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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張老師技術諮詢，雲嘉南分區辦座談
1
農業張老師是農委會今年實施的新辦計畫，主要
在解決農友務農時遭遇到的疑難雜症，透過議
題的說明及由產官學出席專家群即問即答方
泝農業張老師嘉義場次
式，解答農友的農、漁、牧經營管理與農業
由鄭榮瑞副場長主持
行政、政策等問題的疑惑。本場在雲嘉南
沴農業張老師臺南場次由 王
仕賢場長主持
地區各辦理1場，總計3場次。
沊農業張老師雲林場次由
8月28日上午在嘉義大學蘭潭校區農園館
王裕權課長主持
辦理「農業張老師輔導諮詢座談會」（嘉義
地區），嘉義大學、農糧
2
3
署、水試所、畜試所及本
場專家、縣市政府均有派
人與會，計61人參加。嘉
義大學除了提供場地，農
學院黃光亮院長、農推中
心李堂察主任及8位教授
都全程參與，揪感心！座
談會由鄭副場長及黃光亮
院長主持，重大農業政策
分別由農糧署陳俊宏視察、黃仲杰視察說明「對地綠色環境
9月7日上午在土庫鎮農會辦理農業張老師雲林地區
給付計畫」、「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輔導措施」。與會者都
場次，由王裕權課長及嘉義大學李堂察主任主持，黃
針對講題內容發問，農糧署長官也一一答覆。
仲杰視察、黃耀昆技正說明「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輔
8月29日上午在本場辦理農業張老師臺南地區場次，由王
導措施」、「台灣設施型農業推廣方案」，與會人數
仕賢場長及嘉義大學農推中心李堂察主任主持，重大農業政
計71人。會後座談農友提問踴躍，超過12點還欲罷不
策由農糧署蘇登照簡任技正說明「推動大糧倉方案暨行動
能。
計畫」及「台灣設施型農業推廣方案」，與會人數計50人。
綜觀3場次辦理情形，可能民眾對「農業張老師」
嘉義大學李堂察主任偕同該校6位推廣教授一大早便抵達現
具體功能不清楚，所以參加人數反而不如產銷班座談
場，農糧署南區分署、水試所、畜試所及本場專家、市政府
會針對特定作物來得有興趣。農業張老師除了本場農
也均有派人與會。當天現場發問非常踴躍，舉凡農地取得、
作物栽培、病蟲害、土壤肥料專家，亦邀請畜產、水
產銷履歷申請、農機補助、溫室建造補助、雜糧收購、雜草
產專家到場提供諮詢，日後若有續辦歡迎農友多加利
管理、青農如何參加產銷班等...，農糧署蘇登照技正有備而
用。
來，皆回答得令眾人服服貼貼，薑還是老的辣！會後仍可見
【文/黃惠琳 圖/陳致呈】
農民三兩成群私下向主管機關或專家討教，當真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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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開學活動，由 食農教育 揭開序曲
8月30日是全臺灣各國中小的開學日，每個學校都歡欣
鼓舞的準備最有趣、最有創意的活動來迎接新學期及小一
新鮮人的到來。位於臺南市左鎮區的光榮國小，為了給全
校60餘位師生一個不一樣的開學，蔡坤良校長暑假期間就
委託本場協助規劃一場以「食農教育」為主題的創意開學
活動，為新學期揭開序幕。
為響應臺南市政府辦理的「2017臺南好米計畫」，推
廣臺版越光米∼臺南16號，本場籌劃了以米食食育為主軸
的「創意壽司飯糰DIY」活動。首先由推廣課李郁淳助理
研究員向師生們上了一堂「食農教育－在地食材選擇及決
策」，告訴小朋友們什麼是食農教育，為什麼要推動食農
教育，了解食物里程的意義及發掘左鎮地區的在地食材，
最後介紹政府正在推動的四章一Ｑ，認明好標章才能選購
好產品，最重要的還是多多選購當季的農產品。
嘉義分場許龍欣助理研究員教大家「認識稻米」，先
讓同學們學習怎麼分辨水稻的植株，小朋友們一開始分不
清楚小米、玉米、高梁、水稻及茭白筍有什麼差異，再拿
出未去殼的稻穀、糙米、糯米等實物給同學識別，並讓小
朋友們知道從一把稻穀到一碗白米飯的由來，對於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這句話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眾所期待的「創意壽司飯糰DIY」活動，學校廚房媽媽
及老師們一早就準備了許多食材，有紅蘿蔔、小黃瓜、水
煮蛋、煎蛋皮等配菜，還有最重要的主角∼米飯，是搭配

