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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擴大 硬質玉米栽培面積

誌

陳吉仲主委與農友座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任委員分別於5月9日與蔡易餘立

給付計畫」獎勵轉作硬質玉米不限基期年農地，只要是特定農

法委員於嘉義縣六腳鄉農會及6月8日與劉建國立法委員於雲林

業區、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均可申報種植硬質玉米，每公

縣斗南鎮農會共同主持「111年擴大硬質玉米宣導說明會」。

頃獎勵金6萬元。凡經勘查符合規定，且達每公頃最低繳售量

與會人員包含中央畜產協會林聰賢董事長、農糧署蘇茂祥副

2,500公斤規範者，可領取前述獎勵金。

署長、糧食儲運組黃昭興組長、農委會畜牧處張經緯處長、本
(臺南) 場楊宏瑛場長、六腳鄉農會陳宥樺總幹事及嘉義縣各鄉

鎮農會與農民，共同討論推動硬質玉米栽培面

產無虞並能提升國產飼料供應量能，

仲主

可補申報1次措施。申報內容的耕作措施包含轉作、休耕與公
廣政

糧。耕作期間可自行選擇，但最多一年申報2期，每期至
少4個月。每期作的起始日需為每個月的1日或16日 (如：

3月1日或3月16日)。重要的是，過去種植硬質玉米因有

↓陳吉

烏俄戰爭的爆發，為確保國內糧食生

致

導硬質玉米推

公所或農會、申報時間為1月份可申報全年2次措施、6∼7月份

策

陳吉仲主委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與

委

積與政策執行上的可行性。

宣
詞並

另外自111年起，申報休耕轉作新規定包含：申報地點可為

特殊期耕作限制，使栽培期程必須在9月1日至翌年4

政府推動全臺的「111年擴大硬質玉

月15日，因此須等至限制期結束後才能翻耕。但現在

米栽培宣導說明會」，冀能增加硬質玉

已取消特殊耕作期限制，因此農友可視自身作物情況

米栽培面積，進而提高糧食自給率。

決定耕作期，更有利耕作安排。預祝各位農友在接下

現已開放自111年第2期作起「綠色環境

5月21日特 應當地農民與劉建國立法委員的邀請，與農民進行

件難以達到，請中央政府應注重地方

面對面座談。與會的人士包括農糧署姚志旺副署長、中區分署

政府辦理程序。三、農機補助申辦制

姚士源分署長及本場楊宏瑛場長、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黃威騰

度繁瑣不利老農申辦，且補助機型有

主席、永光、荷苞等村長及農友等60人。

限，不符農友需求。

場，主委回

應

有鑑於當地農民反應柑橘類結果不佳，主委親至田間查勘聽

主委說明「柑橘類」已包含橙類、柚類、柑類、檸檬等多種

取農民的心聲，表示目前柑橘類生理落果尚未確定，為顧全雲

果樹，若各種「柑橘類」都有災損時，會以全品項開立天然災

林地區所有農民的福利，並符合古坑地區栽培現狀，允諾在6月

害救助。另外為了因應物價上漲、成本提高，橙類災損救助金

後若柑橘類確有災損，會以簡化、快速方

額由每公頃原7.5萬提高至8萬元，並研擬導入柑橘

式讓農民申請災損救助，請果農放心。同

類保險制度，保障果農收益，而劉立委則補充辦理

時申報作業將研議農民可自行上傳照片，

農業保險政策並不會取消天然災害救助制度，請農

以保障農民權益。

民放心。其次農機補助每年都有編列預算，會請農

座談現場農民反應熱烈，主要問題為三

糧署中區分署暸解是否符合農友的實際需求。主委

個面向：一、本次多種類受損，災害救助

藉機宣導，建構農產品冷鏈物流以確保農產品品質

公告品項應含諸多柑橘及柚類品項，以免

是農委會重要政策，鳳梨冷鏈技術已提升與日本標

少數特有柑品無法申辦救助。二、基層公

↑主委 (左) 向農民解說柳橙現階段 準對接了，古坑地區果樹種類相當多樣，希望農民
朋友可全速跟進配合。
【文圖/張錦興】
生長現況

所災害申辦程序及勘查標準常與中央公告

意見

內容有所落差，造成農民申請救助案

會現

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吉仲主委關心雲林縣古坑鄉柑橘產業，

座

談

農

陳吉仲主委 關心 雲林縣古坑鄉柑橘產業

【文圖/謝禮臣】

↓

來的栽培上都能順利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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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北中南東農產加值打樣服務「齊」秀成果發表會紀實

