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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聰賢主委 訪視 關廟區農會綠竹筍加工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6月13日上午視察關廟區農會多功能
農特產集貨中心，在農會陳愛妹總幹事、本場王仕賢場
長、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長、臺南
市政府農業局李建裕副局長、黃偉哲及葉宜津兩位立委陪
同下，實地訪視該農會綠竹筍加工廠之進料、殺菁等完整
加工作業，並巡視鳳梨烘焙坊、關廟麵曬麵場、內外銷集
貨場等區域。
林主委表示，該農會綠竹筍加工廠具備完整加工設備
及產製技術，且通過ISO22000國際驗證，每年於產季以
高於市價收購當地農民所生產之綠竹筍，產製高品質真空

包裝熟筍，透過宅配、量販店及農會超市等
行銷販售，創造農產品高附加價值，有助綠
竹筍產銷調節及增進農民收益，對該農會
用心促進綠竹筍產業
發展給予高度肯定及讚
許，也期望擴大及複製產製
銷價值鏈之模式，帶動農產業
發展。
105年國內竹筍種植面積約
27,150公頃，其中臺南市種植
3,872公頃，產量37,291公噸，占國內
14.2％，主要栽培品種為綠竹筍與麻竹筍。
目前關廟農會加工廠年平均收購綠竹筍達110公噸，
產製真空包裝熟綠竹筍60餘公噸，產品頗受消費者
喜愛，行銷國內外，創造產值逾600萬元。該農會綠
竹筍加工廠緊密串連生產、加工及銷售端，對健全
綠竹筍產業發展及提升農民收益扮演重要角色。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林主委及各界長官共同推薦關廟綠竹筍～讚！
↓關廟農會陳總幹事及工作人員介紹綠竹筍
加工廠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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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作物新選擇～硬質玉米臺南29號、黑豆臺南11號
本土雜糧作物再添新品種！本場全方位配合農委會大
糧倉政策，育成硬質玉米臺南29號及黑豆臺南11號，不
論在濱海缺水地區或雲嘉南平原，皆有省工、抗病、高
收益作物可供選擇。

籽實的蛋白質含量為8.8％，比一般進口硬質玉米高約
10％，營養價值高，且在生產過程中不需灌溉及用藥，可
節省水資源及生產成本。

省工、節水～ 硬質玉米臺南29號

黑豆臺南11號，不易感染白粉病，豐產且保健成分更
高，適合有機栽培及開發保健養生產品，可提高農民種植
意願及收益，適合在雲嘉南平原地區種植。
我國年進口黑豆約1萬公噸，主要作為蔭油、豆豉、黑
豆茶、黑豆漿等加工，其中黑豆茶已成時下暢銷飲品，年
需求逐年增加，但以國產黑豆香氣及口感較佳，黑豆臺南
11號即以現有主要流通品種臺南3號為母本，保留原有特
色，改善籽粒小、低產及易罹病之缺點，新品種百粒重
22∼28公克，種子外表光滑鮮亮，為優質青仁黑豆品種。
產量每公頃3,080公斤，較現有栽培品種臺南3號產量高約
28.7％。株高53∼58公分，成熟期落葉性良好，適合機械
採收，且抗白粉病。乾基蛋白質39.2％，適合做豆漿、豆
腐等產品，抗氧化能力、異黃酮及花青素含量高於臺南3
號，而且抗病性及產量的提升，在生產端可降低用藥、提
升品質及經濟效益，更具有市場競爭力。黑豆與根瘤菌共

硬質玉米臺南29號，不易感染銹病、葉斑病，省工、
耐低溫、可不用灌溉，播種後不必施藥防治病蟲害，產
量比較現有栽培品種臺農1號還高10％，是濱海缺水地區
的最佳選擇！
我國年進口硬質玉米約400萬公噸，主要作為飼料，
少部分作成玉米粉，供作食品加工用。目前硬質玉米在
國內的種植面積約15,000公頃，以雲嘉南地區為主，在9
至3月期間種植。新品種的抗病能力強，籽粒產量每公頃
6,500∼7,500公斤，較現有栽培品種臺農1號高約10％。

泝本場在農委會召開品種發表會，獲得媒體大幅報導
沴臺南29號果穗 沊臺南29號植株
沝青仁黑豆臺南11號百粒重22～27公克
沀青仁黑豆臺南11號較現有栽培品種臺南3號產量高
泞青仁黑豆臺南11號植株成熟情形

