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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副主任委員與本場同仁、中彰投地區青年農民及農會總幹事座談

▲ 農委會陳吉仲副主任委員(前排中)、林學詩場長(前排右1)與青年農民座談後合照

▲ 陳副主委吉仲(中)與本場同仁進行交流

▲ 陳副主委與中彰投地區總幹事進行農業座談與交流

文圖/蔡本原、陳蓓真

　　為使農業政策施政方針與目標符合農民需求，農委會陳吉仲副主任委員於 3 月

31 日蒞臨本場，與本場同仁、中彰投地區青年農民及各級農會總幹事分別進行座談，

達到深入在地與貼近民意的目的。

　　第一場由陳副主委先與本場同仁座談，了解同仁於第一線農業研究、推廣與推動

農業相關政策所遭遇的困難，期許本場研究與推廣工作和在地農業連結，使臺灣農業

更進步。本場提出的問題包括本場受委託試驗研究期程與經費管控之調整、安全用藥

講習推展遭遇的瓶頸、與大學合作提升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設置農業推廣服務站傳遞

農業訊息與知識、國際合作是否由總量管制改為比例制、人員的增補、技術移轉產品

可否納入有機資材補助項目等，陳副主委逐一答復並明確指示，鼓勵同仁持續深耕農

業科技。

　　第二場與中彰投青年農民座談，陳副主委針對農委會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進行說

明，包括對地綠色給付，確保農地農用和提升稻米品質、加速推動農業保險，提高保

障和穩定農民收入、及以需求帶動供給方式，補助學校營養午餐採用「4 章 1Q」食

材等政策，獲得與會青農熱烈迴響。青農提出遭遇之問題，包括剛踏入農業參加農保

資格及農地取得、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農業資材之查核、溫網室設施補助、如何結

合加工及行銷以落實六級產業、出國考察及進修、友善環境耕作及季節性農業缺工問

題等，陳副主委及與會長官皆詳細說明，並激發青農對農業的創新思維。

　　第三場則邀集臺中、彰化與南投地區各級農會總幹事進行農業座談，陳副主委

一一聽取總幹事提出在地農業的困難與未來發展方向，針對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之十

大重點政策充分交流，此外，並和輔導處洪忠修處長、農金局朱建偉副局長、農糧署

陳建斌署長與本場林學詩場長交換意見。陳副主委藉由本次的座談，深入淺出舉列政

府在農業施政理念，與農會總幹事充分交流，逐步解決問題，落實農業施政，共創永

續農業、富裕農村。

深入在地，貼近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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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曾康綺