農委會科技處
王仕賢處長介
紹農產加值打
樣服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各場試所學研單位與農科院5月
11日於本場共同辦理「農產加值打樣服務聯合成果發表」記者
會活動，由科技處王仕賢處長主持，本場楊宏瑛場長、花蓮場

杜麗華場長、農糧署南區分署羅正宗分署長、高雄場吳志文副
場長、學研單位中興大學謝昌衛特聘教授、嘉義大學許成光教

↑農產加值打樣服務聯合成果發表，出席盛會有農委會科技處王仕賢
處長、本 (臺南) 場楊宏瑛場長、花蓮場杜麗華場長、農糧署南區分
署羅正宗分署長、高雄場吳志文副場長、學研單位中興大學謝昌衛
特聘教授、嘉義大學許成光教授、各場試所學研單位打樣中心伙伴
們與農科院共同出席

授及與會各打樣中心伙伴們等同心聯手揭幕，活動現場由與會
各打樣中心學者專家詳細說明「幸福農加」由產官學通力輔導
小農，讓農產加值，食安不降級，並提供全臺12處打樣中心服
務成果展示跟輔導的產品，將臺灣農產品以食品科技「乾燥、
粉碎、焙炒」衍生多元加工樣態展示，包含芒果、西瓜、鳳
梨、哈密瓜、玫瑰花、蓮花、花椰菜、苦瓜、蘆筍、蔬果花卉
米穀雜糧等約30多種的彩色蔬果乾、果粉、茶 (粉) 包、水果茶

包，另有聯興、盛達珍、勝嘉、花生什麼事和椿盛米舖等5家受
輔導單位一同展出。

截至111年4月，農產加工整合服務體系已提供6,148人次諮
詢服務，並完成2,554件農產加工打樣，全國目前已有27間農產
品初級加工場。農產加工整合服務體系，提供諮詢、打樣、量
產、包裝及行銷等一條龍輔導措施，並與農糧署、輔導處、國
際處、水保局等單位相關農產加工輔導措施相輔相成，不但有
專人輔導加工技術、協助產品試打樣以及建立食品衛生安全觀
念，從學理上了解自有農產品特性，掌握加工設備條件、提高
樣品製作良率，可使農民減少開發過程人力、時間及金錢的投
入與阻力，優先取得市場發展契機，隨著農友的創新成果與打
樣中心的專業技術背景跟輔導的產品展示不僅帶動農村再生，
更延伸循環利用、技術創新等多元的加值成果，未來會滾動
式調整服務內容，更多與時俱進的合作模式，農委會科技處都
會嘗試提供平台，結合農良直賣所與鱻魚購等電商平台設置專
區，提供具商品化潛力案件免費上架機會，能有效協助農民發
展六級化農業，帶動農業整體經濟發展。
農委會指出，未來歡迎有農產加值加工、包
裝和行銷等需求的農友，撥打免付費專線0800037-038或直接線上提出申請 (掃描專屬QR

Code)，歡迎更多青農和農企業共同來交流和

參與，串聯跨域上下游產業鏈，開拓新消費市
場，同心將臺灣特色農產食品讓世界看得見。

【文/陳曉菁、鄭智遠、沈家儀、林佳靜、張錦興 圖/黃鵬戎】

↑現場由主辦 (臺南) 場「芒、米、旺、柑、芭、茶」蔬果花卉米穀雜
糧等約30多種的彩色蔬果乾、果粉、茶 (粉) 包、水果茶包，作為聯
合打樣成果發表，為全場吸睛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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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外銷果實清潔集塵 與 切口殺菌處理觀摩會
鳳梨外銷重心去年起由中國轉移至日本，農委會與業界均努
力提升外銷果品品質，有鑑於鳳梨包裝場鳳梨清潔殺菌及蟲害

