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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文/林妤姍、王仁助、許文昭、許坤煌

　　國內在100年連續休耕地約5萬公頃，近期則

積極進行農地活化，但依據農糧署資料顯示：本

(102)年第1期作全台約有10%復耕是栽種水稻，

推估約增加2.6萬噸糙米。苗栗地區第1期作復耕

種稻301公頃，增加13.2%，若繼續維持此趨勢，

將可能導致白米價格下跌，農友血本無歸，且第

※同舟共渡一條船，齊心協力創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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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休耕地』水旱田輪作或稻作單期化卡好

農友於第2期作時轉(契)作「進口替代作物」(如硬質玉米、黑豆等) 、「具外銷

潛力」、「地區特產」或「有機作物」，農友收益如何?

『活化休耕地』水旱田輪作或稻作單期化卡好『活化休耕地』水旱田輪作或稻作單期化卡好

轉(契)作惦惦賺又惦惦領：農友於第2期作時轉(契)作「進口替代作物」(如硬質玉米

、黑豆等)、「具外銷潛力」、「地區特產」或「有機作物」等4大項目，除自行販售

作物之獲利外，政府還依作物種類提供每公頃每期作1.5~4.5萬元轉(契)作補貼。

答:

作一休一 (即第1期稻作，第2期栽種綠肥或景觀作物)農友收益如何?

稻作單期化省工又划算：第1期作每公頃產量以6,600公斤計，收穫後合計收入約 

15.3萬元，扣除生產支出8.2萬元，其淨收益可約7.1萬元，超過休耕補助金額。第2

期作苗栗地區因受東北季風吹襲之影響，稻作產量較第1期低，農友淨收益相對降低

，故建議第2期作辦理休耕種植綠肥作物（景觀作物僅專區內可申請），不僅可增加

土壤中有機質含量，亦可改善土壤理化性質，減少翌年第1期作肥料施用量，產量及

品質提高，增加淨收益。

答:

2期作時的東北季風對稻作生產不利，風險較高

，產量及收入都降低。故本場籲請農友進行稻作

單期化，即於第2期作轉作「進口替代作物」(如

硬質玉米、黑豆等)或「地區特產」；也可作一

休一，栽種綠肥或景觀作物來活化地力，提高稻

米品質。

最新人事動態

陳書記淑鈴畢業於私立長庚大學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102年參加初

等一般行政職系考試及格，曾任台大醫院新竹分院醫檢師，於102年3月

29日分發本場秘書室服務。辦公室電話：037-222111#266

最新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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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全國十大神農獎得主張

至程先生，其家族四代以養蜂為業

，從曾祖父起張家便與蜜蜂結緣，

文/吳輝虎、鍾國雄  圖/楊美鈴

文/圖 吳添益 蔡正賢

張至程先生榮獲2013全國十大神農獎

直至祖父輩更進一步擴充產銷規模，雖近年來

國內蜂產品面臨外銷競爭之困境，但張至程由

衷熱愛養蜂，依舊接下這份家業。張至程認為

：蜜蜂世界同樣存在著競爭，只有強勢的蜂群

才有競爭力，因此他捨棄大量人為餵飼，尋找

天然環境及乾淨蜜源區養蜂，一連串的嘗試與

付出，相對獲得優質與安全的蜂產品，因而連

續4年得到由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主辦之「全國龍

眼蜂蜜品質評鑑」特等獎榮譽。張至程並不因

此滿足，近年來積極投入蜂產品加工技術研發

，將傳統蜂產品透過加工轉變成原料，製成錠

、濃縮劑或膠囊，尤其針對雄蜂蛹之開發，經

提煉製造出雄蜂子膠囊錠，外銷日本大受消費

者喜愛，間接帶動國內業者提升多樣化生產與

行銷的動力。

    養蜂是傳統產業，但張至程堅持在傳統產業

中創新突破，他看準現代網路行銷趨勢，從中發

神農獎得主張至程先生(右2)與農委會陳主任委員保基

(左2)、農糧署李署長蒼郎(左1)及本場侯場長鳳舞(右

1)於4月23日在農委會頒獎會場合照

吳班長長旭配合合理化施肥示範試驗並於成果發表

觀摩會分享經驗

賀

掘更多潛在客戶，利用網銷帶動客戶規模已占

總業績八成，今後將更積極研發新產品，透過

多元行銷，跨足國際，拼產業前景，不僅為祖

傳四代家業開創第二春，也為傳統養蜂業展開

全新視野，今年榮獲全國十大神農獎殊榮，實

至名歸，養蜂業產官學界同表祝賀亦分享榮耀

。

張至程先生榮獲2013全國十大神農獎

苗栗卓蘭果樹產銷第五班班長吳長旭先生獲選

農委會辦理102年度全國省肥達人評鑑出爐

　　本場協助農委會辦理省肥達人全國評鑑，

本轄區就從事合理化施肥相關之田間試驗，初

評舉薦合理化施肥績效佳2位農友參加評選，於

4月10日在農委會由陳副主委文德召開評審會議

，本場指派吳添益副研究員代表報告，評審結

果由卓蘭鎮果樹產銷第五班吳長旭班長獲選。

　　吳長旭先生經營果園二十餘載，有感於果

樹栽培永續經營之深奧，農業技術知識之日新

月異，誠所謂「土壤為大地之母，更為農業之

基石」，有鑑於此，吳班長運用土壤肥力診斷

，草生栽培，多施用有機質肥料，強化土壤品

質及適時、適量、合理施用化學肥料技術等措

施。示範處效益表現良好，每公頃可減少449公

斤肥料，成本節省10,510元，產量增加2,885公

斤。總產值粗收益每公頃增加154,760元。

　　合理化施肥主要是將適量肥料於適當時期

施用，讓施肥達到最高效率；同時在適量肥料

環境下病蟲害孳生情形往往比慣行施肥區輕微

，且品質相對也提昇，品質決定售價是未來消

費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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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造訪宜蘭壯圍綠園有機蔬菜農園，園