陳曉菁示範
卡哇依飯糰
製作

少許薑黃粉煮出來香噴噴又晶瑩剔透的
臺南16號米飯，趁熱拌上適量的糖、醋、
橄欖油，酸酸甜甜的味道令人垂涎三尺。
陳曉菁副研究員現場示範卡哇依飯糰的製作方法，利
用可愛貓熊造型模具，加入調味好的壽司飯，再包裹鮪
魚、玉米粒及肉鬆等內餡，外面再貼上用特製打洞器製
作的海苔片，就變成一個營養及造型滿分的貓熊飯糰，
還有史努比造型飯糰也讓吸睛指數破表，小朋友們看完
示範都躍躍欲試，迫不及待回到座位發揮創意，動手
DIY製作自己的飯糰做為午餐，把兩大桶臺南16號米飯吃
光光，直呼還有飯可以包嗎？製作過程充滿樂趣，透過
創意開學活動讓小朋友喜歡上學、認識稻米、動手做飯
糰，也成功推廣本場水稻臺南16號，是一場成功的食農教
育體驗活動！
【文/圖 李郁淳】

卡哇依
飯糰餐盒
↑小學生自己動手做飯糰

↑大家秀出自己的飯糰作品

防檢局公告禁用4.95%芬普尼水懸劑
為降低芬普尼農藥使用風險，防檢局於106年9月6日公
告4.95％芬普尼水懸劑為禁用農藥，禁止該劑型芬普尼之
輸入、加工製造、販售及使用，希望藉由強化該藥劑之管
理，減少該農藥被違法流用的情形，以確保農畜產品食用
安全，同時避免有益昆蟲遭受毒害。
目前尚有3種合法的芬普尼劑型，包括250G/L種子處理
用水懸劑（限稻種催芽時使用，未於市面販售）、0.3％
粒劑（水稻及玉米害蟲或線蟲防治用）及0.0143％粒劑

（紅火蟻防治用），其劑型及使用方式較無環境危害及藥
物殘留風險。
防檢局呼籲，不論是農民或農藥販賣業者，如仍持有
4.95％芬普尼水懸劑，請儘速聯絡原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
者辦理回收，倘未回收經查獲有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
儲藏禁用農藥者，將依農藥管理法第46條規定，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
下罰金，切勿以身試法，以免受罰。

【摘錄自防檢局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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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使命 東山青農 李建志 開創鳳梨黃金前程
每年三月到九月是臺灣鳳梨的盛產季節，在炎熱季節
裡，來一盤冰涼的鳳梨切盤或是鳳梨冰茶，頓時熱意全
消。本場第三屆百大青年農民李建志，承接家中務農事
業，在臺南市東山區經營「東宅農場」品牌，主力投入
於鳳梨栽培生產，以供應消費者安全高品質鳳梨為經營
目標，期許以「東山種果菜的宅宅」特 色 ，
為東山區鳳梨產業帶來亮點與火花。
建志青少年時期一到洋香瓜產
季，便隨著祖父到田裡巡瓜採瓜，
協助擦瓜後分級裝箱，對農務並不
陌生，了解箇中甘苦。他在嘉義
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研究所主修
植物辨識與植群調查與分析，研
究過程中加深對自然生態的興趣，
認為未來從農符合自身志趣與不喜受拘
束的天性，畢業後本著一份農業家族世代傳承
的使命感，建志於103年開始他的務農生涯。
為了有效利用資源與人力並提昇經營收入，農場全年
度生產規劃為10月至翌年2月種植洋香瓜，而6至10月則
為鳳梨的採收期。建志種植的鳳梨品種主要為臺農17號
（金鑽鳳梨）與臺灣少見的MD2鳳梨（黃金鳳梨），建
志表示黃金鳳梨不但耐儲藏，肉質纖細多汁，甜度高且
不酸澀，吃過的人都驚艷於它的濃郁獨特鳳梨香氣，往
往一試成主顧。
建志認為農地需維持穩定豐富的生物相，生物多樣性
十分重要，他選擇低毒性農藥，不施用除草劑、荷爾蒙
及安全用藥，設法在收成與環境保護間取得平衡，雖然
收成比慣型農法來的低，但能讓消費者吃到安心、安全
的農產品及友善環境。走進建志的鳳梨田區，隨處可見
昆蟲、蛙類以及鼠類鑿穴的痕跡，幸運的話還可看見野
兔飛奔而過。
建志全力支持農委會推動的「4章1Q」政策，所生產
的鳳梨與瓜果具有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並逐批送
交SGS標準檢驗，結果皆為310種農藥零殘留，透過生產
資訊揭露機制，不僅加強建志的生產管理及產品安全責
任，也增進與消費者的溝通與信任。產品銷售通路除果
菜批發市場外，建志也在臉書創立「東宅農產-東山種果
菜的宅宅」粉絲專頁，耕耘網路宅配區塊，並記錄農作
生長日誌與農務趣事，和消費者互動。
透過農委會百大青農專案輔導，認識全臺各地的青農
與農業先進們，見賢思齊，增進農業經營視野；臺南區
農業改良場不定期開設的生產技術、經營管理、農產加
工等研習與講座，是他繁忙農務中的充電小時光。陪伴
輔導師江一蘆先生教導鳳梨栽培管理與產期調節，引導

