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9月7、
8兩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邀請產、官、

學各領域代表超過300
位，針對農業現階段

最重要的課題集思對

策，並回饋予政府部

門。蔡總統親臨會場

致詞，肯定新農業創新

推動方案之成效，並期許

本次會議集結群眾智慧，凝

聚共識，創造我國農業發展未

來。行政院賴清德院長期許農

委會與全民共同攜手打造安全農業、幸福農民、富裕

農村三生共構的永續農業。

本次全國農業會議以「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為中
心議題，設置專屬網站，放置所有會議資料及直播影

片，供全民參與及瞭解，超過42萬人次瀏覽。另為落
實全民參與決策形成的治理模式，從今年4月起，陸續
透過多元管道廣泛蒐集民意，包括公民網路提案、地

方草根會議及焦點座談等系列活動，全國參與者超過1

萬人次，並蒐集1,000餘則建言。這些在地心聲，由
產、官、學界代表，歷經12場次的議題蒐整及預
備會議討論，逐項歸納與收斂，共彙整成141
項建議方向及123項討論重點，成為兩日會
議討論的重點，以共謀對策。

本次會議經過分組會議、分組結論報告及綜

合討論等過程，深入探討我國農業當前面臨的

挑戰與發展契機，最後共提出73項具體結論及
27項重要亮點，由農委會林聰賢主任委員說明內

容重點如下：

永續
保育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	 	

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制定農業基本法，確保農地、林業、漁業及農業水資

源的質與量，奠立農業永續基礎；建立量化指標與補償

機制，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施對象；加強農業資源

管理基礎建設與投資；創造農業循環經濟產業化模式；

推動共生型之農業綠能轉型政策；推動國土計畫農業發

展地區之創新經營模式，加強城鄉綠色基礎建設；精進

農業氣象災害預警與坡地智慧監測治理，厚植農產品供

應韌度；建構中央與地方外來入侵種防治協作平臺，增

進風險管控；建立土壤生物及動植物之國家種原蒐集、

保存及利用之法規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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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產、官、學各領域代表超過300位與會

↑蔡總統蒞臨第6次全國
農業會議開幕會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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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永續發展館
「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

