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為提高溫室設施的永續生產，降低溫室土壤高鹽

度連作障礙及減少土壤線蟲的危害，得以改善溫室土壤肥

力、減少肥料的使用，經過多年努力，於本(105)年6月27
日完成設施綠肥水稻新品種「臺南17號」之命名，將正式
推廣。

水稻「臺南17號」為一抽穗期長、耐高溫、耐鹽性強
及生長旺盛的設施綠肥水稻品種，在夏季5∼8月設施
高溫環境下，不僅生長勢強、不徒長、光合作用效率

高，栽植50∼60天後翻耕土壤，則明顯降低溫室土壤
的鹽度及線蟲密度，對後作物提供一良好的土壤栽培

環境。經過兩年在不同地區溫室試種，其效應已廣為

設施栽培農友肯定與歡迎，6月29日在雲林縣莿桐鄉
林春生農友溫室舉開觀摩會，亦獲得廣大迴響。

早在10年前，莿桐鄉農民就嘗試利用水稻來改善
溫室連作障礙問題，當時用的是一般品種，將抽穗的

稻株翻犁當綠肥總是有糟蹋糧食的罪惡感。民國

99年本場進行飼料水稻品種選育工作，因應農
民需求，便同時進行綠肥水稻的品種選育。

「臺南17號」在尚未抽穗前即可翻耕當綠
肥，免除農民的困擾。

溫室種植常衍生蟲害及土壤酸化、鹽化問

題，過去農友常以蒸氣殺蟲，但不僅成本過高，

且蒸氣不會分辨益蟲害蟲，一律通殺，對土地並

不友善。夏季溫室內溫度常高達50度，一般綠肥
難以生存，傳統水稻45度就停止生長。「臺南17號」 

綠肥水稻，不但可耐50度高溫，35度還能發芽。水稻為禾
本科作物，耐淹水，線蟲因高溫泡水，幾乎無法生存，

水分向下淋洗土壤，也可改善土壤鹽度過高問題。

設施綠肥水稻新品種「臺南17號」將進行稻種繁殖與
栽植技術推廣予農友種植，若溫室栽培農友有興趣或需

要，歡迎與本場嘉義分場聯繫。 【文/圖　羅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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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永續生產新利器～綠肥水稻新品種臺南17號

↗設施綠肥水稻「臺

南17號」品種深受
命名審查委員肯定

→設施綠肥水稻「臺

南17號」於溫室高
溫環境中生育良好

為建立設施蘆筍機械取代人力清除老化母莖作業，本

場在6月15日上午假臺南市將軍區農會-設施蘆筍共同運銷
生產溫室，辦理「設施蘆筍母莖割除後就地碎化省工作業

觀摩會」。雖然只是簡單修改碎枝機刀具，但逐步建立設

施蘆筍省工作業技術，有利吸引農村青年回鄉從事設施蘆

筍生產。本次觀摩會以將軍區設施蘆筍栽培農友參與為

主，也吸引雲嘉南地區8個農會及遠從中部彰化縣農會人
員及農友參加，共計55名人員與會。

省工有一套～設施 蘆筍老化 母莖割除後就地碎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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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會由本場王仕賢場長、將軍

