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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獎 轄區 二產銷班 獲獎
農委會於12月11日盛大辦理「104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
產銷班公開頒獎及表揚活動」，陳保基主委致詞勉勵，
指出今天接受頒獎的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能在全
國六千多個農業產銷班脫穎而出，實屬難得，並請得獎
產銷班多吸引青年農民返鄉從農。行政院毛治國院長更
蒞臨頒獎典禮，親自頒發「產銷典範」匾額及獎狀，以
表彰得獎農業產銷班的卓越表現。
本場輔導的雲嘉南地區，本屆計有嘉義縣梅山鄉特用
作物產銷班第1班、雲林縣口湖鄉養殖蝦類產銷班第13班
等2個班隊榮獲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另有臺南市
↑毛治國院長、陳保基主委與十位得獎者合影
龍崎區蔬菜產銷班第8班、嘉義縣新港鄉蔬菜產銷
↓梅山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1班與
班第27班、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
陳保基主委合影
雲林縣崙背鄉蔬菜產銷班第27班、雲林縣古坑
鄉蔬菜產銷班第8班、雲林縣二崙鄉蔬菜產銷
班第59班、臺南市柳營區果樹產銷班第7班、
雲林縣二崙鄉果樹產銷班第2班等8個班隊榮獲
全國優良農業產銷班，各班在評選上均有出色
表現，值得其他產銷班借鏡學習。
↑行政院毛治國院長
『梅山論茶、品茗論英雄』，梅山鄉特用作
致詞勉勵
物產銷班第1班結合梅山9大產銷班 (仙葉、太和
清心、祝壽、龍珠、北峰、大巃頂、玉鑫萱、
口湖鄉養殖蝦類產銷班第13班班長期
龍香、梨園等茗茶)，分季舉辦台灣大阿里山
感受小蝦米無人問津，實為可惜及浪費
茶區梅山高海拔精緻茶分級評鑑大賞，期以
資源，在經過多年嚐試各種製作小蝦
透過分級評鑑共同行銷的模式，提昇梅山茶
米產品方式，最後創新以低溫油炸乾燥
產業品牌形象，並打響品牌「仙葉茗茶」，
處理，生產乾燥蝦，並以【蝦叔叔】行
進而提升班員一般零售品牌的產值。品質上
銷，讓小白蝦 (80尾/斤) 從收購價20元甚
由製茶廠管理生產端的用藥安全，並經產銷履歷
↑農委會陳保基主委
至無人問津情況，轉變成市場供不應求的
驗證，且茶廠獲得安全衛生製茶廠3∼5星評等。
致詞勉勵
搶手貨，價格增加60至80元左右，產銷班
特別之處係產銷班設有「中控機制」隨時控管班
創新求變的精神及品牌創新行銷，帶動產
員銷售情形，以調度茶葉，協助行銷能力較弱班
業發展，增加班員及其他養殖業者收益，發揮出
員，穩定產銷班整體班員發展。
『小蝦米大金餘』成效。 【文/圖 陳勵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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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栽培觀摩 省工省肥 稻農轉作意願高
本場積極輔導農民與業者契作生產非基因改造的優質大豆，
今年度並配合農糧署計畫，與生產水稻的大佃農進行大豆栽培
示範，於104年12月10日至12月16日一連舉辦8場次大豆栽培示
範觀摩會，分別由本場王仕賢場長、鄭榮瑞副場長、林棟樑秘
書、楊藹華課長與六腳鄉農會陳有文總幹事、太保市農會黃
麗貞總幹事、鹿草鄉農會陳健平總幹事、後壁區農會廖坤智主
任、新港鄉農會陳永華總幹事、民雄鄉農會張銘昌股長、六甲
區農會黃明星總幹事、下營區農會曾丁祥總幹事共同主持，嘉
義縣政府農業處林良懋處長、農糧署黃怡仁副分署長、吳瑰琦
技正等長官蒞臨指導，與會農民共計約785位參與。
各場次分別邀請農糧署羅山懿主任、楊雅薰課長、陳相儒
技佐講解大豆推廣政策，讓農民更了解政策推動意涵及相關規
範。為了提高糧食自給率，維護糧食安全，農糧署101年起訂
定「獎勵契作大豆 (黑豆) 作業規範」，以83至92年為基期年，
在基期年10年中任何1年當期作種稻或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契
約蔗作，或於83至85年參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有案
之農田，申報非基改大豆 (黑豆) 契作之農地，每期作每公頃核
發契作獎勵金四萬五千元，希望農友減少二期稻作及再生稻種
植，踴躍加入國產大豆 (黑豆) 的生產。
吳昭慧副研究員說明大豆栽培管理，及針對不同耕作制度的
收益進行比較。在水源充足區域耕作，一年三作水稻-再水稻刈菜 (土地出租)，每公頃淨收益約169,000元，轉作一期水稻二
期大豆，每公頃淨收益約190,500元，種植大豆不僅收益沒有較
差，同時大豆兼顧地力保護，有利一期稻作之生產。而且國產
大豆契作模式目前大都採用企業化經營管理，契作農民主要負
責田間施肥與灌溉排水，其餘由契作業者安排播種、病蟲害防
治、採收與調製，減輕農民工作負擔，降低生產成本，且契作
生產無產銷失衡疑慮，省工省肥，增加農民活化農地之選擇。
示範田農民黃政雄、王重葦、王偉丞、洪智庸、張郡合、陳
明福等人分享其栽培管理的心得，大都表示豆類作物根部可與
土壤根瘤菌共生，因此不需要施用太多肥料，而目前採用病蟲
害共同防治及濕豆收購，比水稻省工省肥，利潤亦不差，明年
擴大大豆栽培面積意願高。
綜合討論時，後壁區白沙屯張細雲里長有意願明年嘗試推
廣種植大豆20公頃，本場將後續協助媒合契作相關事宜。為確
保國產大豆皆為非基改，本場亦輔導農民生產優質國產大豆種
子，提供非基改大豆種源，可向本場洽詢洽購電話。至於採收
後田間大豆落粒再生可作為綠肥，待下期作耕作前二星期再進
行掩埋，不僅減少雜草孳生，亦可增加肥分。
此8場觀摩會透過本場指導人員的解說及農友的現身說法，
讓農民了解目前政策之推行，以及稻田轉作大豆省工省肥，加
上政府獎勵契作政策，利潤不比水稻少，而且有利於土壤肥力
維護，與會農民轉作大豆意願大為增加。
【文/圖 吳昭慧】

