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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時刻 ~108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獎

冷凍蔬菜新品項～矮性菜豆新品種｀台中 6 號´田間觀摩會

恭賀彰化縣大村鄉、和美鎮、南投縣水里鄉農會   榮獲第一屆十大綠色照顧優良典範

彰化縣埔鹽鄉花椰菜栽培田區雜草綜合防治觀摩會

榮耀時刻～ 108 年

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獎

文圖 /吳建銘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頒獎典禮，11月 27日於農委

會盛大舉行，本場轄區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班與國姓鄉特用作

物 (咖啡 )產銷班第 3班榮獲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殊榮。陳吉

仲主委致詞時細數得獎產銷班事蹟，並鼓勵產銷班持續精進，成功

經驗成為其他產銷班學習的典範。蔡英文總統致詞時肯定農委會推

動各項產業營造與農民福利政策，並表示今天受獎的產銷班能在全

國不同產業的 6,139個農業產銷班，經過鄉鎮、縣市、區域及全國

一路晉級評選脫穎而出，實屬不易，也期許產銷班能繼續努力，共

同創造臺灣農業新里程碑。

文 /田雲生 圖 /蔡本原、廖君達

本場 11月 19日舉辦「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並
於綜合大樓後方廣場展示實機及相關海報，研討會由李紅曦場長開

幕，產官學各界共 120人熱烈參加。
有鑑於我國農業生產面臨缺工與高齡化問題，農委會刻正推動

▲ 開幕式由李紅曦場長 (中 )主持，並邀請農糧署
黃俊欽組長 (右 )致詞

▲ 與會者參觀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操作 ▲ 與會來賓於本場綜合大樓前合影

▲ 中興大學電機系蔡清池教授專題演
講智慧農業議題

▲ 蔡英文總統 (左 9)、陳吉仲主任委員 (左 7)與田尾鄉花卉產銷班第 19班巫永發
副班長 (左 11)、田尾鄉農會吳正憲 (右 10)秘書及班員共同合影

▲ 蔡英文總統 (右 11)、陳吉仲主任委員 (左 11)與國姓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3班蘇
春賢班長 (右 9)及班員共同合影

本場舉辦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

各項因應措施，包括針對重要產業生產所需機械設備進

行試驗研發、引進測試及示範推廣，以紓緩因氣候環

境變遷等不利條件的影響，進而發展地區特色農產業、

精進栽培技術與提升競爭力。本次研討會依農機研發

政策與產業應用、種植機械之研發應用、管理與收穫

機械之研發應用分為 3大主題，邀請 12位講者發表論
文，同時邀請台灣機器人學會理事長 /中興大學電機系

蔡清池特聘教授專題演講「智慧農業機器人的技術現況與展望」。

期望透過研究成果發表、宏觀討論及意見溝通，讓農友、農民團體

及學研單位交流目前相關省工機械化研發進展，並共同激盪出對臺

灣農機產業發展的前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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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蔬菜新品項～
矮性菜豆新品種‘台中 6號’田間觀摩會

