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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暨 卓越貢獻獎
農委會10月24日在臺北希望廣場舉行109年度產銷履歷
達人及卓越貢獻獎頒獎典禮，今年共有15位產銷履歷達
人、5位卓越貢獻獎得主。本場轄區農糧類有5位獲獎，
包括：虎尾農會總幹事黃鈺惠建立品牌“虎霸王”產銷
履歷花生系列產品，虎尾鎮周昭陽先生推動循環農業生
產產銷履歷洋菇，竹崎鄉沈世政班長的“阿波卡樂”
品牌履歷酪梨，水上鄉何秋圓小姐及其老公班長陳 麻豆區郭秋寶
文輝的“悠沃農場”品牌履歷木瓜及麻豆區郭秋寶 先生獲得產銷
履歷達人
先生獲獎無數的優良產銷履歷文旦。
陳吉仲主委表示，為擴大推動產銷履歷驗證，農委
的負擔，更透過批發市場設置專區、優先拍賣、補
會除了積極帶動農、漁民參加產銷履歷驗證，亦持續促
助國軍副食、校園午餐選用產銷履歷食材等方式，媒合
進消費者認識及選用產銷履歷食材，未來也將積極推動
多元通路，增加市場端拉力。截至今年9月底，產銷履歷
校園午餐使用產銷履歷國產安心食材，用具體行動守護
驗證面積已達31,515公頃，相較107年底大幅成長98%；
國民健康。為鼓勵更多農友參與產銷履歷驗證，農委會
產銷履歷產品供貨量每月平均供應量已達12,190公噸，較
透過驗證費用補助、環境補貼等方式，降低農漁民朋友
107年大幅成長59%，顯示產銷履歷產品在消費市場的熱
度持續提升。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圖/陳勵勤】

農委會牽成百位青農進漢光 11月2日契作簽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劉建國立法委員為改善農村人力
老化問題，積極輔導青年返鄉從農，協助青農解決技術、
土地、資金、行銷通路等問題，建立青農「專業生產、穩
定供貨」的分工合作模式，11月2日媒合超過百位通過產
銷履歷及有機驗證之青年農民，與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契
作簽約，確保消費者可以在全聯等各大通路賣場，輕鬆選
購安心溯源的優質農產品。
陳吉仲主委指出，青農返鄉後面臨到的最大問題就是
「行銷通路」的不確定性，生產與販售難以同時兼顧。為
協助青農拓展多元行銷通路，農委會促成百位青農與漢光
果菜合作社簽約契作，藉由「專業生產、穩定供貨」的分
工合作模式，將青農優質新鮮的溯源農產品上架到全聯等
國內各量販通路，增加農產品能見度。青農專業生產安心
溯源的優質農產品，不僅僅可以提升收益，還可結合「農

陳吉仲主委及
劉建國立委共
同參加「百位
青農進漢光」
簽約記者會

地銀行」、「青年從農創業貸款」、「外展農務服務」及
「青年農民農業經營準備金」等計畫，擴大種植面積和生
產量；農委會也邀請其他通路業者與在地青農分工合作，
共創生產、通路與消費三贏的產銷供應鏈。
【文圖/摘錄自農糧署新聞稿】

中華民國 109 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93 期

第二版

2020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2020第15屆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於10月17∼19日
連續三日在桃園高鐵站前廣場舉行，該展為亞洲最大農機
展，並首度移師至桃園青埔舉行，現場逾800個攤位，展
出美、日、德、義等20多國進口最新農業機械，相較於其
他國家品牌產品，臺灣品牌於農機設計及製造上展現輕量
化、智慧化、友善化及女力化等特色。現場同時規劃農糧
署旗鑑計畫成果發表會，共展示30項科技農業計畫亮點成
果，展現臺灣精緻農業、智慧農業的新實力。

本場配合展出塊苗蔬菜移植機，移植機包含自走式機
台、定植機組等部分。田區作業時機台跨畦行走，定植方
式為一畦兩行，作業時以人工每次投放一列 (8個) 塊苗，
機組自動進行分苗及定植作業，定植行距約30公分，株
距約45公分，定植深度約2.5公分，行植方式採交錯式定
植。經測試移植1分地約1∼2小時。展示期間吸引大批民
眾參觀，多數民眾對本場展出項目抱持高度興趣，並與現
場人員進行熱烈的討論。
【文圖/楊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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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本場研發成果獲
得與會長官與來
賓讚賞
沴本場研發之「塊
苗蔬菜移植機」