太保市觀摩會

摩會

後壁區觀

新港鄉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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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新港鄉 顏宏裕 奪冠
為提升臺灣小果番茄產業競爭力，並激勵果農重視健
康管理的生產理念，本場於104年12月25日辦理「2015健
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經過五位產官學專家公平、
公正、公開的評審後，由嘉義縣新港鄉顏宏裕先生從127
組參賽者中勝出，以平均糖度11.9°Brix，平均單果重8.2公
克，總分90分，奪得2015年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軍盟
主。本次競賽獎項預定於105年元月18日上午在農改場進
行頒獎。
臺灣地區生產的小果番茄一向品質極為優良，惟氣候
因素與小果番茄品質關係非常密切，大致上以涼冷季節，
日夜溫差較大、果肉質地細緻、糖分累積較多時品質最
佳，尤其是每年12月到隔年5月，每粒小果番茄都是甜美
多汁，是冬季讓人難忘的美好滋味。臺灣小果番茄產業的
發展，將勢必走向「健康、優質」才具有競爭力，藉由此
次小果番茄競賽過程，使栽培業者能將原來重視產量的觀
念轉而重視品質，並能提升小果番茄農民安全用藥的意
識，提升小果番茄產業永續經營的競爭力。
目前臺灣地區番茄栽培總栽培面積約5,143公頃，主要
產地為嘉義縣1,047公頃、高雄市855公頃、臺南市803公
頃、雲林縣600公頃、南投縣449公頃等，小果番茄種植
面積接近2,500公頃，以嘉義縣、高雄市及臺南市較為集
中。設施生產面積超過500公頃，以嘉義、雲林等地較為
集中。目前小果番茄之生產，無論是品種之更新或種植技
術之提升，皆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且近年來由於溫室設
施產業的發展，也逐漸建立設施栽培小果番茄技術，雖然
設施栽培成本較昂貴，然而設施栽培可改善生產環境的影
響，不僅番茄果實品質穩定，也可確保果實外觀有最佳表
現，因此所生產的果實品質及外觀等皆能達到最高水準。
此次活動是臺灣第五屆的全國性小果番茄競賽活動，
由本場主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友社會福利基金
會、臺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協辦，邀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前場長黃賢良先生、中興大學宋妤教授、農糧署林煥章視
察、臺北農產運銷公司黃木蘭副理及莉莉水果店老闆李文
雄先生擔任評審。本次競賽計127名參賽，依參賽人數多

