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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時刻 第 32 屆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頒獎典禮

牛兆豐年賀新春～臺中場年終研發成果記者會暨有機栽培園區揭牌

110 年度美栗南瓜全國評鑑競賽

110 年優良水稻推廣品種公告及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簡介

榮耀時刻 第 32 屆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頒獎典禮

農業缺工好幫手
iOS 載點

文圖 /吳建銘、李昱錡、杜易倉、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10年 1月 27日舉辦「第
32屆全國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典禮」，蔡英
文總統及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特別蒞臨並致詞表達

祝賀之意，肯定各得獎人對農業的努力與貢獻，

並頒發十大神農獎當選人證書、匾額及獎金，另

12位模範農民也獲頒當選證書及獎金，表揚其在
農業上的卓越表現。

本場轄區本屆共計 2位榮獲全國十大神農、
3位獲得全國模範農民，其中名間鄉謝瑞裕 (有機
薑黃與石斛 )與芳苑鄉吳鴻基 (蛋鴨 )榮獲十大神農，魚池鄉王朝
偉 (紅茶 )、竹塘鄉李美玲 (洋菇 )及二水鄉林肇榮 (稻米 )榮獲模
範農民。

頒獎典禮上農委會陳吉仲主委首先說明農委會近年來已完成

之重大績效，包含推動農民福利相關的三保一金、動植物防疫及全

面推動綠色環境給付等成果，並提到未來重大政策，包含推動自動

化機械與冷鏈物流計畫等，顯示政府推動農業政策的成果與用心規

劃。陳主委隨後更表示本次獲獎者對應新農業政策，包含本場轄區

謝瑞裕以有機方式生產薑黃；林肇榮以環境友善耕作方式契作水稻，

均成立自有品牌，堅持生產安全農產品，呼應政府把關食安的政策

目標，以及消費者購買安心農產品的需求；而面對農業轉型升級挑

戰，導入智慧科技投入生產及管理，包括開發自動化及標準化蛋鴨

飼養的吳鴻基；以智慧環控設施生產履歷霸王洋菇的李美玲；更有

發展六級化產業的典範，如本屆最年輕得主王朝偉，致力發展魚池

鄉紅茶六級化產業。陳主委肯定獲獎者的成績豐碩，值得政府及農

民借鏡，一起讓臺灣農業進步成長，最後期勉得獎者作為種子在全

國各地萌芽與茁壯，發揮帶動農業發展的示範效果。

臺中場
FB 粉絲團

臺中場 LINE 作物
病蟲害諮詢診斷服務

臺中區農改場
大小事推播

1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右 3)、李紅曦場長
(左 2)、農委會輔導處陳俊言處長 (左
1)等，與十大神農得主謝瑞裕先生 (中 )
共同合影

2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右 3)、李紅曦場長
(左 3)、輔導處陳俊言處長 (右 2)等，
與十大神農得主吳鴻基先生 (右 4)共
同合影

3  李紅曦場長 (左 4)與彰化縣十大神農
得主吳鴻基先生 (右 4)與模範農民得
主李美玲女士 (左 5)及林肇榮先生 (左
3)，以及相關輔導單位共同合照

4  李紅曦場長 (左 3)與南投縣十大神農
謝瑞裕先生 (右 4)與模範農民王朝偉
先生 (右 3)及相關輔導單位合影

 蔡英文總統 (中 )頒發十大神農匾額給名間
鄉謝瑞裕先生 (左 )

 蔡英文總統 (中 )頒發十大神農匾額給芳苑
鄉吳鴻基先生 (左 )

1

3

2

4

本場 榮獲農委會 109 年度產銷履歷制度推動團隊成就

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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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鄉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