⑤與會人員大合照

108 年農山村園藝療育成果分享會圓滿完成

文圖/陳蓓真、游涴淨

11月 22日本場辦理「108年農山村

園藝療育成果分享會」，邀集農委會、種

苗場、彰化縣政府及中彰投三縣市農山村

社區居民，與會分享園藝療育成果。李紅

曦場長致詞表示，園藝療育為因應社會高

齡化之重要預防措施，臺中場在相關科

技計畫驗證及農村社區推動已有 2-3年經

驗，未來更可結合農委會規劃中之綠色照

顧政策，持續協助發展；今年度持續於 3

個農山村社區推動健康促進與園藝療育工

作，居民在培訓及活動帶領下，產生的療

育作品具巧思且可為社區產業帶來收入，

活動本身的療育效果亦極獲居民肯定。李

場長也邀請社區夥伴參加明年本場開放日

活動展示及展售，讓園藝療育在社區永續

發展。

本次分享會由朝陽科技大學歐聖榮

教授發表「景觀療癒設計原則與案例分

享」，本場及種苗場說明今年度計畫執行

成果，並由社區分享推動園藝療育之歷程

與療育活動發想。最後由宏國德霖科技大

學園藝系廖曼利教授講授「園藝療育活動

示範及操作」，指導與會者運用在地資源

或家中可取得的材料，巧妙結合療育活

動，維持長輩邏輯認知及手部精細動作，

讓社區成為園藝療育推展的重要基地。

▲ 李紅曦場長 (中 )、歐聖榮教授 (左 )與六股
社區王原祥理事長 (右 )於療育庭園拍照區，
戴上菘蘿草帽打卡，留下亮點合影

▲ 現場佈置療育庭園，具顏色鮮豔及不同高度的花台，並展示適合長輩之療
育活動教案展示

文圖 /陳葦玲

提到冷凍蔬菜，大家可能馬上聯想到毛豆、甜玉米、胡蘿蔔

等，經評估菜豆會是一個新的好選項。為了開發新品項以開拓冷

凍外銷蔬菜市場，本場近年來積極針對冷凍加工用矮性菜豆進行

品種選育，所育成新品種‘台中 6號’已於 3月取得植物品種權，

為推廣產業應用，特於 11月 27日假彰化縣大城鄉旺來果菜生產

合作社吳一志農友田區辦理「矮性菜豆新品種台中 6號」田間觀

摩會，說明該品種育成經過、特性及栽培管理要點。

觀摩會由本場李紅曦場長及大城鄉農會蔡南輝總幹事共同主

持，現場共有臺灣冷凍蔬果同業公會業者及對矮性菜豆栽培有興

趣的農民近 100人前來參加。會中由陳葦玲副研究員說明矮性菜

豆‘台中 6號’特性、吳一志農友分享栽培經驗，並由農糧署蔡

正宏技正說明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政策。與會人員討論熱烈，且給

予實質的建議期許能持續開發，希望能在臺灣毛豆產業成功經驗

下，開發矮性菜豆成為下一個潛力績優股。▲ 冷凍蔬果同業公會廠商給予新品種寶
貴意見

▲ 大城鄉農會蔡南輝總幹事、冷凍蔬果
同業公會李窈夙總幹事、試作農戶吳
一志先生、本場陳葦玲副研究員、李
紅曦場長及中興大學張力天教授 (由
左而右 )於示範田區合影

▲  矮性菜豆‘台中 6號’果莢外觀品質佳

② 廖曼利教授帶領園藝療育活動，進行辣椒編織
③ 朝陽科技大學歐聖榮教授發表「景觀療癒設計原則與案例分享」
④ 學員進行辣椒編織活動

① 霧峰區吉峰社區、社頭鄉湳雅社區、集集鎮隘寮社區及霧峰區六股社區展示
培訓成果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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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
南投縣國姓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第 3班

守護食安、友善環境栽培的實踐者  
108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胡志豪

文圖/吳建銘、林靈、國姓鄉農會

「Tree to Cup 100%國

產咖啡」，南投縣特用作

物產銷班第 3班為全臺最

大之咖啡產銷班，班生產

面積約 32.18公頃，咖啡

樹從種植、採收、調製、

販售等，100%於國姓鄉

製作，如同產地到餐桌，

一條龍生產，再透過咖啡

莊園串聯 1級至 6級產業，

讓國人了解國產優質精品

咖啡之莊園文化。「首創

低溫無氧發酵 ~綻放中海

拔精品咖啡魅力」，班導

入各項咖啡調製機械，首

創咖啡色選機提升選豆品

質與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吸引同業爭相參觀學習，

透過班每月杯測精進班員

品質，104年的「蜜處理豆」勇奪 CQI(Coffee Quality Institute)評鑑

84.92分佳績，106年再以科技結合低溫無氧發酵熟成絕佳風味，完美

醞釀出中海拔咖啡魅力，更榮獲 COFFEE REVIEW 的 92分成績，打

破與提升中海拔咖啡既定印象與口感層次。「接地氣 ! 產地標章 + 產

銷履歷雙標章咖啡」，全臺首創產地標章與產銷履歷雙標章咖啡，為

發展國產在地優質精品咖啡之最佳榜樣。因班長期致力推廣國產精品

咖啡與咖啡莊園文化不遺餘力，108年榮獲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著實對班努力之肯定。

