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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陣作農贏未來 第五屆百大青農見面會
為鼓勵青年從農，活絡臺灣農業，農委會推動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第5屆百大青農歷經報名海
選、輔導研訓班、各試驗改良場所現勘初選及農
委會複選，於108年11月公布第5屆入選名單，共
計124位青農，將於109年1月正式啟動輔導，提供
2年陪伴輔導及青農貸款500萬元免息等措施，使
其穩健經營，持續擴大規模或創新加值發展。
農委會於12月16日在該會5樓大禮堂辦理「鬥
陣作農 贏向未來」交流見面會，活動開始前輔導
處設計了互動遊戲，讓不同縣市和產業的青農們
互相交流，有機會可以和輔導處長官們認識，並學習如何
介紹、行銷自己，凝聚不同產業，藉此思考跨產業合作的
可能。之後由輔導處范美玲處長主持座談，邀請各局處
署、試驗改良場所長官共同列席，傾聽了解青農們從農遭
遇到的困難，並由相關業務單位對青農們的提問
逐一回答。
見面會壓軸活動是簽署輔導同意書，由農委會
陳吉仲主委、陳駿季副主委及輔導處范美玲處長
持輔導同意書看板，上台與百大青農們合照，象
徵完成簽約儀式，陳主委並勉勵青農們，期許他
們在未來兩年的輔導過後能夠更加成長進步。
本場第5屆百大青農共有27位，個人組7位與團
體組5組20人，其中女性人數提升至7人，產業項
目包含設施蔬菜 (洋香瓜、小番茄、有機葉菜、
胡蘿蔔、彩椒、花胡瓜)、花卉 (蘭花)、果樹 (文
旦、白柚)、菇類等。在見面會過程中除互相認識
彼此外，更積極與其他縣市的青農們交流，希望
可以藉此拓展人脈、為自己未來的經營發展帶來
不同氣象。109年將邁入為期兩年的輔導期，除了
生產技術方面的精進之外，也能夠有更多元的發
展並在從農的路上持續前進。
【文/圖 許華芳、吳佳柔】

第5屆百大青農，
開心、興奮全部
寫在臉上照
陳吉仲主委、陳駿季副主委
與本場鄭榮瑞場長與第五屆
百大青農個人組、團體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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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番石榴 輸美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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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番石榴於108年12月27日啟運外銷美國，這是臺灣
第一櫃也是亞洲第一櫃外銷至美國的番石榴，農委會與臺
南市政府於當日在威名青果有限公司位於楠西的外銷包裝
場舉辦「臺灣番石榴外銷美國記者會」，由農委會陳駿季
副主任委員及臺南市黃偉哲市長共同主持，美國在臺協
會高雄分處O'Connor處長、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代
表、海外買主及縣市政府代表等，共同見證臺灣番石榴啟
航美國市場，為臺灣農產外銷開啟新的一頁。
陳副主委表示，農委會為在番石榴
2
3
准入美國初期輔導供貨端及外銷業者
辦理鮮果實輸出，於108年11月6日辦
理「臺灣番石榴外銷平臺論壇」，第
一時間公開說明相關檢疫准入程序；
另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合作辦理「臺灣番石榴首輸美國
行銷計畫」，協助外銷業者在美國通
路舉辦試銷及促銷活動。臺灣番石榴
泝陳駿季副主委於臺灣番石榴輸美啟航記者會致詞
品質風味俱佳，具有發展北美市場
沴臺灣番石榴品輸美啟航儀式
之競爭力，因此美國市場前景令人期
沊臺灣番石榴品質風味佳，外銷美國市場前景令人期待
待。
之冷藏處理。希望在各項輔導措施
陳副主委說明，臺灣番石榴市場開放一案，臺美雙方
的推動之下，讓產業供應鏈能快速地整備，有效推動臺
諮商近10年時間，終在108年10月17日經美國農業部動植
灣番石榴輸美，提供美國消費者享用美味健康的臺灣番
物檢疫局公告准入，並於10月24日簽署「臺灣番石榴鮮果
石榴。
實輸美工作計畫」，確認番石榴輸美各項工作細節。此
另外舉辦記者會場所的威名青果有限公司也非常不簡
外，番石榴外銷包裝場亦須經防檢局審查認可、完成檢
單，這幾年不僅楊桃、番石榴已取得GLOBALG.A.P 驗
疫，並由美國農業部認可之冷藏貨櫃，由檢疫人員配合監
證，並長期外銷加拿大，實績相當良好。
督溫度探針插針、封櫃後簽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運輸
【文/陳勵勤 圖/張汶肇】
途中運抵美國前完成美方檢疫人員要求1℃以下持續17天

