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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制度 推動有成
農糧類產銷履歷制度自108年起擴大推動迄今已上軌道
且穩固的發展，在農委會各單位 (機關) 積極參與推動下，

110年度通過產銷履歷驗證面積達5萬7,132公頃，除達成年
度目標面積51,040公頃，更超前6,092公頃，成果亮眼。依
據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參與產銷履歷制度推動人員獎勵
作法，110年度共計5個單位獲得團隊成就 (特優) 獎殊榮，

分別有：(一)臺東區農業改良場，通過驗證面積4,246公
頃，達成率731.90%。(二)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通過驗證面
積23,333公頃，達成率190.65%。(三)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通過驗證面積5,487公頃，達成率187.22%。(四)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通過驗證面積4,028公頃，達成率152.14%。(五)臺

↑獲獎單位大合照
→本場獲得團隊成就 (特優) 獎殊榮

中區農業改良場，通過驗證面積11,803公頃，達成率110.77%。
主委也特別頒發110年度各試驗改良場所參與產銷履歷制度推動有功單位獎牌，給予
鼓勵。恭喜各獲獎單位，也感謝每一位為推動產銷履歷制度努力之同仁，期許今年大家
能持續擴大推動產銷履歷制度，以提升國內農產品安全並維護農業生產環境。
【文圖/摘錄自農糧署新聞稿】

退伍軍人 加保 農保說明會 (臺南場)
農委會為保障短役期退伍青農社會經濟安全及退休安養生活，增訂農保條例
§5-1、農退條例§3-1並修正部分農保條例內容，使其返鄉務農為業得以參加農
保及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並於111年1月12∼20日於全臺各地辦理10場次「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農保審查辦理修正及退伍青農申請參加農保作業」說明會，邀請各
鄉、鎮、市、區農會農保業務承辦說明農保增修條文內容及辦理方式，以落實農
保資格審查制度並保障短役期退伍青農加保權益。
凡退伍軍人年齡在50歲以下，服役年資未滿20年及未具領取退休俸資格，且經
營規模達實耕者認定標準，可檢附國防部各軍司令部核定之退除給與名冊及其他
↑1月18日農委會於
本場辦理2場次說明
會，由農保辦王東良
執秘說明辦理目的
→農委會農保辦杜啟華
技正說明短役期退伍
青農實際務農加保及
農保條文修正內容

應備文件，向戶籍所在地農會申請，經農會與相關
單位會同轄區農業改良場辦理現地勘查，確認其
具有實際從農工作能力並通過農保資格審查即
可投保農保。該項措施自111年1月25日起開
始實施，凡符合資格之退伍青農，可準備相
關文件向戶籍所在地農會申辦，如有問題可洽
當地農會或農委會農保辦詢問。
【文圖/石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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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雲嘉南地區農業研究教育推廣聯繫會議活動報導
為強化雲嘉南地區農業推廣能量，國立嘉義大學1月18日於

區重要農業發展議題及雙方合作成果進行討論。本場辦理農民

蘭潭校區舉辦雲嘉南地區農業研究教育推廣聯繫會議，交流分

專業培訓方面，獲得嘉義大學鼎力相助，提供校內優良師資，

享近期推廣經驗與成果。出席人員除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人

強化農民學院訓練班講座實力，廣受學員好評；今年度嘉義大

員外，尚有農委會輔導科郭愷珶科長、雲嘉南地區各縣市農會

學亦有2位新進教師與本場作物改良課共同合作，研提果品外銷

推廣主任及工作夥伴。本場由楊宏瑛場長、陳昱初副場長率場

貯運及加工應用等計畫，研發成果指日可待。除此之外，針對

內一級主管出席，共襄盛舉。現場集結農業產、官、學界，共

目前農業最夯「淨零排放」及「碳足跡」等議題，本場嘉義分

同為推升轄區產業發展及農業推廣能量齊聚一堂，集思廣益，

場亦邀請嘉義大學共同參與，擴充研究量能，希望成果更加豐

討論十分熱烈踴躍。本次會議適逢艾群校長及黃光亮副校長即

碩精彩。

將榮退，為感謝兩位教授長久以來為農業孜孜矻矻地貢獻，各
單位紛紛獻上祝福及紀念禮物，氣氛熱絡而溫馨。
本次會議由艾群校長及楊宏瑛場長共同主持，針對雲嘉南地

艾群校長提出創新研究應由數位轉型、原宇宙方向合作，
雖然退休但研究工作仍持續參與。郭愷珶科長表示，農委會
推動的各項農業政策有賴夥伴們的推廣執行，尤其食農法通
過後工作勢必加重，會內亦會盡力提供
相關協助，請大家未來繼續支持努力。
本次會議就在熱烈討論下圓滿結束，依
循往例，聯繫會議將由本場接手主辦，
希望今年疫情趕快結束，咱們下次再相
會∼。【文圖/王柏蓉】
←本次聯繫會議與會
夥伴們溫馨大合照

