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農糧署於10月3∼5日在臺北圓山花博
爭艷館，辦理「鮮享在地．農騰臺灣2014農

產品特展」，提倡享用在地食材、地

產地消之概念，鼓勵消費者支持臺

灣在地優質農產品。農委會

所屬試驗改良場所亦參與展出近年

來研究發展成果，呈現科技性與生活化的農業新技術。

今 (103) 年舉辦之「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首次
結合品種及產地概念，選拔出8組「名米產地冠
軍」，亦於4日上午在本活動現場進行頒獎，由
農委會陳主委親自表揚，肯定農民優異成果。

活動規劃了十大主題區，包含「農

科生活萬花筒」、「臺灣第一讚-好識
多多」、「地方特色區」、「有機生

活」、「臺灣好米-幸福抱稻」、「幸
福來找臺灣茶」、「來自Taiwan 的Mr. 
Café」、「健康新選擇-臺灣優糧」、
「安全美味臺灣-農產加工」、「花現臺
灣」等。另設「農林漁畜產品展售區」

及「DIY互動體驗區」，現場邀請來自
全國各地具驗證、優質或曾獲獎的農民或農民團體設攤展售，與消費者交流，

並提供試吃品嚐、好康優惠，展售品項包含農、林、漁、畜等產品，攤位多達

141攤，種類豐富且多元，一次呈現美味、優質、安全、健康之臺灣幸福版圖。
本場在「農科生活萬花筒」主題館展出5項技術：低熱量牛蒡加工製作 (牛蒡

參)、國產玉米加工產品新用途、蒜黃居家生產技術、落花生芽菜生產技術、蚯
蚓－化腐朽為神

奇，吸引廣大參

觀者的駐足與詢

問。

■ 鮮享在地．農騰臺灣～本場展出5項農業技術
■ 陳文德副主委關心育苗場，鼓勵產業再升級
■ 本場召開首場黃金廊道園藝作物設施內高效節水系統成果觀摩會
■ 斗六市農會慶百年
■ 花現幸福鶴牽手～異業結盟婚紗秀，展現臺灣火鶴花新氣象
■ 食在好南人，南科挺在地農業～推廣在地有機及區域特色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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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享在地．農騰臺灣～本場展出5項農業技術

↑謝明憲副研究員向消費者介紹

蒜黃居家生產技術

↓陳國憲助理研究員說明落花生

芽菜新功能

【文/圖　黃瑞彰】

↑本場牛蒡蔘產品 ↑本場新開發國產玉米加工品 ↑小朋友尋找環保長工―蚯蚓

陳保基主委與

貴賓共同為活

動揭幕

陳主委參觀

無米樂冠軍米



中華民國103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21期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與科技處盧虎生處長10月18日特
別南下嘉義縣，分別訪視勇壯及育家

兩家蔬菜嫁接育苗場，了解兩位從大

宗蔬菜自動化育苗場經過近20年的輔
導、運轉後，轉型成為專業蔬菜嫁接

育苗場的農民，如今面臨嫁接育苗產

業再升級中所遭遇的困難。

勇壯育苗場黃仲毅除表達育苗場長

期的缺工問題外，也針對瓜類、茄果

類嫁接苗砧木抗耐病種苗、種原及品

質等問題與陳副主委廣泛交換意見。

育家育苗場呂育家介紹該場嫁接癒合室等提昇育苗品質的

設備，同時針對國產自動嫁接機效益

進行討論，盧虎生處長也建議適當導

入異業結合可以提升機械的效率及精

度。陳副主委指示本場可以進行評估

抗耐病蟲品種系砧木的試作，及導入

「亞蔬-世界蔬菜中心」種原，也期許
嫁接專業育苗場遠程目標可以思考海

外市場布局的可行性。

【文/圖　王裕權】

陳文德副主委關心育苗場，鼓勵 產業再升級

↑勇壯育苗場黃仲毅向陳副主委說明

客製化番茄嫁接苗情形

農委會在雲、彰地區高鐵沿線左右各1.5
公里範圍內的農業用地，推行「黃金廊道

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本方案重點輔

導項目之一為推動節水節能設施農業，目

的為強化地方現有設施，推廣園藝作物 (蔬
果、花卉) 節水節肥灌溉系統，輔導農民興
建現代化節水溫網室，調節用水模式，提

升用水效率，配合節肥灌溉系統，發展精準用水、

用肥的節水、節肥農業生產模式。

本場為讓民眾明瞭節水灌溉栽培，特別在虎尾地區設

置示範園區，利用現有設施進行滴灌給水生產小果番茄、

洋桔梗及短期葉菜，並於10月3日召開觀摩會，讓民眾現
場參觀利用滴灌方法栽培短期葉菜 (蕹菜、不結球白菜
及芥藍菜)，藉此瞭解滴灌節水栽培操作，近百位農民參
加，反應熱烈。

