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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聰賢主委訪國際蘭展及崑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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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聰賢主委 訪 國際蘭展 及 崑濱伯
「2017臺灣國際蘭展」
於3月4日∼3月13日在臺
南後壁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舉行，行政院林全院長及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亦在百
忙之中撥空，於3月12日
蒞臨指導，在臺南市賴清
德市長等長官的陪同下，
一行人沿著爭奇館、鬥豔 1
館，觀賞蘭花主題佈置、
泝林全院長、林聰賢主委
蘭花競賽區及大獎花區，體驗蘭花之美。林院長
參觀國際蘭展
及林主委也進入農產品展售區參觀，對青年農民
沴林主委在無米樂「稻米小
給予嘉獎勉勵。
學堂」前與工作人員合影
沊林主委訪崑濱伯，共同
隨後林主委由王仕賢場長、農糧署蘇茂祥副署
推薦臺南好米
長、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長陪同，前往臺南市後壁
3
區參觀無米樂「稻米小學堂」，並拜訪稻米名人崑濱
伯。崑濱伯於105年12月獲總統府新聘為國策顧問，林主委
此行南下也特地來向他請益，雙方相談甚歡。 【文/胡唯昭 圖/胡唯昭、楊藹華】

2

雲林縣長訪視雲林分場 風鈴花 栽培
今年2017臺灣燈會在虎尾舉辦，農村風情燈區由本場以風鈴花、星辰花、
紫羅蘭等配合佈置，受到雲林縣李進勇縣長的關注，3月17日上午特地率領
農業處長等一行人來雲林分場參觀風鈴花切花栽培，由王仕賢場長親自接
待。王場長贈送星辰花乾燥花束及風鈴花切花給李縣長，並陪同到風鈴花
栽培溫室參觀，現場熱情的民眾還跟李縣長、王場長一起合影留念。
李縣長當場指示縣府農業處協助推廣風鈴花，利用虎尾地區的夏菜冬花
栽培模式，在秋冬季生產洋桔梗及多花菊外，可以多一項新選擇。虎尾
農會蔡武吉主任表達希望在今年秋冬由雲林分場提供風鈴花種苗及栽培
技術，在虎尾地區的溫室進行試種，生產風鈴花切花及盆花，並嘗試推廣銷售來
試水溫。3月31日雲林縣政府、虎尾鎮農會及本場三方進行合作計畫規劃，期待風鈴花
能早日上市，美美的與消費者相見！
【文/陳俊仁 圖/王裕權】

↑雲林縣長與本場同仁在
風鈴花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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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專題演講

不鬼扯
學專業

劉志偉所長

本場3月份辦理三場專題
演講，場場皆是佳評如潮、
座無虛席。3月16日邀請嘉
義縣人力發展所劉志偉所長演講「食農不鬼扯」，所長妙
語如珠、趣味橫生，讓全場聽眾對臺灣農業的現今與過去
發展有所了解，也讓人深省，當媒體、文青對農業扮演的
角色有錯誤認知時，我們也應該站出來發聲，這樣農業才
不會變成社會經濟發展下的弱勢！
3月23日邀請臺灣大學曹幸之教授演講「美國園藝治療
的推展與認證」，介紹目前美國對園藝治療的相關訓練課
程與實務，也與現場聽眾互動目前臺灣對園藝治療推動的
現況，希望未來在臺灣相關專業課程，也能更加落實!
3月31日邀請中興大學黃裕益教授演講「溫室設施搭建
重點事項與政府補助措施」，吸引農糧署、縣府、26個公
所人員、農民，近300位聽眾來場聆聽，可見這次議題切
中需求，讓大家可以更了解設施搭建的「眉角」，特地增
闢第二會場也是座無虛席，大家都滿載而歸！
【圖/黃鵬戎】

曹幸之教授 (右)

黃裕益教授

時間：106年5月6日 (星期六)
9:00～16:30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內容：甜瓜主題展示、瓜果雕刻競賽、雜糧料理
競賽、瓜果品種及雜糧食品展示展售、農
特產品與種苗展售等。
＊活動內容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http://www.tndais.gov.tw

