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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林聰賢主委視察 本場 及 畜試所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5月8日南下參加八田與一紀念活
動，並率翁章梁、黃金城兩位副主委、企劃處蔡昇甫處
長、科技處張致盛處長等長官，赴本場及畜試所視察業
務，兩機關共同在畜試所進行業務報告。
首先由兩機關同仁向主委說明會場上展示的海報及實
物，接著由畜試所鄭裕信所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進行業務
簡報及意見交流。本場展示近期研發主題及成果，包括：
高效率永續品種的開發、亞熱帶設施環控的研發推廣、善
用資通訊工具提昇技術服務效能、環境永續之友善及有機
農業研發推廣、開發自動化省工機械等五大議題。
科技處張致盛處長回應本場所提人力、出國經費問
題，表示技工缺額問題農委會將與農科院協商是否由該院
代為聘僱人員，同仁出國考察或參加會議經費目前仍需由
科發基金提撥。企劃處蔡昇甫處長表示未來應規劃區域化
專業經營模式，發展自動化農機。

1

3

黃金城副主委說美國德州大學希望透過本場之南向緬
甸計畫，協助該校進入緬甸。希望各單位利用農委會菁英
計畫派送優秀人員出國進修。農機研發應盤點各場所現況
及人力，進行整合分工。
翁章梁副主委建議盤點各縣市主力產品及遭遇問題，
以調整本場改良創新與機械發展。
林聰賢主委表示，他上任3個月，希望盡快了解各單位
研發能量，因此組成「挖擴部隊」，發掘各單位人才或值
得發展的亮點；鼓勵進行跨域加值，從農業總產值 (GDP
3.5%) 透過六級化再進階到食農 (GDP 7%)；進行預算結
構轉型，進而政策轉型、制度轉型；發展智慧農業，包括
農機、省工管理、品種等，並鼓勵本場及畜試所可以合作
進行大糧倉、有機等的研發。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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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泝林聰賢主委、農委會長官與兩機關主管合影 沴鍾瑞永課長說明自動化省工機械研發成果
沊鄭安秀秘書說明友善及有機農業研發推廣 沝謝明憲站長說明設施環控的研發成果 沀楊藹華課長說明本場品種與技術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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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瓜遊趣 糧豐見喜～2017臺灣瓜果暨雜糧嘉年華

