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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農業人才交流 印尼青農首梯53人來臺實習
陳吉仲主委訪視官田菱角產業
■ 2019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本場展出三項研究成果
■守護食安--108年產銷履歷達人脫穎而出
■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暨優良產銷班-五班都強棒揮出「紅不讓」
■ 水稻陸續進入孕穗期，注意紋枯病及葉鞘腐敗病之防治
■ 鳳梨分區分批催花 分散產期及風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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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農業人才交流 印尼青農首梯53人來臺實習
為促進我國農業產業發展與國際間農業交流，農委會
推動印尼青農來臺農業實習計畫，由我國農場提供農業實
習機會，並提供生活津貼、食宿服務及生活管理照顧，使
印尼青農透過「做中學」，加強農業經營實務能力，吸收
農業經營知識與經驗。第1梯次53位印尼青農已於9月22日
抵臺，並於9月23至27日間在走馬瀨農場接受生活及農業
知識等相關銜接訓練，訓練結束後，由實習農場引導回各
地區實習場域，展開在臺灣農業實習新生活。農委會主任
委員陳吉仲於27日主持記者會，宣布印尼青農來臺農業實
習計畫正式啟動，期許這項計畫只是個起點，未來將加強
與新南向國家建立更多合作機制。

首梯正式來臺 於我國農業經營場域學習
第1梯次53名實習生係由印尼農業部遴選，具高中職
畢業學歷且有1年以上農業經驗，平均年齡23歲，在印尼
農業部倫邦國家農事人員訓練中心完成為期2週的行前訓
練，並經印尼官方確認健康狀況良好且具基本中文溝通能
力。農委會已遴選45家符合資格及實習環境條件良好的農
場，依各農場經營項目、實習環境及實習內容等媒合印尼
實習生，實習期間設定為1年，實習滿1年後，可參加農委
會辦理的年度考試，通過考試且有意願繼續實習者，得申
請延長1年。

銜接課程協助適應實習生活
為使來臺的印尼青農能加速適應我國生活環境、風俗
習慣及農業生產概況，第1梯次於9月23至27日間，在臺南
市走馬瀨農場接受為期5天的銜接課程，課程內容包含認
識臺灣風俗民情、生活法律規範及中文語言訓練等，並由
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針對稻作、雜糧、蔬菜及果樹等，
進行我國農作物介紹及栽培概要解說，並安排聯歡活動共
享在地好滋味的文旦柚，希望讓印尼青農透過銜接訓練更
加認識臺灣農業，體驗我國農村生活文化。
為確保印尼青農在臺實習品質及相關權益，已規劃完

↑陳吉仲主委於結業記者會與印尼青農及農場主合影
↓首批來臺為印尼青農接受5天銜接課程，本場派出吳昭慧、
黃圓滿2位專家講授雜糧及瓜果栽培

善實習農場審核及管理機制，實習人員管理協助及諮商服
務等將由專門單位負責，實習期間亦安排由在地縣市農會
按月進行實地訪視，確保來臺實習生的服務協助與權益保
障。本計畫的啟動是新南向人才交流的重要里程碑，農委
會將以此作為基礎，持續辦理後續來臺學員實習計畫，進
一步推動臺灣與印尼的農業人才交流與產業發展。
為了讓農場主能夠更加了解印尼青農來臺實習相關政
策與實施方式，本場將於10月22日上午在本場推廣大樓1
樓視聽教室辦理「臺印尼青農實習計畫說明會」，歡迎有
興趣的農場主參加！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圖/李郁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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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主委 訪視 官田菱角產 業
農委會陳吉仲於10月5日率本場場長鄭榮瑞、農糧署南
區分署長姚志旺等長官同仁赴臺南市官田區關心本年度菱
角生產情形，立委郭國文、市議員陳秋宏、官田區農會總
幹事林正容、官田區公所區長顏能通亦到場關心。
主委實地勘察菱角田區生長情形，
並至官田果菜生產合作社了解菱角採
後處理過程，也親自品嘗熟菱角和菱
角冰的特色風味，而為協助菱角產業
永續發展，主委強調將全力支持並協
助行銷菱角，增加臺南在地特色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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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同意補助菱角農民每一分地1,000元的生產資材
費用，用以改善水質及提升栽培管理品質。
今年菱角已經從9月下旬開始進入主要盛產期，一直到
11月下旬都可以品嘗到菱角美味，屬於季節限定，而近
年官田地區更因在林務局的協助下，和菱角農民共同復
育水雉有成，從20年前只有50隻，到今年官田水雉數量
已破千，成為官田菱角田中美好的風
景，臺南官田菱角節產業文化活動也
將於10月12日及13日在官田體育公園
辦理，屆時歡迎大家一起到
陳吉仲主委 官田看水雉，吃菱角。
勘查菱角生
【文/黃涵靈 圖/楊藹華】
長情形