↑青農李建志與他的「東宅農場」黃金鳳梨田
←「東宅農場」優質MD2黃金鳳梨

他循序漸進達成農場各階段生產目標；他也提
供部分田區做為嘉大園藝系實驗田區，提供學生
實習機會，讓原本靜寂的鳳梨田，多了不少歡笑。
經歷三年耕耘，農場略有成果，目前已建立基本顧客
群並培養農場人力班底。他未自滿於現況，認為不斷驗
證理論與實作，不躁進浮誇，做好每一件小事，堅持安
全高品質的初衷，才是他所念茲在茲的。建志未來目標
希望導入產銷履歷驗證，擴大經營面積，達成周年穩定
生產的經濟規模，然後嘗試進入外銷市場，使國外喜愛
鳳梨的消費者，品嚐臺灣在地生產的好滋味，再現臺灣
生鮮鳳梨外銷風采，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硬質玉米臺南29號
F1雜交種子生產技術

非專屬授權
授權年限：3年
申請資格： 農民、大專業農民、農民團體、產銷班、
合作社、種苗商或其他種子產銷機關
（授權金額依身分別略有差異）
＊詳細內容及文件請上本場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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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時從農、青春築夢」

第4屆百大青農遴選開始囉！
農委會106年度繼續推動「吉時從農、青春築夢」百大
青農輔導計畫，自106年9月1日起開始受理第4屆百大青農
遴選，有意接受輔導的青年農民可於106年9月30日前於線
上填寫經營企劃書後，向該會各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或
畜產試驗所提出申請並參加遴選。
第4屆百大青農遴選共分為農糧、水產養殖產業、畜牧
產業3個申請類別。整體輔導區分個人組及團隊組：個人
組輔導模式以個案陪伴進行輔導，團隊組為引導青年農民
與其他青年共組經營團隊，串聯整合其他青年農民與上下
游農業工作者，帶動地區產業與其他青農共同成長，打造
出創新的農業產業價值鏈，並逐步帶動形成具地方特色群
聚產業。
農委會將於辦理初審面談及複審後，預計於11月30日
前公告正取及備取名單。凡農學、水產養殖或畜牧相關
科系畢業，或農業、水產養殖或畜牧訓練滿80小時，或農
漁畜牧業的子弟，18歲到45歲青年朋友或青年經營團隊，
皆可於受理申請期間內，線上填具申請書【填寫網址：
http://ifarm.cpc.org.tw/iFarmPMS/UserOn.aspx】，並列印
與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該會各改良場（農糧類）、漁業
署（水產養殖類）或畜產試驗所（畜牧類）提出申請。
農委會有提供農業客服諮詢專線:4499595（手機請加
02），民眾亦可逕向該會各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或畜產
試驗所洽詢，請有意申請之青年農民至該會之全球資訊網
站（http://www.coa.gov.tw）【便民服務/民眾申辦案件電
子表單/第4屆百大青農輔導】或農民學院網站/文件下載
區（http://academy.coa.gov.tw）查詢 (本次申請採線上填寫
申請，需於線上登錄並建檔，不接受人工撰寫文件)。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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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署針對有關上下游雜誌報導友善耕作農友對地補
貼議題，說明如下：
目前國內之友善或自然農法，包括KKF自然農法、
CGNF自然農業、生物動力農法（BD農法）、綠色保
育標章及第二方參與式驗證（PGS）等多樣態友善耕作方
式，面積約有2∼3千公頃，其農法精神及耕作方式與有機
栽培方式相近，同樣不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生產自然安
全農產品，並有一定之消費支持群體。
為擴大農業對環境友善之效益，將友善耕作農友併予
納入輔導對象，農委會訂定「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
審認要點」，要點中規定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
體，只要所推廣之農法符合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
用，生產過程不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基因改造生物及其產
品者，都可申請審認為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經該團體
登錄及稽核管理有案之農友，即可認定對友善耕作農友，
比照有機驗證農友納入輔導，逐步引導與有機接軌。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為針對實際從事有機及友善
耕作者，按土地生產面積，每年每公頃給予生態獎勵
給付3萬元，採對地補貼方式，既為依土地面積核算獎勵
金，農友自需有農地使用文件。
為便利承租農地之農友取得相關文件，除與地主簽定
之土地租賃契約外，另取得土地耕作使用同意書者，
亦納入補助，方便農友取得証明，及免除地主375租約之
疑慮，己採取最寬鬆之土地使用認定方式，俾利租地耕作
農友申請。
友善耕作農友除可申請生態獎勵金外，其它如有機質
肥料、微生物肥料、農機具、農業設施及設備等均比
照有機農友給予協助。
針對民眾疑慮，農糧署除由分署丶有機及友善團體，
透過文宣加強宣導外，另將糾合各地區改良場丶農試
所組成有機及友善推動小組，訂定行動計畫加強推動。
友善耕作模式，跟有機耕作相當，只是不經第三方驗
証，導入第二方驗証機制。友善耕作審認模式，就是要避
開驗証機制的繁瑣，才設計由各該農法的團體或機構，自
行稽查管理，將散見各地從事友善耕作的小農納入輔導，
使其成長。
【以上資料由農糧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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