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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賢 主委接掌農委會

農委會於2月8日舉辦卸新任主委交
接典禮，新任林聰賢主任委員為宜蘭縣
羅東鎮人，農家子弟出身，宜蘭農校、嘉義農專、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畢
業，歷任宜蘭市公所課長、秘書、羅東鎮公所秘書、羅東鎮鎮長、宜蘭縣縣長等，
深耕基層，長期為民服務。99年曾獲頒嘉義大學傑出校友。
林聰賢主委接任後隨即投入禽流感防疫工作，風塵僕僕訪視地方產業，2月11日
參加雲林縣褒忠鄉馬鳴山的「吃飯擔文化節」，與村民一起挑飯擔；3月6日率八縣
市政府及農民團體赴日本參加「2017東京國際食品展」，行銷臺灣農產品，為臺灣優
質農產品掛保證。

陳吉仲副主委 與 青農座談，務實解決問題
農委會陳吉仲副主委2月24日下午至本場與青年農民進行座談，輔導處周若男副處
長、農糧署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長、嘉義縣農業處林良懋處長、本場王仕賢場長及
同仁列席與會，轄內青農及家屬共47人參加。陳副主委先口頭說明農委會
新農業政策，包括：
1. 稻作對地給付：為鼓勵稻農生產高品質稻米或以友善環境方式
生產，政府已於全國20鄉鎮開始試辦直接給付與保價收購制度
並行，每公頃給付13,500元，集團契作每公頃給付15,000元。
2. 農業保險：目前已有梨、芒果災害保險、水稻產量保險、
釋迦收入保險，歡迎農友踴躍投保。
3. 營養午餐採購4章1Q食材：以需求帶動供給方式，今年初先在
臺南、臺中、新竹、臺東試辦校園營養午餐採購4章1Q在地食
↑青農邱裕翔提問農
材，9月將推動到全國，可望帶動國內農產品需求。
事服務團等問題
青農座談提到的問題都是實務面，包括：青農貸款
還款年限延長、建立設施搭建定型化契約、農保保障
與退休後給付不足、組織專業農民工會、農事服務團
農保/勞保問題、對地補貼與跨期作衝突問題、各式標
章整合、採收處理加工廠法規問題、三級產業 (休閒、
導覽) 輔導窗口與設備補助、農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
開、台糖農地釋出、初級加工品正面表列免稅、開設
採後處理加工相關課程、綠肥作物休耕補助調降等。
林良懋處長則建議將農業金庫轉為政策銀行，金融、
↑農委會陳吉仲副主委與青年農民合影
保險專業分工，做好政策扶植的環境。

↑陳副主委親自
回應青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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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章梁副主委關心省工機械研發

↑陳副主委視察本場魚菜共生試驗

農委會翁章梁副主委3月3日在農糧署蘇茂祥副
署長及王仕賢場長陪同下，訪視本場開發「連續性青花
菜分切機」合作廠商鋕瞱實業社謝志偉先生工廠，瞭解機械
開發成果，隨後翁副主委也蒞臨本場視察乘坐式胡麻割捆機、泛
用型聯合收穫機研發進度、魚菜共生試驗、植物工廠，翁副主委相
當肯定本場研發成果。
【文/王裕權 圖/黃鵬戎】

↑視察胡麻採收機

人事動態

陳副主委認為勞力、土地、水資源、
政策，是當政者要努力替農民解決的四
↑翁章梁副主委及蘇茂祥副署長觀看
大問題，除了當場允諾交付責管單位修
「連續性青花菜分切機」如何運作
改辦法、或評估調整者，部分攜回處理
的議題也會列管追蹤。臺南場現有的青農LINE群組，
由輔導處王勝平技正擔任窗口，保持溝通管道暢通，
鄭安秀
青農也可電話聯絡副主委辦公室直接反應問題。
座談會結束後，陳副主委參觀本場的魚菜共生試驗、
胡麻採收機，期勉同仁共同為提昇臺灣農業競爭力而努力。
鍾瑞永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楊清富助理研究員介紹魚菜共生試驗

106.3.7調任研究員兼秘書
106.3.7調任研究員兼作物環境課課長

2017國際蘭展蘭海競艷，本場優秀蝴蝶蘭參賽再獲佳績
本場優秀蝴蝶蘭參加2017臺灣國際蘭展 (TIOS)，再次獲得大會評審青睞，
共抱回3個獎項，可說是滿載而歸！ 【文/圖 胡唯昭】