!!!
碼
農委會投入12億元推動 六大友善農耕 肥料補助措施
再加
康
好 為促進國內有機與友善農業發展，引導農友 理化性狀，並可使肥效慢慢釋放，減少肥分揮發及流失，
減施化學肥料，農委會106年度將加碼提高國產有機質肥
料補助，並搭配合理化施肥措施，推出商品化微生物肥
料、農田地力改善資材及含有機質複合肥料等多項好康
補助；例如，慣行農耕有機質肥料規劃加碼補助上限從
每公頃由9千元提高至1.2萬元，微生物肥料規劃每公頃最
高補助5千元，農田地力改良資材規劃每公頃最高補助3
千元等，及後續推廣冬季種植綠肥作物，幫助農民穩定
農產收益，以全方位友善農耕肥料補助措施，循環利用
各項資源。
化學肥料能快速提供作物養分，為國內農民農耕時所
普遍使用，依專家試驗，農民倘能搭配施用有機質肥料
來補充農田土壤有機質，可提高肥料利用率。另為簡化
農民施肥作業，國內肥料業者已開發添加泥炭 (含類腐植
酸) 之肥料產品，因其富含腐植酸等有機質，能改善土壤

降低化學肥料施用量。農委會為鼓勵農民施用含有機質複
合肥料，自106年3月17日起，啟動第一項補助措施，針對
含有機質複合肥料辦理運費補助每包 (40公斤) 20元，並
陸續開辦其他補助措施，以減輕農民購肥成本負擔。
【文/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圖/王仕賢】

↑農委會27日於嘉義縣義竹鄉辦理「穩定肥料供需措施」
宣導會，由陳吉仲副主委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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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周慶原學以致用，「大原山農場」鴻圖大展
穿過雙層門，踏入周慶原位於嘉義縣太保市的溫室，
映入眼簾的是一串串結實累累的玉女番茄，鮮紅欲滴，身
旁還不時飛過辛勤的授粉小幫手–西洋熊蜂，青農熟稔的
採收番茄，臉上充滿豐收喜悅的笑容。他是周慶原，本場
專案輔導的第3屆百大青農，從嘉義大學農藝研究所畢業
後，便立志從農，經營「大原山農場」品牌，友善栽培，
生產安全、高品質設施蔬果是他念茲在茲的目標。
周慶原並非農二代出身，從仁愛高農農場經營科的實
作基礎到嘉大農藝系、農藝研究所的求學歷程，在指導教
授沈榮壽循循善誘下，逐漸培養對務農的興趣與基礎。眼
見目前務農人口老化，亟待新血加入，身為農學院畢業
生，為了回報社會與老師、前輩的栽培，也希望能對土
地及糧食安全盡棉薄之力，103年起在雲林虎尾承租溫室
開始從農，2年租約期滿後，考量到產業「群聚效益」效
應，選擇在臺灣設施栽培重鎮－嘉義太保市落腳，開始他
務農的嶄新一頁。
周慶原採冬季栽種玉女番茄，夏季種植美濃瓜、網紋
洋香瓜經營模式，以設施直立式栽培，維持設施內良好通
風環境，不僅減少病蟲害，也讓小果番茄充分轉色提升果
實品質。瓜類一株只留一果，將營養與風味集中，洋香瓜
香氣濃郁、口感綿密。良好穩定的品質來自於每日透過水
分張力計與溫濕度計紀錄，做為施肥給水的參考，並透過
紀錄找出解決問題方法，及時調整生產管理模式。
「友善栽培」不僅是對環境友善，也對消費者友善，
透過溫室雙層門設計，減少蟲害入侵機率，並以高密度黃
色黏板，進行物理防治與監控蟲數密度，將鄰田汙染可能
性降到最低。慶原以農學專長，選擇低毒性農藥，安全用
藥，並自我要求比安全採收期又更早停藥，目標達成防
治藥劑零檢出–「N.D」，並取得臺灣農產品追溯二維條
碼，用高標準為消費者健康把關。

