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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每2年舉辦一次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選拔，通

霄鎮養蜂產銷班第1班今(108)年獲選為全國績優農業產銷班，

該班於民國87年成立，現有班成員18人，女性班員比例為44%，

有別於一般從農男性為主之刻板印象，展現農村婦女刻苦耐

勞、勤儉持家及創新細膩的特性。

　　該班養蜂箱數共2,300箱，積極嘗試改以省工機械進行蜂

蜜採收，提高採收效率，班員導入農場經營管理方法，依據不

同季節調整生產作業，2-4月採收荔枝、龍眼蜜，採蜜期間採

「換工」方式節省勞力及成本支出；5-10月採收百花蜜、蜂王

乳；9-12月採收茶花粉，使得一年四季均有蜂產品可供銷售，

維持穩定收入。

　　班員平均年齡54歲，以團隊學習方式積極參與各項講習

會，邀請蜂群管理、病害防治專家授課，提升組織創新技能與

應變的能力。每年參與國產蜂產品驗證，105-107年取得驗證

標章共10,200張，全班18位班員均具有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條

碼(QR Code)，同時完成養蜂事實登錄工作，政策配合度高，

為消費者的健康及權益把關。

　　產品銷售一改早期路邊販售方式，採網路行銷、宅配及參

與各種農特展等活動。並開發多樣特色蜂產品如蜂臘、護唇膏

等，迎合不同消費客群，銷售額遂逐年成長，已突破6,300萬

元。臺灣養蜂產業大多集中在南部，中北部發展相對困難，苗

栗通霄養蜂產銷班第1班出類拔萃難能可貴。

文、圖/楊美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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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與農友互動

生物防治分場助理研究員吳怡慧宣導
農民福利政策



　　政府積極推動環境友善技術輔導，

提升農友種植技術並降低環境負擔，使

環境永續發展，另外也透過多場次農民

福利宣導，讓農民了解自身權益。本場

於本(108)年9月12日舉辦「安全蔬菜生

產講習會」系列活動，由副場長施佳宏

主持，吸引超過200人參與。

　　這次講習會加強宣導環境友善栽培

技術，如微生物資材應用、農藥與天敵

搭配應用技術及費洛蒙等，多管齊下解

決農友病蟲害防治困擾，減少農藥使用

讓環境與農友更健康。會中亦宣導秋行

軍蟲與荔枝椿象防治，讓其他農友也可

以認識這兩隻外來害蟲，增加全民防疫

的強度。

文/劉東憲　圖/徐金科

　　雜草管理為農委會108年主要推動政策之一，本

場於本(108)年9月19日假苗栗縣後龍鎮溪洲活動中心

舉辦「雜糧田雜草綜合管理示範觀摩會」，除了解說

示範雜草的防除工作也趁此集會場合向社區農民解說

玉米新入侵的秋行軍蟲，以及宣導農民福利保險與年

金制度，與會來賓有後龍鎮農會、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政府及農糧署苗栗辦事處等代表，參加農民

多達119位。

　　本次觀摩會選用溪洲社區自有的活動農場，前期

作栽種芝麻，現場已為休耕狀態，在地草相優勢雜草

有牛筋草、香附子、芒稷、銳葉牽牛等，示範觀摩當

日為壬酸（安心掖）對噴除雜草防除第五天，而該藥

劑為非選擇性接觸型除草劑，因為後龍地區入秋時風

大，正好能夠說明藥劑霧粒未完全接觸雜草地方是無

法將雜草殺死，除了雜草，壬酸也噴了前期作殘留的

胡麻，亦會枯死，顯示該藥之非選擇性也會殺死作

物，所以使用上要注意噴藥時飛散及作物藥害問題。

　　綜合討論時不少農民反應接觸型藥劑有所限制，

不過本場也回應，選對使用時機，並配合不整地栽培

仍可發揮最大的功效，農民也能認同與支持，現場配

合政策登記壬酸需求，協助賣出共300餘瓶安心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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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泓如、吳怡慧　圖/李世仰