→異屬雜交蝴蝶蘭獲頒
第三獎，其花朵亮橘
帶紅，瓣上有線條，
為萬代蝶蘭與蝴蝶蘭
的後代，相當特別

←西蕾麗蝴蝶蘭 (Phal.
schilleriana)，花開雙
梗、粉紅小花優雅芬
芳數量又多，且葉片
格外挺立，獲得原種
組第二獎

↑本場於英國皇家園藝協會
RHS登錄之優秀蝴蝶蘭
「南場金冠NanDares Gold
Crown」再次獲得美國蘭花
協會授予AM優質獎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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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雞報喜賀新歲，春到臺‘蘭’百花開～2017臺灣國際蘭展
每年3月春暖花開、百花齊放，亦為蘭界大事，「2017
臺灣國際蘭展」於3月3日在臺南市後壁蘭花生物科技園
區盛大開幕，今年已邁入第13年，由臺南市政府主瓣，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承辦。會場貴賓雲集，總統蔡英
文蒞臨現場，臺南市賴清德市長、農委會翁章梁副主
委、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經濟部國貿局盧惠珠副處
長、臺灣國際蘭展大會主席陳石舜、世界蘭花會議基金
會 (WOC) 主席Sandra Tillisch Svoboda、英國皇
家園藝學會副主席Henry Oakeley、英國
皇家園藝學會蘭花委員會主席Johan
Hermans、Clare Hermans、美國蘭
↑2017臺灣國際蘭展入口意象 (圖/陳俊仁)
花協會主席George Hatfield、美國
蝶蘭、文心蘭、石斛蘭等多達數萬株。本
蘭花協會副主席Norman Fang、
次展覽創新導入虛擬實境 (VR) 技術，讓
國際蝴蝶蘭聯盟 (IPA) 理事長
現場遊客耳目一新，主景「臺灣帝雉、悠
Carlos F. Fighetti等國內外嘉賓出
遊臺蘭」高達6米，是以數千朵蘭花拼成的
席典禮。
臺灣特有種「帝雉」，並融合臺南廟宇剪黏
蔡英文總統致詞時特別強調，蘭
藝術手法，壯麗之於，也充分展現臺灣傳統風
花是臺灣外交及經濟的大功臣，臺灣
↑蔡總統頒發蘭花
味，令人驚艷。
去年的蘭花產值為62億新臺幣，其中外銷
競賽全場總冠軍
每年蘭展除了美不勝收的蘭花群芳競豔外，不可
部分就占了將近九成，有55億7000萬。透
或缺的是國內外學者、研究人員齊聚一堂的全球蘭
過產官學界的協助，蘭花不僅讓臺灣被世
花產業論壇，今年主題為「環境變遷下蘭花永續發展因
界看到，也讓臺灣走向世界。接下來將以臺南為基地，
應之道」，會中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包括世界蘭花會議
讓臺灣成為全球蘭花品種研發的種苗供應中心，做為世
基金會主席Sandra Tillisch Svoboda、英國皇家園藝學會蘭
界蘭花流行趨勢的領導者。隨後，賴市長代表主辦單位
花委員會主席Johan Hermans、臺灣蘭花育種者協會賴本
向國內外嘉賓致歡迎詞，並特別感謝蔡總統在日理萬機
智理事長演講，內容包括北美洲蘭花品種保育與永續發
之際親臨臺南參與盛會，此外，賴市長也感謝農委會、
展、馬達加斯加蘭花之探索、臺灣蘭花產銷狀況等，不
外貿協會蘭花業界等對蘭展的支持，讓2017臺灣國際蘭
但扣合了本次蘭展主題的「Sustainable (永續)」，亦帶領
展順利舉行。
聽眾進入馬達加斯加的熱帶蘭花萬花筒，也讓與會蘭花
臺灣國際蘭展與世界蘭展、東京蘭展並列為國際間3大
栽培、育種及研究人員對臺灣蘭花之產業現況有更深入
蘭展之一，臺灣亦已爭取到2020年世界蘭展的主辦權，
瞭解，可說是相當充實。藉由產官學界之交流，相信臺
相當難能可貴。今年蘭展以「Discover Sustainable Orchids
灣能更紮實的面對未來產業之挑戰，甚至是全球環境、
臺南臺蘭、生生不息」為主題，共規劃有爭奇館、鬥豔
永續農業等議題，再創臺灣蘭花奇蹟。【文/圖 胡唯昭】
館、幸福館、未來館等四大展館，展示嘉德麗雅蘭、蝴