覽會」於9月27∼29日假
臺北世貿展覽館舉辦，其

中「永續發展館」由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統籌、經濟

部能源局與國營會及原能

會核能所聯合籌辦。農委

會以「新農業」為主軸，

規劃「農業新典範」、

「農業行銷力」及「農業安全體系」3大主題區，展示41
項重要研發成果，展現農業新格局。

「永續發展館」開幕由黃金城副主委主持，陳建仁副

總統也親臨永續發展館參觀，瞭解我國農業科技研發成

果。展示期間農委會前主委陳保基及美國在臺協會 (AIT)
農業組組長Mark Petry也蒞臨參觀。
本場展示2項專利技術：鍾瑞永

課長研發之「植株割捆機改良

結構」應用於胡麻採收，作

業能力可達0.15∼0.2ha/h，
估算人機比可達24倍；黃士
晃助理研究員研發之「果實

套袋」新型專利應用於紅龍

果果實，自袋口處分隔上下兩

部分，上半部具遮陽防雨效果，

下半部具通風及可觀察效果，兼具防日燒、防雨、

防病蟲、增進果色、方便觀察及重複使用之優勢，

目前已技轉4家廠商。技轉參展廠商則有吳昭慧副研
究員技轉給新港鄉農會的「大豆 (黑豆) 臺南11號」

(已技轉15家廠商)。
【文/圖　彭瑞菊】

安全
健全農產品安全體系，	 	 	

促進優質農業生產與消費

建立農民生產管理登記制度，落實良好農業規範；強

化農民團體及產業團體角色與功能，訂定農業合作社場輔

導管理獎勵辦法；建置農產品安全單一權責機關，由農業

部門負責管理生鮮及初級加工品業務；結合食物銀行，提

高農產品利用效率；推動食農教育理念及立法，認同在地

農業價值，支持國產農產品，不浪費食物；10年內木材自
給率提升為5%，促進林產業發展。

前瞻
運用智慧科技調整產業結構，	 	

全面提升農業競爭力

運用智慧科技，完善農業產業鏈之環境建構，使我國

成為熱帶及亞熱帶農業之核心基地；強化國內外消費市場

面與生產面之資料蒐集與應用，完善產銷調節預警及海外

市場布局；建構全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置智慧型冷

鏈物流中心；推動臺灣具競爭優勢之農業產品、技術組合

或整廠之輸出，發展知識型農事服務業；建立農業部門對

國家經濟貢獻之指標。

幸福
完善農民經濟保障，		 	 	

打造宜業宜居新農村

制定農業保險專法，加速推動農業保險；整合農民健

康保險、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與其他社會保險，建立農民年

金制度；推動農民職業災害保險，逐步強化納保並完善職

災保險給付與補償制度；建立青農創新育成基地及創業專

區，引導多元人才投入，完善從農輔導體系；推動農事服

務業發展，建構人力調度專責機構及建立農業機具共享平

臺；成立農村發展之統籌規劃暨傳播單位，跨域整合人才

及資源，平衡農村三生功能；發展綠色照顧，結合相關組

織，善用農村熟齡等人力，投入社區產業；鏈結地方創

生，建立在地經濟，共創農村青銀及公私協力關係，形成

互助支持系統。

農業政策應與聯合國的永續會永續發展目標接軌，透

過循環經濟、生態農業與適切的智慧科技發展，打造進擊

型農業，增進農民福祉。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的落幕，將
是農委會努力的起點。

【文/圖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泝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 
主持永續發展館開幕

沴鄭榮瑞代理場長向黃副主委

說明果實套袋

沊"植株割捆機改良結構技術"
以海報、影片與模型展示

沝"果實套袋新型專利"展示  
海報與實物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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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第三屆百大青農輔導畢業授證典禮活動
農委會於107年9月29日至30日在臺北市松山車站

Citykink三樓及一樓圓頂廣場舉辦第三屆百大青農畢業授
證典禮暨青農展售活動，以展現近年來青年農民的

輔導成果，並號召全國各地青農共襄盛舉，向消

費者推薦在地用心生產的農產品。

授證典禮上，由農委會林聰賢主委授予第

三屆百大青農輔導證書與陪伴輔導師感謝狀，

感謝陪伴輔導師、改良場專家及各級農政機關

人員在輔導期間的努力，見證第一至四屆百大

青農的傳承，並期許青年農民們的經營投入能

夠帶動臺灣農業未來的發展和改變。

本場輔導第三屆青年農民個人12位、團體5
組23位，共計35位，分別經營蔬菜、果樹、水
稻、雜糧、有機農業、農產加工等產業，經由

兩年的專業輔導，陪伴師輔導共324人次，農
產品通過驗證共99件，輔導加入農民團體者共

22位，自行成立農企業者共10位。除了作物栽培和管理等
技術方面的指導，本場也特別規劃農產品加工、經營管

理等各方面的專業課程與標竿研習提供青農們參與，以

強化農場經營各領域學習、思考，本場未來將持續

做為青農們的技術後盾，陪伴青農們營農生涯穩

健成長。  【文/圖　盧子淵、吳佳柔、郭苓音】

鳳梨分區分批催花　分散產期好調節
鳳梨正常產期為6∼7月的夏果，目前臺灣主要鳳梨品

種臺農17號多利用人工催花方式生產春果，因此主要產期
集中於3∼6月。為分散產期及疏解鳳梨產量集中壓力，可
以利用分區分批催花方式來調節，或運用不同品種搭配來

生產。

臺灣鳳梨主要栽培於臺中以南及東部地區，利用緯度

及氣候差異，產期最早可由高屏地區開始，之後為臺南及

嘉義地區，再到雲林及南投等中部產區，應依照品種特性

進行分批生產，避免產期集中及達最佳品質，鳳梨常見品

種建議種植期、催花期及生產期如右表供參。

本場轄區若以臺農17號之品質適期，建議臺南地區由3
月底至4月上旬，嘉義地區由4月上旬至中旬，雲林地區由
4月中旬之後開始採收，另可利用抑制抽穗處理來生產8∼
10月秋果，分散產期。由於每年的5月中下旬至6月容易遭
逢降雨，會影響品質及增加裂果與肉聲果率，建議

加強肥培管理及控制氮肥施用，並適當減少當期產

量。在催花批次上，建議農民採少量多批次催花，

延長並分散產期，不但容易調配人工，也能分散產

銷風險。

催花處理一般有兩種方式：①電石水處理：濃度

為0.5∼1％，每株灌注5Oml，於午夜至翌晨處理，
隔3天再一次。②益收生長素處理：將39.5％益收 
(Ethrel) 藥劑，以800∼1500倍稀釋，添加3％的尿
素，均勻噴施葉面。