　　農委會針對農業缺工問

題，辦理改善季節性缺工 2.0 措

施 -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計畫，

訓練農業專業師傅，並選定本

場試辦臺中技術團。受訓學員

是一群對果樹產業有興趣或未

來有意從事高技術性、季節性

農業工作者，在參訓前經過石岡農會辦理體能測試，男生扛著 20 公斤、

女生 10 公斤的沙包短跑 50 公尺，從 129 名報名者中，擇體力優者錄取

前 40 名者，成為此次農業師傅的受訓學員。

　　第一階段體能測驗通過的學員，在 3 月 6 日至 3 月 17 日參加本場

辦理的農業師傅專業訓練，課程以高接梨、葡萄、甜柿及柑橘等 4 項中

部地區重要果樹缺工的作業項目進行設計與規劃，內容包括品種特性、

週年生長及栽培管理技術、生長狀況診斷及實作、病蟲害概論及管理、

主要肥料種類及其特性、農機具概論與維修保養，由專業講師群包括本

場研究人員與實作經驗豐富的農民授課與現場示範，深入傳授嫁接、剪

枝與套袋技術，讓學員學習農業專業技能。田間實作訓練時，每位學員

繫著 S 腰帶，拿著整枝剪、鋸子、切接刀，操作梨樹嫁接及套袋技巧、

葡萄的夏季及冬季整枝修剪、甜柿及柑橘的整枝修剪等專業技術，最後

再經實作考試及筆試後，擇優錄取 30 人，成為準農業師傅，期透過農

業專業技術訓練，練就一身好工夫，成為具有農業專業背景的人力，以

幫助農民進行

農場技術性工

作，紓解果樹

產業缺工的困

境。

文/林訓仕　圖/楊金英、蔡本原

　　因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小麥已成為水稻以外的另一主食，臺灣

平均每年進口 120-130 萬公噸的小麥，主要作為麵包、麵食及餅乾

使用。近年來臺灣小麥栽培面積已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為因應多樣

化與不同筋性的小麥產業需求，本場 99 年自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

(CIMMYT) 引進各具不同特性之小麥品系進行適應性選拔，歷經 7
年努力，藉由品系觀察試驗、高級產量比較試驗、區域試驗、氮肥

春季葡萄管理技術再精進
南投縣草屯鎮農業技術講習紀實

文圖/吳建銘

　　南投縣草屯鎮向來以優質的良質米聞名，位於省道臺 14 線

旁的平林里是當地著名的荔枝生產地，近年來在本場的輔導下，

平林地區葡萄栽培面積逐漸擴大，為提昇當地農友的生產及安

全用藥技術，遂於 3 月 28 日假南投縣草屯鎮平林國小辦理「南

投縣農業技術講習會」，由林學詩場長與草屯鎮農會蕭忠郁總

幹事共同主持，林場長致詞時強調近年來氣候變化大，請農友

要注意農作物的管理，農改場也會持續作為農友生產技術的後

盾。課程由于逸知助理研究員先講解葡萄重要病蟲害防治及安

全用藥技術，郭雅紋助理研究員介紹葡萄土壤管理及合理化施

肥技術，白桂芳課長宣導 4 章 1Q 政

策，最後由葉文彬副研究員介紹葡萄

整枝修剪及提昇著果管理技術，現場

農友仔細聆聽，並提出問題與研究人

員進行討論，達到教學互長的效果。

本次講習會透過栽培管理、植物保護、

土壤肥料之三合一課程，期能充實與

精進農友生產管理，提昇春季葡萄品

質與安全用藥技術。

▲ 林學詩場長(左)與草屯鎮農會蕭忠郁總幹事(右)共
同主持農業技術講習會

低筋小麥新品種～ 台中 35 號之育成

▲ 本場辦理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 -臺中技術團，高副場長德錚(左
6)及本會蔡執行秘書佩君主持開訓(左5)，並與受訓學員合影

▲ 經驗豐富的農民(右1)現場示範、介紹高
接梨的梨穗及嫁接方式

▲ 現場農友仔細聆聽研究
人員講解與進行討論

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農業專業訓練，準農業師傅成軍

▲ 審查委員與本場同仁於田間實地審查後合影

試驗及品質檢定等，選出了優良新品系中選育 99204 號，於本年 3
月 10 日在本場邀請專家審查通過，命名為小麥台中 35 號。

　　本品種具有 (1) 豐產，每公頃產量高於台中選 2 號 17%，(2) 低
筋白麥，磨製麵粉白度佳，(3) 耐倒伏，(4) 適合機械收穫等優點，

它的全麥粉粗蛋白質含量 11%，白麵粉粗蛋白質含量 8.4%，適合製

作蛋糕、餅乾，可發展國內低筋麵粉製品，與現有品種台中選 2 號

具區隔性。本場後續將加速繁殖種原，提供農民與契作業者使用，

促進臺灣小麥發展與增進農民收益。

▲ 小麥台中 35 號(左)與台中選 2 號(右)之麥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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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洪惠娟

