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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生物科技大展－「智慧世代、未來農業」
林聰賢主委南下訪視
■ 賀！王仕賢場長榮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處長
■ 2018亞太區農業技術展
■ 安心“食＂在～107年產銷履歷達人
■107年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宣導開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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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生物科技大展－「智慧世代、未來農業」
「2018臺灣生物科技大展」7月19日到7月22日連續4天
於臺北南港展覽館4樓舉行。今年農委會之農業科技館規
劃「前瞻科技應用」、「再生循環利用」、「智慧生產運
用」、「友善安全使用」及「產業化推動」五大主題專
區，共展出60項新技術及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12家廠商
之產業化推動優異成效，以科技為後盾、以市場為導向，
多元化呈現，不僅有農漁畜產業，更涵蓋生活醫療保健與
農業環境永續用途。
7月19日蔡英文總統親臨主持「2018臺灣生物科技展」
開展，隨後參觀「農業科技館」，由林聰賢主委及前科技
處張致盛處長陪同及解說農業科技亮點成果，而後由林
主委主持「農業科技主題
1
館」開幕，說明農業多元
化，具體成果展現農業科
技商品化研發豐富能量，
配合國家積極推動新農業
科技產業化及國際化。

本場由前場長王仕賢帶領展出「前瞻科技應用」最新
研發成果，包括：不結球白菜‘臺南4號’，外型介於青
梗白菜與油菜之間，具耐熱暨葉色濃綠優勢，適合 夏季
栽種；加工用秈稻‘臺南秈18號’，短期陳化 (2∼4個月)
即可加工製作碗粿，降低陳化過程的倉貯成本與稻穀損
失，更能夠保留米的新鮮風味；硬質玉米‘臺南30號’，
大糧倉作物多一項選擇，植株強健、抗倒伏、高產、節水
耐旱、耐逆境，適應性廣；以及「山蘇種苗繁殖技術」，
不具苦味且高產蔬菜品種，葉形優美奇特、株形完整之切
花與盆栽品種，可利用組織培養方式大量繁殖。

【文/楊藹華 圖/彭瑞菊】
2

泝蔡總統英文巡視農業科技館
沴王前場長與參與展出人員

林聰賢主委南下訪視

↑林聰賢主委與本場主管合影

↑林主委品嚐加工產品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7月13日下午
特地南下關心火龍果產銷狀況，順
道至本場垂詢農產品加工打樣中心
籌備進度。林主委每次來本場都行
程匆忙，這次難得有較充裕時間，
王前場長向他介紹本場試驗場區環
境，林主委品嚐加工實驗室製作的
西印度櫻桃汁、龍鳳冰淇淋 (火龍果
+鳳梨)、小番茄果乾，大讚好吃！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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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王仕賢場長榮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處長
本場王仕賢場長調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處長，
於7月25日前往農委會履新。
王仕賢擔任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場長8年，期間研究及推
廣績效斐然，領導研究同仁育成28項新品種，取得22項品
種權、12項專利技術，128件技轉授權，研發成果收入達
19,753,489元。執行政府重大政策如大糧倉計畫－大豆、
落花生、胡麻良種繁殖、硬質玉米研發；永續農業－臺荷
示範溫室、設施滴灌節水、開發緩釋型肥料；循環農業－
魚菜共生系統、生物炭研發；省工機械研發－胡麻割捆
機、青花菜分切機等，以及配合新南向政策協助緬甸栽培
落花生等，都有具體成果。
他致力米麵包研發推廣，小地主大專業、農業經營專
區推動面積占全臺47％、39％，百大青農輔導人數4年137
人，皆是全國之冠。辦理瓜果節、開放日及種苗節，配
合台灣燈會、生技展、美食展、交易展，積極將臺南區
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展示給大眾。善用資訊工具如首創