↑本次蘭展主題造景「臺灣帝雉、悠遊臺蘭」高達6米，由數千蘭花拼成，還會不時擺動身軀，讓人嘆為觀止、目不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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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農民學院開跑，本場首班～有機農業初階班 2月20日起開始報名
106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規劃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班共9班次，包括初階班2班次、進階選修班7班次，可提供324個
參訓名額。自2月20日起陸續開放網路線上報名，名額有限，請有意從農青年及在職農民把握機會，儘速上網報名
(http://academy.coa.gov.tw/），以免錯失良機，報名相關問題可電洽農民學院客服專線：02-2301-2308。各班報名及
上課時間如下表，實際日程以「農民學院」網站公告為主。
【文/李郁淳】
階層別
初

階

進階選修

上課
天數

報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上課日期

10天

2 月20日∼ 3 月08日

3 月20日

4 月10日∼ 4 月21日

10天

3 月01日∼ 3 月24日

4 月11日

5 月01日∼ 5 月12日

有機果樹班

5天

4 月05日∼5月04日

5 月15日

6 月05日∼ 6 月09日

有機蔬菜班

5天

4 月19日∼ 5 月16日

5 月31日

6 月19日∼ 6 月23日

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

3天

5 月04日∼ 6 月03日

6 月14日

7 月04日∼ 7 月06日

活化農地作物經營管理班

3天

5 月18日∼ 6 月17日

6 月28日

7 月18日∼ 7 月20日

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

3天

6 月15日∼ 7 月14日

7 月25日

8 月15日∼ 8 月17日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

5天

7 月11日∼ 8 月10日

8 月21日

9 月11日∼ 9 月15日

芒果栽培技術管理班

5天

8 月16日∼ 9 月15日

9 月26日

10月16日∼10月20日

訓練班名
有機農業班 (一)

有機農業班 (二)

參加對象：初
階－18歲至65足歲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實際從事農業生產1年以上之農民。
進階選修－18歲至65足歲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實際從事農業生產3年以上之農民。

溫度變化大，注意防範 水稻稻熱病

小黃薊馬蠢動，芒果、文旦注意防治

年初溫度較高，本場發現去
年12月種植的水稻已有部分
出現稻熱病病斑，最近受
鋒面影響氣候不穩定，
濕度增高，鋒面過後可
能有較大的溫度變化，
使水稻罹病機會增加，
請農友注意葉稻熱病的發
↑水稻葉稻熱病病徵
生，若發現本田或秧砧出
現病斑，應即早進行防治措施、正確用藥，
不要過量施用氮肥，以避免稻熱病發生嚴重。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葉舌，發病初
期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若環境適合病
勢進展，則擴大呈紡錘型，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灰
褐色，嚴重時葉片枯萎，如感染稻穗則造成榖粒不充
實。稻熱病於相對溼度高時容易發病，溫度高低變化
劇烈時，水稻的抵抗力降低，使病害更加嚴重。稻熱
病在一期作較容易發生，一般而言，水稻插秧後35至
50天最容易遭受感染，尤其在施用高量氮肥、密植而
通風不良的稻田更容易發生，因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
間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病勢進展，應立即施藥
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
【文/圖 林國詞】

臺南地區芒果已陸續開花，文旦也提早約1個月抽梢
及開花，目前小黃薊馬密度有逐漸上升趨勢，花期應
加強防治，以確保日後結果及果實品質。
小黃薊馬於芒果及文旦栽培區整年發生，嫩葉受
害，導致葉表凹陷皺縮，影響植株生育；為害花穗及
花器會影響著果，降低產量；為害幼果則造成果皮粗
糙，甚至提前落果，影響產量並大幅降低果實商品價
值。
防治應於開花期及幼果期噴施藥劑，在族群高密度
時期每7天施藥一次。防治注意要點有：①施藥操作時
注意躲藏於葉背蟲體。②適量添加展著劑增加藥效。
③枝條適當修剪維持通風，有利藥
劑均勻分散於植株。
【文/圖 陳盈丞】

↑芒果新梢嫩葉遭小黃
薊馬危害狀
↑文旦葉遭小黃薊馬危害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