牛兆豐年賀新春～
臺中場年終研發成果記者會暨有機栽培園區揭牌

文圖 /李昱錡、吳建銘、杜易倉、游詩妮

為協助並推廣中部地區農作物栽培及病蟲害管理，本場於本

(110)年 1月 19日假南投縣信義鄉舉開本年度第 1場「農業技術講
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由李紅曦場長與信義鄉農會黃志輝總幹事

共同主持，現場約 90位農友參與。
李場長致詞表示，信義鄉是重要的茄果類蔬菜產地，栽培面

積約 625公頃，本次講習說明會除特別介紹番茄栽培管理、品種選
擇及病蟲害防治等技術外，同時介紹實際耕作者從農工作證明等政

策，希望農友除獲得專業知識外，也能瞭解現行農民福利政策，以

享有及保障自身的福利，並提醒農友農民退休儲金制度業於 1月 1
日開辦，請記得至農會申請辦理。

而長期關心農業的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蔡培慧執行長，特

別指派余美滿專門委員與會，余專門委員代表致詞時表示，蔡執行

長擔任立法委員期間，推動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退休儲金等政策不

遺餘力，身為南投縣農村子弟，將持續協助在地農業發展。黃總幹

事表示，感謝本場照顧信義鄉農友，農民是農會的根，為了照顧在

地農友，農會一定會竭力協助農友栽培技術及推廣相關福利政策，

文圖 /蔡本原

本場於 110年 1月 26日辦理年終研發成果記者會暨
有機栽培園區揭牌，活動首先於本場場史暨成果展示館

揭開序幕，李紅曦場長表示，回顧本場 109年研發成果，
計育成豌豆、蕎麥及石斛蘭共 3個新品種，取得穗砧苗
排列式夾持與斜切裝置、以植物萃取物治療與預防病毒

感染的方法及平版型紙箱之摺立結構共 3項專利，辦理
21項科技研發技術移轉供國內農產業運用，供應作物種
原推廣至農民生產達 26,460公頃，免費服務農民土壤肥
力分析與病蟲害診斷案件共 4,517件，成果豐碩。李紅曦場長更表
示，本次記者會特精心挑選 5項亮點加以簡報說明，包括：具省工
效能之鐵粉披衣稻種的濕式水稻直播技術、安全友善之可濕性硫黃

應用於採收期豌豆白粉病防治新策略、循環農業之香菇廢木屑應用

於草花栽培介質技術、有機栽培園區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以及農

村社區長輩在地健康老化，園藝療育樂活成果，現場由本場同仁詳

細說明並展示成果。

隨後前往本場有機栽培園區進行揭牌活動，李場長致詞表示，

有機栽培園區占地 1公頃，於內設有水稻、雜糧、設施蔬菜、露天
蔬菜、果樹及水域生態等

試驗區。作物肥培管理使

用有機質肥料、微生物肥

料及微生物菌種分解的農

業剩餘物質等，對於病蟲

害防治則採用黃色黏板、

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及本場開發的微生物製劑。感謝場內各單位同

仁的協助，本場方能成為中臺灣首個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的政府試

驗改良單位，為使本場有機栽培園區十年來的研發成果得以展現，

除順利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外，更透過有機栽培園區的揭牌，與大

家分享喜悅。未來將配合政府政策推動有機農業發展，並持續在本

園區開發有機作物生產資材與技術，並建立作物有機栽培模式。本

次記者會受到 34位與會媒體記者及來賓肯定，對本場技術研發及
長年耕耘有機成果均大表讚賞。

▲ 李紅曦場長 (右 4)與廖君達副研究員、詹仁銓董事長、施明煌總監、黃山內董事長、
段淑人主任、謝瑞裕博士及陳建凱會長 (左至右 )，為本場有機栽培園區揭牌後留影

