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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主委南下關心農民，於12月20日主委率領所屬，在
立委蘇治芬、林文瑞的陪同下，到雲林虎尾鎮農會向農民宣達

政府民國110年將開辦農民退休儲金，農民不用擔心老了
之後，沒有錢可以過活。並參觀雲林縣虎尾鎮農會

花生加工中心。另至東勢鄉活力東勢 (VDS) 公司
了解胡蘿蔔產能規劃。【文圖/陳勵勤】

農民 退休儲金 開辦 陳吉仲主委南下宣導

陳吉仲主委

南下宣導農

民退休儲金

↑本場以「找回最初那畝糧田~原鄉農業產銷輔導」
獲第3屆政府服務獎

國家發展委員會109年12月17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辦理「第3屆政府
服務獎頒獎典禮」，由行政院蘇貞昌院長頒發獎牌給得獎的24個機關，本場由
楊宏瑛場長帶領同仁出席領獎。蘇院長讚賞並肯定獲獎機關的服務績績效，也

勉勵各單位能效仿學習，使政府施政讓民眾有感。

此次能以「找回最初那畝糧田∼原鄉農業產銷輔導」獲獎，同仁都非常興

奮，日後仍將秉持專業，持續為提升雲嘉南農業而努力！

【文/黃惠琳　圖/國發會提供】

本場榮獲第3屆政府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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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110) 年1月5日在本場行政大樓辦
理「109年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展示
109年度研發與推廣成果，與農民、研究
人員、推廣夥伴及農政單位人員相互交

