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鼓勵稻農依適地適栽原則，生產

高品質稻米，提升整體國產稻米品質，辦理名米產地冠

軍賽。經過鄉鎮初賽及第一階段評選，由全國63個隊伍共
8個參賽品種，篩選38隊農友入圍，10月28日上午辦理第
二階段總決賽，由評審團進行糙米外觀及食味評審後，

各品種冠軍名單出爐：臺農71號-雲林縣西螺鎮農會、桃
園3號-桃園市觀音區農會、高雄147號-高雄市大寮區農
會、臺南11號-桃園市觀音區農會、臺 9號-桃園市龍潭
區農會、臺南16號-彰化縣二林鎮農會、臺 2號-臺東縣
關山鎮農會、高雄145號-高雄市大寮區農會；依參賽隊伍
總得分排序，香米組年度名米產地總冠軍為雲林縣西螺

鎮農會 (張錦熙、張清松、廖長男)，非香米組年度名米產
地總冠軍為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2016「名米產地冠軍賽」採團隊 (1團隊由3名參賽者組
成) 競賽方式辦理，依各鄉鎮依參賽各品種的前3名參賽
者之平均分數，取平均分數最高之特色米香米品種及非

香米品種參加全國賽，計有14個縣市56個鄉鎮地區63個隊
伍 (189名農友) 參賽，分成香米組 (臺農71號、桃園3號、
高雄147號) 及非香米組 (臺南11號、臺南16號、臺 2號、
臺 9號、高雄145號、高雄139號) 8個品種進行評比，全
國賽63個參賽隊伍經農藥殘留檢驗及品種鑑定全數合格。 

【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臺 2號、臺南11號、臺南16號為本場
育成的水稻品種。「臺南16號」在民國
101年由本場與臺灣大學農藝系合作育
成，為我國第一個利用分子輔助選種技術

育成的水稻品種，以非基因改造的方式，

將越光品種導入臺灣水稻品種特有的日長

不敏感基因，適合於臺灣環境栽培。米粒

外觀晶瑩剔透、帶有光澤，米飯口感及稻

穀產量更優於越光。今年此品種獲得非香

米組全國總冠軍，本場深感榮耀，也感謝

彰化縣二林鎮農友的用心栽培。

■ 水稻品種臺南16號榮獲非香米組全國總冠軍
■ 本場榮獲台灣農學會「105年農業學術暨事業團體獎」
■ 方政倫、周俊吉、林篤毅農友榮獲2017全國十大神農
■ 富貴團圓的幸福滋味～青農陳昀鎂的「山頂壯圓」
■ 強化第3屆百大青農產業經營知能～經營管理訓練
■ 本場古籍移交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

發行人：王仕賢︱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總編輯：王裕權︱主編：黃惠琳︱地址：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電話：(06)5912901︱傳真：(06)5912928
網　址：http://www.tndais.gov.tw︱農友暨消費者服務專線：(06)5912905︱GPN：2008500150︱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創刊︱印刷所：農世股份有限公司︱定價：10元

雜 　 　 誌

國內郵資已付

新 營 郵 局

新 化 支 局

許 可 證

新營字第56號
新營雜字第17號

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105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水稻品種臺南16號榮獲 非香米組 全國總冠軍

【感謝台灣園藝學會推薦】

再賀再賀

賀賀

再賀再賀

賀賀
2016

本場榮獲台灣農學會

水稻品種臺南16號

羅分場長多年來致力於水稻品種選育及優質栽培技術改良，

有相當傑出的成就與貢獻，解決臺灣稻作產業面臨之相關問

題。以深厚專業學養，積極推動深耕米食文化向下扎根，及大

力推廣栽培技術以服務農友，各方面均有優異成績。

榮獲台灣農學會「105年農業事業獎」

嘉義分場 羅正宗分場長

黃副研究員平日除綜理土壤肥料業務，領導團隊創新研究改

善作物肥培管理技術，促進農業轉型升級外，同時積極推展有

機農業及土壤肥力、微生物生態與農業生產影響地球暖化之研

究推廣。

榮獲農委會105年 (第26屆) 優秀農業人員獎

作物環境課土壤肥料研究室 黃瑞彰副研究員

再賀再賀

賀賀

再賀再賀

賀賀

西螺鎮農會 獲香米品種台農71號全國冠軍及香米組全國總冠軍

「105年農業學術暨事業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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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0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選拔結果出爐，本場所推薦的6位農友中，3位榮獲全國十大神農，3位獲選
為全國模範農民，成績斐然，本場深感與有榮焉。

十大神農選拔向來被視為是農業界的奧斯卡獎，能在眾多佼佼者中脫穎而出，相當不容易。從今年5月起雲嘉南地
區各鄉 (鎮、市、區) 開始受理報名後，經過一連串的審查、評選後，最後由各縣市政府提送22位推薦名單送本場進
行區域評選，最終選出6位農友參加農委會全國十大神農選拔。參選人一路從鄉 (鎮、市、區) 初選到全國決選，歷經
馬拉松式的評選過程，通過一層層嚴格的審查與評選，故能獲此殊榮者堪稱達人中的達人，菁英中的菁英。