鳳梨自催花至果實採收時間長短受催花

月份、產地、土壤特性及栽培技術差異，

平均約需6個月 (4.5個月至7個月)，因此
實際採收時間需依實際催花經驗進行

調整。若欲生產秋果需先抑制自然抽

穗，抽穗抑制是使用15％艾維激素水
溶性粉劑，濃度1500倍，每株每次
灌注10ml於植株心部，施用方法為
果園溫度低於15℃前2∼3天處理第一
次，之後每隔14天使用一次，連續6次，或在預計催花前3
週停止用藥 (注意事項：需加展著劑，施藥後可能引起心
葉局部輕微黃化或壞疽現象)，詳細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http://public.tactri.gov.tw/www/htdocs/ppmtable/)。           

【文/黃士晃】

林聰賢主委與本場

鄭榮瑞代理場長、

百大青農合影

品　種 種植期 催花期 生產期

台農13號 10∼ 5月 3月下旬∼ 8月上旬 9∼ 2月
台農16號 9∼11月 10月中旬∼11月下旬 4∼ 7月
台農17號 10∼ 2月 9月中旬∼12月下旬 3∼ 6月
台農19號 10∼ 2月 10月上旬∼ 5月上旬 5∼10月
台農20號 9∼11月 9月上旬∼ 4月上旬 5∼10月

台農22號 10∼12月
10月上旬∼11月下旬
3月中旬∼ 4月下旬

5∼ 6月
8∼ 9月

開英種 9∼12月 10月下旬∼12月下旬 5∼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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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向下紮根」是一項刻不容緩且需長期深

耕的政策，配合農委會「食農教育宣導計畫」，自106起
由本場擔任雲嘉南地區食農教育宣導主體，以介紹農產為

主軸，結合食農教育基礎理念，培養教師之食農教育概

念，今年度更利用暑假期間，分別在轄內的雲林、嘉義及

臺南地區，分別舉辦三場「食農教育多元推動研習」培育

食農教育種子教師。

這三場次食農教育教師研習，是橫跨農業、教育、社

區三領域的研習交流，分別在雲林縣北港鎮東榮國小、嘉

義縣鹿草鄉後塘國小以及臺南市安南區安佃國小，皆是已

推動食農教育多年且成效卓著的學校，做為研習的示範基

地。

一開始先說明食農教育的定義、食農教育推動目標，

以及農業部門有哪些資源可協助學校推動食農教育，隨即

邀請地主學校分享該校推動食農教育之經驗及具體作法，

以第一線教育者的角度與立場，帶領參與研習的教育伙伴

參觀該校實行食農教育的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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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展示推動食農教育多年來的學生作品，有繪本、海報、

心智圖等成果，在雲林縣東榮國小，甚至由學生們直接向

與會者介紹校園推動食農教育的內容，看著小學生們面對

前來研習的老師們，依然仍夠態度大方、有條不紊的一一

說明，甚至對於老師的提問，亦能侃侃而談，有自信的回

答，顯見平常在校所學的食農教育已深植在他們心中。

下午以世界咖啡館的討論形式，分別邀請在教育、社

區及家庭這三個領域的代表擔任桌長，分組帶領研習伙伴

討論「如何整合學校內部課程及資源進行食農教育」、

「社區資源如何與學校連結推動食農教育」、「如何將校

園食農教育成果引入家庭並實踐」這三個議題，透過世界

咖啡館分組討論的過程，提供一個智慧匯集的平台，塑造

優質的對話融入環境，讓參與者在舒適宜人的環境中全心

投入對話與聆聽，吸納來自各領域的多元觀點，大家快速

激盪彼此的看法，集思廣義如何透過校園食農教育整合家

庭、學校、社區之力量，促進食農教育之多元推動方案。

一番腦力激盪討論分享後，大家親手做午茶飲品及點

心，請當地農會的家政指導員率家政班媽媽，運用在地當

季食材，教導大家做香蕉土司卷及秋葵鬆餅，還有當季清

涼的百香果汁及蜂蜜黃瓜檸檬飲，大家圍著「共廚共食」

的景像，亦是食農教育推動的特色之一，每位伙伴亦可在

輕鬆的氛圍下，互相交流彼此經驗。最後，由三位桌長分

別發表其議題討論整合成果，供與會者參考。

本活動透過有趣又實用的研習課程，讓參與的伙伴

們，在日常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能夠以參與者的角色，

親身與食材、飲食工作者、動植物、農業生產者以及自然

環境等互動體驗，與食物、農業及土地產生連結，並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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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食農教育多元推動研習～培訓雲嘉南食農教育種子教師

泝世界咖啡館集思廣義  
食農教育議題成果

沴世界咖啡館討論食農教育議題

沊親手製作PIZZA
沝同學擔任食農教育推動成果 
解說員

沀農會家政班教導大家  
親手做午茶點心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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