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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主任委員接掌農委會

林學詩場長參加南投縣農民節活動肯定農民豐碩成果

新紀錄梨赤星病菌 -獨角膠銹菌

108 年度草屯鎮美栗南瓜評鑑比賽

陳吉仲主任委員接掌農委會

金豬獻瑞
農委會表揚第 3 1 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

資料來源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農委會

蔡英文總統於 1月 14日主持「新任行政院長、副院長及政務首長等人員宣誓典禮」，其中新

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陳吉仲接掌。新任陳主委生於屏東縣，農家子弟出身，歷任農委會

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中興大學特聘教授、主任秘書及台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長，在學界及

農政單位深耕與服務。

是日「行政院院長暨新任部會首長聯合交接典禮」，陳吉仲主委從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手中接

下印信，即隨陪同蘇院長前往桃園國際機場視察邊境防堵非洲豬瘟檢疫相關作為，農委會堅守「超

前佈署、阻絕境外」宗旨，與全民共同防杜非洲豬瘟入侵。

文圖 /林靈

農委會於 1月 30日舉辦「第 31屆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頒獎典禮」，表揚全國 10
位十大神農、12位模範農民，典禮由行政院蘇貞昌院長開場致詞，肯定得獎者在農業
領域卓越貢獻，由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員與各場場長擔任頒獎人，表揚得獎者建立之

農業典範。本場轄區榮獲十大神農為臺中市新社區廖秉鋐先生 (文心蘭 )、外埔區鄭金
崑先生 (養蜂 )；榮獲模範農民為南投縣竹山鎮羅正彬先生 (茶 )、彰化縣溪州鄉林有信
先生 (蔬菜 )及芳苑鄉吳鴻基先生 (蛋鴨 )。廖秉鋐先生仿效荷蘭MPS認證，致力行銷
臺灣文心蘭，並成功外銷至日本、澳洲、香港、杜拜等國，提升臺灣文心蘭能見度；

鄭金崑先生輔導農民申請國產蜂產品證明標章，帶領產銷班通過 ISO 9001:2008認證，
改善蜂產品衛生包裝，為產業建立新典範；羅正彬先生通過有機認證、產地標章及產

銷履歷驗證，形塑「全國唯一雙認證」茶葉分級產品，建立「共好平臺」行銷在地產業，

對產業文化推廣貢獻良多；林有信先生推廣永續安全農業生產，鼓勵班員申請產銷履

歷驗證，鼓勵在地青年返鄉從農，成為在地農業領頭羊；吳鴻基先生推廣生鮮鴨蛋，

導入標準非開放式禽舍，減少禽流感發生，榮獲107年「非開放式水禽舍模組設計手冊」
模範場，得獎者接下象徵榮耀的獎項，共創臺灣農業新願景。

▲ 陳吉仲主任委員 (右 )由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手
中接下印信 (圖 /擷取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影片 )

▲ 蘇貞昌院長 (右 6)蒞臨頒獎會場與十大神農得獎人合影

▲ 林學詩場長 (中 )、芳苑鄉農會謝介民總幹事 (右三 )與轄
區 5位得獎農民羅正彬 (左一 )、鄭金崑 (左二 )、廖秉鋐 (左
三 )、林有信 (右一 )、吳鴻基 (右二 )合影

▲ 陳吉仲主委 (左二 )與林學詩場長 (右二 )頒獎給
十大神農廖秉鋐先生

▲ 蘇貞昌院長 (右 7)蒞臨頒獎會場與模範農民得獎人合影

▲ 陳吉仲主委 (左二 )與林學詩場長 (右二 )頒獎給
十大神農鄭金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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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成果奏效  發揮實質助益

文圖/曾康綺、張惠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緩解農業缺工，改善季節性人力需求，辦理多元

化勞動補充措施，為鼓勵各傑出調度單位，於 1月 3日在農委會舉辦改善農
業缺工成果發表記者會，陳代理主委吉仲主持頒發感謝狀給表現傑出調度單

位，並由輔導處范美玲處長說明執行成果，已改善約五成季節性人力需求，

且調整農業生產模式，以機械化及自動化取代人力，運用多元人力支援農業

工作。本場轄區共 3個單位獲頒獎項，包括臺中市石岡區農會為農業技術團
的開團元老，南投縣中寮鄉農會辦理耕新團累計服務農場家數達到全臺第

一，彰化縣農會調派的農業技術彰化團執行率最高等事蹟。

本場協助農業技術團臺中團與彰化團準農業師傅之招訓與補徵人力，進

行缺工人力之培訓與專業技術養成，60名在職人力於 275家申請派工農場累
計上工 14,691.5天。為協助更多農場一般性農務工作，南投縣中寮耕新團與
彰化縣芬園團，共徵選50名農耕士，累計服務農場622家次，派工9,172.5天，
執行成效良好穩定，達服務能量強化之目標。

