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應用生物炭處理臺灣農業廢棄物，並增加土壤碳

匯，達減碳目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

場與農業試驗所於8月28日在臺南場辦理「生物炭的應
用與產業發展研討會」。本項活動邀請來自大專院校、

工研院、農委會所屬改良場所、社區推廣者與生產業者

共13位專家發表專題演講，超過250位的產官學研代表參
加，更有80餘位生產業者與農友共襄盛舉，經由經驗分
享與交流，擘劃生物炭應用與發展策略，營造農產與環

保雙贏局面，開創再生循環新契機。

曹主委致詞勉勵與會者，生物炭雖然在20餘年前已有
初步研究，在農作生產使用因土壤環境及生物炭製程不

同而效果不一，但目前已有製炭新技術及產業實際運用

案例，透過本次產官學研齊聚一堂，可進一步檢視過往

研究，共商如何連結臺灣特有的小農耕作模式，以

螞蟻雄兵的力量，達到農業廢棄物減量及建構友善

環境的新產業模式。

生物炭是指生物有機材料在缺氧的條件下，

把生物質進行高溫處理，進行熱裂解，剩下的

固體即是生物炭，可作為燃料、土壤改良劑或

土壤炭匯資材等。

因應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發生頻度增加，各國

均加強運用科技研究，研發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的

新技術。生物炭不僅可以固化樹木和作物內已吸收的二

氧化碳，把碳封存於土壤中，以增加土壤碳匯，也可能

提高肥力，促進農作物產量。此外，也可應用於工業原

料、食品原料、再生能源等，甚至成為「碳交易」的商

品。農委會所屬各改良場所過去已開始此方面的研究，

但欲廣泛推廣，尚需強化生物炭的應用技術開發及生產

製造產業化。

本次研討會專題報告包括：(1)國內外生物炭發展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2)國內外生物炭製作方式與成本；(3)
生物炭品質、規格與碳匯清潔生產機制；(4)施用生物炭
對土壤環境與農作生產之影響；(5)農業廢棄物 (炭化稻

殼、玉米穗軸、木竹炭、雞糞等) 炭化與應用；
(6)生物炭農業的社區推廣模式等。
研討會最後還驅車至臺南市官田

區，觀摩生物炭製作設備及試

驗田區，由顏能通區長現場

解說。

透過這次研討會，凝

聚各方能量與智慧，回顧

過去、檢討現在與展望未

來，以更有效益的再利用

農業廢棄物，

進行碳封存達

到負碳目標，

邁向農產與環

保雙贏的友善

環境新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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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應用與產業發展成果分享，闢農產和環保雙贏新契機