2019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本場展出三項研究成果
「2019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於本 (108) 年9月26∼28
日在臺北世貿展覽館舉辦，其中永續發展館展示以「新
農業」為主軸，規劃「農業新典範」、「農業安全體系」、
「循環農業」、「作物機能性食品」、「新品種」、「加工技
術」等6大技術專區，共展示37項具商品化潛力之科技研
發成果。
本場展示加工用硬秈稻品種‘臺南秈18號’，具有稻穀
產量穩定，短期陳化即可加工製作等特性，可望成為有機

1

2

純米米粉之新興原料；洋香瓜‘臺南14號’具有耐熱、豐
產、質優等特性，可提供網室或溫室有機業者栽培，目前
二品種均已技轉。「利用蚓糞之省工分離裝置」，利用蚯
蚓將生廚餘 (蔬菜或水果) 轉換為蚓糞後，將有助於使用
者分離蚯蚓及蚓糞，相較於純人工收集，可提升2倍以上
效率，蚯蚓回收率可達到9成以上，此專利目前與廠商商
談合作契機，希望能藉由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創造市場商機
達到產業化加值目的。
農委會致力於農業技術及品種研發與改良，農委會
所屬各單位研發成果每年藉由創新技術博覽會展現亮
眼研發實力，並可藉由本展媒合業者承接以拓展海內
外市場。
【文/圖 彭瑞菊】
泝本場展出高品質｀臺南14號´洋香瓜
沴潘佳辰向副主委說明「利用蚓糞之省工分離裝置」

守護食安 108年產銷履歷達人脫穎而出
農委會舉辦108年度產銷履歷達人徵選活動，自4月1日
開始徵件，計有95位農友參與評選，經各產業機關代表
與業界專家組成評審團隊，歷經3輪嚴謹評核，評選出農
糧領域9位、水產領域3位及畜禽領域3位，共計15位優秀
菁英當選為本年度產銷履歷達人。本場轄區有4位入選：
雲林東勢黃志偉 (蘆筍)、雲林西螺蔡財興 (大豆)、臺南麻
豆林建良 (文旦柚) 及雲林臺西李宗燦(養殖水產)。
雲林縣東勢鄉的黃志偉先生是第一位通過蘆筍產
銷履歷驗證，其品質更是不在話下；雲林縣西螺鎮
蔡財興先生更是大力推廣國產雜糧大豆及
黑豆醬油；臺南市麻豆區的林建良先生 轄區內4位產銷
生產高品質文旦柚是評鑑冠軍的常客， 履 歷 達 人 與 本
均投入大量心力提供在地優質好農產。 場鄭秘書合影