　　國蘭產銷發展協會的

活動裡常可見到一個年輕

面孔，就是本文的主角游

鎮嘉先生。76 年次的游鎮

嘉，祖父游水舜先生與父

親游智超先生均活躍於國

蘭產業，身為產業第 3代，

從小耳濡目染下，對國蘭

產生興趣，退伍後開始協

助家中農場管理、國蘭外

銷以及產銷班、生產合作社和協會的活動，為年齡偏高的

國蘭產業注入年輕的活力。

　　近年來，國蘭外銷從裸根苗空運轉為海運，再突破為

帶介質外銷，面對產業的變化，除了與父親一起提升設備、

改善作業流程外，同時積極參與各項技術講習課程，與學

研單位合作，近期也完成帶介質輸韓檢疫設施認證，提升

外銷出口的品質。

　　經過 5 年多的產業參與，有感於國蘭在臺灣的消費相

較於韓國和中國而言相對不普遍，加上經營網拍的經驗，

因此希望從網路和教育等方向著手，加強國人對國蘭的接

受度，以拓展國內的市場。

泰國地方特色蔬菜之應用及推廣

神秘、浪漫之亞麻

文圖/林煜恒

　　近年來因全球氣候變遷及人們對於物種保存觀念之強化，各

地地方特色蔬菜之利用及保存逐漸被聯合國農糧組織所重視，其

對維持物種多樣性、傳統文化之傳承、糧食安全及營養平衡皆扮

演相當重要之角色。泰國為東亞南地區地方特色蔬菜運用及推廣

相當成功之國家，常見之地方特色蔬菜有大花田菁、樹胡瓜、辣

木、翼豆、蓮花莖、黄花藺、爪哇合歡、迷你圓茄、山苦瓜、蝶

豆花及香蕉花苞等。其中蝶豆花富含紫藍色花青素，常作為飲料

或天然食品染色劑使用；大

花田菁常去除花蕊汆燙後以

泰式蝦醬沾食；辣木具獨特

之辛香味，主要食用嫩葉及

嫩果莢，嫩葉口感似波菜，

因其耐乾旱、生長快速，且

富含各類營養元素，因此深

受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歡

迎。

　　亞蔬 - 世界蔬菜中

心東南亞分部推廣各類

地方特色蔬菜之營養價

值，並研發各式食譜供

人們參考使用，栽培面

更結合綜合病蟲害防治

及適地適種等概念，建

立許多地方特色蔬菜標

準栽培模式供農民參考。

臺灣許多的鄉間角落亦

存在許多珍貴的地方特色蔬菜，未來或許可以泰國經驗作為參考，

盤點特有之地方特色蔬菜種類，分析其營養及經濟價值並設計相

關食譜，進行推廣。不僅增加食用蔬菜之多樣性，消費者亦可獲

得多元的蔬菜營養元素來源，更可傳承臺灣特有之自然及文化傳

統。

文圖/陳鐶斌

　　亞麻英名為 flax，為亞麻科(屬)的一年生或多年生之草本植物，為世界

上最古老的纖維作物之一。其起源地眾說紛紜，一般認為高加索、中國、地

中海沿岸、印度等地為主要起源地，文獻最早可以追溯至史前瑞士湖棲人、

舊約聖經及木乃伊包衣等處，皆有明確地記載。其適宜生長環境氣溫為 10-
25℃，且需較長日照，主要生產國家為加拿大、美國、俄羅斯及印度等，多

在乾旱之夏季栽培。台灣由於夏季高溫多雨，植株倒伏嚴重、種子品質低落，

所以大多於二期稻作收穫後進行裡作栽培。一般而言，播種後 50 天左右開

花，花朵為紫色、白色為主，賞花必須選在上午前為佳，中午後花瓣隨即凋

謝，花期可維持一個月以上，亦是相當細緻優美的作物。

追日型太陽能板遮陽對甘藷產量的影響
文圖/田雲生、廖宜倫

　　為配合推動農電共享雙贏，探

討架高 4.5 公尺、單軸、東西向追

日型太陽能光電板 ( 每座設置間距

9.3 公尺、總長 29 公尺、寬 4 公尺 )
下方不同位置之光照量，以及光電

板遮陰對甘藷產量 (塊根數與重量 )
的影響，本場於 105 年 9 月初種植

台農 66 號品種，採單行作畦栽培、全畦寬 1 公尺，依慣行法管理，迄今 106
年 1 月下旬採收，生育期間遭逢梅姬颱風侵襲，稍影響作物成長。

　　使用簡易型照度紀錄器收集 2 座光電板之間 ( 板間區 )、光電板轉軸東側

(板東區 )與西側 (板西區 )，以及光電板外 (對照區 )不同位置 (距地高60公分 )
的光照量，3 重複且每隔 10 分鐘記錄 1 筆資料 。試驗結果顯示，板間、板

東、板西區全天太陽輻射量分別為對照區 (772.5 kw/m2) 的 68.8%、53.3%、

53.1%；每公尺平均塊根數各為對照區 21.5
個之 110.2%、102.3%、83.3%，重量則為對

照區 5,159 公斤之 74.1%、74.4%、63.3%。

　　綜合田間調查得知，本追日型太陽能

光電板之遮陽造成甘藷減產約 1/4 至 1/3；
然每座太陽能發電系統 (16kWp) 之平均發

電量可達 7,923 度。

▲ 亞麻開花以紫色、白色為主

傳承三代
國蘭產業生力軍 ~ 游鎮嘉

▲ 泰國傳統市場常見各類原生蔬菜販售，圖中豆
莢狀之地方特色蔬菜為爪哇合歡

▲ 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東南亞分部研究
人員介紹樹胡瓜之營養價值及近年來
於東南亞地區研究推廣之情形

▲ 游鎮嘉先生與父親在蘭園內討論
栽培的結果

▲ 太陽能板下栽培之甘藷塊根

▲ 甘藷生長明顯受光電板遮陽之影響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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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的枇杷上市了
臺中市枇杷評鑑與產銷活動