主黃王杰是88年度全國十大傑出青年農民，他表

示目前綠園有機蔬菜農園面積約1.4公頃，現在農

園部分都已經蓋成簡易溫室，或以防蟲網覆蓋，

工作人員有4位，種植的蔬菜作物有高麗菜、紅鳳

菜、山苦瓜、蕹菜、甘薯葉、菠菜、芹菜等，目

前以高麗菜及山苦瓜為大宗，拜交通便利之賜，

他前幾天才交貨給汐止里仁，單趟只需花45分鐘

文、圖/何超然、古政中

文、圖/張素貞

黃王杰於網室內釋放生物防治分場提

供的黃斑粗喙椿象若蟲。

生物防治分場黃斑粗喙椿象進軍宜蘭壯圍有機農園

呢! 

　　黃園主兼

賣有機加工品

如山苦瓜茶、

有機咖啡、杏

仁茶粉等，造

訪時自豪地泡

著他生產的山

苦瓜製成的茶

包請我們享用

生物防治分場古政中先生(左)與黃王杰

先生(右)於甘藍菜園抓紋白蝶幼蟲供黃

斑粗喙椿象產卵成蟲食用，一兼二顧啦。

，他表示許多不認識的有機農友或擬從事有機的

人都會打電話問他，從事有機種植要用何種資材?

防蟲網子用幾

目的?去哪裡

買?等問題，

他若知道都會

耐心回覆對方

，因為不回答

的話，他們還

是會去問別人

，會增加別人

的困擾。目前

他想運用自家的自動播種機，採預約方式幫有機

農戶育苗，再將有機農戶收成的蔬菜收購回來，

成為一個有機農產集散中心，供給下游的有機販

仔或餐廳等店家。

　　我們造訪當日，他剛好要去釋放生物防治分

場提供的黃斑粗喙椿象，防治網室及田間鱗翅目

的害蟲，旋即前往高麗菜園抓紋白蝶幼蟲，供黃

斑粗喙椿象產卵成蟲食用，邊談邊抓，言談中大

家交換彼此種植有機蔬菜及天敵飼育心得，讓此

行收獲滿滿。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李顧問健全探訪本場蠶桑研發成果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李健全顧問

偕同劉易昇執行長於4月9日上午至本場瞭解近

來蠶桑研發成果，由侯場長鳳舞、余錫金副場

長、吳登楨秘書及作物改良課王仁助課長等接

待並說明。侯鳳舞場長陪同中正基金會李顧問

參觀本場保健植物園及桑種原保存園區時，對

本場致力於多樣化品種保存利用給予肯定，後

由余副場長說明本場蠶之生物技術生產疫苗進

度等。其中吳登楨秘書所介紹本場甫技轉之北

冬蟲夏草產品及相關衍伸產品時，劉執行長對

於該等產品後續研發頗為興趣。李顧問建議本

場可與該基金會合作，研擬相關計畫並繼續發

展之。

侯鳳舞場長陪同中正基金會李健全顧問參觀本

場保健植物園區，對於多樣化保存利用給予肯定。

吳登楨秘書介紹本場甫技轉之北冬蟲夏草產品

及相關衍伸產品。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李顧問健全探訪本場蠶桑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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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何超然、吳怡慧、黃勝泉

國立中興大學鍾文鑫副教授偕泰國農大師生訪生物防治分場

　　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師生

一行15人由中興大學植病學系鍾文鑫副教授及兩

位泰國籍研究生陪同，於4月25日下午訪本場生

物防治分場，此行主要目的在了解本國生物防治

的概況。泰國農業大學來訪成員包括農藝系

Naroon Waramit助理教授、園藝系Tee　Havnanda

講師及Chinawat　Yapwattanaphun講師與園藝系

7位學生、農藝系3位學生、昆蟲系及動物科學系

各1位學生。分場則由黃分場長及吳怡慧助理研

生物防治分場吳怡慧助理研究員為貴

賓介紹分場寄生蜂及其食餌的飼育系

統。

國立中興大學鍾文鑫教授暨泰國農

業大學師生與黃勝泉分場長於分場

螳螂銅雕前合影。

究員負責解說，何超然助理研究員擔任翻譯人員

。解說內容為寄生蜂及其食餌的飼育系統與螳螂

、草蛉、黃斑粗喙椿象及草莓溫室的生物防治作

業，並針對寄生蜂如何寄生於果實蠅的蛹、如何

判定果實蠅的蛹已被寄生及寄生率等問題回應。

訪問結束前Waramit助理教授擬應用天敵昆蟲於

泰國水稻病蟲害防治上，此應可為後續雙方交流

及進一步瞭解的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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