染，福農果菜運銷合作社與廠商構思設置全台第一座鳳梨清潔
集塵裝置，可有效降低粉塵及蟲害汙染。

管理為外銷流程重要一環，本場5月6日於臺南市楠西區福農果

隨後由黃助研員帶領來賓至包裝產線進行觀摩與解說，合作

菜運銷合作社辦理「鳳梨外銷果實清潔集塵與切口殺菌處理觀

社鳳梨採後流程為原果先選別肉/鼓聲果，以刀具經重新削切

摩會」，針對集塵與殺菌兩項創新裝置進行觀摩與交流，觀摩

果梗，再拔除周圍苞葉，降低蟲害躲藏及汙染切口機會，之後

會由本場謝明憲秘書、福農果菜運銷合作社林其福理事主席共

移至具有輸送帶的集塵裝置內，進行全果高壓空氣槍清潔，粉

同主持，吸引農會社場、貿易業者及農政試驗單位等50餘人前

塵髒汙會藉由前方面板孔洞吸入，收集至後方大型集塵袋中，

來共襄盛舉。

經清潔後的果實進行套蔬果網及貼標，再使用蒸汽殺菌機之握

謝秘書感謝福農果菜運銷合作社協助辦理觀摩，希望藉由

把套筒，套住果梗切口部位進行0.5秒之殺菌處理，接著進行後

集塵與蒸汽殺菌裝置推廣使用後，能改善包裝場環境及降低汙

續果重分級及裝箱包裝作業。與會來賓對於兩創新裝置深感興

染，提高鳳梨儲運後外觀品質。首先課程由陳盈丞助理研究員

趣，現場討論相當熱絡。

先介紹鳳梨蟲害整合防治管理與採後清潔要點。接著由黃士晃

最後的綜合討論階段，水木興業及福爾摩沙公司均指出今年

助理研究員講解本場創新研發鳳梨切口蒸汽殺菌技術與裝置，

曾試用切口蒸汽殺菌處理外銷日本，在處理效率及殺菌效果上

可解決鳳梨果梗切口於外銷貯運過程容易發生發黴汙斑，提

均滿意且表示肯定，值得應用推廣，本場黃助研員也強調蒸汽

升鳳梨外觀及品質。再來由福農果菜運銷合作社林其福理事主

殺菌處理與酒精效果相當，能有效降低及延緩切口發黴汙斑，

席與設備業者介紹清潔集塵裝置，目前國內包裝場多由人員以

但更安全且經濟，也能適用回教及禁用藥劑國家。關於集塵裝

空氣噴槍進行果體清潔，但在無隔離狀況下，容易造成粉塵瀰

置部分，與會人員也提出相關改善意見，包括建議裝置燈具、

漫，影響人員健康

集塵空間密閉性加強、人員操作與原果區相反方向、進果輸送

及造成果實二次汙

帶延長、吸入及操作範圍縮小降低來增強吸力及提高動線順暢
度及人員操作舒適便利性等。期藉由本觀摩會推廣應用
集塵與殺菌設備，以及宣
導蟲害管理原則，將能有
效提高外銷果實清潔度，
確保外銷鳳梨品質及安

全性，讓未來國內鳳梨外
↑觀摩會由本場謝明憲秘書、福農果菜運銷
合作社林其福理事主席共同主持，南區分 ↑鳳梨清潔集塵裝置，降低場區 ↑鳳梨果梗切口蒸汽殺菌處理， 銷持續拓展，產業更加精
署曾世昌課長蒞臨指導
及果實二次汙染
降低切口發黴汙斑及確保品質 進。
【文圖/黃士晃】

設施蘆筍 節水滴灌栽培 及 害蟲友善防治示範
本場與高雄區農業改良場5月27日假屏東縣萬丹鄉「有信蘆

驗，介紹場域設施蘆筍之經營歷程，青農接受輔導後蘆筍產量

筍園」示範場域辦理「設施蘆筍節水滴灌栽培及害蟲友善防治

及銷售提升。最後由示範場域簡志雲農友實地進行分享解說，

示範觀摩會」進行跨域技術合作及共同輔導設施蘆筍栽培。本

讓與會者更能瞭解實際操作方式及使用情形。

次觀摩會計有屏東縣政府農業處、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
處、臺南、高雄、屏東各農會及農友約40人參與。
觀摩會開場由本場楊宏瑛場長說明，設施蘆筍栽培導入節水

