小型加工場合法化」做跨部會
皮機的運作流程
協調，著手解決當前困境。 【文/圖 盧子淵、方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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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農業加值 接軌國際
由經濟部、國防部、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共同主
辦的「2014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於9月18日
至21日在台北世貿展覽中心一館盛大展開！超過2,000項
發明、技術及專利，600家國內外發明人及廠商齊聚ㄧ
堂，超過1000個攤位。主辦單位規劃4大區，技術交易區
更精心規劃10多個主題專館，其中由農委會負責的「農業
館」設置於D區，以「農業加值接軌國際」為展示主軸，
分為「品種育成」、「安心安全」、「健康樂活」三大技
術展示區，共展出47項具有商品化潛力的研發成果，並舉
辦國際研討會、1對1媒合洽談及造勢活動等。
「農業館」於9月18日由農委會陳文德副主任委員蒞臨
開幕，陳副主委表示，農委會一直以來投入大量研發資
源，開發具有商品化潛力的產業創新關鍵技術，並且致力
1

2

泝陳文德副主委主持農業
館開幕典禮
沴王仕賢場長向陳副主委
介紹「夏南瓜新品種臺
南1～4號」
沊陳副主委視察「甜玉米
新品種臺南26號」
沝「品種育成」展區

3

於整合各試驗研究單位與產學研發能量，建立技術交易媒
合機制及展覽交易平台，希望加速本土優質農業創新科技
研發成果的商品化及產業化，提升臺灣農業競爭力、開拓
國際市場商機。
陳副主委於開幕後視察主題館3大技術展示區，逐一檢
視各項展示重點，瞭解各單位新近研發成果，更親切勉勵
現場同仁，提升研究人員士氣。陳副主委相當關心本場研
發成果，由王仕賢場長引領視察，並詳細解說本場參展項
目：夏南瓜新品種、甜玉米新品種及生物可分解包膜控釋
型肥料。
「夏南瓜新品種臺南1號、臺南2號、臺南3號、臺南4
號」，是臺灣首次在地育成、抗白粉病、短蔓矮性、極早
生，耐熱性佳之品種，不同果皮色可以選擇栽培，相當具
有產業價值。「甜玉米新品種臺南26
號」是有機農業的首選品種，抗倒伏
且耐逆境能力強，蟲害少，抗葉斑病
及銹病，每公頃產量達18,000∼22,000
公斤，較對照品種「華珍」增產20∼
30％，糖度達14∼16度。而「生物
可分解包膜控釋型肥料生產技術」
可客製化不同肥料以
因應作物需肥特性，
4
試驗結果顯示具增產
21％、省肥20％、省
人力等效果，能創造
農企業更高利潤。
【文/圖 江汶錦】

農委會 關懷青農 不間斷，
輔導處張致盛處長 訪 視 臺南區青年農民
輔導處張致盛處長繼陪同農委會陳保基主委9月13日訪
視雲林縣林內鄉青年農民林尚蔚等後，19日上午先於臺南
市後壁區「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主持「蘭花產業招募
式培訓班」結業式，下午隨即前往官田區、麻豆區訪視專
案輔導青年農民胡育旗及曾冠維，陪同人員有輔導處推廣
科郭坤峯科長、王勝平技士、本場副研究員盧子淵等。
第一站至官田區農會，邀請總幹事林正容先生、青農
胡育旗及農會推廣同仁一同座談，深化彼此互動，會談後
由胡育旗引導前往其水稻育苗場了解經營現況。71年次的
胡育旗曾當過電子業工程師，現在返鄉與堂弟全心投入農

