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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陳添壽 接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委、副主委
陳吉仲、陳添壽於108年1月14日接任農委會主委、副主委。其學經歷如下：

陳吉仲 主委

陳添壽 副主委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所碩士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農業經濟所博士
經歷：
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主任秘書
台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學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漁業科學
研究所碩士
經歷：
本會簡任技正兼科長
本會漁業署組長
本會漁業署副署長
本會漁業署署長
本會委員

97.08∼105.05
100.08∼104.07
105.01∼105.05
105.05∼108.01
107.12∼108.01

86.02∼ 87.08
87.08∼ 93.10
93.10∼100.03
105.05∼107.01
107.06∼108.01

推動甘藍種植登記、建置冷鏈系統
農委會於107年12月7日邀集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
市等地方政府及農會、合作社場等農民團體，假西螺鎮農會舉
辦甘藍產銷座談會，由陳代理主委主持，聽取當前蔬菜產銷、
農藥管理問題及建議方向，經與會單位充分表達意見，會議共
識為解決蔬菜產銷問題，將研議推動試辦甘藍種植登記，並強
化冷鏈系統建置、加強加工及外銷等方式協助紓緩農產品盛產
壓力。
【文/圖 農糧署提供】

↑陳吉仲代理主委主持甘藍產銷座談會

李副主委關心 芒果外銷
農委會李退之副主任委員於108年1月11日由本場鄭榮瑞場
長、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農糧署南區分署游淑敏秘書及相關
人員陪同下，視察玉井區蒸熱廠-南瀛農產國際行銷股份有限
公司廠區情形，由李威雄總經理說明外銷芒果蒸熱檢疫處理流
程及廠區設備與環境，李副主委關心芒果產業情形及外銷細節
相關事宜，期能強化臺灣芒果外銷實力。 【文/圖 石佩玉】
↑李副主委視察玉井區蒸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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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嘉義縣 民雄鄉 2連霸
本屆競賽得獎者冠軍為吳明鴻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
本場於107年12月21日在行政大樓四樓禮堂，辦理
亞軍為王凱平先生 (臺南市安南區)、姚率真 (嘉義縣民雄
「2018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為臺灣第八屆的
鄉)；季軍為楊奇限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洪頂軒先生 (嘉
全國性小果番茄競賽活動，由本場主辦，農業藥物毒物
義縣新港鄉)、蔡健中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此外，錄取
試驗所、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臺灣種苗改進協會共同
10名佳作，依參賽號碼為呂同明 (嘉義縣水上鄉)、陳彥鈞
協辦，針對設施小果番茄進行評比。
先生 (嘉義縣民雄鄉)、鄧舜圭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吳瑞
本競賽特別注重小果番茄果品的安全性，強制要求所
峯先生 (彰化縣永靖鄉)、林銘泰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洪
有參賽的果品均須進行農藥殘毒檢測，合格通過的果品
才能進入後續評鑑。感謝藥毒所大力協助，在不到4個
嘉裕 (嘉義縣太保市)、龔慧宗 (嘉義縣太保市)、馬啟宏先
工作天內完成所有的檢測工作，讓競賽得以順利進行。
生 (嘉義縣太保市)、洪信斌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洪暉祐
本屆比賽共有118組小果番茄參賽，其中以嘉義縣95組最
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恭喜上述得獎者。本場特地於官網
多、雲林縣12組、臺南市6組、其他縣市 (彰化縣及苗栗
公佈各組競賽獲獎名單，以鼓勵這些小果番茄栽培達人
縣) 5組。
的傑出專長及彰顯其優越的栽培技術。
當日邀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前場長黃賢良、中興大學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宋妤教授、農糧署何小珍技
1
2
士、農友種苗公司黃俊傑場長
及莉莉水果店老闆李文雄擔任
評審。本場工作人員先進行糖
度測定及果品清洗後，評審就
開始對100多件的小番茄一一
審視、品嚐，經過3個小時的
奮鬥，最後由嘉義縣民雄鄉
吳明鴻先生從118組參賽者中
泝小番茄競賽評審中 沴農糧署胡忠一署長、農友基金會賴三省秘書長、種苗改進協會
王振茂理事長、本場鄭場長與得獎合影
勝出，以平均糖度12.8° Brix，平均
沊今年冠軍果品
沝小番茄臉書直播拍賣，冠軍得主吳明鴻介紹自己的番茄特色
單果重7.6公克，總分94分，勇奪
4
2018年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冠軍盟主，
3
完成民雄鄉2連霸這個艱鉅的任務。
由於年關將近，且番茄進入盛產期，農民極為忙碌，
因此當日下午3時即進行頒獎，特別邀請農糧署胡忠
一署長為頒獎嘉賓，隨即進行冠軍番茄 (四盒裝)
臉書直播拍賣，經過一番競價，最終以10,000元
的天價賣出，為當天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有興趣的
朋友可至本場臉書粉絲頁觀看頒獎及拍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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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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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領取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計畫有機水稻補貼)，或參加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經營主體契作收購或取得稻米產銷履歷驗證有案，且確實種稻者，惟
種植再生稻者不得辦理。申領108年水資源競用區一期稻作轉旱作試辦措施調整耕作模式獎勵，以經公告之農田水利會
試辦灌區農地為對象，不受基期年資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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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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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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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標準
(一) 轉(契)作、稻作及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作 物 項 目
⑴非基改大豆(黃、黑)、硬
質玉米
⑵牧草及青割玉米
⑶短期經濟林(6年)
⑷原料甘蔗
契作戰略作物
⑸小麥、蕎麥、胡麻、薏
(具進口替代
苡、仙草、高粱、綠豆
轉契作
或外銷潛力)
⑹油茶註1
毛豆、矮性菜豆
採種蔬菜 (西瓜、青花菜、
花椰菜) 註2
地方特色作物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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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8年水資源競用區一期稻作轉旱作試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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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45,000
55,000
40,000

