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泝林聰賢主委參觀本場

研發成果

沴本場叢枝菌根菌量產

技術海報與實物展示

「2017醫療科技展」自106年12月7∼10日在臺北世貿
南港展覽館舉開，本場參與展出「叢枝菌根菌之量產技

術」，並有專人現場駐點解說。賴清德院長於展覽第一天

專程蒞臨農業館，並肯定農委會新農業政策的努力，農委

會林聰賢主委也蒞臨剪綵並說明展出的研發成果。

農委會設置有「農業科技館」，以「新農生技、幸福

世紀」為活動主軸，共展出52項新近研發成果，分為「安
全農業」、「加值農業」及「生醫農業」3大類。舞台區
安排16場活動與參觀者互動，亦將展出內容同步呈現於粉
絲專頁，透過該專頁詳細介紹各項技術內容及影片說明，

吸引更多潛在技轉業者

觀看，促進我國農業科

技研發成果產業化。

【文/圖　黃瑞彰】

■ 本場研發成果「2017醫療科技展」亮相
■ 第4屆百大青農「輔導啟航共識凝聚」活動
■ 嘉義的農業生力軍再添一批！中埔果樹團開工啦！
■ 2017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軍出爐，嘉義縣衛冕大贏家
■ 106年度獲獎人員～陳國憲、王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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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研發成果「2017醫療科技展」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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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百大青農「輔導啟航 共識凝聚」活動～夢想從改 變開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6年12月7
日舉辦第4屆百大青農「輔導啟航-
共識凝聚」活動，讓青年農民瞭解

各項輔導措施，林聰賢主委率相關

業務主管與現場青農座談，針對提

問逐一回應並與青農互動，並當場

宣布利多，青年從農創業貸款針

對百大青農3年500萬元免息優
惠延長至5年，申貸期限也由
2年延長至5年，希望協助百
大青農在專案農貸上有更充裕

的申貸期限，可做更完整的經營

及借貸規劃，後續將由該會農金局

完成相關法制程序後儘速公告。

王仕賢場長與

本場第 4屆百
大青農合影 本屆青農在主委及現場長官的見證下簽署輔導同意書，象徵著輔導

計畫正式啟航。本場第4屆百大青農計有6位個人、8組團體組，共計44
位青農，由107年元月展開兩年陪伴輔導，產業項目包含設施蔬果栽培、

柑橘果樹、有機及雜糧作物生產，未來將以強化產業群聚，建立領導品牌及加

工創新加值為輔導重點，讓青年從農路上更加穩健成長。 【文/圖　盧子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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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埔鄉農會有鑑於第二屆嘉義農業技術團－太保團

之工作成效，主動向農委會申請成立農業技術團，自告

奮勇成為調度農會，並協調竹崎、梅山及番路鄉農會配

合，期能解決中埔、竹崎、梅山及番路鄉等山區果樹缺

工問題，嘉惠嘉義山區的農民。

第三屆農業技術團－嘉義中埔團，由中埔鄉農會以

夾報、第4台跑馬燈、社群網站、記者會及平面媒體專
訪等方式召募人才，於11月20日在中埔國小操場舉行第
一階段的體能測試及面試，約有60位民眾前來角逐，擇
優錄取40名進入第二階段，由本場進行為期10天的農業
專業訓練課程培訓。

為加強中埔果樹團之田間實務操作技術，課程的

規劃上實務重於理論課程，讓學員在有限的培訓時間

內，能實際多動手操作果園栽培管理之多樣化技術。先

從本場及畜試所平原式的田間操作入門，由本場人員實

際教導操作揹負式、自走式、乘座式割草機、配製農

藥、揹負噴藥機、使用中耕機、深層施肥機、碎木機等

大小型農機操作，紮實學習了兩天的農機操作後，緊

接著有五天真槍實彈的進入不同的果園進行除草、噴

藥、採收、整枝修剪、中耕施肥等果園管理作業。

嘉義的農業生力軍再添一批!
中埔果樹團 106年底完成培訓，107年開工啦！

泝本場人員指導學員們使用深層施肥機

沴學員實際種植鳳梨

沊學員實際進行整枝修剪

沝本場人員指導學員們果園噴藥實務

沀農場主教授柑桔嫁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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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柿子園，在濕滑的坡地果園，揹著割草機除

