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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聲響起 讚 不停～108年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頒獎典禮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頒獎典禮」11月27日下午
於農委會5樓大禮堂舉行，本場轄區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
班第16班、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及竹崎鄉果樹
產銷班第49班等3班獲此殊榮。蔡英文總統親自蒞臨頒發匾
額、當選證書及獎金給所有得獎的產銷班，羅正宗副場長代
表本場出席共襄盛舉，祝賀得獎的產銷班。當各班班長帶領
著班員上台領獎時，現場響起如雷的掌聲，共同見證這榮耀
的時刻，也見識到臺灣農業的堅強實力。
蔡總統致詞時表示，今年農產品出口值達到1,385億元的好
佳績，產銷班對農業銷售有很大的貢獻，
能在6,139個農業產銷班中脫穎而出獲獎，
實屬不易，每班都具備有機或是產銷履歷
驗證的安全標章，這不僅是對自己農產品
嚴格把關的表現，也是對消費者負責任的
態度。總統更表示，政府目前積極的推動
像是調降肥料價格、補助購置大、小型農
機具、實施綠色環境給付、輔導冷鏈物流
之建立及強化農民福利體系等政策措施，
就是希望 能做到降低農民生產成本，改善
農業生產環境，提高產業競爭力及穩定農
民收益。未來政府也將持續朝向發展農民退休制度而努
力，讓務農的朋友們都能生活無虞，收益有保障！
陳吉仲主委表示本次獲獎的10個產銷班，都具備有產
品安全有保障、產銷平穩無失衡及具產業發展潛力等特
色。同時也希望得獎的產銷班能成為產業的領頭羊，帶
動其他產銷班齊頭並進，一起提升台灣農業競爭力！
除了頒獎典禮，現場也規劃有展示區，將獲獎班的產
品及亮點事蹟與現場人員分享，總統也一一與得獎的班
長互動交流，並期勉與會的班員們能發揮示範效果，大
家共同努力共創嶄新里程碑！
【文/圖 石郁琴】

)

↑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16班

↑竹崎鄉果樹產銷班第49班

↑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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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農畜聯合開放日 暨 種苗節活動

↓陳駿季

副主

本場與畜產試驗所、台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23
日共同舉辦「2019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第23屆種苗節
活動」，今年為兩機關第9度合作辦理開放日活動，
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來呈現研究成果，加上種苗節成
果展，內容豐富多元。
幕典禮
臨開
活動當天風和日麗、涼風徐
蒞
委
徐，是個適合秋季踏青的好天
氣，上午8點不到參觀人車便
絡繹不絕進入場區，當天估
計約1萬人次入場參觀，10時
在畜產試驗所舉行活動開幕
式，11時長官及貴賓們移師到本
場行政大樓前舞台，參加「第23屆
種苗節」開幕典禮，農委會陳駿季副主
委蒞臨現場致詞，各試驗及行政機關首長、雲嘉南縣市
政府農業首長、農會總幹事等皆蒞臨參與盛會。當天並
頒發本場轄區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及優良產銷班獎牌，
以表彰其優秀成績。
今年種苗節「十字花科作物主題展示區」，集結各
色各樣十字花科蔬菜品種，點綴成美麗的景色；還有各
試驗改良場所及種苗公司一年來的種苗研究推廣成果展
示、種苗與植物防檢疫、種苗資材展示、世界蔬菜中心
展示、蔬果花藝設計插花展、種苗常識有徵答、趣味活
動等，有吃、有玩、又有拿。
今年本場展示內容包括：大糧倉作物、苞舌蘭、蘆
筍、萵苣研發成果、技轉研發成果、優良稻米品種展
示、有機及友善農業推動成果、土壤速測及合理化施

↑與會長官上台合影，祝賀活動成功

肥、蚓糞堆肥、病蟲害診斷鑑定、新型農機具等；另外
並邀請具有三章一Q的優質安全農特產品業者、青年農
民共襄盛舉，並規劃米食熱食區，共計92個單位參與展
售，方便消費者採買，攤攤熱銷，平均每攤位銷售金額
達13,000元以上。
農業DIY教學由種苗改進協會開辦童心花園盆栽DIY，
本場開辦UV膠乾燥花飾品DIY及彩色米粒貼圖，農友社
會福利基金會也舉辦兒童繪畫競賽！當天分時段推出臉
書打卡按讚活動，完成即贈送環保袋、蔬菜種苗2株，一
早就見排隊人潮，臉書按讚數增加，粉絲數突破26,400
人。今年開放日活動從一開始臉書貼文宣傳，到陸續的
活動報導，都獲得不少迴響，民眾讚譽有嘉，感謝網友
的熱情支持。期待明年再相見，本場將持續提供知性、
感性兼具的農業體驗活動，讓大家都能滿載而歸！
【文/陳勵勤 圖/黃鵬戎】