↑鄭榮瑞副場長 (右) 及鄭安秀秘書 (左) 代表同仁致贈
紀念品

LINE@諮詢服務、臉書社群推播、Youtube教材製作、無
人機熱顯像空拍機應用等，都獲得廣大迴響與好評。
王仕賢場長在任期間最為同仁津津樂道的，是他對場
區辦公研究環境的改善，如新勇坡及過路埤水土保持工
程、場區綠美化、活化閒置空間-設立成果展示廳及數位
學習室、汰換老舊空調及0206地震後消防給水管路的更
新，達到節電節水的亮眼績效。「南場一家」的重新創
刊，讓在職與退休人員凝聚向心力；敦親睦鄰與鄰近畜試
所、臺南醫院新化分院、中興大學新化林場、水保局共同
辦理植樹、健走、運動競賽、623公共服務等活動，也使
得不同領域機關同仁間能互相支援、與人為善。
王場長在研發推廣績效、待人處事上都獲得長官、同
仁的肯定，此次獲得擢昇本場同仁都為他高興，也祝福他
在科技處就任新職順心如意、身體健康，有空常回來看看
我們！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本場為王仕賢場長舉行歡送會，縣市政府、農委會南部各機關、種苗
公司等好友齊來祝賀，足見他的好人緣

2018亞太區農業技術展
「2018亞太區農業技術展」於7月26∼28日在世貿一館展出，農委會特別規劃
「臺灣農業技術形象館」，以「創新農技，展躍國際」作為展覽主題，整合農、
漁、畜三大主題產官學研豐碩的成果，展示完成技術轉移之市場化技術與商品，
一共展出30項臺灣最具國際市場潛力的重點項目，期望藉此次展出更進一步促成
臺灣農業技術與商品進軍國際，直接行銷技轉商品。
本場與技轉廠商合作展出「夏南瓜新品種臺南1∼4號」。夏南瓜屬於美洲南
瓜，以嫩果作為蔬菜食用，此物種特色為早生，是國外普遍之瓜菜，惟其栽培上
容易罹患白粉病，使植株栽培期縮短，影響後續收益。本場新品種具有抗白粉
病特色，適於設施內有機/友善栽培。其中綠色果皮之‘臺南2號’與淺綠果皮之
‘臺南3號’相對耐熱性較佳，即使展出期間是臺灣最高溫的季節，也能採收到
單偽果；綠色果皮之‘臺南1號’與亮黃果皮之‘臺南4號’則為涼溫期之主流品
種。多元化新品種，讓農民能在不同季節有多樣的選擇。 【文/圖 黃圓滿】

↑夏南瓜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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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 食 在～107年產銷履歷達人
107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共計95位生產者報名參選，選出15名達人，本場轄區有10位入選，其
中農糧產品5位：徐崇評 (青花菜、甘藍、花椰菜)、吳宗翰 (大蒜)、林政生 (番茄)、謝明樹 (紅龍果、棗)、
郭正治 (芒果)；本場陳勵勤助理研究員則獲得產銷履歷卓越貢獻獎。

謝明樹 「棗」到「安全」出口
臺南市楠西區謝明樹從造船公司轉業回鄉創立經營品利
農場，種植蜜棗 (11ha) 及火龍果 (13ha)，利用棗子品種不
同的生長特性並搭配網室設施栽培，成功的將棗子盛產期
由正常的1-3月延後到了4月，另由於紅龍果栽培面積逐漸
擴大，首創以11網目之網室來生產紅龍果，解決套袋人力
不足問題，再加上產銷履歷驗證安全的加持，不僅為個人
創造更多的利潤，也讓臺灣棗子找到新的「出口」，外銷
到大陸、香港及加拿大，為臺灣的水果產業「棗」到更多
的商機！

↑謝明樹 (右4)-品利農場的蜜棗

林政生 轉換跑道到「即鮮果物」
活躍於臺南市後壁、鹽水區的林政生，過去在新竹物流
擔任業務，因業務關係接觸了風評極佳的鹽地小番茄，因
個人小番茄產量太少，無法直送消費端，因此邀集理念相
同的6位農友，成立「即鮮果物」，並以產銷履歷驗證為差
異化及門票，打入全聯及大潤發銷售通路，取得穩定得利
潤，栽種上依照鹽水當地氣候及地勢高低，配合不同栽培
模式 (8∼9月匍匐式栽培、10∼11月立柱式栽培)，並避開
淹水期種植，嚴格把關番茄大小等級，確保消費者食的安
全與品質。

↑林政生-即鮮果物鹽地番茄

郭正治 駛往安心香甜芒果的「五輪車」
玉井區第3代青農郭正治，從營造事業回鄉投入農業，為協助
父親芒果事業，他做足功課去了解各品種芒果的特性、管理和用
藥，並收集許多資料，說服父親，決定開始依照產銷履歷之良好
農業規範 (TGAP) 來管理果園，通過產銷履歷認證，雖然成本較
傳統管理高，但父子倆都堅持走安全驗證這條路，並將父親的第
一台起家車「五輪車」意象註冊成芒果品牌。正治的果園綠意盎
然，每年夏季山坡滿是套袋芒果，充滿了香氣與生機。
↑郭正治-五輪車的芒果