1

2

5

好種、好養生～ 青仁黑豆臺南11號

3

6

4

生，可以固定空氣中氮素，減少氮肥施用，對土壤地力
維持及後期作物生產有很大幫助。
本場全方位配合農委會大糧倉政策，新品種的育成可
增加農民種植及消費者購買意願，減輕農民用藥負擔與
增加收益，提升國產品品質與安全。國內種植不僅可提
高糧食自給率，同時，且在地生產在地消費，不僅產品
新鮮、降低運輸里程，節能減碳愛護地球，而且有助於
農業永續經營。黑豆臺南11號目前正辦理品種權申請，
兩品種將於智審會提出技轉案，通過後將辦理技術移
轉，可望於今年秋作推廣種植。
【文/圖 游添榮、吳昭慧、黃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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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科技創新、生態永續、價值共享
1

2

3

4

配合臺北世大運而提早舉辦的「2017
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6月29日
到7月2日連續4天在臺北南港展覽館
4樓舉行，經過十幾年臺灣生技月
(BioTaiwan) 已由亞太轉進國際成為重要的大型生物科技
產業 (Biotechnology) 專業活動。今年農委會以新農業推動
方案「科技創新、生態永續、價值共享」三大目標為主
軸，規劃了農業科技館，分為農業生技主題區及產業化專
區二大區域。農業生技主題區依性質規劃分區包括：「安
全農業」、「智慧農業」、「循環農業」及「伴侶動物專
區」。
林聰賢主任委員主持「農業科技主題館」開幕，今年
共展出69項農委會各試驗研究機關及農業科技研究院最新
之研發成果，同時邀請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及農科院扶
育之20家廠商參與產業展示區，以科技為後盾、市場為導
向，呈現農業科技商品化或產業化之綜合效益。

泝鄭榮瑞副場長向林主委解說本場
參展項目
沴青花菜分切機
沊紫羅蘭臺南1號及洋香瓜臺南14號
沝勞苦功高的佈展、研發人員

會後林主任委員視察主題
館，由鄭榮瑞副場長解說本場
「智慧農業」最新研發成果。本場今年在「智慧農業」
區展出：1.「青花菜分切機」：一分鐘最高可分切30顆以
上，節省傳統人工作業7倍以上人力，在農業缺工中，是
未來發展臺灣冷凍蔬菜產業的最佳利器。2.「洋香瓜臺南
14號」：耐熱、網紋紅肉，可供為PE隧道棚栽培或溫室
直立式栽培。3.「紫羅蘭臺南1號及2號」：可在苗期由葉
色分辨單重瓣植株，確保種植的全部是重瓣，收入可增加
1倍，且花色為紫色及紅色，較受臺灣市場歡迎。
生技展讓社會大眾瞭解農委會在農業科技上的研發成
果，並以技術加值為產業創造新藍海，具體呈現自上游研
發、下游產業輔導，逐步將農業科技孵育推廣為商品化或
產業化的成效，增加產業合作雙贏契機。
【文/圖 楊藹華】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與 水稻保險，雙軌並行雙重保障
為協助農友分散生產風險，農委會協助富邦產物保險
有限公司開發「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商品」，期待除
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措施外，提供雙重保障機制，確保
稻農收益。
本次富邦產險公司推出之「水稻區域收穫農作物保險
商品」，農委會業依照「農產業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補助要
點」於本 (106) 年6月29日公告為該會補助農民投保之農
作物天然災害保險商品，由該會補助1/2保險費。該保險
商品全國不分區域均由農會及富邦產險公司各地服務據
點受理申辦至7月底止，農友最低僅需自付10%保險費，