最終綜合討論時，與會農友提出栽培等相關問題，由研究人
員及本場義竹工作站彭瑞菊站長一一解說回覆，觀摩會於雨後
見晴圓滿完成。

【文圖/郭明池、彭瑞菊】

滴灌系統，較傳統溝灌節省灌溉用水量達50%
以上，並發展以友善資材防治病蟲害，除可提
升產量及品質外，更可減少農藥之使用。高雄
場戴順發場長則說明輔導轄區青農朝設施蘆筍
有機栽培之歷程，並藉由示範場域提醒設施搭
建之注意事項。後續由本場義竹工作站郭明池
助理研究員介紹滴灌基本設備需求及系統之建
置，不同灌溉方式之差異及滴灌應用優勢，及
導入友善綜合防治方式進行設施蘆筍蟲害管 ↑本場義竹工作站郭明池助理研究員介紹設 ↑蘆筍栽培應用滴灌系統供水給肥
理。高雄場推廣課王裕權課長藉其輔導青農經
施蘆筍節水滴灌栽培及害蟲友善防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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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駿季副主委視察高粱契作田
農委會陳駿季副主任委員5月31日南下雲嘉南地區視察高粱

前往北港及斗南採種田區，因中耕培土作得徹底所以情況良

契作田區現況，先於鹽水區農會召開111年高粱契作現況討論

好。陳副主委表示可針對雲林採種田產量標準額外訂定高粱收

會議，再前往學甲契作田區、北港及斗南採種田區了解田區現

入保險，並指示要提醒農民高粱的播種時間切勿延遲過久、

況，與會單位包含農糧署、農糧署南區分署、臺南市政府及

勿種植於低窪田區及前期作物應慎選殺草劑，以免後續發芽不

鹽水區農會等。由本場報告今年一期作學甲、鹽水、義竹、土

佳。而契作田區也應注意秋行軍蟲及莖潛蠅的危害，本場亦會

庫、北港及斗南高粱田區現況及高粱推廣工作進度，學甲區農

協助在田區設置性費洛蒙來監測秋行軍蟲密度。
【文圖/張庭禎】

會李曉軍總幹事介紹生育佳之契作田且已開始抽穗開花；而後

陳駿季副主委
(左三) 關心斗
南採種田現況

高粱契作田
抽穗開花生
育佳

防治 荔枝椿象 -應用智慧化無人植保機及非化學農藥資材
荔枝椿象為近年來嚴重危害荔枝及

←本場楊宏瑛場長介紹本次觀摩會的重要成果
↓運用淡紫菌防治荔枝椿象

龍眼的入侵害蟲，本場與成功大學工
程科學系、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及雲林
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共同合作執行
科技部計畫，共同開發智慧化無人機
並導入非化學農藥防治資材於防治荔
枝椿象。5月23日於臺南市東山區辦理
「應用智慧化無人植保機及非化學農
藥資材防治荔枝椿象觀摩會」，由本
場楊宏瑛場長、東山區農會余淑美總幹事、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李建裕局長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李昆龍科長共同主持，現場參
加人員70餘人，包含農科院、農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
所、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臺南市農會及來
自嘉義、臺南等地的農友。
會中首先由本場陳盈丞助理研究員及蔡孟旅助理研究員介
紹荔枝椿象非化學農藥及蟲生真菌防治技術，說明目前應用於
荔枝椿象的防治資材-脂肪酸鉀鹽及本場所研究之淡紫菌防治
技術，均可有效降低田區荔枝椿象數量;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

達等系統之無人植保機，搭載「固液混和漿液

黃悅民教授說明透過無人機進行荔枝椿象辨識，辨識率最佳可

噴灑系統」，能大幅降低噴頭堵塞及藥液產生

達79.6%，並配合「AIoT精準農業智慧監管系統」，使用自製

沉澱的問題，提升噴灑作業的效率。

無人植保機實
際噴灑情形

微氣象站進行環境分析與預測，在農務管理網站上呈現環境資

最後由本場場長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李昆龍科長聯合主持綜

訊、荔枝椿象族群變動預測；雲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陳靜

合討論時間，與會人員針對研究技術成效推廣、淡紫菌商品化

茹助理教授說明以影像融合技術融合可見光與多光譜影像進行

及荔枝椿象辨識系統等問題進行提問，經楊宏瑛場長、李昆龍

無人機地景建模，辨認場域內的目標樹種，提供植保機進行自

科長、黃悅民教授、賴維祥教授、陳盈丞助理研究員及蔡孟旅

動化最佳飛行農噴路徑;成功大學航太系賴維祥教授開發具備三

助理研究員等研究人員說明與回答，均獲得滿意答覆，活動圓

合一遙控器和幫浦流量控制功能，另整合RTK、鏡頭、對地雷

滿結束。

【文圖/陳盈丞、陳昇寬、蔡孟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