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機農業促進法生效後
亞洲第一座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動土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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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按讚！

籌備多年的有機農業研究

中心，11 月 4 日在農委會陳吉

仲主委帶領大家進行祈褔儀式

後，於壽豐鄉開工動土。關心

花蓮農產業發展、有機農業研

究及推動的產官學界佼佼者，

及設計師、監造及營造等都至

現場共同見證。中心預計 110
年底完工投入營運，將造福更

多從事有機友善耕作的農民。

有機農業促進法生效後的具體

工程及首要大事

陳吉仲主委首先感謝林聰

賢及曹啟鴻 2 位前任主委，協

力讓有機農業促進法於 107 年

通過，並於 108 年 5 月 31 日

生效，同時促進有機農業研究

中心如期動土，是該法生效後

首要大事。

從中心願景來看，包括成

為全國有機典範平台、成為有

機青農育成基地，學習後可以

直接生產，以及讓整個有機研

發更大幅度的往前走。陳主委

表示有機農業研究中心無比

重要，在政策上，農委會亦

100% 支持有機農業發展，除

了現有補助不變，還有有機對

地綠色環境給付、驗證補助也

將提高，另外所有有機資材生

產，也將大幅度發展。

3任主委、1位立委，以及 3位

場長的共同努力

除了 2 位前任主委及現任

陳吉仲主委，現駐美代表－蕭

美琴立委，以及本場 3 位場

長－已退休的黃鵬場長、現農

委會范美玲主任秘書，及現任

杜麗華場長，亦是有機農業研

究中心成立的關鍵人物。

黃鵬場長表示有機農業研

究中心的成立，是建立在本場

及其他單位多年推動有機農業

的成果上；范美玲主秘則說明

在主體建物動工前，場內已經

做了很多看不到的努力，例如

整地前先調查基地是否有保育

的動植物，並考量地處灌區

外，水源是否會受到汙染，因

此基地已做好生態池進行水源

沉澱淨化等工作。

杜麗華場長亦表示要發展

有機友善農業，除了農委會與

本場持續陪伴農友外，最具體

的方向就是推動有機農業研究

中心成立。由於中心功能性不

僅止於研究，因此經費需求除

了硬體建設外，還有其他軟硬

體需要支持。所以杜場長感謝

陳主委、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農糧署以及行政院東部聯合服

務中心洪宗楷執行長及各界，

協助爭取後續經費。

而中心最重要的推手，是

現場來賓一致推崇的蕭美琴立

委。「改良場沒有拜託立委，

反而是蕭立委親自來討論、了

解我們的需要。」黃鵬場長回

憶，從 104 年蕭立委提案成立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開始，她在

土地、經費，甚至是灌溉水源

都帶領團隊爭取，因此雖然東

部是大眾肯定值得推動有機農

業的地方，但若沒有蕭美琴的

奔走，有機農業研究中心今日

就無法成功動土。

「未來最重要的工作，是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需要大家的

參與！」陳吉仲主委鼓勵本場

及現場參與者，後續工作更為

重要。除了中心人力將由行政

院蘇貞昌院長鼎力支持，更期

待產銷班、農民、農會、學術

界一起往前走，讓東部有機農

業不只是臺灣農業典範，也變

成世界典範。

為推動轄區農產品區塊鏈建置，本場於 10 月 21 日邀請

生產有機友善雜糧的青農，於光豐地區農會召開智慧化有機大

豆生產環境監測共識會議，另於 29 日與玉里鎮公所合作，辦

理部落行動教室－行銷農產品區塊鏈應用班，邀請達人現身說

法，提升農友對生產導入區塊鏈的信心。

今年大豆一期作生產，本場農藝研究室輔導壽豐及光復

鄉，王彥棠、施清瀧青農，將智能感測裝置裝設於田區，並輔

導他們使用區塊鏈平台，除了協助他們藉此提升自家品牌可信

度，本場亦可望從中找出因為氣候變遷，導致大豆生長受限制

的條件因子。

為擴大輔導規模，本場續邀宜蘭南澳黃柏凱、黃崧瑀兄

弟，以及花蓮光復柯春伎農友，於明年一起將區塊鏈導入生產

過程，10 月 21 日一起在共識會議商討執行細節。

本場部落行動教室也特別規劃行銷農產品區塊鏈應用班，

邀請池上禾穀坊魏瑞廷農友現身說法，分享他透過區塊鏈行銷

池上米至全球的經驗。他以自身為例，鼓勵農友擁抱科技農業

時代的來臨，他在課堂中分析他借用區塊鏈行銷的過程，包含

建立溯源、流程透明、稻米身份證、數位農民曆、取得清真認

證、進軍國際網購平台等，為稻米行銷與區塊鏈相互結合作出

最好的例證。

本場杜麗華場長鼓勵青農及其他農友們盡情活用此系統，

並期盼能對他們的產銷產生加乘功效，趁著風潮，將有機大豆

推到最前端。

本場推動農產品區塊鏈應用　強化品牌形象及信任

 �本場輔導青農參與區塊鏈執行與行銷，並邀請池上魏瑞廷農友 (左圖 )
分享自己經營區塊鏈的流程及行銷方法 (右圖青農下排左為柯春伎、
右為施清瀧，上排左為林祐賞、中為黃崧瑀、右為黃柏凱農友 )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動土典禮現場冠蓋雲集，包括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右八 )、內政部營建署游源順總工程司 (左