業，協助由父親及叔叔共同創立的水稻育苗場，除參與育
苗場的運作外，目前也從事水稻栽培生產，收穫大部分再
投入育苗用稻種，少部分自家食用，未來希望擴大生產面
積，朝生產健康、安全的稻米供行銷販售用；另外在育苗
場營運閒暇期，育旗還經營奶奶留下的愛文芒果園，接受
專案輔導後也參加農民學院臺南場主辦的芒果栽培管理訓
練班，努力學習芒果栽培管理的相關技術，期望再增加收
益。現育苗場已逢水稻插秧後期，育苗機械已完成保養整
理等待下期作的到來。
胡育旗向處長及科長仔細介紹育苗場內作業流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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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果小蠹 現蹤 咖啡園注意加強防治
咖啡果小蠹為全世界咖
啡產區的重要害蟲，會對咖
啡果實造成嚴重的危害，臺
灣地區主要咖啡產區已普遍
發生，針對此蟲之防治，本
場建議應對此蟲有清楚的認
識，並加強防治管理，方能
減少被害，提高咖啡果實的
品質。
咖啡果小蠹屬鞘翅目、小
蠹蟲科，廣泛分布於近70餘個咖啡生產國。此蟲體型小，
雌成蟲約1.4∼1.6mm，主要危害樹上的果實。雌蟲於咖
啡臍部鑽入，於咖啡果實取食與產卵，卵孵化後的幼蟲持
續鑽食，導致受害果實喪失商品價值，幼蟲於果實內化蛹
及羽化。咖啡果小蠹僅雌蟲具有飛行能力，雄蟲翅退化
終生不離開咖啡果實。密度高時，可造成樹上果實嚴重的
被害，影響咖啡豆的良率及品質甚鉅。此外，採收後曬乾
的生豆，若含水量在12％以上，此蟲會於儲藏的生豆中繼
續蛀食為害。樹上的咖啡果實受害，且儲藏的生豆亦會受
害，是此蟲需密切注意防治的另一關鍵。

←受咖啡果小蠹為害的咖啡果實，
蛀孔及排泄物清楚可見

→咖啡果小蠹
的誘殺器

由於此蟲在果實中危害的習性，無法以藥劑進行防
治，誘殺是一種最有效的防治方法，且誘得的成蟲均為雌
蟲，可有效直接降低族群數量。本場於97年間即完成防治
咖啡果小蠹誘殺器之開發，並以專屬授權的方式委由振詠
興業有限公司進行量產，咖啡農可直接洽購進行咖啡果小
蠹之防治工作。此咖啡果小蠹誘殺器需置入1：1體積比甲
醇與乙醇，藉其揮發之氣味，可有效誘殺園內的咖啡果小
蠹密度，在低密度的咖啡園此誘殺器可進行密度監測，在
發生嚴重的咖啡園利用誘殺器進行全面懸掛，進行大量
誘殺的工作，可以有效降低咖啡果實的受
害，確保咖啡果實品質。
【文/圖 林明瑩】

張致盛處長接著至麻豆區農會，與李
育賢總幹事及推廣股陳麗年股長，針對輔
導在地青年農民組織未來努力方向交換意
見，離開農會後直接到青年農民曾冠維的
↑胡育旗(左2)在水稻育苗場與張致盛
農田。曾冠維及母親熱情訴說從農歷程，
處長、郭坤峯科長(右2、1)及本場
↑曾冠維(中)，向張致盛處長等人說明
自軍職退伍的冠維，投入農業生產經過三
盧子淵談論經營現況
溫室內的蘆筍栽培現況
年的摸索後，才選定蘆筍為主要栽培作
物，從完全的農業素人到如今能夠生產出優質的蘆筍，冠
備及未來經營方向。他表示育苗場年產量約16∼18萬片
(箱)秧苗，也因農委會積極推行休耕地活化措施的緣故，
維付出與投入的精神令人讚賞，包括到臺南場及臺中場參
秧苗需求量上升，供不應求，目前場房正預備改善動線以
加農民學院的專業課程。接受專案輔導後，在本場專家陳
讓中大型農機可以駛入操作，在人力缺乏的情況下節省更
水心先生及陪伴顧問師的協助下，從蘆筍栽培管理到採收
多的人力，且預備挑高屋頂使空氣對流更好，能提升秧苗
處理、包裝、行銷，一步步穩扎穩打，逐漸建立起自己的
品質，處長及科長等對此育苗產業經營層面，皆提供相關
經營模式。目前冠維已建立品牌，並取得吉園圃安全蔬果
意見供育旗參考。談到返鄉務農心得，他表示同鄉內的育
標章，對於未來經營方向也有了規劃，並與鄰近地區幾位
苗場大多維持現況或逐漸凋零，他們家則因父母及長輩安
青年農民籌設「禾作•無毒蔬果鋪」，希望在麻豆區及新
心於見到第二代的投入反而擴建，育旗九月初也獲選參與
營區以隔週擺攤的直銷方式，銷售健康、安全的農產品，
「臺泰農業合作─青年農民訓練計畫」增廣國際視野，提
近程目標是希望能夠增加設施種植面積。
昇經營能力。
【文/圖 盧子淵、方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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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作水稻嚴防瘤野螟發生危害
二期作為水稻瘤野螟好發季節，目前台南、嘉義
地區已出現危害現象，若未注意防範，可能影響水
稻生育，請農友加強注意田間狀況，及時做好防治
工作，以免蟲害嚴重發生，影響收成。
水稻瘤野螟又稱縱捲葉蟲、捲葉蟲、葉尾蟲。成
蛾產卵於水稻葉片上，每隻雌蛾可產卵100至300粒。
初孵化之幼蟲啃食嫩葉葉肉，形成細白線之食痕，
二齡後會將葉尖捲成筒狀，並藏匿其中，取食葉
肉，殘留長條白色斑紋。由於瘤野螟於抽穗後主要
危害劍葉葉片，因此對產量的影響不容忽視。
在瘤野螟防治上除了直接辨別危害狀，也需注意田間
成蛾密度，藥劑防治的基準如下：
(1) 平均每叢稻有1隻幼蟲時，便需進行防治。
(2) 水稻田若發現每平方公尺 (20叢稻) 平均有1隻成
蛾，即為成蛾發生盛期，於此時期7天後用藥，以防治甫