第32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 本場轄區囊括六席
農委會為開創農業新契機，提升農業競爭力，辦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選拔表揚計畫」，選拔
致力農業產銷技術創新及對農業與農村永續發展有具體貢獻之農民，並加以表揚。
「第32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獲獎名單於10月28日揭曉，本場轄區共有六位農民獲獎﹔嘉義縣
民雄鄉陳映延 (鳳梨)、雲林縣古坑鄉郭章盛 (咖啡) 及嘉義縣布袋鎮邱經堯 (白蝦&虱目魚) 獲得第32屆全國
十大神農獎；臺南市鹽水區陳坤生 (水稻&有機果樹)、臺南市楠西區蔡勝峰 (蜂蜜) 及嘉義縣竹崎鄉沈世政
(酪梨) 獲得第32屆全國模範農民。
【文圖/編輯室】

陳映延先生

邱經堯先生
郭章盛先生

蔡勝峰先生
陳坤生先生

沈世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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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花蓮農改場合作-大豆機械化示範場域觀摩會
依據農糧署統計資料，臺灣地區大豆生產成本中以工資佔最多為
55.9%，而工資中又以包工費用，佔總成本之33.9%，近年來勞力缺
乏雇工不易，如能整合農機具將生產過程全面機械化，導入農企業
經營模式，降低生產成本，亦是提高國產大豆競爭力之方法。
本場於10月21日在善化區雜糧生產合作社辦理「大豆機械化示範
場域觀摩會」，介紹大豆栽培過程至採收調製之各項機械化設備。
大豆病蟲害防治之機械大致可分為定置式動力噴霧機、背負式動力
噴藥機、高腳桿式噴霧車、植保無人機，其中作業效能以高腳桿式
噴霧車及植保無人機每日約7.5∼8公頃為最高；除草機具有中耕管
理機及附掛旱田除草機，其中附掛旱田除草機作業效能每日約2公
頃，是中耕管理機之5倍，並於觀摩會場進行植保無人機、高腳桿
式噴霧車及旱田除草機之田間實際操作示範。
大豆採後調製選別常見有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發之單層選別機、
多層選別機以及日本山本選別機，單層選別機作業效能每日約0.3
公頃、多層選別機0.8公頃、日本山本選別機約可處理3公頃。
透過本次觀摩會示範不同規模之採後處理調製機具操作，引導
不同產業規模農民均能朝向機械化經營，讓契作主體、產銷班、農
會、豆農了解目前大豆機械化可以配合的程度，以及不同產業規模
與機械作業日數，以選擇適合田區大小之機具，達到事半功倍效
果。
【文/吳昭慧 圖/黃鵬戎】

↑由花蓮場開發之大豆旱田除草機

↑本場現場操作示範無人機噴藥

改善連作障礙 提升 洋桔梗產業
洋桔梗主要以切花供應國內市場及外銷，因花形優
美，花色眾多，切花瓶插壽命長，相當受歡迎。臺灣洋桔
梗栽培面積約100公頃，每年外銷日本的數量達500萬支以
上，佔日本進口洋桔梗總量的90%，是臺灣相當重要的外
銷花卉。因農民連年在溫室內種植洋桔梗，累積在土中的
植株殘體影響了下一季洋桔梗的生長，植株呈現營養不良
的連作障礙現象，開花品質未能達到上市及外銷標準，造
成農民血本無歸，產業也呈現衰退的趨勢。
為了解決產業的問題，本場開發「先作畦蓋塑膠布」
的處理技術，栽培前先在畦上蓋上透明塑膠布，保持日光
1

照射後土壤產生的高溫，白天的土表溫度達到60℃左右，
處理後直接種植洋桔梗苗，可避免連作障礙的發生，並
順利生產高品質的切花供應市場。10月28日在嘉義縣新港
鄉林惠振農友溫室辦理「洋桔梗連作障礙處理成果觀摩
會」，展示處理後的顯著差異，令與會農民印象深刻。
本法之作業處理流程：於種植洋桔梗前的夏季，先將
栽培的畦作好，以噴灌或少量溝灌使土壤溼潤，覆蓋塑膠
布，時間至少1個月，待種植時再掀掉塑膠布後直接定植
在畦面上，可使生長正常避免連作障礙發生。
【文圖/張元聰】