方政倫．周俊吉．林篤毅農友  榮獲 2017全國十大神農

十大神農-嘉義縣阿里山鄉方政倫

全臺首位取得全國十大神農的鄒

族原住民，從咖啡種植到調製全都親

力親為，不僅改良一般咖啡調製的傳

統水洗法，還引進蜜處理法及日曬處

理法，並將調製過程中廢棄不用的果

殼，製成黃金果殼蜜茶，大大提升咖

啡的品質及附加價值。所創立的「鄒

築園」品牌，融合鄒族傳統三原色─

藍、黑、紅，成功的將產品與文化做

結合，更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增加族

人的就業機會。

十大神農-臺南市仁德區周俊吉

採用農畜合一綜合經營方式，有

效解決有機農業生產問題並間接提高

收益，同時與資策會共同研發「農地

生產效益量化管理系統」，利用電腦

資訊系統協助農場從事生產管理，提

升生產效率，並大幅降低人力管理成

本。俊吉與多位農友 (農場) 共同合
作生產葉菜類及根莖瓜果類作物，以

不同的品牌打進各個通路市場，近3
年的有機蔬果銷售量就達到400∼500
噸，堪稱有機農業達人。

全國模範農民-

黃勝裕

率業界之先，

投入白肉雞品牌

經營，打破過去

只有聯合品牌的產

銷模式，推出國產「御

正童仔雞」，做到國外進口雞肉無法做

到溯源、逐場及逐批藥物殘留檢驗，將

國產雞肉與國外進口雞肉做出市場差

異，同時他也是國內取得第一張白肉雞

產銷履歷認證的第一人，及目前唯一一

位取得人道飼養認證與友善畜產認證者，

堅持要用最嚴格的標準，維護國產白肉

雞品質與形象。

十大神農-嘉義縣東石鄉林篤毅

與嘉義大學產學合作，將臺灣鯛

養殖期由21天縮短為12天，降低了
養殖業者的養殖成本及風險，並首

創溫棚設施養殖技術，成功對抗寒

流，幫助漁民復養。篤毅所生產的

烏魚子，堅持只用國產當季新鮮魚

子，絕不使用進口魚子當原料，醃

製過程完全採傳統古法製作，並自

製水泥塊，進行重壓程序確保烏魚

子受力平均，因此口感特別紮實有

Q度，是各項比賽的常勝軍。

全國模範農民-

楊景翔

曾拿下2014年
嘉義縣高品質美

濃瓜比賽冠軍及

2015年全國小番茄
競賽季軍，是農業界未

來的明日之星，景翔建立自己一套的作

業生產標準流程，導入節水滴灌系統，

準確控管及平均供給肥料，降低水及養

分的散失，相較於一般灌溉可減少約

65％的用水量，打造出節水友善環境，
並樂於協助新進農友，所輔導的班員更

屢次在競賽中獲得佳績，利己利人表現

值得學習。

全國模範農民-謝明樹
首創紅龍果11目抗強風螺

旋織固定網室栽培，利用網室

栽培解決了人工套袋問題，大

幅降低生產成本，提升了市場

競爭力，在農業人力缺乏的今

日，免套袋的紅龍果網室栽培

更具市場發展潛力。 【文/圖　石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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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古法柴焙龍眼乾作業現場↑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及王場長訪視

