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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百大青年農民專案輔導成果發表會

汁、王偉丞的丞心米、郭明源的日曬地瓜米、謝鵬程的
江山米、李星辰的桂竹筍&綠竹筍系列、張建豪的黑金剛
花生糖&花生醬、侯兆峰的調味花生、楊家銘的蓮藕粉、
廖竑亮的草莓醬以及吳宗翰苦瓜錠等多樣產品展現成
果。在與會眾人的掌聲歡呼中，專案輔導青年農民及陪
伴輔導師，由司儀逐一介紹走星光大道進入會場，其中
包括本場輔導的第一屆專案青年農民劉育承、蘇建鈞、
黃祈堯、張仁通、高文聰、張昭欽、郭明源、謝鵬程、
李星辰、林尚蔚、張建豪、侯兆峰、楊家銘、廖竑亮、
吳宗翰、嚴嘉偉、蘇豪欽等17位，以及陪伴輔導師連大
進、許明仁。
陳保基主委表示，看到青年農民的創意及努力，臺灣
農業也開始找到新價值，並感謝陪伴輔導師傾囊相授教
導懵懵懂懂闖進農業的青年農民，不僅在技術、經營上
給予協助，還擴及心理層面，讓青年農民放
心勇闖農業之路。
第一屆青年農民與陪
伴輔導師分別由陳保基主
委與陳文德副主委頒發專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逐一頒發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證明
案輔導證明書與感謝狀，並
書，並與青農謝鵬程、郭明源、張昭欽、高文聰、
透過傳承儀式交接，象徵農
張仁通、黃祈堯、蘇建鈞、劉育承合影 (左至右)
↑第一
業新生命的誕生與希望永續傳
屆青
承儀式 農張仁通 (
承，最後由陳主委放入稻穗，
右一)
人員
擔任傳
代表期待未來有新的收穫。
農委會第一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於102年6月至104年6
月完成兩年階段性輔導，特於104年10月10日假臺北市信
義誠品6樓展演廳舉辦「第一屆百大青年農民專案輔導成
果發表」，邀請全國百大青年農民、陪伴輔導師以及輔
導團體共襄盛舉。
活動以「傳承」、「感恩」、「專業」、「創新」為
主軸，進入會場即看見「活力、茁壯、青農」專區，具
體展現青農的努力成果。臺南場以青農劉育承的青仁黑
豆醬油、蘇建鈞的冰豆系列、黃祈堯的程海人生胡蘿蔔

↑陳副主委與青農嚴嘉偉、蘇豪欽、吳宗翰、廖竑亮、楊家
銘、侯兆峰、張建豪、林尚蔚、李星辰合影 (左至右)

【文/盧子淵
黃怡禎
郭苓音
圖/王裕權】
↑王仕賢場長與第一屆出席青年農民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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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創新農業科技商機無限
區，瞭解各單位新近研發成
果，更親切勉勵現場同
仁。陳副主委相當關心本
場研發成果，由鄭榮瑞副
場長引領視察，並詳細解
說本場參展項目「水稻品
種臺南16號稻種繁殖生產技
術」及「耐熱、抗病、高
↑王仕賢場長向陳副主委解
品質之洋香瓜新品種臺南
說本場研發項目相關內容
13號」。
本場與臺灣大學農藝系合作研發的「水稻臺南16
號」，利用先進的分子標誌輔助選種技術，改良日本越
光品種，推出米粒外觀晶瑩剔透、米飯口感及稻穀產量
更甚於越光的新品種「臺南16號」。而
「洋香瓜臺南13號」為網紋綠肉品種，具
有優良生長勢、著果率高，以及抗白粉
病、耐熱等特性，果肉爽口細緻，散發微
微香氣，果皮不易黃褐化，果實貯運潛力
佳，可減低果品於運輸或販售期的耗損
率，相較於其他商業品種更容易管理，可
↑本場「水稻品種臺南16號稻種繁殖生 提供夏作設施高經濟栽培作物新選擇。
產技術」可以創造農企業更高利潤
【文/圖 陳榮坤】

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策劃，委由外貿協會執行之第11
屆「2015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10月1日至3日在
臺北世貿展覽中心一館盛大展出！今年有來自日本、泰
國、馬來西亞及波蘭等共17個國家參展，超過500家廠商
及發明人，展出超過1,500項專利技術作品，展品內容相
當精采。
農委會負責的「農業館」以生態「諾亞方舟」為設計
意象，展現農委會致力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化及永續經營的
生產概念。農業館分為「生物資源」、「整合加值」及
「健康安全」三大主題，共展出41項具有商品化潛力的研
發成果，並舉辦「農業生產力4.0-科技物聯、智慧運籌」
研討會、1對1商談及舞臺區造勢活動。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於開幕後視察主題館三大主題

↑陳文德副主委主持農業館開幕典禮

為農產品加值～

青年農民烘焙加工研習
本場於10月12日辦理「青年農民烘焙加工研習」，聘
請嘉義大學食品科學系馮淑慧老師擔任講師，教導青年農
民如何運用烘焙加工技能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本次參與
研習的專案輔導青年農民及在地青年農民共15位。青農們
與講師、輔導員的努力，我們都看得到！
【文/圖 黃怡禎】

↑參與青年農民與嘉大馮淑慧老師、許明仁顧問、助教們合影

104年全國十大績優及優良農業產銷班

雲嘉南地區得獎名單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嘉義縣梅山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1班
雲林縣口湖鄉養殖蝦類產銷班第13班