↑小果番茄
冠軍果品

寡之產地別為嘉義 (89名)、雲林 (17名)、臺南 (9名)、桃
園 (4名)、臺中 (3名)，彰化 (3名) 及高雄 (2名)。雖然今年
氣溫炎熱，加上蘇迪勒、杜鵑颱風陸續來襲，番茄生長因
此有所影響，但報名參加的番茄農戶均是各地區的栽培好
手，不僅有優越的栽培技術，也有一份重視消費者健康的
心，力求生產出健康優質安全小果番茄。
參賽果品必須先通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全身健
康檢查」－農藥殘留檢測，才能進入後續評鑑。再經委員
嚴謹地評鑑果品的果重、外觀及色澤等外在美，且仔細品
嚐及檢測每個小果番茄的甜度、口感及風味等之內在美。
此外，為凸顯小果番茄安全的重要性及農民對此的堅持，
若產品經過藥檢後結果為「無檢出」，則果品評鑑總分加
2分。本屆比賽共有38件果品無驗出農藥殘留，為歷年之
冠。
競賽得獎者冠軍為顏宏裕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亞軍2
位-沈國全先生 (嘉義縣水上鄉)、蔡建中先生 (嘉義縣太保
市)；季軍3位-楊奇限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鄧舜圭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楊景翔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此外，評
審委員們考量本次多數參賽小果番茄之品質優良，特別增
額錄取10名佳作，依參賽號碼為徐菊霞女士 (嘉義縣水上
鄉)、顏文良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鄭柏祥先生 (雲嘉義縣
民雄鄉)、陳國欽先生 (嘉義縣鹿草鄉)、龔慧宗先生 (嘉義
縣太保市)、賴宏銘先生 (嘉義縣六腳鄉)、游世峰先生 (嘉
義縣太保市)、蔡智文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呂藍平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黃源益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恭喜上述
得獎者。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王仕賢場長、種苗協會施辰東理事長與五位評審合影 ↑工作人員測定糖度

↑評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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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涵鈞 台灣園藝學會優良基層人員

104年度本場獲獎人員

得獎事蹟：從事蔬菜耐熱育種研究，及設施果菜栽培
技術改進，主辦臺荷國際合作計畫，積極發表相關推
廣文章及研究報告，協助解決蔬菜及設施生產實務的
困擾，穩定生產品質。針對設施栽培技術，辦理國際
研討會，促進相關研究成果之產業、學術交流，有助
於提升我國設施栽培研究水準與成就。

陳榮坤 中華農業氣象學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
得獎事蹟：長期從事水稻逆境栽培管理與育種研究，
積極發表相關推廣文章及研究報告，並發展優質生產
技術，辦理技術移轉，解決稻作生產實務的困擾，穩
定稻作生產品質。針對氣候變遷造成水資源的極端變
化，建立水稻節水栽培模式與耐旱篩選指標，進行國
內外水稻種原之耐旱評估研究與耐旱育種，相關研究
兼具學術及應用價值。

鍾瑞永 台灣生物機電學會優良農業基層人員
得獎事蹟：辦理臺南區農業機械及設施工程試驗研究工
作，配合臺荷國際合作建構亞熱帶適應性溫室於果菜生
產計畫執行建造臺荷示範溫室，進行設施生產業者參訪
及訓練課程，促進相關研究成果之產業及學術交流。

楊清富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農機技術成就獎
得獎事蹟：研發新型農業機械及致力於農業自動化技
術之研究，並獲得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移動式栽
培裝置、移動式噴灌裝置、密植式自動蔬菜移植機、
穴盤蔬菜採收裝置等多項專利。

張汶肇 台灣園藝學會事業獎

陳曉菁 台灣食品科技學會食品傑出推廣服務人員獎
得獎事蹟：從事農產加工研究與推廣達15年，戮力於
研發創新農產加工食品，如米穀粉、米麵包與糕點，
及參與200多場次推廣活動；技術移轉給雲林縣農會、
池上、西螺、草屯共四家農會，增進米穀粉消費。另
有牛蒡蔘、硬質玉米、洛神花、紅麴釀造、天然植萃
彩色米、小米、樹豆與零餘子等相關保健機能產品。
試驗研究推廣成果豐碩，使農產加工業具多元化。