觀摩會由王仕賢場長與林景堂總幹事共同主持，王場

長表示近年基於提升果實良品率及省工操作需求，採用節

水滴灌已逐年顯著增多，特別是虎尾鎮已有十年以上節水

滴灌設備及技術經驗，顯示滴灌栽培的可行性及穩定性。

隨後由謝明憲站長講解設施果菜滴灌節水栽培之應

用，及灌溉調控設施及末端管路灌溉系統補助措施。只

要是位於黃金廊道區域皆可申請「園藝作物節水節肥灌

溉系統」補助，灌溉系統設施補助額度調高至設置費用之

70％。
劉依昌助理研究員說明示範區短期葉菜栽培管理。從

種植到採收，蕹菜使用2,582立方米/公頃，不結球白菜使
用1,905立方米/公頃，顯示滴灌較淹灌節省用水26.2％。
芥藍菜在相同用水量下 (800立方米/公頃)，滴灌田區生長
良好，淹灌田區有發生畦面龜裂、吸水不足現象，導致部

分畦面缺株，顯示滴灌不僅可減少用水，並可均勻給水，

避免植株生長不一情形發生。最後鄭欣奇農友以自身經

驗，說明滴灌節水栽培的優點，可充份運用在設施生產。 
【文/圖　劉依昌、黃鵬戎】

本場召開首場黃金廊道園藝作物設施內 高效節水系統成果觀摩會

↑不結球白菜利用滴灌 
栽培生長情形良好

↑芥藍菜滴灌栽培生長情形良好(右)，淹灌栽
培有吸水不足現象，導致局部未發芽(左)