歡迎有人力需求的農場，可與臺中市石岡區農會、彰化縣農會、芬園鄉

農會、南投縣中寮鄉農會及南投縣農會聯絡。

臺中場年度重頭戲隆重登場 ~
「107 年度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

文圖/郭建志

又逢一年一度

本場科技計畫研究成

果發表會，除本場同

仁參與外，轄區各

農會推廣人員亦踴躍

參加。洪梅珠副場長

開幕致詞勉勵同仁莫

忘改良場所肩負的任

務，應致力於作物育

種、農業技術的改良

推廣與研究報告的撰寫，持續保持研發成果與能量，將成果推廣予

產業使用。本次發表會由本場研究人員將執行科技計畫的成果以書

面摘要及口頭報告的方式發表共 20 篇論文，分為 (1) 水稻及蔬菜作
物栽培及品種選育研究， (2) 雜糧、果樹作物栽培及品種選育研究， 
(3) 生物資材、病蟲害防治與農業機械應用研究，及 (4) 農業推廣、
園藝治療及食品加工研究等四大主軸。發表會另增加評分表，由參

與人員對發表者之簡報內容、儀表態度、時間掌握及可應用度進行

評分，表現優良同仁將由本場於公開場合頒獎，參與發表之同仁都

使出渾身解數，期望將研究成果完整的呈現給與會人員。

▲ 陳代理主委吉仲 (左 6)頒發感謝狀，感謝表現傑出之調度單位

▲ 改善農業缺工成果發表，推廣農業人力團，將持續服務全臺缺工農場

日本 Maripo 農場 - 從農場到餐桌

林學詩場長參加南投縣農民節活動
肯定農民豐碩成果

文圖/陳世芳

1月 26日本場林學詩場
長參加 108年度南投縣各界
慶祝農民節活動，由南投縣

政府與南投縣農會合辦，假

南投縣政府地下 2樓大禮堂
辦理，活動由林明溱縣長與

南投縣農會暨 13鄉鎮市農
會，共同以特色農產品呈現

107年度農業生產成果揭開序
幕，會中表彰第 31屆全國模
範農民、南投縣模範農民、

優秀農民與各級農會服務滿 20及 25年資深績優服務人員。
林場長於活動致詞時表示，本人兼任台灣園藝學會理事長，三

年前曾經邀請國際園藝學會澳洲籍的理事長來台，住宿日月潭，請他

喝烏龍茶，讓他讚不絕口，說是全世界最好喝的茶，對南投縣烏龍茶

留下深刻印象。第二年我再度邀請國際園藝學會全體理事來台參訪，

他也真的親自採購茶葉及茶具帶回國，可見得我們的茶真的很好。今

年二月台灣園藝學會舉辦年度大會之次日，我們將帶領二部遊覽車的

會員來南投縣參訪，享受南投縣豐富的觀光資源與優質農產品。春節

將至，歡迎全國各界來遊南投買農產，一同為南投縣農業打拼。

▲ 林學詩場長 (第二排左 4)與南投縣政府陳瑞慶處長 (第二排左 3)、南投縣農會
曾明瑞總幹事 (第二排右 4)一起推薦青年農民用心生產農產品給消費者

▲ 林學詩場長於活動致詞肯定接受表揚之
優秀農民辛勤貢獻

▲ 洪梅珠副場長勉勵本場同仁持續致力各項試驗研究

▲ 本場同仁使出渾身解數為在座的聽眾進行研究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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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錄梨赤星病菌 - 獨角膠銹菌
文圖 /沈原民