農委會投入 12 億元
推動六大友善農耕肥料補助措施

文圖/葉文彬、吳庭嘉

　　枇杷生產期為 2 月至 4 月，為「立春」後最早採收的水果，因

此被稱為「果子頭」或「水果王」，目前栽培面積約 1,100 公頃，主

要集中在臺中市太平區與新社區，近年臺中市政府及太平區農會在

盛產期間辦理枇杷評鑑與行銷活動，推廣農特產品與帶動在地旅遊，

使枇杷在 3-4 月時相當搶手，產值也逐年增加。

　　枇杷評鑑包含外觀 (35%)、質地 (30%)、大小 (15%) 與糖度

(20%)。外觀部分為果皮橙黃色、絨毛均勻密布、無擦撞傷及疤痕；

質地須果肉軟而細緻、果汁

多、酸甜適中無異味；大小

整齊，單果粒在40公克以上，

則每盒 15 粒可達 600 公克；

糖度則是取樣榨汁後，以糖

度計測量，糖度需 9 度以上，

11 度為滿分。今 (106) 年臺

中市政府與太平區農會所舉

辦之評鑑，所有參賽果品品

質優良。

　　中部地區枇杷產區海拔

約 300-800 公尺，由於排水良

好，果實成熟期日夜溫差大，

農友勤於疏果、套袋，細心

照顧每一粒枇杷，雖然自去

年 11 月起至今年 3 月雨量偏

少，枇杷果粒雖較往年略小，

但果肉相當細緻，糖度高帶

有微酸，令人愛不釋手。

文/陳世芳　圖/粘敏容

　　36 位平均年齡 31 歲的青春學員，參加本場 3 月 29 日至 3 月 31 日農民學院農

藝入門班，有的學員坦言本身是門外漢，從未接觸過農業，來學習純粹想圓田園夢

想，有的則是家中務農，準備返鄉與長輩共同打拼，成為下一棒農業新生力軍，幸

運的進入農民學院從入門班探索農藝殿堂，瞭解農藝作物、糧食產業與市場之概

況、農民產銷組織申請與組織運作方式、簡易田間作業管理與生產追溯的農務 e 把

抓，也要拿起農具田間操作水稻、雜糧及特用作物整地作畦與農機操作實務，並且

參訪農試所昆蟲館、土壤館、霧峰區農會酒莊及黃宏意青年農民稻作產銷與慶全甘

藷農產行等，引領學員農藝產業從生產至市場銷售之現況，並聽取青年農民與產業

界前輩之經驗與建議。本班由班長李翊維建立班 line 群組，期待在結訓後還能互相

加油打氣並傳遞訊息，短暫為期 3 天 22 小時之入門課程，讓學員由淺入深滿載知

識行囊而歸。

培育農業新生力軍
農藝入門班學員滿載而歸

▲ 農藝入門班 36 位學員一起快樂學習

▲ 雜糧田間操作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4 月 21 日 南投縣農業技術講習會 魚池鄉農會頭社分部

4 月 24 日 - 4 月 28 日 農民學院紅龍果栽培管理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訓練教室

5 月  8  日 - 5 月 19 日 農民學院蔬菜栽培管理技術初階班 本場推廣課訓練教室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活動快訊 歡迎按讚

▲ 優良的枇杷果皮橙黃色、絨毛均勻密布、
無擦撞傷及疤痕、大小整齊

▲ 臺中市優良枇杷由本場葉文彬副研究員、
農糧署中區分署陳尚仁秘書、中興大學驗
證中心陳本源主任及葡萄中心范俊傑博士
(由右至左)擔任評鑑委員

資料來源/ 農委會

　　農委會重視農業生產與資源循環永續發展，為推動新農業方案，

促進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作，106 年投入 12 億元補助農友施用有

機質肥料、微生物肥料等資材，呼籲農友把握補助機會，善用各類

肥料資材，改善農田地力，維護農業生產環境。106 年加碼提高國

產有機質肥料補助，搭配合理化施肥，推出商品化微生物肥料、農

田地力改善資材及含有機質複合肥料等多項補助；例如，慣行農耕

有機質肥料規劃加碼補助上限從每公頃 9 千元提高至 1.2 萬元，微

生物肥料規劃每公頃最高補助 5 千元，農田地力改良資材規劃每公

頃最高補助 3 千元等，及後續推廣冬季種植綠肥作物，幫助農民穩

定農產收益，以全方位友善農耕肥料補助措施，循環利用各項資源。

並自 3 月 17 日起啟動第一項補助措施，針對含有機質複合肥料辦理

運費補助每包(40公斤)20元，減輕農民購肥成本負擔，詳情可撥打

049-2332380 洽詢。

農委會六大友善農耕肥料補助措施一覽表

規劃補助措施 規劃措施內容

1.補助含有機質複合肥料運費
鼓勵農民施用添加泥炭 ( 有機質 ) 等之含有機質
複合肥料，每公噸補助運費 500 元

2.補助施用微生物肥料
鼓勵農民施用商品化微生物肥料，每公頃最高補
助 5,000 元

3.補助農田地力改良資材
輔導農民改善過酸、過鹼等問題土壤，每公頃最
高補助 3,000 元

4.補助施用有機質肥料
有機農業補助上限每公頃由 2萬元提高至 3萬元；
慣行農耕每公頃由 0.9 萬元提高至 1.2 萬元

5.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
提供農民免費土壤肥力檢測、宣導講習及技術諮
詢服務 

6.推廣冬季裡作種植綠肥作物
鼓勵農民於冬季裡作種植油菜、埃及三葉草等綠
肥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