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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米品種－臺南16號
本場與國立臺灣大學農藝學系共同合作研發之水稻品
種臺南16號，為我國第一個應用「分子標誌輔助選種技
術」所選育出來的水稻品種，此技術之應用不但提高育
種效率、節省育種人力及時程，並將我國水稻育種技術
擠進先進國家之列。
臺南16號是以日本知名水稻品種越光為母本，我國知
名水稻品種臺農67號為父本，兩者授粉雜交後再連續回
交越光4次而選育出來，藉由臺農67號日長鈍感基因之
導入，改善了日本品種在臺灣栽植時的缺點 (如早熟、
米粒蛋白質含量高等)，但也因為臺南16號與越光DNA
相似度達95%，保留了越光米質優良的特性。因此，經
本場這三年來的積極推廣，臺南16號在市場的知名度
與接受度深受消費者的肯定，目前臺南16號技轉案件
已達五件，顯示契作廠商對臺南16號
生產與銷售深具信心。
王仕賢場長與臺大林
105年彰化縣二林鎮壽米屋公
彥蓉教授前往臺南市
司契作農戶，在全國50幾家鄉
後壁區芳榮米廠恭
鎮市區農會1000多位農友共同
賀禾雁米 (臺南16號)
參與的「2016全國名米產地冠軍
獲得精饌米獎冠軍
賽」中，歷經田間初審、鄉鎮市
區初賽及全國總冠軍賽一層一層嚴格
考驗下，臺南16號獲得全國總冠軍，
競賽項目包含田間生育狀況、外
觀品質規格、粗蛋白質、食味值
王場長與二林壽米屋
公司陳肇浩總經理共
及官能品評等項目，這是臺南
同辦理臺南16號技
16號育成後第一次參賽即獲得
轉簽約儀式
優良成績，顯示其除具有晶瑩剔
透的外觀外，食味更深受肯定。
106年農糧署針對市售食米辦理「精
饌米獎」選拔，由43家業者推出48件產品角逐冠軍，
臺灣好米組冠軍為芳榮米廠出品的禾雁米，而禾雁米
之水稻品種即是臺南16號。「臺灣好米組」參賽產品

需取得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 (QR-CODE)、產銷履歷，所
有參賽產品均採直接至賣場或網路「秘密購買」方式，
以市場銷售端產品實際品質決定勝負，經過農藥殘留、品
種檢驗、產品標示、通路普及度、外觀品質規格、粗蛋白
質、食味值及官能品評等項目重重考驗，獲得冠軍之臺南
16號禾雁米充份展現國產米安心、安全、溯源的高品質形
象，是消費者吃好米的不二選擇。 【文/圖 羅正宗】

中華民國 107 年二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60 期

2017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頒獎
由於嘉義縣衛冕最大贏家，「2017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頒獎今年移師嘉義縣舉行，配合
2018台灣燈會農創再生燈區記者會，於1月16日在嘉義縣政府隆重辦理。嘉義縣張花冠縣長頒發冠亞
軍，王仕賢場長頒發季軍獎牌及獎金，水保局南投分局陳榮俊分局長、農糧署南區分署游淑敏秘書、
種苗協會王振茂理事長、農友基金會陳威廷理事頒發佳作獎牌，民雄鄉農會涂文生總幹事、新港鄉農
會陳永華總幹事、太保市農會黃麗貞總幹事也出席鼓勵得獎人！
【圖/黃鵬戎】

↑冠軍-高文聰

↑亞軍-許福地、鄧舜圭

↑季軍-郭嘉明、高信明、洪朝國

106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

1月31日辦理本場「106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
包括作物育種、技術創新、生長管理、產業加值及人
才培育等4個主題、14個研究題目，講者用心準備，聽
者也非常踴躍。在王場長致詞後，特別安排新進人員
介紹，讓大家認識本場生力軍。在推廣大廳及中庭並
展示海報、實物及新型
農機，民眾與研究人員互
動交流熱絡，希望藉此機
會讓大家接觸本場研發成
果，提供業界應用。
↑與會人員合影
→研發成果海報、實物展示
【圖/黃鵬戎】