1

2

3

泝長官及貴賓手持各式瓜果雜糧，宣告活動開幕
沴主題區以甜瓜、雜糧為佈置主角
由本場、農糧署南區分署與臺灣種苗改進協
沊陳副主委與嘉義縣精緻農業
會主辦，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贊助，全國廚師職業
協會的青農合影
工會聯合總會、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中華醫事科技大
沝果雕競賽中
學等單位共同協辦的「2017臺灣瓜果雜糧嘉年華」活動，5
沀果雕社會組冠軍-劉翰璋
月6日在本場新化場區登場，吸引了約6510位民眾入場參觀，
泞果雕社會組冠軍作品
泀料理校園組冠軍一起品嚐瓜果與雜糧產品、欣賞果雕與料理藝術創作，體驗初
唐盈瑩、胡仕君
4
夏賞瓜遊趣，也期待2017年糧食豐收、農民歡喜！
5
一大早進場車輛就絡繹不絕，雖然艷陽高照，消費者熱情不減，
各攤位前人潮搶搶滾！今年由農委會陳吉仲副主委主持開幕，種苗改
進協會王振茂理事長、農友基金會賴三省秘書長、王仕賢場長等也依
序致詞。陳副主委表示臺灣每年自國外進口雜糧高達800萬公噸，政府
推動活化休耕田種植進口替代作物，自102年起已增加雜糧面積約1萬公
頃，農產品要食當季吃在地，健康加值化，也預祝活動圓滿成功。
今年瓜類主題為「甜瓜」(包括洋香瓜與香瓜)，除了將形形色色的甜瓜 7
果實與盆栽佈置成特色造景區外，數家種苗公司也將展示其優良或特殊的
瓜果品種，讓民眾了解國內各類蔬果品種的研發進展。
配合農委會大糧倉計畫及活化休耕田推廣種植雜糧作物，今年規劃展示
各式各樣的雜糧產品，讓國人認識雜糧多元化的食用型態，刺激消費者購
買，提升國產雜糧消費量。DIY教學配合規劃老少咸宜的「五穀雜糧豆
花」，現場提供100個名額，並事先錄製影片，除現場反覆播放，還上傳 洰料理社會組冠軍作品
本場Youtube官網，提供民眾學習應用。
泍雜糧產品展售攤位
為了協助推銷青年農民產品，今年瓜果節也提供攤位給雲林、嘉 泇五穀豆花DIY教學
沰種苗公司攤位區一大早
義、臺南青農聯誼會、嘉義縣精緻農業協會至現場擺攤，多位長官也
就人山人海
到攤位鼓勵青農，提供關心與協助。
泹雜糧海報及實物展示
今年料理競賽的主角是雜糧，舉凡黃豆、黑豆、玉米、落花
生、甘藷等均可入菜；瓜果雕刻競賽則以西瓜為現場雕刻的主
材料，可輔以南瓜、絲瓜、苦瓜、冬瓜、胡瓜、甜瓜、瓠
瓜、地瓜與木瓜等，對於選手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戰。經
過激烈競爭，各組冠軍分別為：料理社會組林政穎/谷
桑.路法尼耀、料理校園組唐盈瑩/胡仕君、果雕社會
9
10
組劉翰璋、果雕校園組梁懷云。活動在頒發果
雕料理競賽獎章的歡樂氣氛中結束，大家
相約「2018臺灣瓜果節，明年見！」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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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游故鄉從農趣～青農章嘉宏的「章魚蔬果溫室」
大多數人習慣做自己擅長及熟悉的事物，陌生環境
與事情總是令人卻步。一位已過而立之年事業有成的科
技新貴，有家庭的生活經濟壓力，卻執著於故鄉、親人
的情感，不願做溫水中的青蛙，勇敢跨出舒適圈返鄉從
農，他是本場第3屆百大青農－章嘉宏先生。
嘉宏是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的高材生，畢業後在新
竹科學園區一家IC設計公司擔任研發經理，收入優渥。
在科技業打拼了十個年頭，看盡產業起落，有感於電子
產品變遷快速，成家以及邁入中年後的就業危機，讓他
萌發創業念頭，身為雲林褒忠子弟，農業是他所想到的
1
行業之一。為了瞭解農業
本質，嘉宏自願無償到農
友設施實習半年，經評估
自身資源與設施栽培門
檻，覺得青年從農是個健
康、具有發展潛力與彈性
的行業，每位農場主都是
小型創業家，且一家人能 2
3
夠常常在一起，能照顧家
泝青農章嘉宏一家人合影於「章魚蔬果溫室」
鄉的母親，深深打動他，於是嘉宏在102年
沴返鄉務農讓嘉宏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是他最大的收穫
沊王仕賢場長與褒忠農會柯俊煌主任實地關心青農章嘉宏經營狀況
開始了他的從農人生。
嘉宏將農場取名為迴游田洋重整家園-「章魚蔬果溫
灌溉後忘記關水，等到發現時溫室內早已汪洋一片，而
室」。隔行如隔山，沒有農業背景，也非農二代有長輩
陳班長即刻救援，指點補救方法，充分展現「陪伴師」
技術的傳承，初期經營備感艱辛。他透過農場實習請教
的效能。
農友，也到處進修學習農業技術。嘉宏以在科技業工作
經營作物為設施美濃瓜與玉女番茄，主要通路為宅
的邏輯思考訓練，過濾錯誤及旁枝末節的資訊，很快就
配直銷，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經營，將農場資訊透明的傳
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眉角。對他而言「機會成本」十分重
遞給客戶，栽培過程安全用藥與合理化施肥，使產品無
要，謀定而後動，避免無謂的耗費。
農藥殘留且品質穩定，並取得吉園圃與臺灣農產品生產
嘉宏於105年成為本場第3屆百大青農，透過臺南場青
追溯雙認證，讓消費者安心。嘉宏認為「品質穩定」、
農專案輔導，結識更多外鄉青年農民，互相交換經驗，
「定價策略」、「客戶服務」是農場宅配穩定成長的關
而嘉宏的陪伴輔導師-陳進益班長，以其在設施栽培浸淫
鍵，客戶打開宅配箱子看到、吃到的產品是成敗之所
20多年的經驗，往往能從混亂中找出最有效益的解決方
在；「細水長流」訂定合宜的售價，不隨市場波動；制
法，讓他去思考，從而改變。嘉宏回憶起有次因農忙，
定客服Q&A，不僅增進效率，也讓消費者感
受到農場主的專業度。
蘆筍貯存有撇步
嘉宏未來的目標希望能培養專
購買蘆筍後若沒馬上烹調需暫存冰箱時，由於
業分工的團隊，經營面積擴充後
蘆筍橫放會持續向上方生長，料理時不方便處
仍能維持穩定品質，也期許自己成
理，建議以直立的方式放置蘆筍，先用紙巾沾溼
為篳路藍縷的農一代，將經營成果
後平鋪在盒底或包裝袋底部 (或直形容器內)，
傳承給孩子們，根留故鄉。盼望嘉
然後將蘆筍直立插進盒中，以保鮮膜或保鮮盒
宏能將科技業背景，以嶄新思維，在
(袋) 包覆，隔絕蘆筍與空氣的接觸，再放進冰
農業領域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
箱冷藏，如此兩三天內蘆筍依然可以保持青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翠，輕鬆嚐鮮。
【文/圖 謝明憲】