優良農業產銷班
臺南市龍崎區蔬菜產銷班第8班

葉忠義

嘉義縣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27班

莊志銘

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

汪堅雄

雲林縣崙背鄉蔬菜產銷班第27班

許傳勝

雲林縣古坑鄉蔬菜產銷班第8班

楊明常

雲林縣二崙鄉蔬菜產銷班第59班
<庄西合作農場>

莊錦癸

臺南市柳營區果樹產銷班第7班
<旭山合作農場>

康萬國

雲林縣二崙鄉果樹產銷班第2班
<大義合作農場>

李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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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19屆種苗節活動

11月28日即將開鑼
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活動即將於11月底登場，延續往例
由畜產試驗所、本場及台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主辦，11
月27日還規劃了一場精彩的「種苗產業發展新趨勢研討
會」，想要獲得新知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今年精彩展示內容有：黃金廊道農業生產專區及活化
休耕地、滴灌節水設施栽培、花卉及蘆筍研發成果、作
物健康管理成果、優良稻米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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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農民輔導成果、新型農機具及花海景觀等。另有優質
安全農特產品展售、農業DIY教學、
闖關遊戲、番茄種苗主題展等。
秋高氣爽的時節，來個農業技術
與休閒體驗兼顧的樂活豐富之旅，
11月28日歡迎闔家光臨！

種苗產業發展新趨勢研討會
時
間：104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地
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大樓1樓視聽教室
主辦單位：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中華種苗學會、
台灣種苗改進協會
時

間

議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20

開幕式及長官致詞

09:20∼10:20

International Seed Testing Association (ISTA) and Seed 佐藤仁敏博士
Health Testing Methods of ISTA
National Center for Seeds and Seedlings, Japan

第一節 分子技術輔助種苗產業之應用

主持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王仕賢場長

10:40∼11:10

分子標誌應用於蔬菜雜交種子純度之檢測

農業試驗所王昭月助理研究員

11:10∼11:40

分子輔助抗病育種

中興大學古新梅教授

11:40∼12:10

利用簡化基因組定序技術開發非模式物種的SNP分子
臺灣大學陳凱儀教授
標記

第二節 種苗加值

主持人：種苗改良繁殖場楊佐琦場長

13:10∼13:40

花粉保存與應用技術研究

種苗改良繁殖場郭宏遠主任

13:40∼14:10

國際有機種子發展趨勢

臺南區農改場趙秀淓副研究員

14:10∼14:40

種子披衣(Seed coating)技術研發

種苗改良繁殖場黃玉梅研究員

第三節 優良種子產業操作

主持人：台灣種苗改進協會施辰東理事長

15:00∼15:30

國外GSPP發展現況

瑞成種苗公司陳迪偉博士

15:30∼16:00

番茄嫁接育苗場之病蟲害管理策略

臺南區農改場鄭安秀課長

16:00∼16:30

國內外嫁接機械發展現況

臺中區農改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16:30∼17:00

綜合討論

全體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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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麻開花 病蟲害防治關鍵期
臺南地區胡麻陸續進入開花期，請農友注意胡麻疫
病、細蟎、白粉病的防治。
胡麻疫病好發於高溫高濕季節，病原菌藉由雨水飛濺
傳播感染，胡麻生長全期均可危害，初期於葉片或莖部
呈水浸狀病斑，病部像被熱水燙到，葉片軟化，莖部感
染後由病部彎折，病斑顏色漸深，後期呈黑褐色，若由
根部或莖基部感染，則全株呈現萎凋現象。連續二個颱
風過後，田間胡麻陸續出現疫病菌感染的彎腰現象，而
據氣象預報指出，最近仍可能有颱風再帶來風雨，應注
意防治。除化學藥劑外，應加
強田間排水，亦可施用亞
磷酸加氫氧化鉀誘導植
株產生抗病性。
細蟎為非常細小
之蟎類，難以肉眼觀
察。喜歡群集於新葉
吸食汁液危害，導致被
害葉片畸形，展開不良呈現
↑胡麻疫病病徵

↑胡麻疫病葉部病徵

↑細蟎危害狀

狹長且皺縮狀態，葉緣向內捲曲，密度高時會移向蒴果危
害，導致蒴果表皮褐化變黑。胡麻花期開始即容易受細蟎
危害，應特別注意新葉，發現輕微症狀，便應進行防治，
除化學藥劑外，也可以窄域油、葵無露等油劑進行防治。
白粉病可發生於葉、莖、葉柄，最初在葉片上下表面
產生白色粉狀斑點，接著白粉漸濃，變為灰色或暗灰色，
最後病斑擴大，佈滿全葉，影響光合作用，嚴重發病時葉
片黃化乾枯，影響品質及產量，好發於25℃以下，臺南區
以秋涼時節較易發生，尤其在秋作後期，常由下位葉通風
不良處開始發病。目前時序漸入秋，早晚已略顯寒意，胡
麻白粉病也蠢蠢欲動，當植株漸茂密，枝葉開始相疊時，
應特別注意下位葉是否已有白粉病的病斑，發現病斑即應
儘快防治，避免病害蔓延。非農藥措施可施用乳化油劑或
碳酸氫鉀，亦可施用登記於白粉病之枯草桿菌進行防治。
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之胡麻病蟲害防治
藥劑，或可查詢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藥劑應依標
示使用，為避免抗藥性產生，應輪流施用不同類型藥劑，
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文/圖 吳雅芳】

↑胡麻白粉病初期病徵

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補助要點
農糧署「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補助要點」業經該
署104年10月22日以農糧企字第1041060876A號令訂定發
布。主要試辦補助重點為：
農糧署自104年起補助農民投保本保險之保險費，並試
辦三年。
試辦期間農糧署補助農民全年保險費之三分之一；其
中高接梨之補助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三萬元。
投保農作物於保險期間受政府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或補助者，不予補助保險費。
農民投保本保險後，得於農糧署公告受理期限內，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向投保農作物種植所在
地之基層農會申請補助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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