↑本場同仁合影留念

↑楊宏瑛場長代表本場致贈艾群
校長榮退紀念品

↑楊宏瑛場長代表本場致贈黃光亮
副校長榮退紀念品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10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會活動紀實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10年1月21日於場內辦理「110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會」共130位
人員共襄與會。由楊宏瑛場長開場勉勵大家，本次成果發表會分享內容包括作物育種
領域，落花生‘臺南20號’、苞舌蘭‘臺南5號’、水晶花‘臺南1號’與‘臺南2號’，水稻
新品系‘南 育1051021’等新品種介紹，說明以雜糧為主，水稻為輔的新輪作模式。創
新技術方面。包括鳳梨切口蒸汽殺菌機的開發、真空預冷技術導入葉菜類共同運銷模
式、外銷萵苣適栽品種及肥培管理模式、無人植保機有效防治蓮花小黃薊馬技術、慣
行及有機農法之文旦果園長期監測的分享。農業經營領域包括芒果栽培模式的經營研
究，實耕者申請從農認定之案例分享。藉此成果發表會，研究同仁貢獻專業，與農糧
署南區分署、農友公司、雲嘉南地區各鄉鎮公所與農會等各界先進分享討論，前秘書
鄭安秀博士及與會來賓也針對講者內容提出問題與相關建議，大家都有豐富的收穫，
活動圓滿結束。【文圖/黃秀雯】

↑楊宏瑛場長開場勉勵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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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的聲音 南改場「來相挺」
1月14日在本場行政大樓大禮堂辦理本場青農輔導業務聯繫

會議，主委辦公室陳怡帆專委也特地出席，了解青農反應的情
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農業金融局、縣市政府及嘉義
大學青農輔導相關單位都有派員到場，最重要主角就是各農會
督導指導員、青農聯誼會 (分) 會長及副 (分) 會長，盡責出席替

所屬聯誼 (分) 會發聲。

嘉義大學農業推廣中心林明瑩主任介紹農業公費生並且鼓

勵從農者在職進修，讓自己多多學習，跟上時代的新知識，推
廣教授們也很樂意協助農友解決技術上或是產業上的問題。嘉
義縣政府農業處李建霖副處長說明縣府編列1,800萬做創新暨
健全農產業補助計畫、智慧漁業產銷輔導計畫以及智慧農業跨
域整合平台，協助農產業升級；國本學堂開課培訓專業農民，
並且成立國本學堂圓夢補助計畫，媒合更多資源來實踐解決產
業問題；建立嘉義優鮮的品牌，並開拓多元行銷管道，國道服

↑青農輔導業務聯繫會議與會人員大合照

務區設立專區、電商及小農市集，協助農友銷售。臺南市政府

輔導陪伴，甚至到媒合電商平台一站式服務。最後是由農科院

農業局張家維技士說明目前農民學堂有補助合作社、協會及學

丁川翊副研究員說明第六屆百大專案青農遴選作業，從目前開

會等開設課程，委託專業團隊協助線上直播授課及課程影片後

始到2月25日是受理期間，將申請書寄送至農科院，3月起開始

製，放置於「臺南市新農人」Youtube頻道，讓大家隨時學習

書面審查，現場農會指導員以及青農也提出疑問，農科院也ㄧ

與複習，完全沒有時間壓力；另外協助媒合百貨公司、超商通

ㄧ回覆。

路以及到外縣市販售，增加行銷管道。全國農業金庫謝秉諺指

另外第六屆百大青農選拔開跑了，農委會為協助青年從農，

導員代表農業金融局出席，向大家說明青農與壯農之間的權利

盤點本會各項產業輔導措施，建立資源整合輔導平臺，協助青

差異，並且回覆超過免息額度的需求，可向各農會洽詢專案貸

年農民穩健經營，逐漸擴大規模，成為專業生產供貨者，或跳

款，但額度越高就可能需要其他擔保品或保證人。農糧署南區

脫純粹生產面，成為具規模之農產行銷、加工經營者，或成為

分署黃俐秦課員則是詳細介紹與青農相關的補助措施及水稻保

其他創新加值發展之農產業價值鏈經營人員，打造出青農從農

險與稻作四選三政策。

之發展標竿。不同於前五屆，本屆將遴選出青年從農典範標

開始先報告本場110年度青農輔導業務辦理情形，在地業師

竿，作為青年從事農業工作之標竿楷模。同時依青年農民經營

協助在地青農田間問題、小型試驗分析以及產業技術問題，並

發展需求及評估，提供技術輔導、承租國有耕地之第二順位、

且和與會人員分享空心菜與美濃瓜溫室內輪作制度之建立、不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5年500萬元免利息等措施，並安排財務、行