吳宗翰 青農「福翰農場」傳承蒜香
雲林東勢鄉青農吳宗翰從小看著祖父母辛苦耕種，加上雙
親隨著歲月增長體力大不如前，擔心打拼大半輩子的土地沒
人耕種，宗翰為了守護自己的土地，決定回鄉務農，延續祖
父母對這片土地的用心，創立「福翰農場」，取自於祖父和
他的名字，代表傳承的意義，更希望這個品牌能一直延續下
去，傳承蒜香、傳承留鄉，分享著汗水留下的收穫，賣的不
只是履歷大蒜，更是對祖先、對阿公不忘本的情感。
↑吳宗翰-福翰農場的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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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崇評 打團體戰的「潮農天團」
潮農天團一字排開，黝黑的膚色，上揚的嘴角，展現農家子弟真
誠、單純的笑容。團長徐崇評原本是化工廠廠長，不想再受化學的毒
害，選擇回鄉當農夫，起初他也是採用慣行農法，但意識到這樣不
好，慢慢轉向產銷履歷，讓農業永續發展，臺灣食安才有保障。剛踏
入農業時只能自己摸索，後來結識輔導員楊素琴 (農緯果菜) 後，才
少走許多彎路。潮農以公司化的模式經營，人事成本共同分攤，技術
獲利共享，因為要配合超商、量販店、團膳等業者，所以計畫性生
產，每個團員田地輪流種植才不會斷貨。從事農作要看天吃飯，有時
會毀了他們的心血付出，即使再苦他們還是願意「潮」農，只因深愛
臺灣這片土地。

↑徐崇評 (左3)-潮農天團

陳勵勤 同場加映產銷履歷卓越貢獻獎
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之推展，除生產者加入驗證外，亦有賴產業鏈
上各領域人士積極參與，使制度得以推行至今，所以107年首次辦理
遴選產銷履歷制度卓越貢獻人員，以彰顯各領域人員在產銷履歷制度
推展上的重要性，表彰其貢獻。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陳勵勤助理研究員
今年榮獲此殊榮。從94年農委會開始推動產銷履歷制度以來，陳員即
配合政策及制度的推動迄今，協助持續輔導本場轄區 (雲嘉南) 生產
團隊加入產銷履歷驗證，目前轄區通過驗證約500個生產單位、面積
約5,000多公頃以上。除輔導生產團隊加入產銷履歷驗證外，其中更
有麥寮鄉、新港鄉、太保市、元長鄉、玉井區、南化區等產銷班隊榮
獲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文/圖 陳勵勤】

↑陳勵勤-輔導說明產銷履歷執行

107年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宣導開跑
農民職災保險11月即將試辦上路，由於農業樣態非常多元，面
對各式各樣的疑問，農委會開始舉辦下鄉巡迴座談會，進行說明
與交流。
陳吉仲副主委7月31日親自到雲林縣 (上午斗六市農會、下午土
庫鎮農會) 主持「107年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宣導講習會」，並由輔
導處說明「農民健康保險、農業產業保險、農民職災保險、農民
退休制度」等農民四大福利安全網的現行及規劃研擬中的政策措
施。陳副主委也親自說明目前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等
政策，並聽取現場農民對於現行政策意見。 【文圖/王裕權】
↑陳副主委親自主持宣導講習會

↑輔導處王東良簡任科長說明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內容

「107年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宣導講習會」雲嘉南地區
講習會場次
時
間
7 月31日(二) 9 :40∼11:50
7 月31日(二)13:40∼15:40
8 月 6 日(一) 9 :40∼11:50
8 月 8 日(三) 9 :40∼11:50
8 月23日(四) 9 :40∼11:50
8 月23日(四)13:40∼15:40
8 月31日(五) 9 :40∼11:50
9 月10日(一) 9 :40∼11:50

地
點
雲林縣斗六市農會
雲林縣土庫鎮農會
臺南市官田區農會
嘉義市農會
嘉義縣農會
嘉義縣農會
臺南市農會 (走馬瀨農場)
臺南市後壁區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