好吃、好甜之「2019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冠軍出爐

新港鄉 勇奪第三座冠軍
為提升臺灣小果番茄產業
競爭力，激勵果農重視健康管
理的生產理念，本場於108年12月
25日辦理「2019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
賽」。經過5位產官學專家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後，
由嘉義縣新港鄉林銘泰先生從114組參賽者中勝出，以
平均糖度12.6 °Brix，平均單果重7.7公克，總分88.5分，
勇奪「2019年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冠軍盟主，
也為新港鄉繼100年、104年後，奪下第3座冠軍，為所有
鄉鎮之首。林銘泰先生的番茄不僅好吃、皮薄，果香味
濃、風味佳，並且果品無驗出任何農藥殘留，更為可貴。

今年臺灣第九屆的全國性小果番茄競賽，由本場主
辦，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臺灣種
苗改進協會共同協辦，邀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前場長黃
賢良先生、中興大學宋妤教授、農糧署林巽智技正、農
友種苗公司陳永賢顧問及台北果菜運銷公司許益誠拍賣
員擔任評審。本次競賽有114組參賽，其中以嘉義縣94組
最多、雲林縣5組、臺南市6組、其他縣市 (彰化縣及苗栗
縣) 9組。雖然今年秋天氣候較為炎熱，對番茄生長影響
甚鉅，但報名參加的番茄農戶均是各地區的栽培好手，仍
生產出好吃的番茄產品，本次比賽所有果品的平均糖度
9.7 °Brix，維持一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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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競賽之參賽果品，須先通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的「全身健康檢查」－農藥殘留檢測，才能進入後續
評鑑。再經由學校、研究機構及消費者代表所組成的評
鑑委員群，嚴謹地評鑑每個果品的果重、外觀及色澤等
外在美，且仔細品嚐及檢測每個小果番茄的甜度、口感
及風味等之內在美。此外，為凸顯小果番茄安全的重要
性及農民對此的堅持，若產品經過藥檢後結果為「無檢
出」，則果品評鑑總分加2分。本屆比賽共有39件果品無
驗出農藥殘留，殊為不易。
本屆競賽得獎者冠軍為林銘泰先生 (嘉義縣新港鄉)；
亞軍為洪信斌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鄭柏祥 (嘉義縣民雄
鄉)；季軍為沈榮福先生 (嘉義縣水上鄉)、黃瀚毅先生 (嘉
義縣太保市)、洪暉祐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此外，錄取
10名佳作，依參賽號碼為楊奇限先生(嘉義縣太保市)、陳
世欣 (嘉義縣太保市)、王彥鈞 (臺南市新市區)、呂藍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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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楊淵仁先生 (雲林縣北港鎮)、許
瑞芫先生 (臺南市新市區)、馬啟宏先生 (嘉義縣太保市)、
王凱平 (臺南市安南區)、洪朝國 (嘉義縣新港鄉)、蔡進煌
(雲林縣四湖鄉)，恭喜各位得獎者。
為了推動從農場到餐桌為農業之全民飲食運動，同日
辦理「農產加值系列講座-紅番茄多元加工應用與產業脈
絡暨2019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頒獎」，邀請臺灣4位產
官學界專家分享番茄加值應用經驗。近100人來場參與講
座，氣氛熱絡。
農業科技研究院丁川翊副研究員分享全球番茄專利概
況分析，讓農友了解番茄多元化應用之發展趨勢。愛之
味公司蕭宏基所長分享如何透過各項功能性成分檢測並
取得衛福部食藥署3項健康食品認證。可果美公司王勝弘
課長帶大家了解紅番茄食品的紅色革命，分享跨領域聯
合研究經驗。農科院何緯倫組長分享服務小農實例。會
後透過雙向互動，氣氛熱絡。
科技處王處長仕賢特地南下為得獎農友頒獎，並勉勵
與會者創造更多元農產價值，期許後續服務小農利用更
多加工平臺資源，為農產加值共學共享合作經濟，一齊
向前走。
現場並由羅正宗副場長、農友陳威廷執行董事、楊錫
卿執行秘書、種苗改進協會施任青理事長共同揭開冠亞
軍果實提供品嚐。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期望來年番
茄品質優且豐收。
【文/劉依昌、陳曉菁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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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泝雖受氣候因素影響，今年仍有114組參賽
5
沴工作人員進行糖度測定
沊評審進行最後評分
沝2019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得獎者合影
沀科技處王仕賢處長頒獎給冠軍得主-林銘泰先生