▲ 信義鄉農業技術講習暨農業政策說明會圓滿成功

積極推廣在地優質農特產

品，為信義鄉農友與農產

業作最大的努力。

本次課程由林煜恒助

理研究員講授番茄生產技

術，趙佳鴻副研究員講述

番茄潛旋蛾及乾旱下病蟲

害管理觀念；再由李昱錡

助理研究員說明實耕農認

定政策；最後由防檢局臺中分局陳貞妤技士宣導非洲豬瘟防疫措

施。

會後李場長訪視久美部落林昭志青年農民之彩色甜椒生產基

地，現場針對彩色甜椒栽培管理、栽培品種及市場銷售等議題進行

交流，李場長除肯定林昭志青農生產規模與優良品質外，亦請本場

研究人員持續輔導並精進栽培技術，成為其他青年農民與產業學習

標竿。

▲ 記者會現場展示 5項成果亮點，左至右為園藝療育於農村社區長輩在地健康老化的應用、有機栽培園區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循環
農業之香菇廢木屑應用於草花栽培介質技術、可濕性硫黃應用於採收期豌豆白粉病防治新策略，以及具省工效能之鐵粉披衣稻種的

濕式水稻直播技術。

 本場李紅曦場長 (前排右 2)與林昭志 (前排
中 )農友等人於彩色甜椒生產基地合影



中華民國一一〇年二月【258 期】 推廣活動 ‧ 新知 - 第 3 版 -

紅龍果尬香腸 迸出新滋味

文 /任珮君、吳建銘 圖 /任珮君

紅龍果為本場轄

區重要經濟果樹，栽

培面積約1,118公頃，
為串聯紅龍果產業鏈

發展，並增加紅龍果

素材多元應用，本場

開發紅龍果果粉與果

乾加工生產技術，並

與臺中市大安區及外

埔區農會成功合作開

發紅龍果香腸產品，於 110年 1月 22日特地假大安區農會進行新
產品發表會，紅通通的紅龍果香腸提前渲染年節喜樂的氣氛。

紅龍果含豐富的膳食纖維，為打破鮮果素材使用的季節限制

性，本場開發紅龍果素材加工技術，將外埔區農會優質的紅龍果鮮

果，以紅外線真空乾燥技術，移除紅龍果中多餘的水分，製作成紅

龍果乾及果粉等原料素材，完整的保留紅龍果營養價值。紅龍果素

材與大安區農會產銷履歷國產豬肉完美的結合，製作出甜而不膩的

紅龍果香腸產品。

紅龍果素材不僅可提供香腸亮麗的鮮紅色，並提高肉製品之膳

食纖維含量，增加香腸營養成分。外型亮眼的紅龍果香腸，鮮紅的

顏色更有祝賀運勢長紅、事業長紅及幸福長久等吉祥之寓意，是消

費者年節送禮的最佳選擇。

春節解解膩 黃金泡菜加工
文圖 /任珮君、王智群

春節過年期間親朋好友團聚，免不了大啖美食一番，吃膩了大魚大肉，想吃點清爽的東西

嗎？冬天是甘藍的盛產期，氣候微涼的春節正是做泡菜最佳時機，台式泡菜的製作最常使用原料

就是甘藍。甘藍俗稱高麗菜、包心菜，為我國種植面積最廣的十字花科蔬菜，也是國人最愛蔬菜

之一。一起捲起袖子，動手做清爽脆口的黃金泡菜解解膩吧！

加工流程如下：
1. 將甘藍洗淨後、切段，菜梗部分質地較硬，可用菜刀劃開，比較容易鹽漬。
2. 以沸水川燙甘藍 1 分鐘，讓甘藍組織軟化，取出、瀝乾。
3. 將甘藍和食鹽均勻混合，使食鹽均勻分布於甘藍表面，靜置 30 分鐘，使甘藍脫水。
4. 以飲用水沖洗甘藍表面食鹽，用手擰去多餘的水分。
5. 將水果醋、細砂糖、胡蘿蔔丁、豆腐乳、蒜仁及薑片等材料，放入果汁機中細碎，製作成