流研究成果。

本場在109年共完成19件技術移轉，
包括11件品種授權及8件技術移轉。因應
氣候變遷，本場多年來致力於抗/耐逆境
品種改良，研發具早生水稻品種「臺南

19號」。水晶花「臺南3號」為利用臺灣
的原生植物海當歸為種原，改善國外品

種在臺灣不開花的缺點，除了以鮮花供

花藝使用之外，也是天然乾燥花的好材

料；苞舌蘭「臺南4號」花色紫紅亮麗吸
睛，盛開期可長達半年，滿花

時一枝花梗有7、8幾朵陸續綻
放，適合花臺、大盆缽種植及

庭園地植美化，推出後更是造

成風潮。開發「青花菜、花椰菜與甜瓜

的雜交種子純度檢測技術」，可提升種

子純度檢測速度2∼3倍，提升雜交種子
的生產品質。「電動式定量噴灑機的控

制裝置」可精準定量出水，目前主要應

用於鳳梨抽穗藥劑定量施用，未來可再

擴大應用於其他作物之定量施用技術。

在省工農機具上，「批次削皮機」主要

應用於芒果削皮，每分鐘可以削12∼16
個芒果，可節省5∼7個人力，為芒果加
工注入新氣象；「電動履帶式高空作業

車」可大幅提升效率50%以上，為平地
果園安全、省工的新利器。

【文圖/編輯室】

109年年終暨研發推廣成果記者會
品種、技術、自動化機具打造農業新氣象

「2020臺灣醫療科技展-農業健康館」
於109年12月3∼6日假南港展覽館1館4
樓舉辦。「農業健康館」以五大主題

展示38項與民生健康相關的農業生技成
果，本年度主軸為「新農生技、幸福世

紀」，勾勒出「舒心良植」、「安心良

食」、「研發良機」、「養生良方」以

及「悠活良伴」等，呈現出農業與人類

生活的互動。

本次為農委會「農業健康館」第4年參
展，除了特別展出「豬之生醫應用」主

題外，進行「民俗植物開發」、「安心

安全生產」、「機能營養保健」、「樂

活療育紓壓」4大分區。本場在「樂活
療育紓壓」區展示適合庭園且易栽植的

「園藝紓壓入門首選∼苞舌蘭」。雲林

分場陳俊仁助理研究員經過多年育種，

培育出色彩繽紛、花型大且容易栽培的

苞舌蘭。花期長達半年以上，耐熱，為

庭園布置的好幫手，尤其能增添庭園的

動感與浪漫氣氛，緩解壓力與負面情

緒。

另外，本場作物環境課陳盈丞助理

研究員，也獲邀於今年臺灣醫療科技

展-Inno Zone創新技術特展展出。利用無
人植保機高機動性的特性突破山坡地形

限制，搭載荔枝椿象辨識系統能判讀害

蟲發生位點，結合三維空間智慧路徑規

劃演算法自動規劃航線，實現精準施藥

及減少農藥使用量，提高作業效率。

展覽期間同步連線雲端，現場還有

集章尋寶活動、社群串聯、舞台問答等

方式，線上、實體進行主題式互動，不

僅讓參觀民眾得到驚喜與獎品，並且讓

所有網民一同領略今年精彩的農業新科

技。

【文圖/胡文若】

2020臺灣醫療科技展 紓壓首選～ 苞舌蘭  

↑本場與成功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合作研發「

　智慧農業防治系統應用於坡地果樹之核心技

術」，榮獲本年度第十七屆國家新創獎

泝109年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共展示6新品種、7項技術
沴水晶花臺南3號、苞舌蘭臺南4號新品種展示
沊水稻臺南19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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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走入畫中意境展出本場苞舌蘭育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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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時分，又是小果番茄季節的到

臨，本場於2020年12月23日舉辦「2020
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95件來
自全國各地設施農友參加本次競賽，他