每公頃保險費千元有找，小花費大保障，歡迎農民踴躍投
保。詳情可進一步向農會或富邦產險公司 (免付費電話：
0800-009888) 洽詢瞭解。
水稻保險試辦期間，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制度維持
不變，農民投保可獲得更多的保障，特別是嚴重天然災害
所致巨幅減產，或蟲害疫病影響產量等災害救助無法涵蓋
部分，藉由參加水稻保險可以降低損失，確保收益。颱風
好發季節又快到來，請農友把握本年第2期作水稻保險商
品受理投保時限，7月底前儘速至當地農會或富邦產險公
司各地服務據點洽辦投保事宜。
【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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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募 準農業師傅 的一小步，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的一大步
夫妻檔攜手前來，奮力想投入農業的他們，都是鎂光燈
由於臺灣農業經營規模小、勞動環境及條件不佳、農
的焦點。當選手就定位，哨音一響，男生揹著10公斤、女
工薪資低落等原因，造成青壯年從農意願低、勞動力老
生揹著5公斤的沙包向前衝刺50公尺，即使過程中不慎跌
化，產生農業缺工問題。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人力
倒，參賽者也忍著疼痛，重新拿起沙包衝刺奔回終點，令
運用調查報告顯示，農業就業人數，自67年160萬人，縮
人心疼也佩服他們永不放棄的精神。
減至101年54萬人，減少幅度約65％，另從農年齡65歲以
臺南技術團方面，仁德區農會6
上者占18％，65-69歲占12.8％。
月25日在仁德國小舉行體能測試，
農委會為有效解決農業勞動力問
一早就有穿著四健背心的交管及引
題，今年提出「改善農業季節性缺
導人員，引領民眾進入會場辦理
工2.0措施計畫」，於各縣市成立
報到手續，報考的77人中有15位女
「農業技術服務團」以及「農業耕
性，顯見女性也不排斥烈日下的易
新團」，農業技術團以培訓具農業
曬黑的農務工作，更有13位8年級的
專業技術之準農業師傅為主軸，以 ↑臺南團77位參賽者全體大合照
生力軍參加，看到農業的新希望。
改善高技術門檻工作之缺工，而農
家政班媽媽貼心的幫參賽者別上號
業耕新團則以遴選願意從事農業基
碼牌，長榮大學的師生們帶領大家
礎工作之農耕士，來改善低技術門
做暖身運動，揹重跑步競賽的過程
檻工作之缺工。
中，還可見到家政班媽媽拿著彩
本場考量雲嘉南三縣市各有不同
產業結構特色，因地制宜成立適合
球，在跑道旁舞動雙手熱烈地替參
↑嘉義團86位參賽者全體大合照
當地農業發展條件的農業勞動力團
賽者加油吶喊，仁德區農會總動員
體，其中雲林縣全縣各鄉鎮總動員，以產業特色及跨域
各司其職，讓整個緊張的體能競賽多了一份人情的溫度，
距離為考量條件，由一至五個鄉鎮共同籌組「農業耕新
不論成績如何，都讓參賽者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
團」，成立以虎尾鎮、土庫鎮、北港鎮、元長鄉、大埤
第一階段的甄選過程，除了報名者體能測試的秒數之
外，還有經農政相關單位組成評審團，針對所有報名者的
鄉、莿桐鄉及二崙鄉為首的七組農業耕新團，期能改善各
報名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各團遴選出45位準農業師傅，於
鄉鎮不同產業之缺工問題，例如落花生、蒜頭、葉菜類、
6月28日公告第一階段錄取名單，嘉義團正取者7月3日∼
馬鈴薯等種植及採收等農務工作，目前每團已遴選出20名
14日在太保市農會接受本場辦理「設施作物栽培管理班」
農耕士，雲林縣總計將有140位農耕士準備於7月10日開始
的農業專業訓練課程，而臺南團正取者將於7月10日∼21
投入農業職場。
日，在本場接受「設施作物有機栽培管理班」的培訓課
嘉義縣部分，以設施栽培生產高品質與高經濟價值的
程，希望藉由10天的專業培訓課程，讓準農業師傅學習農
小果番茄及甜瓜類等精緻農業的發展已蔚為成熟，需要較
業專業技術之外，也能藉由實習課程，進入溫室實際操
高技術層面的農業人力來從事整枝理蔓及採收等工作，爰
作，體會溫室環境的高溫悶熱，為未來的工作條件預作準
成立以太保市為首，與鄰近之新港鄉、水上鄉及六腳鄉共
備。
同籌組一團，以「設施作物栽培管理」技術為主軸的農業
經過第二階段十天的培訓課程試煉後，各團將從45位
技術團。
學員中，經實習課程的操作態度及筆試成績，從中遴選出
而臺南市則因設施有機蔬果栽培已形成一股風潮，成
30位準農業師傅，分別交由太保市農會及仁德區農會進行
為供應校園有機營養午餐的大本營，亟需相當的技術人力
投入設施有機栽培工作，爰成立以仁德區為中心，與鄰近
媒合，於8月1日起調度準農業師傅至農場主之溫室實際從
的安南區、歸仁區及新化區共同籌組成立「設施作物有機
事農業技術相關工作。
栽培管理」農業技術團。
農耕士及農業師傅除了可獲得農場主給付的薪資之
從事農務工作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過人的體力及耐
外，尚有農委會提供的勞工保險及交通費，給予健全勞動
力，才能在烈日下揹負肥料、藥桶及割草機等農業資材及
條件，另有務農獎勵金，農耕士最高8,800元/月，農業師
傅最高18,800元/月 (含務農基金1萬元)，希望能提升農業
機具。第一階段的體能測試，嘉義技術團6月23日在太保
勞動參與率。未來農委會更將完成資訊媒合建置，以助於
國中的操場舉行，一早就有民眾前來現場報名，放眼望去
人力供需調配運用，希望從召募及培訓準農業師傅的一小
主要以青壯年男性為眾，女生也有15位前來報考，甚至吸
步，達到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的一大步。【文/圖 李郁淳】
引高師大的碩士生也來參與，令人感動的是一對60幾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