文圖/蔡本原

來自彰化縣埔心鄉的胡

志豪青農，曾經從事水果批

發工作，退伍後因不捨年邁

的父母仍在果園辛勞，便回

家接棒葡萄園的經營管理，

有了父母親的栽培經驗傳承

及自身農業科系背景，再加

上試驗改良單位的輔導，他

引入創新栽培模式佐以科學

化數據管理，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建立自有品牌「古月葡萄」並註

冊商標，近年來更成為葡萄評鑑競賽中的常勝軍。

在光鮮亮麗的背後，志豪也道出返鄉從農時的內心掙扎，當

初接手經營果園時，他提出「草生栽培」理念時，幾乎全家人反對，

父親更是不看好，幸好他培養一群由雞、鴨、鵝等家禽所組成的糾

察隊，不定時清除田間雜草、蝸牛及害蟲，堪稱最佳幫手，另施用

本場開發之友善與循環資材，不僅省去化學肥料與除草劑的支出，

更維持葡萄良好樹勢。

目前通過產銷履歷驗證面積為 2.1公頃，他秉持著讓葡萄回歸
最原始的自然香甜，從產銷履歷試辦階段即加入，認為產銷履歷是

農民必備，不僅操作簡易，生產紀錄獨具巧思，更是對消費者負責

的承諾。在銷售方面，堅持給消費者優質、美味又安全的葡萄，落

實分級包裝，在

包裝盒設計上用

盡巧思，成功將

古月葡萄打造成

頂級精品禮盒，

提升產品價值，

搶攻送禮市場，

獲得顧客廣大迴

響。

文圖/張惠真

農委會第一屆十大綠色照顧頒獎典禮於 11月 6日假臺灣博物館
南門園區舉開，本場轄內共有 10個地區農會獲獎，李紅曦場長特地
到場表達關心與誠摯的祝賀。

為因應農村人力結構嚴重老化，農委會以綠色照顧概念推動農

村高齡者服務，結合了農漁民團體與 NGO組織網絡，利用農業自然
元素藉由互動的歷程來療育人們身心。為了建立優良典範，展現農漁

恭賀彰化縣大村鄉、和美鎮、南投縣水里鄉農會
榮獲第一屆十大綠色照顧優良典範

▲ 獲獎之臺中市龍井區農會與李紅曦場長
(中間 )及臺中市政府陸夢賢科長 (右 1)
合照 ▲ 南投縣獲獎單位與李紅曦場長 (左 5)合照 ▲ 彰化縣獲獎單位與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 (前排右 6 )、李紅曦場長 (前

排左 5)合照

▲ 專業機械化之咖啡處理工坊，有效減少處理人工

▲ 胡志豪 (右 2)守護農業與食安，榮獲 108
年度產銷履歷達人

▲ 班致力推廣臺灣精品咖啡，種植面積逐年提升

村綠色照顧成果，特舉辦全國十大綠色照顧優良典範徵選活動。此次

參選案經書面初審入選 23個單位，本場轄區水里鄉農會、和美鎮農
會及大村鄉農會榮獲「十大綠色照顧獎」，鹿谷鄉農會及龍井區農會

獲得「最佳獎」，集集鎮農會、草屯鎮農會、溪湖鎮農會、花壇鄉農

會與彰化市農會榮獲「潛力獎」，獲獎單位不僅跳脫傳統農業藩籬，

更帶出綠色照顧的新創意，故獲得頒獎肯定。

▲ 垂掛於枝條間的葡萄通過
產銷履歷驗證，粒粒都是
胡志豪的心血與驕傲

▲ 胡志豪參與包裝盒設計，
成功將古月葡萄打造成頂
級精品禮盒，搶攻送禮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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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杜易倉