黃金醬料。細碎程度可依個人喜好度做調整。
6. 將黃金醬料與脫水甘藍混合後即製

成黃金泡菜。因泡菜為水活性高食
品，建議冷藏保存 10 天內儘速食用
完畢。

110 年度美栗南瓜全國評鑑競賽

文圖 /林煜恒、戴振洋

南投縣草屯鎮多年

來積極推廣栗子南瓜產

業，栽培面積已達 60公
頃以上，為全國栗子南

瓜栽培面積最大的鄉鎮。

為促進栗子南瓜產業發

展，並讓消費者認識栗

子南瓜的美味，草屯鎮農會特於 110年 1月 8日舉辦第六屆美栗南
瓜全國評鑑競賽，開放全國栽培優質栗子南瓜的農友報名參加，今

年參賽者多達 90幾組，最後進入複賽共 60組。本次比賽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投縣政府農業處、屏東科技大學及本場研究

人員擔任評審委員進行評鑑工作，針對果實重量、外觀、整齊度、

糖度、口感細膩程度及風味進行評分。為確保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

各參賽組別於比賽過程中逐一進行農藥檢測，確保果實無農藥殘留。

今年參賽的栗子南瓜在外觀與口感質地上表現優異，果實亦無檢出

農藥殘留，顯示農友在多年栗子南瓜栽培經驗累積下，無論在栽培

管理或是病蟲害防治技術已逐年精進，實為國內喜愛栗子南瓜消費

者的福氣。目前全國各地的栗子南瓜已進入採收期，當季的栗子南

瓜不僅營養美味，亦是年節送禮的好選擇，推薦消費者把握時機多

多購買，支持國內栗子南瓜產業發展。

▲ 評審委員針對栗子南瓜外觀及整齊度進行評分

▲  110年度全國美栗南瓜競賽共 60組進入複賽

1  將川燙過的甘藍和食鹽
均勻混合，使甘藍脫水

3   喜歡綿密口感醬汁，可
以用果汁機將胡蘿蔔等
材料打細一點

4   黃金泡菜建議冷藏保存
10天內儘速食用完畢

2   以飲用水沖洗已脫水的
甘藍表面食鹽

▲ 紅龍果香腸美味誘人 ▲ 本場開發紅龍果加工技術可延長
紅龍果素材保存期限

▲ 臺中市大安區農會紅龍果香腸等產品發表記者會
(左 2至左 5為洪梅珠副場長、外埔區農會李錦東
總幹事、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陳柏宏主秘、大安區農
會蔡建宗總幹事 )

黃金泡菜材料

原料 重量 /數量
甘藍 1,200公克

食鹽 30公克

水果醋 240毫升

細砂糖 200公克

胡蘿蔔丁 200公克

豆腐乳 6塊

蒜仁 10個

薑片 10片

麻油 依個人口味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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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優良水稻推廣品種公告及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簡介

芒果台中 1 號開花及著果期管理須知

文圖 /鄭佳綺

水稻為臺灣栽培面積最大的農作物，年栽培面積約 25萬公頃，
在經濟與糧食安全佔有重要性。為全面提升國產稻米品質及競爭力

與提供農民多元化品種選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每年均公告當年度

優良水稻推廣品種，本 (110)年公告的優良水稻推廣品種共計 26個
品種，包括食用品種 18個與加工用品種 8個 (表 1)，提供具產量
穩定、適應性良好、米質優良、食味佳及良好加工適性等特性之優

良水稻品種，供農民適地適種選擇種植，並配合「水稻良種三級繁

殖檢查制度」進行稻種生產，有效維持優良水稻品種純度，提供稻

農品質優良的稻種來源，提升稻米品質。

農作物良種繁殖檢查制度於 48年建立，89年修訂為「臺灣地
區農作物種苗檢查須知」將種子繁殖分為三個等級 (圖 1)：分別為
原原種田 (由育成單位設置 )、原種田及採種田 (由縣市政府委託育
苗中心或篤農家設置 )，並分別訂定田間檢查及室內檢查標準 (表2、
3)，檢查業務委由種苗改良繁殖場負責。經由嚴格的田間檢查及室