草，踩著梯子或拿高枝剪採收柿子；來到柑桔園拿著切

接刀學習柑桔嫁接技術，踩著梯子採收柑桔；來到文旦

園則爬上文旦樹進行整枝修剪，推著中耕機、拿著鋤頭

進行果園中耕施肥；來到鳳梨園則戴著手套在滿是刺的

鳳梨葉中摘取鳳梨苗，並學習鋪PE布及種植鳳梨苗；
來到香蕉園則拿起香蕉刀學習砍除孽芽及老葉，爬上

梯子為香蕉套袋及採收；來木瓜園，學習判斷保留優良

果、進行疏果作業；來到番石榴園，拿著網袋及塑膠

袋，學習套袋技術；還有中埔當地盛產的木耳，來到

菇舍，學習太空包之製作、封袋、採收前處置、剪木

耳、包裝等作業。總共7天的田間實習課程，讓學員們
每天置身在果園及菇舍中，學習果園管理實務技術，俾

結訓後能快速上手，協助農場主更多農務工作。

經過理論及實務課程的洗鍊，最後一天安排上屆的

農場主、調度農會及準農業師傅三方實務分享，讓學員

們了解三方之立場及角色，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破

除本位主義，尤其是準農業師傅學長姐的經驗分享，

提醒他們工作應具備的態度，除了認真對工作負責之

外，也應體諒農會做為媒介者的難處，大家努力做出口

碑，讓農場主刮目相看。

最後，綜整筆試及實務操作成績，嚴選出30位理論
與實務兼備的準農業師傅，平均年齡為41歲，年輕有抱

負、具優良態度、肯吃苦耐勞，願意

走進農業，成為優秀的農業生力軍。                      
【文/圖　李郁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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泞學員使用高枝剪採收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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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臺灣小果番茄產業競爭力，並激勵果農重視健

康管理的生產理念，本場於106年12月22日上午在行政大
樓四樓禮堂，辦理「2017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經過五位產官學專家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後，由嘉義

縣民雄鄉高文聰先生從119組參賽者中勝出，以平均糖度
11.6°Brix，平均單果重7.9公克，總分93分，勇奪2017年健
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軍盟主。

此次活動是臺灣第七屆的全國性小果番茄競賽，由本

場主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

金會、社團法人臺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協辦，邀請高雄區

農業改良場前場長黃賢良先生、中興大學宋妤教授、農糧

署傅立忠科長、臺北農產運銷公司黃木蘭副裡及莉莉水果

店老闆李文雄先生擔任評審。本次競賽有119組參賽名參
賽，其中以嘉義縣94組最多、雲林縣13組、臺南市6組、
其他縣市 (臺中市、彰化縣及高雄市) 6組。今年秋天異常
炎熱，創下1947年以來最高溫紀錄，加上今年雨水相對偏
少，導致番茄病蟲害發生極為嚴重，對番茄生長影響甚

鉅，但報名參加的番茄農戶均是各地區的栽培好手，仍

生產出好吃的番茄產品，本次比賽所有果品的平均糖度

9.7°Brix，維持一定水準。
參賽果品須先通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全身健康

檢查」－農藥殘留檢測，才能進入後續評鑑。再經由學

校、試驗研究機構及消費者代表所組成的評鑑委員，嚴謹

地評鑑每個果品的果重、外觀及色澤等外在美，且仔細

品嚐及檢測每個小果番茄的甜度、口感及風味等之內在

美。此外，為凸顯小果番茄安全的重要性及農民對此的

堅持，若產品經過藥檢後結果為「無檢出」，則果品評

鑑總分加2分。本屆比賽共有13件果品無驗出農藥殘留，
殊為不易。

本屆競賽得獎者冠軍為高文聰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
亞軍為鄧舜圭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許福地先生 (嘉義縣
民雄鄉)；季軍為高信明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洪朝國先
生 (嘉義縣新港鄉)、郭嘉明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此外，
錄取10名佳作，依參賽號碼為呂明德 (嘉義縣水上鄉)、
游世峰先生（嘉義縣太保市）、郭景忠先生 (嘉義縣民雄
鄉)、沈榮福先生 (嘉義縣水上鄉)、林昌達先生 (雲林縣土
庫鎮)、楊景翔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龔慧宗 (嘉義縣太保
市)、鄭柏祥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洪暉祐先生(嘉義縣太
保市)、李憲泰先生 (嘉義縣精致農業協會)，恭喜上述得
獎者。本場特地於官網公佈各組競賽

