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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主委陪同立委 訪 視 蔬果嫁接苗產業，肯定嫁接生產
園已4年，搭建0.23公頃的挑高型溫室，生產以夏作美濃
瓜及秋作小果番茄為主，雖然僅4年務農經歷，但在不斷
的學習、嚐試之下，有了豐碩成果，勇奪102年小果番茄
競賽的冠軍。
第三站來到布袋鎮，布袋鎮是國內苦瓜生產的重鎮之
一，生產主要以網室為主。陳朋修先生原本為預拌混泥車
駕駛，長時間且不穩定的工作時間與家庭的考量，讓他毅
然的更換跑道，投入了農業。陳先生先參加農改場的訓練
課程，在入選百大青年農民輔導專案計畫後，改變經營模
式，投入重資搭建0.3公頃的溫室。有別於多數設施農民
在秋冬季生產小果番茄，他堅持利用設施全年生產苦瓜，
即使在不適合的季節中 (冬季) 栽種苦瓜，所得的收益並
不亞於小果番茄。來到設施內，看到棚架下滿滿的套袋苦
瓜，大家知道這又是一個豐收的季節。
最後來到朴子分場，游添榮分場長向立委等人簡報玉
米育種業務。因應氣候變遷，導入節水概念選育出不需
灌水的硬質玉米，在田間長的飽滿充實，絲
毫不比對照品種明豐3號差，而配
合黃金廊道計畫所選育的甜玉米
泝王仕賢場長偕同勇壯育苗場黃
品系，玉米果粒明顯較其他品系
仲毅先生向葉津鈴立委及陳文
大，更是突顯研究人員努力的成
德副主委介紹番茄嫁接苗
沴參訪林建利農友設施小果番茄生產 果，更贏得葉津鈴立委的肯定與
沊參訪陳朋修農友設施苦瓜生產
支持。
【文/圖 劉依昌】

立法院葉津鈴立法委員於1月30日特別南下關心蔬菜嫁
接種苗生產現況，在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及本場王仕賢場
長陪同下，訪視勇壯嫁接育苗場番茄、苦瓜等蔬菜嫁接苗
生產；設施農民林建利先生小果番茄生產經營現況、青年
農民陳朋修先生苦瓜生產經營現況；並視察本場朴子分場
之玉米育種業務。
首站來到位於六腳鄉的勇壯育苗場，在老闆黃仲毅13
年來努力的經營下，已成為嘉雲南地區重要的育苗場之
一，目前每年生產番茄嫁接苗高達150萬株。黃仲毅先生
向立委等人介紹其育苗場業務，並引領眾人參觀育苗場的
作業流程。此外，嫁接蔬菜苗生產為勞力高密集之產業，
有勞力不足現象。王仕賢場長特別向葉津鈴立委及黃仲毅
先生報告國外嫁接機設計概念及使用現況，可大幅提高嫁
接苗生產效率，進而疏緩人力不足的困境。
第二站來到林建利先生設施農園，林先生返鄉經營農

沝朴子分場游添榮分場長向立委
簡報玉米育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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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廊道節水示範觀摩～釀酒高粱宿根栽培試作
為配合行政院「黃金十年－樂活農業」、「經濟動能
推升計畫」及農委會「健康、效率、永續經營」農業施政
方針，打造節水、友善環境，減緩地層下陷危機，本場於
1月15日假雲林縣土庫鎮高健立農友田區，辦理釀酒高粱
宿根栽培試作及配合機械採收工作成果觀摩會，由王仕賢
場長、農糧署中區分署、農糧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雲
林縣政府、土庫鎮農會、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及政策研究
中心及各地區之農民，合計約80餘位參與。
王仕賢場長表示，目前政府推廣種植低耗水性進口替
代作物，本場積極配合政策推廣種植硬
質玉米、大豆及釀酒高粱等，

1

泝農友觀摩釀酒
高粱田間栽培
及生育情形
沴雲菱農機公司
現場機械採收
示範
沊 兩糯一號(左)
及明豐3號(右)
穗形差異
2

3

有利於加速達成糧食自給率40％之政策目標。雲林辦事處
江永煜主任表示，種植釀酒高粱，每公頃可補助契作獎勵
金24,000元，政府於黃金廊道區鼓勵農民一期作轉種旱作
及進口替代作物 (節水獎勵金25,000元)，合計49,000元。
陳國憲助理研究員針對土庫地區釀酒高粱宿根栽培試
作說明，試驗田分別於103年9月13日播種，種植品種為
釀酒用高粱-兩糯一號及明豐3號，採人工種植，種植行株
距50×12公分及75×9公分。施用台肥39號複合肥料為基
肥，每公頃用量400公斤，生育期間於幼苗期噴藥一次防
治玉米螟蟲害，僅於開花抽穗期時灌水一次，於10月24日
進入抽穗期，生育期約120天。試驗調查結果：兩品種產
量以50×12公分行株距較75×9公分高，約12％∼18％，
穗型方面明豐3號穗形較集中緊密，兩糯一號穗形則較分
散而鬆散，千粒重兩糯一號為19∼20公克，乾籽實產量為
5,100∼6,040公斤/公頃；明豐3號千粒重為28∼29公克，
乾籽實產量為6,260∼7,050公斤/公頃。
示範田高健立農友表示種
植釀酒高粱很省工也好栽培，
若能比照水稻收購模式，建立
完整的收購產銷體系，當地非
常感興趣，種植意願高。之後
隨即進行由雲菱農機公司現場
機械採收參觀。採收作業順暢
且收穫之高粱籽實夾雜物含量
少，機械收穫非常成功。
【文/圖 陳國憲】