108年度產銷履歷達人頒獎典禮9月21日在臺北希望廣
場舉行，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致詞時對本年度的15位產銷履
歷達人如數家珍，並大力肯定他們對於食安的貢獻及堅
持。蒞臨的行政院蘇貞昌院長也在致詞中大力推廣產銷履
歷制度，並強調食安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吉園圃標章在6月15日正式退場後，農委會鼓勵農友升
級為產銷履歷，並提供
多項配套與獎勵措施，
期盼有更多農友加入產
銷履歷的行列，共同攜
手前行，齊心守護消費
者食安與維護農業永
續。 【文/圖 陳勵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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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出「紅不讓」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暨優良產銷班評選結果出爐，本場推薦參加全國賽的5個產銷班，奪下3席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及2
席全國優良產銷班，成績斐然。本屆榮獲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殊榮的有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16班、嘉義縣竹崎鄉
果樹產銷班第49班及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榮獲全國優良產銷班的是嘉義縣太保市稻米產銷班第2班及臺南市柳營
區蔬菜產銷班第2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比賽中獲得優勝，著實不容易，恭喜以上獲獎的產銷班。

1

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16班-企業化經營、為消費者健康把關

2

嘉義縣竹崎鄉果樹產銷班第49班-落實果品分級、幸福果最佳代言人

3

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實踐食農教育、促進社區發展

4

嘉義縣太保市稻米產銷班第2班-產銷分工提高獲利

5

臺南市柳營區蔬菜產銷班第2班-共享市場、循環經濟、友善環境

秉持著班成立宗旨「安心、健康、誠信」三原則，誠實生產安心健康
的好蔬菜，以企業化經營，計畫性生產，創下年銷售額達1億5千萬元以上
的佳績，銷售通路更高達60家以上。將「農業」視為一種「道德良知」事
業，生產新鮮安全的蔬菜，為消費者的健康嚴格把關。未來將朝向生產有
機蔬菜，配合發展截切蔬菜並從事農產加工為目標，讓「和心蔬菜」成為
「合」您「心」意的好蔬菜！

為農糧署優質供果園及集團產區的成員之一，並取得產銷履歷集團驗
證，也是酪梨比賽的常勝軍。落實果品分級，特級品以「阿波卡樂酪梨崎
園」品牌銷售，格外品作成冷凍酪梨丁、冰棒及冰淇淋，每年增加200多
萬元的收入。以嫁接方式進行酪梨產期調節，分散產期，降低產銷失衡風
險，穩定收益。未來將持續擴大產銷履歷驗證面積，加強拓展外銷市場，
並與生技公司研發酪梨加工品，讓「阿波卡樂 酪梨崎園」成為「幸福果」
的最佳代言人！

1

2

3

班員以秀明自然農法栽種原生種雜糧及蔬果共125公頃，並取得有機驗
證。所栽種的原生種雜糧，為專屬於產銷班的限定商品，別處買不到。產
銷班與當地餐廳合作，提供食材並結合社區獵人體驗、農耕體驗營及生態
解說等活動；協助社區發展休閒農業，促進產業升級。未來將積極研發更
多農產加工品，導入部落傳統農耕體驗，落實食農教育的真正意義。

位在太保市有機水稻生產專區內，通過有機集團驗證面積達27公頃。班
員們栽種有機稻米超過20年以上，所生產的有機米，多次獲得米食競賽肯
定，品質極佳。以建立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利用契銷鏈結來提升稻米
品質，透過與農會契作，產銷分工的方式，獲利率相較一般慣行農法提高
約30％。未來產銷班希望能將有機米的栽種經驗傳承給新進青農，讓臺灣
有機農業後繼有人，得以永續發展！