畜產試驗所黃振芳

所長帶領所內主管同仁

一行 25人，於 11月 12

日蒞臨本場進行標竿學

習並交流。李紅曦場長

親自接待，於致詞表達

歡迎之意後，先觀看本

場簡介影片以了解本場

業務推動與研發現況；隨後由陳俊位分場

長就動物保健與循環農業計畫進行報告，

雙方並進行業務交流討論；接著由楊嘉凌

課長引導至展示館介紹本場歷年重要研發

成果；最後由

改良課陳葦玲

副研究員在蔬

菜溫室介紹蔬

菜設施栽培。

今日畜試所首

度來本場參訪，雙方就畜產與作物跨域互動

熱絡，兩位首長均表示，除了目前在飼料添

加物與循環農業計畫的交流外，期許未來有

更多的合作契機。

彰化縣埔鹽鄉花椰菜栽培田區
雜草綜合防治觀摩會

南投縣草屯鎮農業設施
智能管理技術觀摩會

文圖/王照仁

本場於 11月 13

日假彰化縣埔鹽鄉蔬

菜產銷班之栽培田

區，舉辦花椰菜栽培

田區雜草綜合防治觀

摩會，由李紅曦場長

與埔鹽鄉農會推廣

部黃淑滿主任共同

主持。該示範田區呈

現以萌前除草劑單獨

施用或搭配壬酸的使

用，來達到雜草防治

之成果。會中由戴振

洋副研究員針對蔬菜

栽培田區雜草綜合防

治技術進行說明，農

試所石憲宗副研員對

壬酸在蔬菜田雜草的應用進行宣導；此外，農糧署中區分署王泳傑先

生宣導目前農機具補助政策，趙佳鴻副研究員則介紹產銷履歷與農民

職業災害保險。參與農友於會中紛紛提出平時遭遇之栽培及雜草管理

問題進行熱烈討論，並分享相關經驗，此次觀摩會共吸引 80位農友

參與。

文圖/陳令錫

本場 11月 8日假南
投縣草屯鎮洪寶進農友溫

室，辦理「農業設施智能

管理技術觀摩會」，由白

桂芳課長與草屯鎮農會蕭

忠郁總幹事共同主持，草

屯鎮簡景賢鎮長亦蒞臨觀

摩會現場致詞勉勵。本次小黃瓜示範田經導入具有智能管理之灌溉與

高壓噴霧技術，小黃瓜生長健康又強壯。陳令錫副研究員介紹示範之

智能管理主要透過作物蒸發散量之估測，使作物灌溉能適時又適量；

另整合環境感測技術適時啟動高壓噴霧，達到蒸發冷卻降溫效果。洪

寶進農友則分享操作之經驗，使用智能管理技術後不用再擔心灌溉水

量太多或不足問題，同時可降低溫室積熱問題。與會農友也提出溫室

生產管理技術問題，進行熱烈討論，觀摩會共成功吸引產學研界人員

和農友約 120人參與。

畜產試驗所至本場標竿學習及業務交流 農委會第 5屆
百大青農輔導名單出爐

▲ 李紅曦場長 ( 前排右 5)、蕭政弘秘書 ( 前排左 3) 及畜試所黃
振芳所長 ( 前排左 5) 與參訪同仁於本場行政大樓前合影

▲ 李紅曦場長 (中 )與埔鹽鄉農會推廣部黃淑滿主任
(右 2)共同主持觀摩會

▲ 白桂芳課長 (左 1)與草屯鎮農會蕭忠郁總幹事
(左 2)共同主持觀摩會

▲ 埔鹽示範農友施議芳先生 (中 )向與會來賓分享心
得

▲ 陳令錫副研究員 (右 )介紹設施蔬果作
物蒸發散量之估測，與應用於智能灌溉
及溫室降溫

▲ 示範農友洪寶進先生（左 1）向與會
者分享使用心得

第 5屆百大青農輔導名單公布，
本場轄內青農如下：

個人組： 陳建凱、林積瑩、黃稚淋、陳正杰、

　　　　鍾志宏、林坤達、詹勝仁、丁茂琳、

　　　　張威然、許彤蓉、邱淑怡、林　隺、

　　　　張勝雄、黃聖祐、江嘉維。

團隊組： 蔡宏易、呂雅君、廖仁士、劉建榮、

　　　　蔡文傑。

農委會將於 12月 16日舉行第 5屆百大青

農「鬥陣作農 贏未來」活動，恭賀以上青農。

▲ 楊嘉凌課長 (右 1)介紹本場研發成
果

▲ 本場陳葦玲副研究員 (左2)
介紹蔬菜溫室水耕栽培

▲ 陳俊位分場長 (著綠背心 )
進行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