新進人員介紹
國立臺灣大學農藝系作物
科學組碩士，106年公務
人員高等二級考試農業技術類科，
107.1.22到職，現職嘉義分場助理研
究員。曾任職中央研究院植微所助
理、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約聘助理。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
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106年公務人員高等二級
考試農業機械類科，107.1.23到
職，現職作物環境課助理研究
員。曾任職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技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
保護學碩士，106年公務
人員高等二級考試農業技術類科，
107.1.24到職，現職朴子分場助理研
究員。曾任職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技
佐、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
局技佐、南投縣中寮鄉公所技士。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
系碩士，106年公務
人員普通考試農業技術類科，
107.1.22到職，現職義竹工作站
技佐。

李杏芳

黃逸湘

王志瑋

陳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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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農共綠－嘉培訓雲嘉南 食農教育 種子教師
受到全球食農教育運動之啟發，臺灣近年也引入食農
教育的觀念，本場在106年下半年分別在轄內的雲林、嘉
義及臺南地區，依當地的農產及季節，分別舉辦三場不同
主題的食農教育種子教師研習課程，方便雲嘉南三地的國
中小校長、主任、老師、午餐秘書及營養師就近參與。
這三場次食農教育教師研習，除了由本場介紹臺灣目
前食農教育推動現況外，亦邀請在地推動食農教育成效卓
著的校長及主任們現身說法，親身傳授「校園推動食農教
育經驗及教案分享」，以第一線教育者的角度與立場，向
在場的教育伙伴們分享食農教育如何落實於校園，進而發
展為學校特色及本位課程等實務經驗。
在動手做方面，在臺南場次由臺南市農會的顏向照及
黃文明督導協助，讓老師們在走馬瀨農場食農教育體驗園
區中，先學習友善土壤-認識蚓糞堆肥與土壤益菌，了解
土壤中存在各式有益微生物，了解蚯蚓對土壤的益處，接
下來的農務體驗－蔬果種植與採收，實際採收園區內的空
心菜以及小黃瓜，最後將小黃瓜拿到農場田媽媽香草餐坊
中，由陳依青及李育儒督導教導大家料理成輕爽又美味可
口的涼拌小黃瓜，吃得到食物的真原味。
在雲林的田園秘境有機咖啡果園，由林內鄉農會石沛

縈指導員協助老師們動手洗愛玉，拌入果園現採的有機檸
檬、蝶豆花、洛神花等食材，搖身一變為清涼可口的愛玉
飲品。
在嘉義的崇美農場，在地青農協助老師們動手幫火龍
果苗施用有機肥、現採蘆筍，再由布袋鎮農會許菊月指導
員運用火龍果、蝶豆花及薑黃粉製成紅、藍、黃三色飯，
搭配農場現採蘆筍、玉米筍、秋葵、小黃瓜，經簡易蒸
煮，最後用洛神果、百香果、蝶豆花等天然色素醬汁，於
盤中創作繪圖，與香噴噴的烤飯糰與鮮蔬搭配並擺盤，創
作出營養健康又色彩豐富的鮮蔬佐三色烤飯糰。
透過有趣又實用的研習課程，讓參與的國中小校長、
老師，能夠以參與者的角色，親身與食材、飲食工作者、
農業生產者以及自然環境等互動體驗，與他校教育伙伴交
流食農教育等教學方向，回到學校後，運用及活化校園的
資源，在教學內涵和教學活動設計中，融入食農教育的理
念：「親」手做、「農」業食物、「共」耕共食、「綠」
色產銷，達成食農教育之「親農共綠」教學目標，將食農
教育向下紮根，從小培養學童正確的飲食習慣，增進對國
產農產品、飲食文化的信賴與支持，進而創新臺灣農業的
多元價值。
【文/圖 李郁淳】
9月27日臺南場次
泝臺南市走馬瀨農場
動手摸蚯蚓及蚓糞
堆肥
沴老師變身為農夫種
菜苗