該班位於臺南市太康有機農業專區內，由進駐業者所成立的產銷班，
以生產有機蔬菜為主，有機加工品為輔。班員們雖各自創立品牌，但互相
分享市場，銷售通路多達30家以上。產銷班配合行政院「推動廢棄物資源
化，邁向循環經濟」政策與本場共同合作，推行農林漁業廢棄物循環利用
計畫，一年可節省58萬元的廢棄物處理費及11萬元的有機肥購置費，大幅
降低生產成本，不僅做到循環經濟，也達到友善環境目的。
【文/圖 石郁琴】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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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陸續進入孕穗期，注意 紋枯病 及 葉鞘腐敗病 之防治
二期水稻陸續進入孕穗期，田間紋枯病已零星出現，
本場提醒農友加強注意紋枯病之發生，立即防治，阻止蔓
延，並同時對葉鞘腐敗病進行預防性防治，以減少損失，
確保收成。
紋枯病主要感染源為菌核，隨水漂流的菌核接觸到水
稻植株即附著在葉鞘外側，菌核發芽後侵入葉鞘組織進而
往上蔓延，初期在葉鞘上形成灰綠色水浸狀的橢圓形病
斑，逐漸擴大變成中間灰白色邊緣褐色，有時數個病斑癒
合成虎斑狀。葉部受害時初呈濕潤狀灰綠色病斑，迅速擴
大成雲紋狀或不正形的枯褐色大病斑。稻穗被害則局部
呈污綠色，後腐朽枯死。環境適宜，病斑上或表面組織上
的菌絲會形成菌核。防治藥劑可選用25％賓克隆可濕性粉
劑2,000倍、20％褔多寧水懸劑2,000倍、10％菲克利乳劑
1,500倍、53％維利熱必斯可濕性粉劑1,000倍、23.2％賓
克隆水懸劑 2,000倍或55％貝芬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
水稻葉鞘腐敗病主要發生於葉鞘，在包裹稻穗之葉鞘
部分，初略顯不規則約0.5∼1.5公分之圓形斑點，邊緣褐
色中間灰色或全部灰褐色病斑擴大成虎斑狀並常圍繞整個
葉鞘。劍葉之葉鞘嚴重被害，稻穗在葉鞘內被害枯萎後腐
敗無法抽出。較後期感染本病稻穗僅能抽出一半，並有多
數穀粒被害呈枯褐至暗褐色。有蟲害發生時，造成傷口多
亦會增加葉鞘腐敗病發之發生。水稻葉鞘腐敗病為水稻生

↑水稻感染紋枯病病徵

↑劍葉葉鞘感染葉鞘腐敗病
病徵

育後期之病害，需採用預防性防治，防治適期為孕穗期、
抽穗期與齊穗齊。可選用下列之一防治藥劑進行防治：
10％菲克利乳劑1,500倍、10％菲克利水懸劑1,500倍、
23％菲克利水懸劑4,000倍、23％菲克利水懸劑4,000倍、
24.9％待克利水懸劑3,000倍、11.6%四克利水基乳1,000倍
或55%貝芬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
其他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本場網站查詢
(https://www.tndais.gov.tw/ws.php?id=382)。若有防治上的
問題可與本場研究人員聯絡。
【文/圖 林國詞】

鳳梨 分區 分批 催花 分散產期及風險
臺灣主要鳳梨品種‘臺農17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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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照品種特
性及各地採收適期進行分區分批生產，確保收益。
鳳梨自催花至採收時間受月份、產地、土壤及栽培技
術影響，平均約需6個月，採收時間依實際催花
經驗進行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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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農17號’之品質適期為例，
建議臺南地區由3月底至4月上旬之後，嘉義地
區由4月上旬至中旬之後，雲林地區由4月中旬
之後開始採收；每年的5月中下旬至6月遭逢高
溫及雨季，易增加裂果與肉聲果率，建議選擇
排水良好地，控制氮肥施用，適當補充鈣及硼
肥，並減少該期生產分配。
雲嘉地區另可利用艾維激素藥劑抑制鳳梨冬
季自然抽穗，隔年3∼5月再進行人工催花，生
產8∼10月之秋果，以分散產期及風險。藥劑處
理方式為使用濃度1,500倍的15%艾維激素溶液

(需添加500倍展著劑)，每株每次灌注10ml於植株心部，
於11月中下旬或溫度低於15℃前2∼3天處理第1次，每隔
14天處理1次，連續6次，或在預計催花前3週停止用藥。
【文/圖 黃士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