2015年，在進行梨赤星病菌核酸序列分析時，偶然發現苗栗縣卓蘭鎮龍柏上的梨赤星

病不只一種，後續於 2015-2017年間在卓蘭、大湖一帶採集更多樣本，作分子序列分析、

接種、鑑定，確認在臺灣中部地區有獨角膠銹菌 (Gymnosporangium unicorne)族群存在，可

於龍柏上生成感染源，每年 2-3月左右感染梨樹造成梨赤星病，此為臺灣發現的新紀錄真

菌。獨角膠銹菌在 2009年被發表，特徵是在龍柏上的冬孢子角單獨生長而不造成龍柏葉片

簇生，本研究前僅知分布於韓國，現在已知分布地點為韓國與臺灣。在臺灣確認有 2種病

原可造成梨赤星病：獨角膠銹菌與亞洲膠銹菌 (G. asiaticum)。依目前的調查，大部分在龍

柏上與梨樹上的銹病感染是由亞洲膠銹菌所引起，獨角膠銹菌相對較少，但依過去韓國的

研究，獨角膠銹菌的寄主範圍比亞洲

膠銹菌更廣，因此在梨產區附近的潛

在寄主植物、以及不同種類梨赤星病

菌在梨樹上的發生情形，值得後續調

查研究。病害管理方面，如同過去梨

赤星病的管理，首要應避免種植中間

寄主龍柏，在 2-3月左右於梨樹上參考

梨赤星病的防治策略作病害管理。

病蟲監測作得好、水稻生產沒煩惱 日本 Maripo 農場 -從農場到餐桌

文圖/廖君達

水稻生育期間遭逢多

種病蟲危害，重要的種類

包括稻熱病、白葉枯病、

紋枯病、莖螟蟲類、飛蝨

類及瘤野螟等，若未能做

好防治工作，經常造成嚴

重的產量損失。農民對於

水稻病蟲的防治，除孰悉

有害病蟲的好發時期是基本功外，還需要考量不同年度的氣候差異

及田區的環境差異，此均會影響當年度有害病蟲的發生時間及程度，

進而改變最佳的防治時機。因此，小區域的病蟲害田間監測變得相

當重要，方能達到良好的防治功效。

一期稻作插秧後留置田間的秧砧是監測葉稻熱病的有效工具，

當秧砧之水稻秧苗葉片出現葉稻熱病初期病徵，農民即可進行防治

作業。紋枯病病徵由稻叢基部向上擴展，水稻分蘗盛期後每周固定

檢查稻叢基部 1次，發現初期病徵時為防治最佳時機。莖螟蟲的初
齡幼蟲會鑽入水稻下位葉之葉鞘取食並造成葉鞘黃化，當發現此症

狀時進行施藥，會得到最佳的防治效果。而且，昆蟲性費洛蒙對於

二化螟及大螟亦有優異的監測能力。飛蝨類的監測須於水稻幼穗形

成期後，每周走進稻田觀察飛蝨是否遷入並群聚稻叢基部，若每叢

水稻超過 5隻以上即刻進行防治。有關瘤野螟的監測，白天受到驚
擾於田間飛竄的成蛾是最佳的指標，當每平方公尺達 1隻成蛾，即

達到需要進行防治

的密度。若能作好

水稻有害病蟲的監

測，在最佳的時機

精準防治，讓病蟲

害不再成為農民栽

培水稻的煩惱。

▲ 觀察水稻下位葉之葉鞘黃化來決定莖螟蟲的
防治時機

▲ 留置田間的秧砧是監測水稻葉稻熱病的最佳工具

▲ 獨角膠銹菌在龍柏上具有單獨生長的冬孢子角

▲ 獨角膠銹菌之冬孢子 ▲ 獨角膠銹菌感染於梨葉，產生毛狀的銹孢子器

文圖/羅佩昕、林煜恒

有機與友善農業為

臺灣農業目標，日本在

推動有機與友善農業已

有長久歷史，因此本場

提出建構有機農業網絡

與友善耕作技術發展之

相關計畫，至日本研習

有機與友善農業推動案

例。本次拜訪位於千葉

縣的Maripo農場，農場
主人古木真也先生，具

有豐富的發酵知識，由

作物栽培管理、食品加

工到商品販賣皆一手包

辦，並致力於食農教育

與「小孩食堂」的活動。

農場作物的管理模

式以友善為訴求，古木先生秉持“土著菌＂的概念，他認為由在地

土壤所篩選的菌種，對環境的適應性最好，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利用黃豆水發酵木黴菌和乳酸菌，經噴施或土壤灌注施用於植物，

可增強作物對病蟲害的抵抗力，當作物生長良好即不需要施用農藥

防治。農場以種植茭白筍、木耳、豆類為主，古木先生將農場種植

的新鮮食材製成特色餐點，提供來到農場體驗食農教育的客人享用，

以了解由農場到餐桌的概念。古木先生另一核心概念為「食材不該

被浪費」，其向附近農民收集農產格外品，如外觀不佳的蓮藕，經

由烘乾製成蓮藕乾，而無法加工食用的部分，則以菌種發酵製成肥

料。除了加工外，他也將格外品送到東京的「小孩食堂」，讓弱勢

小朋友能以便宜的價格享用餐點。本次至Maripo農場拜訪，除了了
解農場主人從農場到餐桌的管理模式與想法外，更感受日本人對食

農教育的重視。

▲ 農場主人古木真也先生介紹田間作物栽培管理
方法

▲ 格外品蓮藕於加工室進行清洗、截切及烘乾，
製成蓮藕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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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毛 分 解 菌 固 態 製 劑 之 開 發