壬酸（安心掖）噴
灑完當日下午雜草
開始枯萎情形

觀摩會說明雜糧田雜
草管理與防除效果





推動 環境友善栽培技術 與 農民福利

　　另外也藉此機會加強宣導四項農民

安定保險政策，包含農民健康保險、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農民退休年金規劃及

農業保險等，這些措施可使政府更貼近

農友與保障農友生產與生活，與會農友

也有很多人針對此議題提出疑問與看

法，若農友日後對於相關保險有疑問，

都可以洽詢當地農會與縣市政府。

　　安全蔬菜生產講習會迄今已舉辦三

年，每半年舉行一次，每次藉由不同課

程面向，提供農友新知，若農友未來有

想了解的主題，也可以隨時與本場反映

，將視情況調整課程內容，與農友互相

成長與學習。

雜草綜合防治有方針
雜 糧 栽 培 田 示 範 除 草 成 果

講習會反應熱烈

現場觀摩說明壬
酸製劑除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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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盛祺、姜素梅　圖/徐金科

　　為直接聽取第一線廠商與創業青農的需求和心聲，農委

會農糧署北區分署與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合作於本(108)年9月

17日舉辦座談會，由北區分署副分署長林美華與本場場長

呂秀英共同主持，邀請國內2家天敵昆蟲公司及苗栗青農聯

誼會8位幹部、面對面交流，除了一一回覆提問之外，並將

相關意見上呈農委會，互動交流熱絡。

　　必麥農牧科技有限公司為本場技轉生物防治技術業者，

大規模繁殖荔枝椿象天敵─卵寄生蜂「平腹小蜂」，減少龍

眼和荔枝產量損害，不過因生產成本高致售價偏高，業者建

請農糧署針對農友使用天敵防治予以補助，以降低農友防治

成本且增加使用意願。

　　本場回應將協助訂定單位面積建議使用量，待農糧署研

議是否納入生物防治資材予以補助，另外本場也建議，若未

來可納入補助，應由第三方學術單位如臺大或中興大學等定

期抽檢確保天敵防治資材品質。

　　吉田田有機農場生產臺灣本土天敵、授粉熊蜂，業者建

議農政單位於各項宣導會時一併向農民宣導天敵防治概念，

也可於友善審認團體辦理友善栽培推廣時一併排入，屆時再

請業者安排講師宣導，並希望改良場釋出更多天敵防治種

源，本場回覆相關技轉需求可全力協助。

　　苗栗青農聯誼會幹部則提及，青農種植技術沒問題，但

銷售仍需政府協助。目前青農自有產品可於臺北希望廣場農

民市集及圓山花博廣場販售，農委會亦辦理電商或實體通路

及賣場媒合，不過上架電商及實體平臺首先需滿足量源穩定

及食安驗證要求，農政單位也建議青農朋友可透過同業或異

業結盟，提高穩定供貨能力。

苗栗場場長呂秀英（前左5）與農糧署北區分署副分署長林
美華（前左4）共同與苗栗青農聯誼會幹部座談會後合影

文/黃子豪　圖/徐金科、黃柏勳

　　為符合國際潮流培育國內蜂蜜品評師，維護國產蜂蜜評鑑之公信

力，本場於本(108)年9月4日至6日首次辦理「初級蜂蜜品評師訓練

班」，報名相當踴躍，經嚴格審查挑選30位具培訓潛力學員參加，規劃

一系列感官品評及蜂蜜品評的課程，兼具學理與實戰操作，並邀請經驗

豐富的講師帶領學員，課程內容充實，學員皆滿載而歸。

　　課程第一天從介紹感官品評的定義、技術及應用，讓學員概略性的

了解感官品評和原先所想有何不同，下午馬上做實際練習，學員可以了

解自己對不同味道的靈敏度及閥值。第二天重頭戲放在辨別並精確描述

不同蜂蜜風味，以及學習實際操作感官品評的流程和方法，學員們抱頭

深思，甜在嘴裡苦在心裡，原來品蜂蜜也是件辛苦差事。第三天則介紹

茶的品評鑑定以及真假蜜的辨別，認識其他飲料的品評方式有何不同，

並分辨不同蜂蜜產地差異及真假蜜的味道，直至晚上學員們還很認真繼

續討論品蜂蜜的心得，三天的課程收穫滿滿且意猶未盡。

　　這次辦理「初級蜂蜜品評師訓練班」，最後有14位學員成功通過測

驗取得初級蜂蜜品評師資格，期待未來可以在蜂蜜評鑑或推廣活動等感

官品評場合發揮訓練成果，並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優質且安全的蜂蜜，提

升蜂蜜產業競爭力及價值。



　　另也有青農反映，為舒緩調節銷售，農民將農產品於銷

售前送化學檢驗合格者，是否符合冷藏庫補助申請資格；對