2

泝利用自然日光，配合
畦面覆蓋塑膠布，讓
土壤溫度升高，以去
除連作障礙物質
沴透過簡單的處理後再
種植，設施內洋桔梗
生育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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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農業示範 在太康 品種、栽種、輪作、循環、液肥
五大技術一次呈現到位
本場於10月21日在臺南市柳營區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辦
理「臺南地區循環農業成果觀摩會」，以循環農業為主
軸，配合109年度「循環農業計畫成果露出系列活動」，
展示從雜草防治、肥料減量施用、水旱田輪作、生物炭
應用及在地有機堆 (液) 肥製作等整套模式，藉由導入資
源循環利用，以優化栽培方式及品種改良減少資材
使用。
導入生物炭等資
觀摩會由楊宏瑛場長、農糧署南區分署賴乙僑
材，以優化栽培
方式及品種改良
課長、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蘇信姿科長與太康有機
生產合作社鄭鴻權理事主席共同主持，共有試驗 減少資材使用
改良場所及來自各縣市有機及慣行栽培業者共190多
人參與，通過此次活動將各項技術進行交流分享。
之50,000元高出122,000元，還可改善土壤養分不平衡問
楊宏瑛場長開場說明，政府積極推動循環經濟，透過
題。第四為有機短期葉菜栽培添加適量生物炭於土壤中，
農業資源循環產業創新計畫方案的導入，已促使臺灣有
增產10.1∼21.1%，達成資源再利用及增加收益之雙重功
機、友善農業發展有更嶄新發展，接續由黃瑞彰副研究
效。最後介紹有機堆 (液) 肥製作，利用在地材料，避免
員介紹太康有機專區循環農業應用規劃及這幾年的營運
製作過程產生臭味，提升產量，五大技術一次展示。活動
情形。接著進入觀摩會5大主軸，介紹有機栽培熱水澆灌
並進行有機液肥製作體驗，黃瑞彰副研究員現場傳授如何
雜草防治技術、青花菜省工高鉀有機肥搭配畦內一次施
取材在地，生產優質液肥，讓農友親自體驗完成半成品，
肥技術、展示早春種植米豆，二期作種植水稻水旱輪作
並可將成品裝罐帶回家試用，現場十分踴躍，只見整大桶
效益，農民每公頃淨收益每公頃172,000元，較兩期連作
液肥分享一空。
【文/黃瑞彰 圖/黃鵬戎】

！
注意！ 番茄潛旋蛾 雲林現蹤！
雲林縣西螺、斗南、大埤、虎尾、莿桐等鄉鎮的番茄
田區已發現少數番茄潛旋蛾成蟲。番茄潛旋蛾主要危害番
茄，亦可危害茄子、甜椒、馬鈴薯、菸草、龍葵、曼陀羅
等茄科作物。幼蟲會鑽入葉片、莖部、果實等部位取食，
造成葉片上有大片白色被害狀，或植株皺縮乾枯發育不
良，而影響果品價值。請農友注意植株異常被害狀並通
報。
農委會已增訂雲林縣為指定區域實施共同防治。凡發
生番茄潛旋蛾為害之田區，都應使用防檢局公告的緊急防
治藥劑進行防治，並懸掛誘蟲燈或黃色黏紙；田區土壤應
以蒸汽、施用烏肥 (氰氮化鈣) 處理，或淹水處理14日以
上；重複使用的栽培介質、 1
雜草抑制蓆及容器，應以攝
泝番茄潛旋蛾取食葉肉留表
皮，似薄膜危害狀
沴番茄潛旋蛾辨識特徵：幼蟲
前端有明顯黑色條帶，成蟲
觸角為黑白相間、翅膀有深
褐色斑紋

氏80度以上熱水或緊急防治藥劑處理。殘株及廢果應集中
堆置並密封打包或妥善覆蓋，並由清運車輛直接載往焚化
場或化製場進行銷燬，亦可予以碎化後加入具生物活性的
適當添加物或直接施用烏肥 (氰氮化鈣) 處理後，以塑膠
布密閉覆蓋或包覆，使其高溫殺蟲14日以上。
為加強防治觀念，本場分於10月27日在雲林縣土庫
鎮、10月29日在雲林縣虎尾鎮及10月30日在雲林縣褒忠鄉
辦理「番茄潛旋蛾及秋行軍蟲防治講習會」，宣導正確用
藥防治觀念。農民如於田間發現疑似番茄潛旋蛾，請至
防檢局植物疫情民眾服務站/害蟲通報區進行通報 (網址：
https://phis.baphiq.gov.tw/WebEvery.nsf/index)，或撥打防檢
局24小時免付費專線0800-039-131，或向所在地縣市政府
通報。
【文圖/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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