區農會吳明成總幹事及黃寶億理事長

共同主持，本場陳水心技佐說明改良

式碎枝機特點、就地碎化作業效率及

如何提升應用廣度，之後進行田間

作業示範。為使與會人員能了解作業

成效，由義竹工作站林國建先生現場

操作，堆置在100公尺畦溝長度的老
化母莖，不用六分鐘，輕鬆就地碎

化。原本0.1公頃的老化母莖，以人工搬移割除需費時2∼
3日，採用改良式碎枝機不用1小時就搞定。與會人員多拿

著相機拍攝碎化操作作業，農機研究室鍾瑞永主持人及陳

水心技佐也在現場解說及回答相關問題。

示範場主黃俊豪說明就地碎化省工作業不僅效率高，

也讓後續管理及田間巡視更方便，不致因殘株絆倒操作人

員。參與農友提出問題包括：母莖割除後就地碎化省工作

業是否適用於露天蘆筍田，是否會傷到根群及影響後續肥

培管理？本場專家答覆：因露天栽培易受莖枯病危害，故

不推薦母莖就地碎化，會造成該病害傳播。蘆筍根群深入

土層，該作業不會傷及根群及影響肥培。期望設施蘆筍農

友，由產銷班或代工者購置碎枝機，讓設施蘆筍管理更省

工，未來有更好及穩定的收益。

【文/圖　謝明憲】
↑設施蘆筍母莖割除後就地碎化省工作業現場示範

紅龍果為防果實蠅、鳥及蝸牛等危害需進行套袋，目前市售套袋種類繁

多，網袋因遮光效果差，向陽面果皮容易著色不良，紙袋及不織布袋則遮光

效果佳，可增進果色，但有通風不良及不易觀察果實成熟度等缺點。

為改善現有套袋缺陷，本場設計利用遮陽布與網布上下結合的套袋，並於

102年取得新型專利，其上方遮陽布具有遮陽及降溫效果，能增進果實向陽
面色澤，讓外表呈現鮮豔亮麗的果色，若是防水材質 (泰維克布) 也能降低病
害感染果實機會；下方網布則具通風及透光效果，也便於農民觀察果實成熟

度。此套袋經消毒後可重複使用，既省錢又環保。

目前本場所授權3家業者分別生產泰維克布 (屏旗資材企業社0938-839527)、
織布 (中富農業資材行952-289395)
及不織布  (賴學順先生 0 9 0 9 -
636188) 等3種材質的半網袋，遮光
度及材質特性均不同，可選擇應用

於白肉種及不同品種的紅肉種，套

袋亦有配合束繩，更能提升套袋效

率及方便性。本場授權的套袋或產

品外箱印有專利證號 (第M458786
號)，請農友選購合法授權生產的
套袋，以免誤用侵權產品，業者若

欲生產及販售專利套袋，請洽本場

簽約授權。       【文/圖　黃士晃】

紅龍果品質大提升  臺南農改場有一套

↑半網袋兼具遮陽、通風及易觀察優點，

也能重複使用

↑使用半網袋 (右) 相較於網袋 (左) 
能增進果色及提高外觀品質

↑本場授權生產的半網袋套袋，由

右至左材質分別為泰維克布、織

布 (中間2個) 及不織布 (左邊2個)

↑母莖未碎化前實景 ↑母莖碎化後枝條碎化混入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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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劑及農藥的使用，值得借鏡實際應用。而對於荷蘭將花