↑共同主辦單位農試所 
陳駿季所長致詞

↑第一會場座無虛席，還在大廳開設第二會場

↓農委會曹啟鴻
主

委
致
詞

↑王仕賢場長以地主身分

致歡迎詞



中華民國105年九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43期

2016臺灣美食展於8月5日在臺北世貿一館，
以「純真食代」為主題粉墨登場。農委會

為因應近年來民眾關切食安及健康養生風

氣，特別在美食展中，設置「臺灣農業

館」，以「食在地．享當季」為主軸，教

民眾如何輕鬆選購優良農產品、料理古早

媽媽味，並網羅臺灣自產最靚美食，展售

青年農民生產的優質農產品、水產精品、優良

畜產品，以及農遊伴手、農村美

食料理等，還有臺灣吃透透的農

村美食券，推廣「食在地．吃當

季」的飲食概念，在對的時間，

吃對的食物，運用在地食材，展

現地方特色，降低食物里程，讓

消費者品嚐當季在地的美食，享

受新鮮亦享受健康！

臺灣農業館週邊最顯眼的就

以「青農」兩字莫屬了，青年農民們親自展售生

鮮、有機、加工的優質農漁畜產品。本場輔導的

雲林縣百大青農盧傳期展售「傳奇有機農場」盛

產的紅鬚筍用玉米筍、嘉義縣溫偉毅展售來自布

袋的「布苦苦瓜」，以及臺南市陳瀅淨展售國產

無糖黑豆奶、酪梨、紅豆、黑豆及大豆等產品，

現打酪梨牛奶及國產大豆豆漿，讓參觀民眾喝出

營養與健康。

舞台區的右側是田媽媽展售區，嚴選8間田媽媽到現場
展售。菱成粽藝坊也在蔡季芳 (阿芳老師) 指導下，為大
家示範「古早味菱角蔥油拌飯」料理。張致盛處長希望

田媽媽們能夠藉由參加美食展的機會多觀摩，能有更多

的創新與在地文化的連結，讓田媽媽能夠從田園美食發

展成臺灣美食。

內場空間展示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與農友們合力研

發、種植的創新農特產品與好食材。本場展示近年研發

2016臺灣美食展～臺灣農業館「食在地．享當季」

↑參與生物炭研討會人員合影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張汶肇】

成果大豆臺南10號、
落花生臺南16、17、
18號，洋香瓜臺南13
號等優質農產品。

「臺灣農業館」呈現的就是「食在地．享當季」的飲

食概念，農委會期望全國民眾一同支持「地產地消」，尤

其近幾年臺灣接連出現食安問題，重創人民的飲食信心，

讓大家重新審視飲食觀念，不再只是重視食物感官的滿

足，而是更加注重食材的安全性及其來源的可追溯性，順

應大自然的法則，尊重老祖先的智慧，運用在地食材，

做為美食的原點，降低食物里程，展現地方特色，讓大家

「饌健康∼呷歡喜」！ 【文/圖　李郁淳】

沝翁副主委及張

致盛處長肯定

本場研發成果

泝臺灣農業館展場入口

沴翁章梁副主委關心青農  
陳瀅淨展售狀況

沊王仕賢場長、楊藹華及王

裕權課長共同推薦青農溫

偉毅展售的優質農產品

4

1

2 3



中華民國105年九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43期

輔，臉書粉絲專頁也

記錄著農作物生長日

記，把艱澀的農學知

識轉換成生動活潑的故

事，連繫消費者的情感，進而建立品牌忠誠度。

姵華的努力和成果，大家有目共睹，連一向反對她務

農的父親，在品嚐姵華種植的小番茄後也為之驚豔，加

上實習農場營運越趨穩定，父親終於認同她友善環境耕

作的理念，105年提供二崙家鄉土地讓姵華搭建鋼骨結構
設施。「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能返鄉務農重享天倫之樂，先前從農的不順遂與挫折都

已雲淡風輕。

兩年的專案輔導已近尾聲，回想起這段辛苦卻又收穫

滿滿的日子，姵華感謝臺南場青農輔導小組和呂世能班

長的技術輔導及諮詢，讓自己合理施肥、安全用藥的理

念得以實踐。在品牌建立和行銷通路穩定上，胡安慶陪

伴輔導師功不可沒，3年500萬零利率的青農創業貸款及
部分設施 (備) 補助，減輕初入設施農業經營的資金壓
力。最後姵華也感謝男友謝明諺的支持陪伴，貼心地將

田間粗重工作一肩扛起，農務搭配起來合作無間。姵華

未來的願景，希望能往休閒產業發展，使民眾了解農村

面貌及強化食農教育，但目前設施土壤及規模都和嘉義

實習田地差異甚大，當務之急是盡快建立適合的生產管

理模式。

青農陳姵華一路走來雖然踉踉蹌蹌，但她展現了女

青農堅毅、樂觀的一面，失敗了，修正反省再出發，

如同姵華的座右銘「人生永遠不會準備好，做，就對

了！」，為她的從農故事做了最好的詮釋。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一般大眾對於農業工作的想像，腦海中浮