1 0 8 年度草屯鎮美栗南瓜評鑑比賽

文圖 /曾宥綋、郭雅紋

產 脲 節 桿 菌 株 TC4-1C (Arthrobacter 

ureafaciens TC4-1C)，具溶磷及分解羽毛能力，

可應用於水解羽毛，生產富含胺基酸之液態肥

料。為克服液態菌劑儲運不便及提高菌株保存

性與應用性，需將菌液進行固體化，本研究發

現磷礦石粉可作為菌株 TC4-1C之載體。將菌株

TC4-1C之菌液與滅菌之磷礦石粉均勻攪拌混合後，此含菌複合物於室溫之

儲架壽命可達 6個月以上，菌數維持 108 CFU/g以上且雜菌率低，將此含

菌複合物添加至羽毛液態培養基，仍具分解羽毛能力，顯示，菌株功能性不因與磷礦石粉複合而消失，此含菌複合物可視為羽毛分解菌之

固態製劑，有助於提高菌株之儲存與產業應用性。

文圖 /林煜恒、戴振洋

栗子南瓜口感鬆軟，富含澱粉質，連皮食用帶有栗子的香甜風味，近年

來深受消費者喜愛。草屯鎮農會自 98年起推廣栗子南瓜栽培，鼓勵農友在

二期水稻收成後，進行栗子南瓜生產，至今栽培面積達 28公頃，草屯鎮農

會 1月 18日辦理第四屆美栗南瓜評鑑比賽，開放全國種植優質栗子南瓜的

農友參加，共計 57組參賽。本次比賽由農糧署、屏東科技大學及本場研究

人員擔任評鑑工作，針對果實重量與整齊度、外觀性狀、果肉性狀及質地風

味等進行評分。今年度參賽的各組栗子南瓜品質優異，顯示農友用心及栽培

技術提升。草屯鎮農會多年來成功推廣栗子南瓜，使其成為地區具經濟規模的栽培作物之一，更成功為草

屯地區建立「栗子南瓜故鄉」的美稱，而高品質栗子南瓜亦成為在農曆年節最佳的伴手禮之一。

高麗菜種植登記，農民收益有保障

資料來源 /農糧署

為穩定產銷讓農民了解全臺甘藍種植狀況，預為評估種植風險，以調節種植面積，

並使政府在有超產之虞前提早啟動加工、外銷及行銷等措施穩定產銷，農委會經邀集

產地農民團體、地方政府、地區農會、育苗業者及專家學者召開4次研商會議達成共識，
訂定甘藍種植登記作業方式及後續產銷輔導措施。

甘藍種植登記預定由土地所在地農會受理農民登記，農民須提供地段號、面積、

預定種植時間、聯絡方式、確認種植者資料，另農糧署建立之種植登記系統未來也將

於系統介面顯示即時前後 2旬登記統計資料，提供農會及農民參考，而參與登記之農
民，經受理農會現勘確認種植面積後，可申請有機質肥料補助，每公斤補助上限 3元，
每公頃最高 3萬元。

當市場甘藍產銷壓力大時，農糧署將啟動外銷、加工及行銷等產銷調節措施，以

有登記農民為優先，如品規符合加工或外銷需求，將輔導農民團體或加工廠以 6元 /公
斤以上收購。如經上開措施仍未紓緩產銷壓力，以每公頃 10萬元方式保障農民基本收
益，每位農民保障 2公頃為上限。

農委會已與大宗蔬菜育苗業者成立 Line群組，加速資訊流通及預警效果，也請育
苗業者提供播種量資訊，未來將以播種量、供育苗量及種植登記相互勾稽，經確認有

超產之虞，由農糧署於登記系統發布預警訊息，並以多元管道加速資訊傳播，使農民

評估種植時機。

▲ 羽毛分解菌固態製劑外觀

▲ 羽毛分解菌固態製劑放置 6個月後菌數維持高濃度及純度高無汙染或雜菌 
(左圖 )，經接種至羽毛培養基可分解羽毛 (右圖 )

處理 對照

本場 FB 粉絲團

歡迎按讚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農業缺工好幫手

Android 載點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2月 21日 本場新春暨研發成果記者會 本場農業推廣課多功能教室

3月 16日 「新農業心生活 -洋桔梗春之饗宴」
開放日活動

本場場區

3月 16日 農民學院學員回娘家友善環境病蟲害防治之應
用講習

本場農業推廣課
1樓階梯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活動
快訊

▲ 評審群針對栗子南瓜果實整齊度
及外觀性狀進行評分

▲ 優質的栗子南瓜為年節最佳伴手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