中華民國 106 年五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51 期

國產蘆筍 嚐鮮好時節
三招挑選要訣報您知
春季是蘆筍嚐鮮好時節，「國產蘆筍」新鮮
度及風味口感絕佳，更勝於進口品。新鮮綠蘆
筍的選購三要訣：①筍尖苞片緊實、飽滿乾
爽、不溼軟；②筍莖挺直不鬆軟、表皮翠綠有
光澤；③基部切口處完整無乾癟或異味。
如何分辨國產與進口蘆筍？主要關鍵在嫩莖
長度，多數進口綠蘆筍嫩莖長度短於22公分，
而國產綠蘆筍較長且至少24公分。依據台北農
產運銷公司公佈的包裝分級規格，筍莖直徑大
於1.5公分者，其長度需達25∼30公分，直徑介
於1∼1.5公分者，其長度需達20∼25公分，但
國內筍農為避免重量減損，所供應嫩莖幾乎都
達24公分或以上。此外，進口蘆筍歷經長期運
輸，莖頂持續抽長，筍尖頂端鱗片或者鱗芽通
常存有明顯間隙。
【文/圖 謝明憲】

↑鮮筍之筍尖苞片緊密飽滿(左)，
若頂端苞片存有明顯間隙，表
示已採收存放多日(右)

↑新鮮蘆筍基部切口處完整無乾
癟，嫩莖圓周仍呈鮮綠色光澤
(左)；產品採收後若未即時冷藏
及保濕，基部切口處乾燥無光
澤，嫩莖圓周呈白化(右)

↑鮮筍之筍莖挺直不鬆軟、表皮
翠綠有光澤(上)，若水平持握時
頂端下垂，通常表示筍莖已失
水及鮮度不佳(下)

↑國產綠蘆筍較長，至少24公分
長(左)；多數進口綠蘆筍嫩莖長
度短於22公分(右，祕魯進口品)

柑橘窄胸天牛進入 羽化期 ，請把握防治關鍵期
今年氣溫偏高，高溫日數多，柑橘窄胸天牛已提早羽
化，目前於麻豆地區已發現柑橘窄胸天牛成蟲，由於5
月至6月中旬為柑橘窄胸天牛主要羽化期，請農友提早
進行防治措施，減低日後田間發生密度。
柑橘窄胸天牛的防治以綜合管理降低田間密度為主，
於羽化季節透過捕捉成蟲及誘引雌蟲產卵兩方面著手，
應用害蟲行為阻斷其生活史，避免柑橘窄胸天牛族群延
續危害。建議方式有：

1

清園：羽化期間將園中之枯枝落葉清除，除可以清
除掉產於其中之卵粒，並減少園中雌蟲產卵的場所。

↑雌蟲將產卵管伸入木板
縫隙中產卵

↑田間木板誘得之卵塊

2

誘引產卵：在柑橘窄胸天牛羽化前，選擇兩塊平整、沒
有彎曲變形及裂縫的木板擺設於田間，利用木板重疊製
造縫隙來吸引雌蟲產卵，擺設方式為採斜靠樹幹，每株設
置木板數量為三到五組，並以交叉擺放及平均圍繞樹幹為
原則，擺設後每周巡視、移除卵粒，持續至羽化期結束。
另外可利用報紙捲成條狀環繞於文旦樹之基部，柑橘窄胸
天牛會將卵堆產於皺摺處，每週更換，移除誘得之卵粒。

3

其他防治方法：如在天牛羽化期間以白光之省電燈泡
進行燈光誘殺或徒手抓蟲等，農友皆可選擇採用。
【文/圖 陳盈丞】

↑田間利用重疊木板防治擺設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