此農委會指出，有機及友善耕作農友，可依有機農業生產輔

導計畫補助原則，補助生產及加工設備；種植雜糧者，依可

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研提規範提出需求補助；

經營規模符合小地主大專業農者，亦可納入補助。

　　黃姓青農提到橘子格外品利用及教育，並希望提供電商

媒合平臺相關資訊，對此農委會強調，可利用各種食農教育

宣導消費者對格外品之認知，農糧署則適時啟動柑橘加工措

施去化格外品，也將請農委會國際處協助提供電商平臺等資

訊。

　　有關農機補助種類沒有育苗業者適用農機的問題，農糧

署回應108年小型農機補助原列16補助機種，為因應農友實

際需求，又增列20種其他機種，以供農友選購，倘另有需求

亦可提供新增。

官方與青農及農企業面對面座談

傾聽產業的聲音

初級蜂蜜品評師
訓 練 班 首 開 課
挑 戰 感 官 靈 敏 度

學員認真品
評蜂蜜並以
手機線上填

寫問卷 課程圓滿
結束，共14位
學員取得初級
蜂蜜品評師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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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研究人員及辦理農產品食味評鑑相關人員對感官品評

的了解及認識，本場於本(108)年9月2日邀請中臺科技大學食品科

學系劉伯康助理教授以「農產品進行科學品評你該知道的大小事及

其在行銷的應用」為題，介紹感官品評的定義、架構以及應用，並

分享不同食品感官品評實例，帶領大家一窺品評的世界，吸引農會

及農友及其他機關人員踴躍參與，聽眾表示獲益良多。

　　食品感官品評具有獨特性及專門性，目前智能感官像是電子

鼻或電子舌等，尚無法取代真人操作的感官品評，因此感官品

評依然有其重要性，然而人的感官會隨著環境、時間等多項因

素影響，因此科學化品評的重要原則在於利用適當的實驗設計

及評估方法，控制影響環境、生理與心理因子的將主觀的感覺

轉化為客觀的數據，根據不同的目的，採用的感官品評方法也

會有所不同。

文、圖/黃子豪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紋枯病

水稻稻細蟎

(再生稻)

螟蟲

飛蝨

東方果實蠅

潰瘍病

黑點病

日燒症

炭疽病

萎凋病

黃條葉蚤

花薊馬

水稻

柑桔

草莓
（育苗期）

十字花科蔬菜

杭菊

108年10月主要作物

病蟲害預測
作物環境課/鐘珮哲、劉東憲、蔡季芸

黃條葉蚤（紅圈處）

柑桔日燒症

柑桔黑點病

文、圖/人事室

　　苗栗場各單位主管異動分別

為：研究員兼作物改良課課長張

素貞於7月16日調任作物環境課

課長、副研究員賴瑞聲於7月16

日調陞作物改良課課長、生物防

治分場副研究員兼分場長盧美君

於8月29日調陞研究員、副研究

員朱盛祺於8月29日調陞生物防

治分場分場長。

作物環境課
研究員兼課長

張素貞

研究員

盧美君

作物改良課
副研究員兼課長

賴瑞聲

生物防治分場
副研究員兼分場長

朱盛祺

農產品科學品評
你該知道的大小事

呂秀英場長（左）致贈伴手禮表達感謝

　　本場作物環境課賴巧娟助理研

究員於108年10月1日到職，該員

係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碩士班畢業，104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植物病蟲害防治職系及

格。目前主要負責業務為研提及執

行農作物病蟲害研究計畫、辦理病

蟲害發生預測及技術改進試驗、辦

理農作物汙染損害鑑定、協辦農作

物天然災害損害勘查鑑定、農作物

病蟲害防治安全用藥輔導及示範推

廣等相關業務。

　　劉伯康教授以咖啡廣告影片為例，說明影片中可能犯了

那些品評上的錯誤，並鼓勵思考如何改善影片中的錯誤方

式，才能符合科學化品評的原則。參與者也提出許多問題和

想法，積極地和劉教授切磋討論，讓聽眾直呼2小時的演講

時間大大的不夠，還盼加場再續。苗栗場指出，希冀藉由此

次專題演講，將科學品評的原則帶入農產品的品評上，用於

農產品的推廣並提高產業的兢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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