泝頒發本場轄區全國
十大績優產銷班及
優良產銷班
沴今年活動以十字花
科為主題
1

↑陳副主委參觀本場研發成果展示

2

↑陳副主委與前來展售的青農們合影

↑DIY體驗區總是吸引許多大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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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花生 農民權益 打擊謠言確保價格
近期網路以一紙關稅配額權利金決標紀錄表傳播花生
進口價格每公斤30餘元，農委會表示完全與事實不符。
花生屬關稅配額保護品項，配額數量5,235公噸，業者自
國外進口花生除採購成本外，還需加上配額內關稅25%
及進口權利金；配額外關稅帶殼花生每公斤42元、去殼
花生則為每公斤64元，倘總進口數量超過基準數量，再
加 配額外關稅之33.3%。透過關稅配額數量管制、加徵關
稅等措施可增加進口成本保護國產農產品。此外，為降
低關稅配額內進口花生影響國內產期價格，已自本年起
將關稅配額之進口期間由原1月1日至9月1日，調整為1月
1日至5月31日及8月1日至10月31日等兩個期間，以避開國
內產期，保護國內花生產業發展。
農委會表示，明年度花生進口權利金每公斤平均為34
元，加25%關稅約6元，合計每公斤40元，已接近配額外
關稅每公斤42元，有效提高進口成本，再加計進口到港
價每公斤24.5元 (本年1∼10月進口價換算為帶殼花生平均

臺灣極危物種-

陳吉仲主委11
月21日南下雲
林向農民說明政
府收購政策

價)，進口成本達每公斤64.5元。近期網路以關
稅配額權利金決標紀錄表傳播花生進口價格每公斤30餘
元，完全與事實不符。針對網路謠傳，農委會表示勿信
謠傳，如有不實訊息，請撥打農產品假訊息檢舉專線0492341028，針對散播壓低農產品交易價格的不實謠言，將
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35條第2項規定裁處，倘情節重大
者，將依刑法第251條第2項規定移送檢調偵辦。
陳吉仲主委特地於11月21日南下雲林縣水林、褒忠及
土庫3鄉鎮與農民對談，同時親自向農民說明政府收購政
策。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圖/陳國憲】

苞舌蘭 原生地復育及庭園利用

為加強推廣苞舌蘭新品種及示範庭園美化應用，本場於11月15日在臺南市中
興大學新化林場辦理「苞舌蘭原生地復育及庭園利用觀摩會」，由鄭榮瑞場長
親臨主持，產官學計有約40人共襄盛舉。
首先由鄭場長與林瑞松及葉大振兩位教授引領大家欣賞栽植在學生實習館
前，自五月份開始持續盛花的苞舌蘭花壇。雲林分場陳俊仁助理研究員說明，
本場自民國92年起開始進行品種蒐集及育種，目前已經育成四個品種，各具特
↑本場育成新品種盛花期從5月至11月
色，而只要選對半日照的地點並給予充足水分，花繁葉茂的苞舌蘭景緻並不需
要花費太多人力關照，不招蟲也不生病，苞舌蘭就是這麼強健容易栽培。兩位教授也把苞舌蘭的歷史淵源細說從頭。接
著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李權裕助理研究員分享紫苞舌蘭原生地引回經驗，最後播放特生中心榮獲美國國際金勳章獎
的4K生態電影【絕處逢生-讓瀕絕植物回家】的苞舌蘭片段，專業的拍攝手法配合絕美的蘭嶼風光，吸引全場專注。
由於苞舌蘭已被列為臺灣極危物種，本次觀摩會著重生產技術層面討論及生態保育復育交流，與會人士莫不把握機會
相互交換意見，為此次跨領域的合作開啟良好契機。
【文/圖 胡文若】

防治媒介昆蟲 防堵洋香瓜病毒病
近期臺南地區洋香瓜小型昆
蟲密度攀升，請農民加強防治，
以杜絕病毒病傳播的機會。瓜田
採收後儘早將殘株等加以處理，
避免成為害蟲繁殖溫床。
病毒可藉銀葉粉蝨、薊馬、
蚜蟲等媒介昆蟲傳播，洋香瓜田
防治工作首先需注意田區及周邊環境的清潔，鄰近田區對
小型昆蟲的共同防治工作相當重要。此類媒介昆蟲在苗期
就會危害洋香瓜，因此從育苗開始後隨時注意蟲害防治。