再生稻 轉作 硬質玉米 ，省工、節水、收益佳
契作硬質玉米，並有契作獎勵金。游分場長則說，我國每
本場於1月23日假嘉義縣鹿草鄉舉辦「再生稻田轉作硬
年需進口超過400萬公噸的硬質玉米，自給率不達1％，再
質玉米觀摩會」，吸引約70餘位農友參加。
生稻田可轉作省工又節水的硬質玉米，降低過度依賴進口
觀摩會由鹿草鄉農會陳健平總幹事、本場朴子分場游
國外糧食之風險，也增加農友收益。
添榮分場長和農糧署南區分署嘉義辦事處鄭珮婷小姐共同
主持。陳總幹事提到，鹿
草鄉的再生稻面積是嘉義
縣之冠，雖然再生稻可減
少成本、生育期又短，但
容易受氣候影響產量導致
品質並不穩定，病蟲害也
較嚴重。農糧署也再次重
申自103年不再受理再生
稻田區繳交公糧，以維持
公糧品質；政府鼓勵農友 ↑70餘位農友參加觀摩會及檢視硬質玉米新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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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鹿草鄉進行硬質玉米試作試驗，共有6個參試品
系和4個對照品種臺農1號、臺南24號、明豐3號及農興688
號，並有株距25公分和20公分等兩種栽培密度處理。9月
5日播種，新品系和臺農1號、臺南24號之開花時間為49∼
54日；較對照品種明豐3號、農興688號提早4∼7天。在株
距25公分時以臺南育30號每公頃籽粒產量8,662公斤表現
最好，其次為新品系編號1306之8,232公斤/公頃，對照品
種則是農興688號之7,867公斤/公頃產量最高。在株距20公
分時則以農興688號每公頃籽粒產量8,525公斤最高，臺南
24號的8,347公斤/公頃產量次之，參試品系則以新品系編
號1065的7,290公斤/公頃產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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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合座談討論時，農友普遍反應鹿草鄉的耕作模式
大多以雙期作都種水稻為主，惟二期作不論是移植稻或是
再生稻，收益均較一期作差。鹿草鄉農會林義哲秘書表
示，二期作轉作硬質玉米，成本低、還有契作獎勵和乾燥
補助，產量和收益又穩定，再加上農地達到水旱田輪作，
改良土壤、減少雜草和病蟲害，是多贏的選擇。游分場長
更補充，朴子分場正積極朝向生育期短，可趕上一期作種
水稻的玉米品種供農民使用，並鼓勵當地農友，號召青年
人回鄉務農，增加農村整體競爭力！
【文/圖 王培珊、詹碧連】