農作物保險啟動-

高接梨保單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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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事蹟：從事柚類果樹栽培、品種保存及選育研
究，研發改進栽培管理技術，強化柚類果樹產業之競
爭力；發表相關推廣文章及研究報告供產業應用參
考；長期輔導柑橘及柚類果樹產區農民生產遭遇問
題，穩定產量及提升品質。

盧子淵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農業推廣成就獎
得獎事蹟：從事農業機械研究與推廣達25年，致力於
解決產業人力缺少困境，引進及研發適合國內栽培環
境之機具，輔導青年農民穩健經營，並逐步發展創新
經營模式，使農業永續傳承。

富邦產物高接梨農作物保險 (政府災助連結型）

梨 上加利

因應臺灣天然災害對作物之影響頻繁，農委會為
降低農民因天然災害發生，而產生農業經營的損失
與風險，經多年規劃，並積極協助富邦產物保險公
司開發農作物保險商品，終於努力有成。
富邦產險公司所開發「高接梨農作物保險」，在
9月初通過金管會保險局審查，於104年11月起正式
開賣。此高接梨保險採商業保險模式推動，農委會
將編列預算補助三分之一保費，以減輕梨農負擔，
該項保險之試辦，將開啟農作物保險新紀元。
富邦產物公司此次推出之專案，分別為政府災助連結
型之「梨上加利農作物保險專案」及實損實賠「遠梨災害
農作物保險專案」，另還可附加保險「高接梨農作物保險
梨穗寒害損失附加保險」。高接梨農作物保險試辦期間，
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制度維持不變。農委會訂定保費補
助要點，並已至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嘉義
縣等5縣 (市) 高接梨之主要產區辦理11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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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保險專案

遠

梨 災害

農作物保險專案

面對颱風、豪雨及寒害等天然災害，富邦率
先提供高接梨農民多樣選擇之保險專案！
All	
  vectors	
  and	
  icons	
  on	
  the	
  brochures	
  Designed	
  by	
  Freepik.com

All vectors and icons on the brochures Designed by Freepik.com

因颱風或豪雨導致高接梨受損時，本公司會將每公頃直接
成本、受害面積、自負額、高接梨生長期間累積成本及依
據『高接梨天然災害保險勘損作業手冊』中分區定損所求
得之損害程度等因素納入考慮，進而計算被保險人實際之
損失。

承保嚴重影響高接梨收成的颱風、豪雨及梨穗寒害三大風險。
保險啟動與政府天然災害救助相連結，無須再進行現地勘損。
被保險人獲得比以往更多之賠償金額，填補被保險人的損失。

梨穗受低溫寒害造成損害時，當投保土地取得政府農業天
然災害現金救助或補助之證明時，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單之
約定，採以政府核定之受害面積來計算理賠金額。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文件簡單，文件備齊即可迅速取得理賠金。

政府災害救助
保險賠償
‣ 商品核准名稱：富邦產物高接梨農作物保險 （政府災助連結型）
‣ 商品核准字號：104年09月02日金管保產字第10402087420號函核准
‣ 主要給付項目：因耕種高接梨所發生之直接成本
‣ 免費申訴電話：0800-009-888
‣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
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 公開資訊：對於您的個⼈人資料，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以維護您的隱私權，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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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產物高接梨農作物保險

‣ 商品核准名稱：富邦產物高接梨農作物保險 / 富邦產物高接梨農作物保險梨穗寒害損失附加保險
‣ 商品核准字號：104年09月02日金管保產字第10402087420號函核准
‣ 主要給付項目：因耕種高接梨所發生之直接成本
‣ 免費申訴電話：0800-0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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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上加利」及「遠梨災害」農作物保險專案

要產區於嘉義縣竹崎鄉，並已於10月15日協助農委會於該
地區辦理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政策推動說明會，說明政府
開辦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之政策目的、保單內容及投保方
式、災害風險評估考量等相關事宜，鼓勵農民參加農業天
然災害保險。
【文/陳勵勤 圖/富邦產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