泞2019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得獎者果品鑑賞為
活動重頭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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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 自動割捆 採收，胡麻產業升級
農委會自民國101年鼓勵農友栽植胡麻，栽培面積由
101年約831公頃，至106年已增加至3,492公頃，八成以
上的產區在臺南市，主要種植地點集中在西港、善化、
將軍、安定、佳里等區。因勞力需求過於密集，採收工
序繁多，且國內栽培品系單一，成熟蒴果具開裂性，種
子易落粒，因而採收尚未機械化，造成農民栽植意願降
低，面積提升有限。
本場107年已於胡麻主要種植區進行田間綜合管理示
範，包括田區輪作、選用健康種子、種子處理、適時防
治等，有效減輕病蟲害造成的損失，正選育適合機械採
收之新品種。108年起為改善胡麻缺工問題，農委會補助
西港、將軍、善化及安定等4區農會購買改良式乘坐型胡
麻割捆機，推廣代收服務，並建立胡麻代收機械化團
隊，以每分地2,000元服務有需求的農友，於推廣期間
實施優惠價每分地1,200元。胡麻割捆機配合國內栽培
管理特性進行改良，適用於條播，畦溝距120∼140公分
的栽培方式。今年新改良的胡麻割捆機比起舊型更可以
配合植株條件、田間狀況調整胡麻束的直徑，並能夠配
合植株高度於150∼90公分之胡麻植株。其作業能力為每
小時可採收0.15∼0.2公頃，估算每天可採收胡麻面積約
為1.2∼1.6公頃，對照人工採收每人每天僅可採收0.05∼
0.06公頃，人機比約為24倍，也就是一臺割捆機可以取代
24個人力，大幅減少胡麻割捆的人力成本。
為了讓農民實際了解乘坐式割捆機在田間的採收情
況，及田間管理與安全用藥重點，本場於108年12月11
日、13日、20日，分別在臺南市安定、西港、善化等地
之示範田區辦理田間觀摩會，藉由優質的田間管理，可

洋香瓜沼液滴灌示範觀摩會

↑乘坐式胡麻割捆
機，可取代24個
人力
→乘坐式胡麻割捆
機，捆束架立情形

降低病蟲害的威脅，配合機械自動割捆，改善採收胡麻
的人力缺乏問題，提高農民種植意願，增加栽培面積。
農民參加踴躍，每一場觀摩會人數約120至250人不等，本
次請已有採購機器的青農朋友操作機台，並向其他農友
分享胡麻種植經驗。期待種植胡麻能有更多新血加入，
加上優質管理及機械化栽培體系的發展，胡麻產業盛況
可期。
【文/圖 王志瑋】
kg/cm2。2.使用沼液配合節水滴灌技術，每分地可省水4
噸以上，同時增加作物產量與品質。3.促進農業資源循環
再利用，利用原為廢棄物的牧場沼液進行灌溉，能節省肥
料16%以上。4.配合土壤分析診斷，合理化施肥，提高肥
料效率。
【文/圖 江汶錦】

本場於108年12月18日在臺南市安南區
陳威富農友的田區，舉辦「洋香瓜沼液
滴灌示範觀摩會」，為了讓與會的農友
對沼液滴灌的使用有全方位的認識，
同時展示牛 (豬)沼液、生物炭樣品與
滴灌設備元件等。當日有70位來賓參
加，對滴灌系統、生物炭濾材與田間
操作興趣濃厚，頻頻詢問使用方式、
如何購買與補助方式等。
本次觀摩會展示重點為：1.使用生
物炭潔淨沼液水質，降低沼液懸浮固
體 (SS) 成分，水質符合滴灌之需求，
試驗期間都維持滴灌管內壓力達1.6 ↑現場展示不同沼液樣本

↑透過田間觀摩與說明，讓與會農友更
了解沼液灌溉的優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