設施蘆筍 冬季生產技術示範，產調秘訣大公開
產行列。綜合討論時，農友反應熱烈，主要為蘆筍種子何
臺南市為雲嘉南地區近年來設施蘆筍面積增加迅速之
處購買及價格、育苗方式、如何處理缺株問
新興產區，目前栽培面積約20公頃。為協助國內筍農提升
題、連作障礙克服辦法及要求說
實質收益，本場專家公開冬季產調秘訣，在青農實務驗證
明設施蘆筍實質收益數據等。目
下，於1月20日假臺南市麻豆區曾冠維青年農友田區，辦
前臺南農改場有白蘆筍臺南選1
理「設施蘆筍冬季生產技術說明會」，由本場王仕賢場
號及2號、綠蘆筍臺南選3號及臺
長、麻豆區農會李育賢總幹事共同主持，農糧署蔬花科林
南4號種子，每磅售價均為新臺
煥章視察、中南部各農會單位及來自數十個鄉鎮之蘆筍農
幣2500元，因出售所得均需上繳
友約110人參與，一同了解生產冬季綠蘆筍技術。
國庫，故請透過農民團體代購，
講習會首先由義竹工作站陳水心技佐，從臺灣蘆筍生
產常受到颱風及豪雨影響造成
產期縮短影響收益，導致種植
面積逐年遞減，需大量依靠進
口蘆筍等問題切入，並說明為
何蘆筍受氣候環境影響產期集
中於春季，無法整年供應，已
長期有供需失衡現象。設施蘆
筍栽培技術，不僅可以延長蘆
筍產期及生產年限，配合冬季
↑冬季綠蘆筍大量冒出土面情形
不留母莖栽培方式，可輕鬆生 ↑青農曾冠維(右)現場說明栽培操作，雖未開放
參觀農友進入溫室，但仍隔著防蟲網聆聽
產冬季綠蘆筍，增加農民實質
例如農會以正式洽購公文函送本場，始
收益。
接受辦理。
隨後由作物環境課陳昇寬助理研究員說明蘆筍病蟲害
本次辦理「設施蘆筍冬季生產技術說明會」，使農友
防治管理對策，提醒農友注意田間衛生管理，降低蟲害發
瞭解栽培時需要注意之重點，從首要需選蘆筍株齡三年生
以上才可進行冬季生產，維持春、夏兩季蘆筍正常期生
生，更特別針對設施內好發之薊馬危害提出管理重點，且
產，當秋季筍園進入休閒期，加強肥培管理、培育植株充
為開發新防治技術，目前本場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已在
分蓄積養分，冬季以不留母莖方式與注意設施保溫，必可
溫室內佈滿薊馬忌避忌劑進行防治效益評估。此外，園主
順利進行冬季綠蘆筍生產。並同時配合病蟲害綜合管理說
飼養「綠繡眼」，讓鳥捕食設施內蝶、蛾類等害蟲，倘若
明，提供農友應用設施進行生產冬季綠蘆筍時，皆能生產
成效良好，將值得改良場推廣。
出符合健康優質產品要求之參考。也期望筍農應用本場開
最後由園主-第一屆青農曾冠維現場解說設施蘆筍經營
發設施蘆筍冬季生產技術，簡單的栽培管理操作改變，達
三年歷程與各項實務操作過程應注意事項，當然也感謝改
成蘆筍周年生產供應，增進實質收益目標。
良場相關人員的從旁協助，能預期地習得所需相關實務經
【文/圖 謝明憲】
驗，更增進栽培設施蘆筍的自信心，也希望有青農參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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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檢討 乾旱 停灌與執行事宜，維護停灌區域農民權益
農委會針對農業社團表達對104年第一期稻作停灌作業
相關訴求，提出五項因應措施，以維護農民權益。

一、研議推行代耕服務業登記制
農業代耕服務業往往以口頭約定服務，縱使要求停灌
補償，亦無佐證資料。農委會將研議推行代耕服務業登記
制，以農會為登記平台並協助查證建立代耕或委託經營資
料，做為未來發生乾旱停灌處理之參考。

二、建立旱作雜糧技術輔導機制
大佃農申請以稻作經營者，亦考量種植旱作作物，提
升糧食自給率。為此，農委會將促各區農業改良場與專家
學者建立旱作雜糧技術服務團，強化轉作旱作之協助，並
建立節水農業。

三、提高停灌區轉作作物補償標準
1、停灌補償標準係依經濟部「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
作業要點」計算以被調用地區之稻作農家賺款，另加5％
以反映物價之成長為依據。以此公式計算104年一期作每
公頃停灌休耕補償標準，補償農民損失。
2、目前停灌補償措施中，除停灌區域不種稻且種植綠
肥或不種植作物，政府提供每公頃8.5萬元或7.8萬元補償
金；另針對轉作其他作物原定每公頃補償3.9萬元，嗣基
於考量農地活化利用，於停灌區內農地之農民自覓水源種
植各項轉 (契) 作作物，依作物種類不同，修正每公頃補
償為3.9萬元∼6.2萬元，農民可自行選擇辦理。(如附表)

四、提供農貸寬限措施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如農機貸款、小地主大佃農貸
款、農民創業貸款及輔導農糧業者經營貸款等，在停灌期
間償還貸款有困難者，本金償還期限可展延6個月，展延
期間免收利息。

五、補償對象為現耕人
目前稻作栽培大部分為自耕農，即停灌補償由農民領
取；如有承租簽訂合約者，停灌補償費則給付予實際耕作
人 (即承租人，因地主已向實際耕作人收取租金)，至於地
主與實際耕作人分配比例得由租賃雙方自行議定，或依租
賃契約約定辦理。
關於農業社團體所關心的水資源政策議題，今 (104) 年
經濟部將召開全國性水利會議，該會議將邀請各界人士討
論近年來氣候變遷所造成水環境變化，致使澇旱發生交替
頻仍議題，以重新檢討現行水資源政策，作為下階段水利
政策推動之方向。農委會將適時反應農民團體對於水資源
政策意見，並捍衛農業用水權益。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104年第一期乾旱停灌補償標準(元/公頃)
補償標準

補償金額

不種稻作且未種植其他作物但種植綠肥者

85,000元

不種稻作且未種植其他作物

78,000元

不種稻作、轉作其他作物或長期作物由農田水利會供水
養殖之會員者
硬質玉米、非基改大豆、小麥、蕎麥、胡
麻、薏苡、仙草

62,000元

牧草、青割玉米、毛豆

52,000元

胡蘿蔔、結球萵苣

41,000元

旱作、地區特產作物、由農田水利會供水
養殖之會員者

39,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