同海拔柿子真空脫澀褐變情形等試驗調查情形。接著由中小企

銷課程培訓，提升青年農民之競爭力。

業總會黃婉瑜組長介紹電農培訓輔導管理計畫，從課程培訓、

【文圖/許華芳】

←王志瑋助研員
講解「大蒜磨
根機之開發」
↓鄭安秀博士提
問與提供建議

↑陳國憲助研員分
享「落花生臺南
20號之育成」
→謝禮臣助研員講
解「大豆、玉米
及水稻輪作地方
試作之研究」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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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作物耐逆境育種智慧型環控溫室工程查核成績甲等
因應近年來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增
加，本場於110年建置環控溫室，以模擬作物處於高溫、乾旱等

獨立水泥槽試區 (28.8 m 2) 含灌溉及排水設施。環控管理系統具
備監測、記錄溫室內氣溫、地溫、相對濕度、光度等資料，及

逆境，有利於進行相關因應措施的研究。本項工程於110年8月

溫室外之氣溫、相對濕度、光度等資料記憶儲存功能，可進行

24日經農委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實地查核，確認工程品質管理

網路遠端監測、自動控制溫室內之溫度、相對濕度及即時遮蔽

工作執行之成效，於農委會280件工程查核案件中，獲得甲等的

降雨功能。可模擬作物處於高溫、乾旱、高濕等逆境，將助益

優良查核成績，值得肯定。

於雲嘉南地區作物於逆境環境下之種原篩選、品種選育

良好的施工品質需於施工前

及因應措施等試驗研究。

【文圖/楊智哲】

建立施工品質計畫書，工程
期間確實審查進料、施工內

←農委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現場查核督導
↓作物耐逆境育種智慧型環控溫室可助益於逆境下之
種原篩選、品種選育及因應措施等試驗研究

容及施工日誌，確認施工檢
驗停留點，製作施工品質督
導紀錄，力行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作業及防疫措施；如有
違誤，即時與施工廠商反應
並督導改善，以確保施工品質與進度。
本工程建置作物耐逆境育種智慧型環控溫室1棟，溫室總面
積1,153平方公尺，柱高4公尺，屋頂立面披覆為透光玻璃，溫
室四周設置不鏽鋼防鳥網及上下雙層電動捲取帆布，並具備降
雨監測裝置；另設有柴油加溫機及加濕系統，溫室內設有18個

把握 化學防治 荔枝椿象關鍵時機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籲請農民及早防範
目前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植保人員已於
臺南市南化地區發現少數越冬荔枝椿象
成蟲開始活動，為避免越冬後荔枝椿象
成蟲甦醒擴散，農改場籲請果農把握時
機，提早防治，以避免荔枝椿象危害。

↑越冬甦醒之荔枝椿象成蟲取食嫩梢
←聚集越冬的荔枝椿象成蟲

荔枝椿象1年一個世代，生活史包括
卵、若蟲及成蟲3個時期，每年2∼8月為
其繁殖季節，4∼5月為產卵盛期；若蟲

蟲，並小心其自樹上掉落時不慎接觸，

期分布於4∼10月；以成蟲越冬，越冬成

以免對人體造成傷害。
荔枝椿象之登記用藥包括2.8%賽洛寧

蟲出現於次年1∼8月，越冬後的荔枝椿
象體內脂肪已消耗，對藥劑容忍性低，

至少兩次，避免於花期用藥，並於開花

水懸劑2,000倍、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活動力較差且尚未產卵，防檢局已會同

前或施放卵寄生蜂前10天停止用藥。

4,000倍，或48.34%丁基加保扶水基乳劑

1000倍等藥劑，並應加強葉背與枝條縫

相關專家與地方政府現場勘查，並訂定

荔枝椿象主要危害荔枝及龍眼等無患

嘉南及中彰投雲的區域共同防治期；(1)

子科植物。荔枝椿象具刺吸式口器，其

隙的施藥。其他藥劑查詢可逕洽農藥資

嘉南區域：荔枝 - 2月7日至3月8日；龍

成蟲及若蟲透過吸食嫩芽、嫩梢、花穗

訊服務網。(https://pesticide.baphiq.gov.

眼 - 2月21日至3月21日。(2)中彰投雲區

及幼果汁液，導致落花、落果，嫩枝、

tw/information/)，或於該場網站「農作

域：荔枝及龍眼2月7日至3月11日。此時

幼果枯萎及果皮黑化等，影響產量與品

物登記用藥」(https://www.tndais.gov.tw/

防治可達到最佳的防治效果。

質。此外，荔枝椿象受到驚擾時，會由

ws.php?id=382) 點選所種植的作物選用登

由於龍眼、荔枝是蜜蜂重要的蜜源，

臭腺噴出具刺激性分泌物用以自衛，如

記藥劑。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問題，可

為避免蜜蜂採蜜時受藥劑危害死亡，建

觸及皮膚或眼睛，會引起灼傷般的潰爛

與該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議農友於共同防治時期，每週施藥一次，

或過敏，因此農友在防治上切忌徒手抓

【文圖/陳盈丞、陳昇寬、黃秀雯、張淳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