現的應該是幾位老農夫在田裡耕作的畫面，

是個勞力密集且陽剛味十足的產業。近年透

過行政院農委會「百大青農輔導計畫」，加

入了許多七年級的農業生力軍，萬綠叢中幾

點紅，本場專案輔導的青農-陳姵華小姐就是
嬌點之一。

姵華歷經嘉義大學園藝系、臺灣大學園藝

研究所的求學過程，打下深厚的農業學理基

礎，主要專長為植物生理逆境。研究所畢業

後，姵華在農試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擔

任研究助理，這段期間思索自己未來方向，

相較於時下的「全民瘋國考」運動，姵華認

為下田務農符合自己喜愛生態環境的人格特

質，不僅能學以致用，而且和二崙家中農業

經營相輔相成，遂決心回鄉投入農業生產。不過因為和長

輩慣行栽培管理的理念歧異過大，決定先在外租地耕作，

選擇在臺南安定落腳，初期為了降低成本，種植露天番

茄、甜瓜，嘗試以技術彌補無設施窘境，但栽培過程受到

銀葉粉蝨、瓜實蠅為害，採收前又遭豪雨侵襲，血本無

歸。面對日趨嚴峻的極端氣候考驗，姵華體認到設施栽培

才是穩定生產高品質農作物的關鍵。

103年姵華入選農委會第2屆百大青農，本場青農輔導
小組及陪伴輔導師，情商嘉義縣水上鄉呂世能班長擔任她

的外聘顧問，並租用呂班長一棟溫室讓她學習設施番茄及

甜瓜的栽培技術。果然「薑還是老的辣」，有呂班長在旁

指導及經驗分享，加上姵華科班出身，經過一年的時間磨

練，生產管理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也建立自己的一套栽

培模式。胡安慶陪伴輔導師也傳授品牌建立及行銷經驗，

帶領姵華實地參訪玉井及臺北果菜市場，了解分級包裝及

市場喜好，作為產地出貨品管參考。行銷通路方面，姵華

以自創品牌「打盹貓農坊」宅配為主，行口、拍賣場為

逆風飛翔遨遊天際～青農 陳姵華 樂活從農

↑陳姵華滿意自家美濃瓜的品質

↑陳姵華和男友謝明諺於雲林二崙夢想基地

↑「打盹貓農坊」鮮艷欲滴的 
小果番茄產品

自創「打
盹貓農坊

」品牌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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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農業金庫是農委會唯一投資並配合執行農業金融

政策的銀行，肩負辦理農林漁牧融資之法定任務。全國農

業金庫推出「稻穀收購產銷調節週轉金」貸款專案，針對

已完成糧商登記且具有稻穀烘乾及倉儲設備之糧商業者，

協助其以簡便、快速的管道取得稻穀收購產銷調節所需、

期間最長3年的週轉資金，且能夠循環動用。另為協助農
業轉型升級，全國農業金庫所推出「農業紮根貸款」，針

對農林漁牧業者提供低利貸款，以協助相關業者取得營運

及週轉資金，藉此協助農企業農業經營、新農民創業及農

村社區更新等。

為照顧農民生活及協助農業發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持續擴大推動低利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目前核定專案農

貸項目包括農民經營及產銷班貸款、青年從農創業貸款、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等17項，利率
目前約為0.79％∼2.79％，業者若有融資需求，可向全國
農業金庫提出申請。  【文/全國農業金庫提供】

農業金庫辦理農業貸款  協助農漁產業升級

全國農業金庫辦理農業貸款項目

稻穀收購產銷調節週轉金 農業紮根貸款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貸款對象
已完成糧商登記，且具有稻穀烘

乾及倉儲設備 (設施) 者

從事農林漁牧之生產、加工、運

銷、倉儲、休閒 (含民宿、觀光
等)、農漁業發展事業、農村不
動產開發等業者

農 (漁) 民、農 (漁) 民團體及農
企業等

貸款用途 稻穀收購產銷調節週轉金
農業經營、輔導農業轉型升級、

新農民創業等

目前核定專案農貸項目包括農民

經營及產銷班貸款、青年從農創

業貸款、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

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等17項

貸款利率
目前約2.026％ (並得參考市場同
類貸款利率水準，從優辦理)

目前約1.98％∼2.35％ 目前約0.79％∼2.79％

貸款期限 最長3年
資本支出最長15年
週轉金最長3年

詳細內容請至農業金庫網站 (http://www.agribank.com.tw) 查詢

本場臉書粉絲人數破萬
https://www.facebook.com/tndais

本場自103年2月6日成立官方臉書粉
絲頁，短短1個月內粉絲人數破千，之
後歷經沉澱期，104年8月重整維護團
隊，加上長官支持與授權，粉絲數逐

漸穩定成長，尤其在105年5、6月辦理
瓜果節期間，平均每月增加約1000人。在歷時2年6個月
又16天後，粉絲數終於在8月23日突破萬人大關，感謝粉
絲們的支持與鼓勵！！

本場粉絲頁會持續將正確、實用的農業知識、活動訊

息迅速傳達給網友，歡迎舊雨新知「呷好道相報」，拉

人來按「讚」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