45,000

55,000

第1-6期 45,000
第7-8期 22,500
40,000

第1-6期 55,000
第7-8期 32,500
50,000

30,000

40,000

25,000
第1期作 13,500
第2期作 10,000
(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
區或取得產銷履歷、
有機或友善耕作驗證
者每期作另加3,000)
─
依收購公糧稻穀作業
要點辦理
45,000
34,000
34,000

35,000
─

20,000
─
45,000
─
─
單位：元/公頃

獎 勵 金 額
桃竹苗試辦灌區 嘉南試辦灌區
種植計畫獎勵作物或綠肥、景觀作物
72,000
87,000
不種植作物辦理翻耕
61,000
76,000
種植非計畫獎勵作物 (大宗蔬菜及易產銷失衡作物除外)
27,000
42,000
轉 作 模 式

註 1│契作油茶以新植為限。
2│採種蔬菜之契作廠商限定
為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發給種苗業登記證之種
苗業者。
3│由中央明定40項作物為全
國各縣市一體適用作物；直轄
市、縣(市)政府另提報5項作物
送農糧署核定。另鳳梨自108
年起移出全國適用品項，針對
107年申報鳳梨並經勘查種植
有案者(惟於108年新植者不適
用)，按有無簽訂契作合約給
予緩衝輔導措施如下：有簽訂
契作收購合約：108及109年仍
核予每期作每公頃2.5萬元獎勵
金，自110年起停止給付；未
簽訂契作收購合約：108年仍
核予每期作每公頃2.5萬元獎
勵金，自109年起停止給付。
重點發展作物全國適用品項如
下：落花生、食用玉米、甘
藷、南瓜、芋、短期葉菜(正面
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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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
蔥頭、冬瓜、苦瓜、胡蘿蔔、
香瓜、秋葵、菱角、辣椒、芹
菜、萵苣、扁蒲、蘆筍、草皮
類(朝鮮草、百慕達草、假儉
草、地毯草及臺北草)、米豆、
馬鈴薯、山藥、蔓性菜豆(四季
豆、醜豆)、食用甘蔗、甜(青)
椒、龍鬚菜(佛手瓜)、茄子、
草莓、長(豇)豆。

【摘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之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計畫宣傳單張】

中華民國 108 年元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71 期

107年度研究人員獲獎連連，研發成果發光發亮!!
本場107年研究人員表現亮眼，獲各機關或團體褒獎之名單如下表，其中獲
得農委會第27屆優秀農業人員獎有2位，事蹟摘錄如下：
蔡宜峯 「推動及落實政策、引領農業科技研發與應用推廣」：致力於農業
資源再利用技術、有機質肥料製作與應用技術、生物性肥料之研發與應用、農
田土壤與肥料管理等研究與推廣。
張元聰 「研究及推廣花卉品種與栽培技術」：育成洋桔梗、星辰花及紫羅
蘭等多項品種，並輔導花卉外銷專區產業化發展，包括洋桔梗新品種示範圃及
管理技術等，使外銷更具有競爭力。
姓

名

鄭榮瑞場長

頒獎機關或團體名稱
台灣農學會

獲獎名稱
優秀事業獎

蔡宜峯副場長
張元聰副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27屆優秀農業人員獎

吳昭慧副研究員

台灣農業交流學會

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吳昭慧副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智慧財產權保護運用獎－
黑豆台南11號

黃瑞彰副研究員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 107年度有機產業傑出貢獻獎

陳榮坤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
張元聰、陳勵勤

107年聯合年會優秀農業基層人員

陳勵勤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年度產銷履歷制度卓越貢獻獎

陳勵勤助理研究員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許涵鈞助理研究員 中華農業氣象學會

人事異動
原農業推廣課王裕權
課長，調升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農業推廣課研究員兼
課長，遺缺由資訊教材研
究室黃惠琳研究員接任。

↑陳榮坤、陳勵勤、張元聰獲107年聯合
年會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獎

107優秀農業推廣教育人員

107年農業氣象優良基層人員獎

→張元聰、
蔡宜峯獲得
農委會第27
屆優秀農業
人員獎

賀 本場參加107年政府

新進人員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
生物學系碩士，98年公務人
員四等考試植物病蟲害類科，108.1.4到
職，現職義竹工作站技佐。曾任職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技佐。

張為斌

←鄭榮瑞場長
獲台灣農學會
優秀事業獎

服務獎之專案規劃類，
主題：「水稻多元化利用
之推廣」，榮獲農委會
評獎為「優等」。

賀 番茄主題館榮獲107年度農委會農業主題館競賽一般組 優等獎
↓陳吉仲

主

委
頒

發優
等獎座

本主題館由作物改良課番茄專家劉依昌
負責規劃及維護，您想要知道的番茄
知識，通通在這裡，網址:https://
kmweb.coa.gov.tw/subject/
mp.asp?mp=349。本場另有負
責維護建置玉米、落花生、
芒果、柑橘、楊桃、甘藍、萵
苣、蘆筍、洋桔梗、火鶴花等
10個農業主題館，歡迎來挖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