卉產業和生活文化結合，家家戶戶都有花卉妝點，全民運

動營造出多元化庭園景觀，著實令他印象深刻。但這趟荷

蘭海外研習，最令他意想不到及最美好的收穫，是結識了

現在的女朋友—青農羅伊秀小姐，在農業界成為一段佳

話。

藉由百大青農專案輔導，鎮宇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

青年農民，切磋交流中，讓自己的眼界大開，在技術及通

路上也能互相支援。回首這兩年的輔導歷程，鎮宇認為在

種植技術方面進步許多，如病蟲害銀葉粉蝨的防治，預防

勝於治療的觀念，還有肥培管理，透過觀察作物生長勢及

微氣候，精準施肥，而這些成果大部分都要歸功於臺南場

輔導小組及陳進益陪伴師，幫助他減少失敗，穩定生產供

貨。未來鎮宇希望能在包裝設計、市場行銷上更上一層

樓，吸引大家的目光，能了解他用心栽種的優質農產品。

鎮宇覺得在增加農業經營規模以及轉型休閒農業的過程

中，未臻完美還有亟待改善的層面，十年磨劍，尚待經驗

的累積。

從青農吳鎮宇的務農過程，了解到事在人為，自身努

力加上農委會農民學院、百大青農輔導計畫及各級農政機

關的支持，也能克服非農業本科系的劣勢，在逆境中闖出

一片天。對於時下一些年輕人想從農，卻不知道如何實際

進行，惶惶不可終日，鎮宇的從農旅程是最大的借鏡和激

勵。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近年來農委會「百大青農輔導計

畫」，讓青年返鄉從農成為熱門的話

題，原先沉寂老化的農村因注入新活

力，為農業帶來一番新氣象。這些新進

青農中，並非都是農學本科系畢業，他

們從一張白紙，經由農業機關輔導，慢

慢學習累積農業技能，結合各自背景與

經歷，也能揮灑自己的一片藍天，激盪

出不一樣的火花。

在大家的印象中，法律系的出

路不外乎就是國家考試、律師相

關的工作，而本場專案輔導的青

農—吳鎮宇，是國立台北大學法律

系的高材生，峰迴路轉，選擇了

農業這條不一樣的路。大學畢業

後，鎮宇在台北從事電子公司業務

專員的工作，後來眼見父母親年紀

漸長，務農越來越力不從心，毅然

回到雲林元長老家協助農務，經營「聚秀農場」

品牌。回到農村後，和原本在台北的工作環境大相逕庭，

不但沒有冷氣吹，要承受夏天溫室的極端高溫，此外農村

作息也相當「健康」，「每天早起是最痛苦的事了」，而

鎮宇本著務農初衷，逐漸適應、克服這些困擾。除此之

外，農業也不是單純的體力活動，尤其設施栽培需要高層

次生產技術，對初學者而言十分吃力。對此鎮宇除了學習

雙親的務農經驗，也在各區改良場農民學院、雲林農民大

學及有機設施專班進修，充實自己的農業知識，累計時數

達三百多小時，可見其從農熱忱和決心。

鎮宇的經營理念為注重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未來經

營目標將生產型農業昇級為休閒型農業，讓消費者藉體驗

農村生活進而支持在地農業。鎮宇從103年入選農委會第
二屆「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畫」，歷經18個月的輔導，透
過陪伴輔導師制度和改良場輔導小組專家的協力診斷和技

術傳承，從生產到銷售端，得到最完善幫助，使得鎮宇的

經營計畫，從不知如何著手，到能穩健踏實進行。陪伴師

陳進益班長定期的輔導，提供肥培、病蟲害管理到通路銷

售的建議，鎮宇從失敗中學習經驗，不斷的調整，提升產

品品質，現在已建立自己一套經營模式。

鎮宇104年5月入選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參訪
自動化設施栽培全球頂尖，有花卉王國之稱的荷蘭，學習

行程結束回國後，鎮宇覺得由電腦調節植物各環節所需養

分、溫濕度的自動化設施，打造省工又穩定生產的栽培模

式，是自己從農未來的目標，生產技術方面，對於設施內

利用熊蜂授粉及寄生蜂防治銀葉粉蝨，能夠減少對生長調

從法律人到農夫～青農 吳鎮宇的奇幻旅程

↑吳鎮宇對自家栽種的玉女小番茄

品質有信心

↑吳鎮宇以「聚秀農場」品牌宅配的 
甜瓜，品質一度讚

↑吳家的洋桔梗溫室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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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為鼓勵農民生產優質稻穀，提升臺灣米競爭