獲獎名單，以玆鼓勵這些小果

番茄栽培達人的傑出專長及彰

顯其優越的栽培技術，也特

別商請這些番茄栽培達人提

供消費者訂購專線，讓消費

者能直接搶先訂購嚐鮮。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2017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軍出爐，嘉義縣衛冕大贏家

←王仕賢場長與五位評審

手捧今年得獎的果品(左
起：莉莉水果店李文雄

店長、中興大學宋妤教

授、黃賢良前場長、臺

北農產公司黃木蘭副

理、農糧署傅立忠科長)

←2017健康優質設施
小果番茄競賽會場

↑工作人員測定糖度

←評審們進行最後審查

↓小果番茄冠軍果品

↓

評
審長
陳文雄店長說明評

審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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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事蹟：

1協助臺南場進行落花生優良品種 (臺南14號) 種繁殖與推廣，供應農民種源更
新，穩定品質花生原料生產。

2協助臺南場進行落花生品種改良與開發 (臺南16、17及18號)，並完成技術轉移
于專業農民及農民團體使用，逐步往多元、本土風味及國際原料區隔化用途原

料等品種布局，有助於緩衝日後自由化貿易，開放低價進口原料衝擊之準備。

3持續協助落花生農民栽培管理技術問題諮詢與改善，及農委會進口原料鑑定，避免低價中國原料蒙混進口，維護農民權益。

獲獎事蹟：

1辦理電信蘭、火鶴花栽培、採後處理與產業輔導相關研究計畫，建立切葉低溫儲運之外銷可行性研究。

2開發火鶴花傳統椰纖介質以外之栽培介質；改善火鶴切花夏季瓶插壽命，輔導穩定生產技術及災後復耕，推廣火鶴切花專用保鮮劑「南保1號」，有效延長
切花瓶插壽命達7天以上，並無償提供生產農民使用，2012年起至2017年提供量總
計達80.2公升，可施用3000萬枝以上之切花。

3進行洋桔梗節水節肥栽培法之建立，及冬季消蕾現象研究與改善，以葉綠素合成促進劑配合肥料施用進行栽培試驗，以期消除洋桔梗冬季栽培消蕾現象，提

高切花冬季外銷品質，穩定產業發展。

106年度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獎～陳國憲

臺灣園藝學會106年度的優良基層人員獎～王美琴

林聰賢主委頒發優秀農業

基層人員獎給陳國憲

林聰賢主委頒發優良

基層人員獎給王美琴

107年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一覽表
食用品種

15 臺東30號
全臺第1期作及嘉義、臺南、花
蓮、臺東第2期作，另雲林以南
第1期作 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16 臺東33號 全臺第1、2期作

17 臺中秈10號 全臺第1、2期作

1 臺 2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 4號 全臺第1、2期作
3 臺 8號 全臺第1、2期作
4 臺 9號 全臺第1、2期作

5 臺 14號
全臺第1、2期作，另雲林以南第1期作
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6 臺 16號 全臺第1、2期作
7 桃園3號 臺中以北第1、2期作

8 臺農71號
全臺第1期作 (特別適合於臺南 (含) 以
南地區種植) 及全臺第2期作

9 臺中192號 全臺第1、2期作

10 臺南11號
適苗栗 (含) 以南及花東地區第1、2
期作

11 臺南16號 全臺第1、2期作
12 高雄139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13 高雄145號 全臺第1、2期作
14 高雄147號 臺中以南第1、2期作

加工品種

1 臺農糯73號 全臺第1、2期作
2 臺 糯1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3 臺 糯3號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4 臺東糯31號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5 臺中秈糯2號 全臺第1、2期作

6 臺中秈17號
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地區

第1、2期作
7 高雄秈7號 南部地區第1、2期作
8 苗栗1號 北部地區第1、2期作

(資料來源：農委會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