田間定植前，針對育苗盤內瓜苗宜先施用保
護性殺蟲劑，定植後4週內特別加強防治小
型害蟲，控制媒介昆蟲族群密度，以降
低傳播病毒病害的風險。尤其注意洋香
瓜定植後至瓜藤生長60公分左右植株，
觀察到每片葉背超過2隻銀葉粉蝨就需
加強防治，以杜絕病毒傳播的機會。推
薦藥劑請參考 https://otserv2.tactri.gov.tw/
PPM/。
另外，田間操作時避免機械傳播，勿因摘心、整蔓反
而造成病毒的快速蔓延。遵守合理化施肥可以強健洋香
瓜植株，植株強健更能抵抗病毒的侵染。【文/圖 黃秀雯】
洋香瓜感染
毒素病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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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農民標竿學習活動 體驗 食農教育
為強化轄區青年農民創新經營之知能，本場於108年11
月19日舉辦青年農民標竿學習活動，共計有35名青農及家
屬參與，本次活動至將軍山農場及東山產業生產合作社觀
摩研習，透過實地參訪產業先進，以達到青農互相交流、
學習、啟發的目的。
活動上午於臺南市白河區的將軍山農場，由第2屆百大
青農魏宗淇說明食農教育的場域規劃，他曾在農場內舉辦
多次千人控窯的活動，食農教育的經驗相當豐富。從年初
到現在舉辦了各種食農教育活動，像是體驗爆米花、認識
蘿蔔及包粽子等，他強調食農教育是農業與教育的結合，
兩者缺一不可。魏宗淇大方地分享他一路的心路歷程，並
提醒青農們不論是從事食農教育或休閒農業都須審慎評
估。經驗分享完畢後，魏宗淇邀請青農至他的果園採柳
丁，在場的青農們反應十分熱烈。
下午則是至第3屆百大青農林俊儀的東山產業生產合作
社參訪，他先安排青農們體驗製作紅龍果果凍，果凍中還
添加了東山的龍眼花蜜這項在地食材，在地食材也是食農
教育的不可或缺一部分。林俊儀分享他營農的經驗與理
念，除了與青農夥伴互相合作外，他也與嘉義大學園藝系
等單位合作，不僅能增強自身能力，也能讓自己的經驗能

↑魏宗淇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夠傳承給年輕人。由於林俊儀過去曾任公職，接觸過紫斑
蝶復育的業務，對於生態環境的保育有使命感，近年來也
曾協助食蛇龜的野放，藉著友善耕作維持生態系，除了可
以讓豐富的生態成為食農教育、農場體驗的亮點，也能達
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青農藉由本次活動了解產業六級化的推動過程，對於
經營農場與合作社及食農教育不同的運作模式有更深的體
悟，青農陳鳳義、郭俊瑋及王一展表示，魏宗淇與林俊儀
兩位百大青農的經驗分享讓他們受益匪淺，兩位先進在
食農教育現場的氣氛營造都很棒，他們在活動中學習到
食農教育在實務上的規劃與人力配置；青農李佩娟、林
志濠及陳炳洲也由林俊儀的經驗分享及互動，獲得申請
GLOBAL G.A.P驗證的實務重點；青農賴建良、陳柏仰
及林晏瑜由林俊儀分享研發農產品加工經驗，找到了營農
參考方向，並能避免未來朝農產品加工發展可能遭遇的問
題；參加的青農都很感謝本場安排的標竿學習活動，期
望下次辦理異業標竿學習活動，讓青農與其他產業互相交
流，以激盪出更多元想法，提高經營產值。
【文/圖 盧子淵】

↑青農們體驗紅龍果凍製作

↑青農們把握機會與前輩交流

本場研究成果榮獲科技部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
熱騰騰的「2019未來科技展 (FUTEX)」於12月5日 (四)
至12月8日 (日) 於台北世貿一館登場，展區規劃包括：AI
及IOT應用、太空科技、半導體射月、醫材、智慧農業
生技、生技及新藥、智慧防災、文化科技、智慧機械與
材料及電子光電專區。本場與成
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成功
大學工程科學系及雲林科技大學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合作「智慧農
業防治系統應用於坡地果樹之核
心技術」整合研究計畫，在超過
500件之報名技術中脫穎而出，研
究成果榮獲「2019未來科技突破

獎」，並於智慧農業生技區展示。本研究運用『智慧無
人植保機』解決目前人力老化及施藥困難之防治困境，
整合無人載具與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等前瞻技術，進行
即時影像蒐集，透過演算法評估，運用智慧無人載具執
行荔枝椿象防治作業，尤以施作
區域鎖定作業困難之山坡地形，
大幅提高防治效率與減少農藥用
量，達成智慧化農業管理系統。
【文/圖 陳盈丞】
本場「智慧農業防治系統應
用於坡地果樹之核心技術」
獲得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