們經歷大自然嚴峻的考驗，生產出優質

的小番茄，再通過嚴格的農藥殘留檢

測，每件能參加評鑑的果品，都是農民

精心之作，當然這些果品也都具有身分

證，包括產銷履歷、有機標章或是農產

品生產追溯條碼。所有的果品在12月22
日交件後，逢機編碼，測量果重、整齊

度，23日上午再交由5位評審來決定他們
的命運。這5位評審分別為高雄區農業改
良場前場長黃賢良先生、中興大學園藝

系宋妤教授、農糧署蔬花科李慈慧、台

北果菜運銷公司許清管理員及莉莉水果

店李文雄老闆，涵蓋產、官、學領域，

都是業界翹楚。評鑑現場逢機取樣測量

果實糖度供品審參考，但最重要的果實

風味及口感，還是要由評審一一品嚐，

再來決定其優劣，這也是評審為難之

處，因為優秀的果品太多，到底誰是第

一名呢？

經過3小時品嘗、多次討論後，評審終
於揭開冠軍的面紗，來自嘉義縣民雄鄉

的農民徐立晨一舉奪冠，並為民雄鄉奪

下第三面冠軍獎牌，與新港鄉同居各鄉

鎮之首；來自番路鄉的青年農民江曉琪

小姐和太保市黃翰毅先生並列亞軍；季

軍有3位:水上鄉的曾啟榮先生、太保市
洪瑞堂和洪信斌先生。佳作10名:水上鄉
曾文瑞先生、太保市馬啟宏、官庭安、

黃明輝、洪輝佑先生、新港鄉洪頂宣、

林銘泰先生、民雄鄉邱建誠先生、雲林

縣水林鄉楊棋先生及口湖鄉江萱庭小

姐。

打鐵要乘熱，除了將得獎者訊息公

布在本場場網站外，本場在23日下午立
即辦理頒獎，並邀請記者進行採訪，好

讓消費大眾能即時知道好吃的番茄在那

裏。雖然時間頗為倉促，但得獎者還是

欣然光臨，不少得獎者更是攜伴參加，

讓自己的家人得以分享此刻光榮。頒獎

典禮先由評審長李文雄先

生唱名，並嘉勉參賽者，在

氣候日益炎熱狀況下，所生產出的小果

番茄，品質較諸前幾年果品並無遜色之

處，可見農民栽培技術的提升。接下來

由本場楊宏瑛場長頒發佳作獎牌，李文

雄評審長頒發季軍獎牌，種苗改進協會

施任青理事長頒發亞軍，農友社會福利

基金會楊錫卿執行長頒發冠軍獎牌。

在歡欣的氣氛下，本年度設施小果

番茄評鑑就圓滿落幕，期望藉由競賽讓

栽培者更有信心、更有自信，生產出健

康優質產品供應市場，讓消費者吃的健

康、安全，也期望國內設施小果番茄產

業競爭力不斷向上提升。

【文/劉依昌　圖/黃鵬戎】

2020健康優質小果番茄競賽圓滿落幕 民雄鄉 青農奪冠

1

泝小果番茄冠軍得主徐立晨

先生

沴2020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
茄競賽冠軍果品

沊亞軍得獎者

沝季軍得獎者

沀佳作得獎者

5位評審經
過3小時選
出優勝

2 3

4 5



中華民國110年元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95期

為推行新農業政策，結合農業六級化

產業，拓展農產高值化之應用範圍，本

場於12月16日辦理農產加值系列講座-國
產雜糧創新發展與植物肉新潮流飲食。

特別邀請臺灣薏仁教父-江文章教授，
以飲食與民眾健康觀點，談起精準健康

產業-從藥食同源和營養均衡原則下，吃
對食物，選對保健營養食品之外，要適

度運動、穩定情緒、規律生活，才有精

準預防保健之道。接著精闢講述國產薏

仁提升健康飲食的策略，細說起30多年
來 (1988) 薏仁殼、種皮、麩皮和薏仁的
相關基礎和應用研究，除了自己體驗和

臨床上功效案例，再加上西醫、中醫的

食療觀點來分享，薏仁機能性保健相關

研究與新素材應用，更能橫跨食品、美

妝保養品和醫藥等跨領域。江老師強力

推薦國產薏仁和雜糧作物好處多多，也

鼓勵農友們原料生產要能規格化，提升

品質穩定，唯有從農場到餐桌，從食材

到食療，從田間種植、生產、加工到銷

售整個6級化產業鏈，才能創造國產雜
糧的價值與優勢，提升海內外市場競爭

力。

鈺統食品謝孟甫總經理分享，從臺灣

米、國產雜糧 (大豆、燕麥、穀類) 加工
產業深耕30多年來，從傳統穀物食品的
案例成果分享外，乃至當今連比爾蓋茲

都瘋狂的潮流飲食，臺灣植物基產品-
植物肉加工加值發展與市場趨勢、實務

經驗分享，強調結合社會文化與生活型

態，突破現有框架，創造新的商業模

式，可以帶動企業品牌新的形象。

臺灣素食加工龍頭-弘陽食品謝奇峯
董事長分享，，以環保、健康鏈結的未

來食物-植物肉標榜，主要是運用植物蛋
白製作植物肉的加工製程、產業現況與

發展、市場趨勢、銷售案例等介紹，也

從傳統乾貨、生鮮到即食產品，各式精

緻的風味食品模擬葷食產品，將植物肉

更多元化加工應用，更搭配素食文化潮

流，創意商品加上創新行銷模式，帶來

未來食物-植物肉的海外經濟效益 
此外，本場歡迎對初級加工有興趣

的農友預約諮詢和打樣，聯絡人：陳曉

菁，連絡電話：06-5912901分機506；或
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心網頁線上預約，

預約網址：https://apisc.atri.org.tw/
【文/陳曉菁　圖/黃鵬戎】

帶您認識新潮流飲食-植物肉

本場於109年12月21日召開第5屆百大青農聯繫會議，楊宏瑛
場長親自主持，邀請第5屆百大青農及陪伴師與會交流，說明
及交流今年度各百大青農陪伴輔導情形及展望，現場農糧署南

區分署、中區分署及農業金庫等單位也與會討論，共同座談及

交流輔導措施。

各百大青農與陪伴師說明時均肯定今年的陪伴輔導的協助，

另有提出輔導補助計畫申請相關問題，如：設施、機械設備、

產銷履歷⋯等，農糧署南區分署、中區分署現場也都給予回

覆。還有百大青農提出因為疫情關係，部分規劃需延後執行，

希望陪伴輔導期限可以延長。有關延長輔導事宜，百大青農陪

伴期滿，若還有需求，可以提出延長輔導申請，本場即能依照

需求作適當安排。場長也希望在陪伴師持續協助輔導下能讓青

農有更好及永續發展。 【文/陳勵勤　圖/王柏堯】

第5屆百大青農聯繫會議活動

農產加值系列講座

↑農產加值系列講座-國產雜糧創新發展與植
物肉新潮流飲食

↓
林
瑞
松
陪

伴
師肯
定青農的表現

↑青農林志嘉感謝陪伴師輔導

彩椒採後儲存及保鮮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