11月8日雲林場次
沊雲林縣虎尾鎮光復
國小丁威仁主任分
享校園食農教育推
動方式
沝在田園秘境製作有
機愛玉果汁飲品
11月29日嘉義場次
沀嘉義縣崇美農場採
收新鮮蘆筍
泞品嚐鮮蔬佐三色烤
飯糰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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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內容重點摘要
一、辦理對象之認定基準：申領轉 (契) 作獎勵或生產環境維護給付以83至92年為基期年，在基期年10年中任
何1年當期作種稻或契約蔗作有案；或於83至85年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參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
轉作休耕有案之農田。申領稻作直接給付土地須符合公糧稻穀繳售資格，且102∼104年任一年度當期作
申報種稻 (含曾參加小地主大專業農)，或參加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經營主體契作收購有案，且確實種
稻者，惟種植再生稻者不得辦理。
二、受理申報及補 (變更) 申報期間：全國統一申報期間自1月2日至2月2日止，可一次同時申報兩個期作措
施；或只申報第1期作，第2期作申報及變更申報期：臺南市6月15日至7月16日、嘉義縣 (市) 6月16日至7
月15日、雲林縣7月16日至8月15日，請農友依申報時間至戶籍所在地公所或農會辦理。
三、轉 (契) 作、稻作及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獎勵標準
作

轉契作

契 作
(進口替代)

物

項

目

(一)非基改大豆 (黃、黑)、硬質玉米
(二)牧草及青割玉米
(三)短期經濟林 (6年)
(四)原料甘蔗
(五)小麥、蕎麥、胡麻、薏苡、仙草
(六)高粱
(七)油茶

契作(外銷主力)
重點發展

毛豆
重點發展作物＊

稻作直接給付
稻 作
大專業農種植水稻
公糧保價收購
生產環境維護

＊

種植綠肥、景觀作物
翻耕、蓄水措施
耕作困難地區給付

單位：元/公頃/期作

獎勵金額
一般農友
大專業農
60,000
70,000
35,000
45,000
45,000
55,000
30,000
40,000
45,000
55,000
30,000
40,000
第1-6期45,000
第1-6期55,000
第7-8期22,500
第7-8期32,500
40,000
50,000
25,000
35,000
第1期作13,500
第2期作10,000
─
（稻米產銷契作集
團產區每期作另加
1,500）
─
20,000
依收購公糧稻穀作業
─
要點辦理
45,000
45,000
34,000
─
34,000
─

：由中央明定40項作物為全國各縣市一體適用作物：落花生、食用玉米、甘藷、南瓜、芋、短期葉菜 (如：
小白菜類、青江菜、油菜、茼蒿、菠菜、莧菜、甘藷葉、皇宮菜、芥菜及紅鳳菜等；惟甘藍、結球白菜
及花椰菜等大宗蔬菜除外)、蔥、食用番茄、西瓜、蓮藕 (子)、洋香瓜、蘿蔔、絲瓜、韭菜、茭白筍、胡
瓜、洋蔥、蔥頭、冬瓜、苦瓜、胡蘿蔔、香瓜、蕹菜、菱角、辣椒、芹菜、萵苣、扁蒲、蘆筍、朝鮮草、
鳳梨、米豆、馬鈴薯、綠豆、食用甘蔗、甜椒、龍鬚菜、茄子、草莓、長 (豇) 豆。另加縣市政府提報作
物，其雲林縣為球莖甘藍 (結頭菜)、羅勒、芫荽、越瓜、牛蒡，嘉義市為山藥、萊豆 (皇帝豆)、羅勒 (九層
塔)、敏豆，嘉義縣為黃秋葵、越瓜、牛蒡、皇帝豆，臺南市為紅豆、黃秋葵、牛蒡、胡麻。
【摘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活化農地專區網頁，其餘規定事宜請參閱農糧署網站或本場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