陳昀鎂，關心她的經營狀況

有優質安全的新鮮龍眼才能做出高品質的柴焙龍眼

乾，回顧近兩年的青農專案輔導，昀鎂感謝臺南場青農輔

導小組，在龍眼的肥培管理、安全用藥給予諮詢輔導，並

協助龍眼矮化及燻焙加工技術和龍眼花茶開發。陪伴輔導

師許應哲先生在經營管理方面給予反思及叮嚀，加強昀鎂

解說及行銷的技巧。

未來，昀鎂希望能不斷精進龍眼栽培技術，期望引進

機械化生產達到省工栽培的目標，進而結合文創包裝設

計，提升商品價值。現今農業變遷十分快速，有許多傳統

產業因不敵競爭，逐漸凋零，守成不易，期盼昀鎂延續東

山炭焙龍眼乾的珍貴傳統及手藝，讓龍眼木的裊裊炊煙不

斷，永遠傳香東山，不僅保留產業歷史韻味，也開創新的

契機。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時序入秋冬，天氣已漸漸轉涼，日夜溫差加大，此時

來一碗熱呼呼的桂圓紅棗茶，不僅暖了身子，連心情也飛

躍了起來。桂圓就是我們熟知的去殼去籽龍眼乾，由新鮮

龍眼經乾燥加工製成，而臺南市東山區為臺灣龍眼的主要

產地，該地特色為龍眼木燻焙的龍眼乾，風味更是一絕。

本場專案輔導的青農-陳昀鎂小姐，家中龍眼產業已歷
三代，在農村年輕人口外流之際，返鄉承接家業，創立

「山頂壯圓」品牌，傳承古法柴焙龍眼乾的好味道，帶給

消費者「百年傳統全新感受」。

昀鎂畢業於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擁有農業

推廣及行銷的專長，從學生時代每年七至九月的暑假，正

當龍眼盛產期，上午採收龍眼後，就必須入窯內燻焙，高

溫加上煙燻，讓人灰頭土臉，眼淚直流，如此工作環境，

讓年輕人怯步，但因對家中產業的使命感，即使再辛苦，

昀鎂也甘之如飴。眼見古法柴焙龍眼乾因工序繁複，導致

成本售價不敵進口龍眼乾，傳統產業逐漸式微，決心致力

於東山柴焙龍眼乾的製作與行銷。

古法柴焙龍眼乾的製作，需經過落焙、脫果、翻焙、

分級等步驟，全程利用龍眼木煙燻，歷時6天5夜，費時費
工，平均9台斤的新鮮帶殼龍眼只能獲得1台斤桂圓，彌足
珍貴，一顆顆柴香撲鼻的龍眼乾，需要長久的經驗累積和

耐心烘焙，稍不注意便會烤焦，前功盡棄。昀鎂家現在使

用的烘焙灶與傳統的土窯功能比較，不僅燻焙量增多，另

外加裝天車機具，省工並減少翻焙時受煙燻高熱之苦，翻

焙作業使龍眼受熱更均勻，提升產品品質和工作效率。

在通路行銷方面，昀鎂創立「山頂壯圓」臉書粉絲專

頁，揉合東山的在地特色，介紹柴焙龍眼乾的歷史背景及

生產流程，產品包裝上，皆有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二維條

碼，消費者可用智慧型手機掃瞄二維條碼，便可知道產品

的來源等資訊，提升對產品的信賴感。透過網路行銷，數

年耕耘下來已略有小成，慢慢累積品牌的忠實顧客，也成

功吸引中下游廠商的合作—有Super Buy、台灣好農等電
商銷售平台，裕毛屋、樂菲有機超市⋯等。昀鎂所生產的

龍眼乾也供貨給榮獲世界麵包大師賽冠軍的吳寶春師傅，

他的得意作品「酒釀桂圓」麵包，正是使用東山的契作

柴焙龍眼乾。另外，只要有

農產品的展售會，如臺南國

際蘭展、台灣農業精品展⋯

等，幾乎都能看到昀鎂的身

影，熱絡的向消費者介紹家

鄉產品，增加品牌知名度，

展現青農的活力和熱情。

富貴團圓的幸福滋味～青農陳昀鎂的「山頂壯圓」

↑陳昀鎂期待能為柴燻龍眼乾走出自己的路 
(引用自superbuy 市集)

「山頂壯圓」品牌

宅配商品-柴焙龍
眼乾及柴焙桂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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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第3屆百大青農產業經營
知能～經營管理訓練

↑第3屆百大青農經營管理訓練班合影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光祖 (研究員兼副所長) 及陳熙遠 (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
任)，於105年3月15日特地南下到本場「尋寶」。
本場創立於1902年，至今仍保存諸多日據時期地圖、研究資料及史冊。然因保

存不易，或日漸斑駁龜裂，或躺在圖書室角落塵封。去年王場長與陳主任偶遇，

提及本場文物並邀請他來看看。果然，這些都是他們眼中的寶物，雙方洽商日後

可能將部分轉移給中研院保存研究，也讓這些文物有好的歸宿。

圖書室人員經過數個月的盤點、整理清冊、雙方電郵及公文往返，終於在105年
10月12日於本場數位學習室辦理「古籍數位典藏移交儀式」，由王仕賢場長與中
央研究院陳熙遠主任代表簽訂移交清冊及備忘錄，將本場圖書室的古籍 (自西元
1900年起) 移交中研院典藏，其中部份珍貴圖書、照片將由中研院協助修復、數位

化後回到本場典藏，希望本場古籍在中

研院典藏下，邁入下一個百年。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黃惠琳】

本場古籍移交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

為了確立第3屆百大青農經營目標、提升產業經營知
能，本場於105年10月14日舉辦「經營管理研習」課程，
由推廣課盧子淵副研究員講授「問題分析與解決」與「經

營模式」課程，參訓的青農共計24位，期望經由本次研習
訓練，使青農連結生產、行銷、人力、財務等經營重要環

節，協助其掌握自己產業經營模式，繼續穩健從農。

王場長允諾會持續到青農現場訪視了解個人經營現

況，期許青農能循序漸進達成短期目標，本場會做青農的

最佳後盾。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泝王場長與陳主任簽訂移交清冊及備忘錄

沴古籍數量點交

沊工作人員仔細包裝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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