力，自105年第2期作起，於全國6個鄉(鎮、市、區)試辦
稻作直接給付與保價收購雙軌制，生產優質稻穀的農民，

多領取每公頃1萬元直接給付，不交公糧之選擇。

政府鼓勵生產優質稻穀，賣好價

臺灣有越來越多農民，捨棄傳統追逐高產的做法，堅

持理念種植優質農產品。更有稻農以友善環境的自然農法

生產稻米，自產自銷，不依賴政府的公糧稻穀保價收購制

度。為鼓勵生產高品質稻穀，自行銷售的農民，農委會規

劃試辦直接給付與保價收購制度並行，提供生產優質稻穀

的農民多一個選擇。

無米樂崑濱伯表示，本項政策可鼓勵農民種植優質稻

穀，保障生產高品質稻米農民的生產成本，樂見其成！十

大經典好米得主莊有志農友，因戶籍及土地均位於試辦

區，本年度第2期作也會申報稻作直接給付。

稻作直接給付金蘊含環境多功能性價值

農民第2期作生產之稻穀繳交公糧，與直接銷售市場之
價差，每公頃約9千元，另考量水稻蘊含生態環境、涵養
水源、糧食安全及農村文化等多功能性價值，額外增加每

公頃1千元，合計每公頃稻作直接給付金為1萬元，以鼓勵
農民生產優質稻穀，參加稻作直接給付。

105年第2期作全國擇6鄉鎮試辦

105年第2期作將於楊梅、新埔、龍井、福興、朴子及
柳營等6鄉（鎮、市、區），試辦稻作直接給付與保價收
購並行制度，以了解農民接受程度。實際耕作之農戶戶

籍及農地位於試辦區內，且土地在102年到104年任一年度
第2期作申報種稻有案，並於105年第2期作確實種稻者，
可於6月16日起至8月31日到當地公所或農會，申報稻作直
接給付，政府每公頃給付1萬元。明年第1期稻作將繼續試
辦，至於是否會更換試辦地點，需視本年第2期作試辦結
果再行決定。

直接給付由實際耕作者領取

為避免直接給付金被地主領走，實際耕作者反而領不

到的現象，倘土地已簽訂租約或耕作協議書，給付金將發

給實際耕作者。

試辦直接給付與保價並行，不影響糧價

由於公糧保價收購制度仍存在，可支撐市場稻穀價

格，試辦直接給付，不會衝擊市價，農民如果種植高品質

稻米銷售市場，再另外領取直接給付金，收益比交公糧更

好。農委會也呼籲農友與糧商勿擔憂，政府會致力維護農

民收益，及穩定市場供需與糧價。

給稻農多一個選擇～105年第2期作試辦稻作直接給付

稻作直接給付
 Q 1  如果大家都領直接給付，市場稻穀增加，價格下跌，政府有何配套措施？
 A 1  105年第2期作全台僅試辦6個鄉鎮，該等鄉鎮102年第2期作申報種稻面積僅4,242公頃，佔全國種稻面積4%，

且該等鄉鎮之公糧收購量僅9,556公噸，佔全國產量1%，不致影響市場稻米流通量及整體公糧收購數量。
 Q 2  為什麼種植再生稻不能領取稻作直接給付？
 A 2  宿根或落粒栽培 (即再生稻) 稻穀產量較低且品質不穩定，市場接受度較低。試辦稻作直接給付係為鼓勵農民

生產優質稻穀，故規劃栽培再生稻者不得領取。

 Q 3  稻作直接給付金是給地主還是實際耕作人？口頭租約可領取稻作直接給付金嗎？
 A 3  為避免直接給付被地主領走，實際耕作者反而領不到的現象，如果土地已簽訂租約或耕作協議書，給付將發

給實際耕作者。另口頭租約或未簽訂耕作協議者，屬民間代耕或租耕之運作模式之一，係基於雙方之間信任

關係，以口頭承諾方式辦理，難以約束其雙方承諾效力，農地租賃仍應辦理簽約為宜，以確保雙方權益。

 Q 4  參加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農民可以領直接給付金嗎？
 A 4  農民耕作之土地具公糧繳交資格，且戶籍與土地均位於試辦地區，102至104年間任一年度第2期作參加契作集

團產區經營運主體契作收購有案者，仍可申報請領直接給付每公頃1萬元。
 Q 5  申報稻作直接給付後，如果發生天然災害時該怎麼辦？
 A 5  現行稻作於生產期間遇天然災害，倘受災達20％，經公所勘查符合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可請領每公頃1

萬8千元救助金。因保價收購與稻作直接給付政策，僅能二擇一，倘農民因稻穀受災，欲繳售公糧災害穀，
則需放棄請領稻作直接給付金。

【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