↑青農周慶原與女友許淑婷小姐合影於大原山農場

在行銷通路上，主要耕耘網路宅配，由確實的分級制
度，讓每批產品的品質均一，牢牢鎖住顧客的心。實踐環
保意識，採用素色紙箱當產品外包裝，僅用自製印章蓋上
品牌LOGO，減少不必要的耗材與油墨損耗。
回首近一年的青農專案輔導，慶原感恩謝俊宏出租溫
室並提供從農經驗，解決新農困擾，而陪伴輔導師李惟
裕，在作物栽培與農場經營實務層面給了他許多建議，以
農業經理人的經驗，幫助慶原以宏觀的視界，看待未來的
每一步。本場青農輔導小組也給予慶原生產管理、病蟲害
防治與合理化施肥的全方位諮詢，指導如何使用微生物肥
料，增加作物抗病與肥料效益，減少施用農藥防治與化學
肥料，協助達成「友善耕作」的目標。而他身旁的得力助
手∼女友許淑婷小姐，協助打理農場大小事，細心記錄，
同樣為本科系的她，也時時提醒慶原疏忽的細節，有佳人
相伴一起努力，慶原從農生涯更加幸福踏實。
周慶原勇於嘗試創新技術，由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理
事長謝俊宏建議並經本場協助，本期作使用西洋熊蜂幫助
玉女番茄授粉，熊蜂對於農藥敏感度極高，是生態安全指
標，可做為他溫室用藥安全的憑據。由熊蜂授粉的番茄，
不僅果實圓潤飽滿，也有別於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的單偽
結果，果實內種子發育良好，積儲能力增加，不僅提升果
實品質，也節省人力的耗費。
慶原目前擔任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總幹事一職，負責
活動記錄與宣傳，改變以往設施產業「單打獨鬥」方式，
和一群有共識的農友，共同成長與學習。未來長遠目標希
望成立農企業，藉由制度化、公司化，提升競爭力與獲
利，改變社會大眾對農業低收入的刻板印象，並打造良好
就業環境，吸引務農新血，讓農業成為年輕人打拚的依
歸。一步一腳印，周慶原正在努力完成自己的農業版圖。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大原山農場」品牌採用環保樸素的包裝，更顯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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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回暖，注意 荔枝椿象 防治
驚蟄過後，天氣回暖，荔枝椿象開始活動，本場已於嘉
義中埔地區發現荔枝椿象成蟲及產卵現象。越冬後荔枝椿
象成蟲因大量消耗體內脂肪，對藥劑容忍度較低，此時防
治效果較佳，請果農加強防治，以避免荔枝椿象危害。
荔枝椿象1年一個世代，生活史包括卵、若蟲及成蟲3個
時期，每年2∼8月為其繁殖季節，4∼5月為產卵盛期；若
蟲期分布於4∼10月；以成蟲越冬，越冬成蟲出現於次年
1∼8月。荔枝椿象主要危害荔枝、龍眼及欒樹等無患子科
植物，另外也可危害柑橘、李、梨、橄欖及香蕉等植物。
荔枝椿象具刺吸式口器，其成蟲及若蟲透過吸食荔枝、
龍眼的嫩芽、嫩梢、花穗及幼果汁液，導致落花、落果，
嫩枝、幼果枯萎及果皮黑化等，影響荔枝、龍眼產量與品
質。荔枝椿象受到驚擾時，會由臭腺分泌出具刺激性分泌

↑荔枝椿象成、若蟲聚集取食危害嫩梢

↑荔枝椿象卵

物用以自衛，如觸及皮膚或眼睛，會引起灼傷般的潰爛
或過敏，因此農友在防治上切忌徒手抓蟲，並小心自樹
上掉落時不慎接觸，以免對人體造成傷害。

荔枝椿象防治管理策略：
①於4∼5月間荔枝椿象產卵盛期，以人工摘除樹上卵塊
銷燬。
②可於主幹基部塗一圈黏膠，避免掉落地面的若
蟲再爬回樹上危害。
③建議在果樹開花前，可先噴灑登記藥劑如陶斯
松、賽洛寧等農藥防治，等到開花期後若數量
沒有減少，再視情況噴藥，並應加強葉背與枝
條縫隙的施藥。
【文/圖 陳盈丞】

↑荔枝椿象初孵化之若蟲

防治玉米薊馬，預防 玉米病毒病 發生
近日雲林玉米田間的玉米薊馬密度有上升趨勢，玉米
薊馬傳播玉米褪綠斑駁病毒 (Maize Chlorotic Mottle Virus,
MCMV)，主要感染甜玉米及糯玉米品種，此病毒造成植
株矮化、葉片顏色呈黃綠斑駁，嚴重時葉片乾枯，可能導
致果穗無法結實而影響產量。
本場提醒農友要特別注意相鄰不同品種玉米種植的田
區，因硬質玉米與青割玉米較耐病而少以藥劑防治，容
易成為薊馬躲藏與繁殖的棲所，因此栽種硬質玉米與青
割玉米也需注意玉米薊馬的防治，降低薊馬田間族群，
以保護感病品種。

↑藍色圈處為薊馬蟲體

↑罹病嚴重時葉片乾枯

玉米褪綠斑駁病毒的防治方法如下：①清除栽種田區
及田邊的禾本科雜草等中間寄主，可減少薊馬棲息生存。
②合理化施肥促進玉米植株生長健壯，較具抗耐性。③
種植初期就要開始防治薊馬，避免薊馬密度增高，使病毒
快速擴散。④生育初期若發現罹病植株，需拔除病株帶
離田區銷毀，以降低感染源。拔除病株最好在田區操作完
後，可避免手沾染汁液造成的機械傳播。
施用農藥時要依照推薦倍數施用，勿任意提高劑量，
以免造成農藥殘留過量的問題，同時也務必遵守安全採收
期。
【文/圖 黃秀雯】

↑整區玉米罹病植株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