←瘤野螟危害徵狀

↓瘤

野螟成蛾

孵化之初齡幼蟲。防治上可施用
10％得芬諾可濕性粉劑1,000倍、75％
歐殺松可溶性粉劑1,500倍或2.8％賽洛寧乳劑2,000倍液。
後期用藥需注意安全採收期以防殘留過量，農友可參考
植物保護手冊進行施藥，若有防治上的問題可與本場研
究人員聯絡。
【文/圖 張淳淳】

山坡地農牧用地 檳榔廢園 轉作 輔導措施
檳榔為國際癌症研究總署 (IARC) 於2003年宣布第一級
人類致癌物，生產檳榔有害國人健康，並影響山坡地水土
保持，農委會籲請農民轉作，並提供輔導措施。
轉作作物需深根性，具水土保持功能，符合適地適作
原則，且業者願意契作收購。推薦轉作作物包括油茶、綠
竹筍、油柑、無患子，供菇類栽培介質之相思樹、楓香等
短期經濟林。
輔導對象：為山坡地合法農牧用地
種植檳榔辦理廢園轉作者，以土石流
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及敏感區為優先。

政府補助：每公頃補助15萬元，分3年撥付 (每年補助5
萬元)；倘轉作相思樹及楓香者，因產出獲利期較長，為
增加誘因，另由林務局提供造林補貼6∼10年，每年每公
頃3萬元。
申請程序：
坽申請時間：每年6∼7月 (103年延至9月30日)
夌申請地點：向土地所在地鄉 (鎮、市、區) 公所申辦。
奅每年實地勘查，以廢除檳榔為原則或於地面一定高度砍
除 (如80公分處)，每年至少廢除全部面積 (或株數) 之
1/3，轉作作物成活率達80％以上，核撥補助款。
預期效益：以轉作大果種油茶為例，每公頃
各油茶加工業名單
油茶子產量2,200公斤，檳榔轉作油茶每公頃淨
加工業者
連絡人
電
話
地
址
收益約15.7萬元。
089-230184
清亮農場
各油茶加工業者詳如左表。
台東市正氣北路148號
李奇軍
0952-815905
(有機)
詳情請洽農糧署各區分署、直
南投縣農會 吳連俊
049-2250089
南投市文昌路45號
轄市、縣政府或公所。
05-2621327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
梅山油茶
吳鎮森
0936-246698
617號
生產合作社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街
信義鄉農會
張勝日
049-2791949
29號
梅子夢工廠
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
金椿茶油工坊 陳有倫
0910-434171
石馬店18-3號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
古坑鄉農會 林孟賢
05-5821009
中山路50號
情形
油茶植株生長
04-26362111#217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福壽實業股份
劉建和
0919-095302
45號
有 限 公 司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