斗六市農會慶百年
雲林縣斗六市農

會於10月25日舉辦
100歲生日與存款突
破100億慶祝活動，
踩街隊伍由理事長

簡令木、常務監事呂明義、

總幹事張杰欽，帶領所有員

工彩裝參與，再加上祥獅、電音三太子及聞名遐邇的斗六

市溪洲社區森巴舞、鼓陣表演，還有斗六文旦、茂谷柑、

絲瓜等農產品花車，慶壽切蛋糕、米食品嚐等，整個活動

熱鬧、精彩。農委會主委陳保基也蒞臨參與，並期許斗六

市農會百年老店繼續秉持著熱忱服務、創新進步的理念，

為地方再造繁榮與奇蹟。

↑陳保基主委(右三)蒞臨斗六
市農會百歲慶祝活動

【圖/斗六市農會張季帆】



中華民國103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21期

臺灣火鶴花產業發展協會於9月26日在臺南柳營江南渡
假村，與婚紗產業合作辦理「花現幸福鶴牽手」婚紗秀，

邀請產官學各界人員參加，農糧署南區分署陳俊言分署

長、六甲區公所蔡秀琴區長、農糧署黃耀昆技正、郭璦榛

技士，及本場楊藹華課長及張元聰副研究員等皆到場共襄

盛舉，商榮實業、福揚公司，及紅鉅公司等外銷貿易商亦

到場給予支持。

專題演講由臺灣區花卉輸出同業公會楊淑玲總幹事，

針對目前臺灣火鶴花外銷市場進行分析，並分享近年至國

外參展之心得；臺北花卉產銷公司企劃課陳根旺課長則解

析國內火鶴花市場行銷，說明國內消費市場之需求。

花藝老師謝麗錚以國產火鶴花為主題，進行花藝設計

教學，現場並展示各種火鶴花藝術設計作品，火鶴花產業

協會則以「火、鶴兩府聯姻」舉辦婚紗走秀，打造一場無

與倫比的視覺饗宴，透過花藝老師發揮巧思，以火鶴花為

主題，在婚紗模特兒身上妝飾利用火鶴的切花、花苞、花

序及切葉等植材，編織成頭飾、手環、項鍊、手提包及捧

花等，宣傳效果十足，吸睛程度一流！

異業結盟婚紗秀，展現臺灣火鶴花新氣象

↑展場呼應婚紗走秀主題，佈置出

「待嫁女兒心」的氛圍

↑紅酒瓶繫上花藝設計品，別有

一番風味，整體質感加分許多

花現幸福 鶴 牽手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於

10月8日假南科商場Park17辦理
「在地有機及區域特色農特產品

推廣活動」及「食在好南人-支
持在地食材共同合作意願書宣示

活動」，南科管理局並邀請在

地附近農會及農場經營者共襄盛

舉，包括西港區農會、安定區

農會、新市區農會、善化區農會、麻豆區農會、

永康區農會、將軍區農會、盈緯食品有限公

司、巨農有機農場、台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

協會、財團法人台南市創新技術服務基金會、福

田蕈園生技有限公司、大埔有機農場、興宏果園、

迦南地有機農場、友善大地社會企業、奇美農場..等單
位，均配合此次推廣展示售活動，大力宣傳自家優良、

精緻、新鮮之農特產品。

南科管理局陳俊偉局長表示，為促進園區廠商與在地

農業經營業者彼此合作，共同以推廣健康無毒農產，促

進南科園區與鄰近農產單位契作購買，以達到減碳、照

顧南科企業員工健康、繁榮在地農業及友善土地，並希

望園區廠商的團膳，多加考慮使用在地食材，讓彼此間

的契約採購量逐漸放大。本場也協

助南科管理局調查周圍鄰近鄉鎮有機

經營業者產量與產能，由管理局提供園區

廠商參考，另本場也隨時提供有機經營業者栽培技術上

的輔導，期能在地產地銷盡一份心力。

簽署活動由廠商代表台積電、群創光電、台灣凸版、

台灣康寧、住華科技、周氏蝦捲、同業公會，與農業代

表臺南市農業局、成功大學、遠東科大、春天農場、友

善大地、奇美農場、火龍果產銷班等，共同簽署支持在

地食材共同合作意願書，宣示支持在地食材。

【文/圖　陳勵勤】

　 在好南人，南科挺在地農業～推廣在地有機及區域特色農特產品

【文/圖　王美琴】

↑婚紗模特兒與花藝老師、協會理事長

及長官合影

食
←食在好南人-支持在地食材共同合作意願書
↓簽署後廠商代表與農業代表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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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本場　　　　　粉絲團＋　　　　  影音分享

為了將正確、實用的農業知識、訊息、活動動態迅速傳達給網友，本場

於103年2月6日成立臉書粉絲團，一開張即獲得網友熱情支持，至3月初短
短1個月內，粉絲人數便破千，10月26日更突破2千人次大關，感謝農友及
大眾對本場的信任與愛護，更歡迎舊雨新知持續支持並協助宣傳引薦。

時間：103年12月4～5日 (星期四、五)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畜產試驗所

日期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12/4
10:00-11:30 臺荷示範溫室

開幕活動
臺南農改場

13:30-16:00 荷蘭溫室科技
研討會

臺南農改場

12/5 09:30-17:00 臺荷農業科技
研討會

畜產試驗所

詳細活動內容請參閱網站公告。

臺荷示範溫室開幕活動
暨 臺荷農業科技研討會

聯聯

合合

第18屆種苗節活動暨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社 團 法 人 臺 灣 種 苗 改 進 協 會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tndais

影音分享 http://www.youtube.com/user/tndais

本場自102年便積極規劃影片拍攝，希望將農業技術以簡單、易懂的影
音方式傳達給民眾學習。103年2月本場YouTube官網成立後，已製播上傳8
個教學影片，累計影片點閱率超過8,900人次，其中「柑橘窄胸天牛防治」
因內容專業、罕見且實用，一推出即贏得冠軍片寶座，截至目前約4,600人
次觀看紀錄。另外，「蔬菜安全有效使用農藥」、「硬質玉米栽培機械化

介紹」、「短期葉菜類自動化生產系統介紹」，將知識畫面完整有系統地

呈現，即使無需求也可以長知識。

配合米食推廣而錄製的「糙米鬆餅」、「米香蛋捲」、「紅龜粿製作」

由專業達人示範教學，從材料到成品，每個步驟都有詳細說明，只要按照

影片操作，每個人都可輕鬆愉快地做出美味可口點心；想要煮出一鍋好吃

的米飯，就不能錯過詼諧風趣的羅正宗分場長領銜主演的「稻米品種與炊

飯要領」。更多實用的影片將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文/圖　黃惠琳】

時間：103年12月5～6日 (星期五、六)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畜產試驗所

配合103年種苗節於本場新化場區舉辦，
本場將於12月5日(星期五) 辦理專題演講
「蔬菜種子採收後種傳疾病防治及檢測」，

包含蔬果種傳病原細菌之檢測及處理、商業

用種子處理技術2個講題，精采可期。12月
6日 (星期六) 本場並與畜產試驗所、台灣種
苗改進協會共同辦理「2014農畜聯合開放日
暨第18屆種苗節活動」，場區及試驗研究成
果開放參觀，歡迎各界蒞臨參觀與指教。詳

細活動內容請參閱網站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