文圖 /陳盟松、許晴情

時序來到芒果台中 1號陸續開始抽花序期，此時期也是芒果栽培管理的關
鍵時刻。首先針對芒果重要的病害如白粉病、炭疽病及黑斑病；蟲害如薊馬、

介殼蟲、芒果螟蛾及芒果夜蛾等，在果實完成套袋前，應依年度栽培防治曆進

行施藥期程安排，倘若出現連續 3日以上降雨，在雨勢間歇時要加強防治，以
避免炭疽病等病原菌趁機侵入花序及果實，造成花序與果實受害。

在確實進行病蟲害藥劑管理下，為提高芒果著果率，確保有子果比率並穩

定產量，可於花序約 5公分長時，在果園放置含 80%黃豆粉及 20%魚粉的餌料，
用以繁殖麗蠅來幫助芒果授粉，每 1分地放置 5處、每處 4公斤。此外，在花
序開始抽萌時應予以灌水，可採微噴模式僅於植株基部提供水分，不建議採用

樹梢頂部噴灌方式，以免灌溉水噴灑到花序及果實表面造成病菌感染。果實順

利著果後，應在生理落

果期結束進行疏果，

以 1穗留 1果為原則，
並於果實生長到雞蛋大

小時進行套袋，提早套

袋可降低果實接觸病菌

的機會，進而減少用藥

的次數及病害感染的風

險，確保果實外觀優美

及維持良果率。

內檢查來控管品種純度、發芽率及異雜物等種子品質，避免優良品

種發生退化與混雜，造成品質下降。現階段輔導設置的品種以農糧

署每年公告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為主，透過嚴謹的稻種三級繁殖制

度，有效率的倍增優良品種種原，供應農民生產需求，有助於維繫

國內稻作產業的穩定與發展。

表 1.110年農委會公告之優良水稻推廣品種

食用品種

1 台稉 2號 10 台南 16號

2 台稉 8號 11 高雄 139號

3 台稉 9號 12 高雄 145號

4 台稉 14號 13 高雄 146號

5 台稉 16號 14 高雄 147號

6 桃園 3號 15 臺東 30號

7 台農 71號 16 臺東 33號

8 台中 192號 17 台農 81號

9 台南 11號 18 台中秈 10號

加工品種

1 台農糯 73號 5 台中秈糯 2號

2 台稉糯 1號 6 台中秈 17號

3 台稉糯 3號 7 高雄秈 7號

4 台東糯 31號 8 台南秈 18號

表 2.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之田間檢查標準

類別 異品種 稗草 其他雜草

原原種田 無 無 無

原種田 無 無 無

採種田 無 ＜ 1 株 /0.1 公頃 ＜ 10 株 /0.1 公頃

表 3.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之室內檢查標準
類別 純潔種子 (%) 無生命雜質 (%) 異品種 (%) 稗草、雜草種子

原原種 99.7 ＜ 0.3 無 無

原種 99.0 ＜ 1 無 無

採種 99.0 ＜ 1 ＜ 20粒 /公斤 ＜ 5粒 /公斤

水分含量 (%) ≦ 13

發芽率 (%) ≧ 85

容重量 (g/L)
稉稻 554
糯稻 532
秈稻 520

▲ 芒果花序抽萌約 5公分長時，
應開始於田間飼養授粉昆蟲
(麗蠅 )，以提高果實授粉，
穩定產量

▲ 芒果炭疽病會造成花序乾枯
與果實受害，在開花期至果
實套袋前應加強防治

農試所、
改良場

縣市政府委託育苗中心、
篤農家設置

原原種田 原種田 採種田 農民栽
培田

種子檢查

▲ 水稻良種繁殖三級制度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