八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洪宗楷執行長 (左七 )、中央畜產會林聰賢董事長 (右七 )、盧博基國策顧問 (右
六 )、農委會范美玲主秘 (右五 )、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右二 )、台東農改場陳信言場長 (二排右八 )、農糧署東
區分署徐煇妃分署長 (左二 )、本場前黃鵬場長 (右四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張仁智副處長 (左六 )、宜蘭大學吳
柏青校長 (左五 )、退輔會台東農場張道初場長 (左四 )、營建署北區工程處曾正宗處長 (左三 )、東華大學育成
中心林俞君經理 (左一 )、更生日報謝立德社長 (右一 )等來賓參加，花蓮縣議員及農會總幹事也踴躍出席

發現雨來菇的多元創新價值
本場與慈科大合作　勇奪第 17屆國家新創獎

俗稱「情人眼淚、雨來菇」的原民特

用作物陸生藍綠藻，現在除了食用，還發

現了多元的創新價值。本場與慈濟科技大

學劉威忠老師團隊，共同合作研提相關應

用研究，今獲得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

本場期望未來加入廠商能與農友契作生

產，讓產官學形成產業鏈，造福原民部落

及社區農產業。

慈科大劉威忠及耿念慈老師自多年前

研究陸生藍綠藻，發現其所含藻膠，可以

修復傷口也能開發成美容產品，另外還有

螢光成分可用於建材反光，以及觀光休閒

及體驗教育。由於劉老師身負大學社會責

任，並長期陪伴原鄉部落發展，他希望能

擴大雨來菇的產業規模，所以與本場組成

合作團隊。

雨來菇目前在人工栽培上，有許多技

術需要摸索及建立。雖然在實驗室可水生

培養，但若要擴大產量，還是需要陸生栽

培，因此本場投入建立無土栽培技術，

並輔導農友大規模生產，並期望技術成熟

後，可透過產學合作或技轉廠商與農友契

作，後端則由劉威忠老師團隊研究生技醫

療相關商品開發。

喜聞樂見的是，雨來菇研究成果獲得

今年度的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是對

團隊合作的一大肯定。

有興趣的農友或民眾，可於 12 月 3-6
日至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台灣醫療科技

展現場，參觀本場與慈科大共同合作的雨

來菇相關研究成果。 �慈濟科技大學劉威忠助理教授 ( 左三 ) 及耿念慈副教授 ( 左四 ) 團隊與本場合作研究雨來菇

有機農業研究中心願景目標

• 建立有機農業教育操作田
區，成為東臺灣有機栽培典
範

• 生態系統服務技術及永續循
環經營模式研發

• 開發有機病蟲草害管理及微
生物資材

• 轄內有機作物與原民特色作
物加工技術研發

• 建構智慧環境感測及智能型
防災設備有機栽培體系

• 新農民有機育成基地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欣逢成立 50 周年，特別辦

理大型實惠回饋活動！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購買蕉苗 ( 芭蕉類除外 ) 每株

12 元，每 1,000 株即搭送同一品種 200 株，依此類推，

同時仍持續提供栽培技術諮詢。詳細資訊及訂購請洽專

線：(08)739-2111 轉分機 33、34。( 香蕉研究所廣告 )

政令及其他宣導廣告

香蕉研究所歡慶 50周年
各式蕉苗大優惠

新增免登資材補助
農糧署新增免登記植物保護資

材補助項目，農友應在指定通路購

買，並依憑證所列金額補助 50%，

每公頃最高補助 5 千元。

另憑證應填寫產品登錄字號，

開立日期應為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

12 月份憑證則列入 110
年度辦理核銷。免登記植

保資材補助名單 QRcode
下載。( 農糧署廣告 )

 �照片來源 
香蕉研究所臉書

 �有機農業中心由蕭美琴前立委 (左圖，資料照片 )提案成立，並極
力爭取土地、經費及水源等，期間林聰賢、曹啟鴻前主委及陳吉
仲主委都鼎力支持，另外本場黃鵬前場長 (右圖中 )、現農委會范
美玲主秘 (右圖左 )及現杜麗華場長 (右圖右 )，從擘畫願景開始，
到爭取經費及推動執行，3位也是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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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農業技術發展及地景經營的探討與交流
本場舉辦 2020生態農業國際研討會

繼 2015 年 9 月第一屆生

態農業與里山倡議國際研討

會，本場與苗栗區農業改良

場、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東華

大學，於 11 月 4、5 日共同舉

辦 2020 生態農業國際研討會。

本次主題包括技術發展與地景

經營，除了了解國內外生態農

業發展技術、對生物多樣性影

響及地景回復力，更導入生態

農業科技與經營管理的理論及

實例。

開幕當日，農委會陳吉仲

主委、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

心郭應義副執行長、花蓮縣徐

榛蔚縣長也親臨現場予以支

持。徐縣長表示縣府成立全台

首座有機農業促進辦公室，持

續推廣縣內有機與生態保育相

關工作，並期望與中央及各方

專家學者共同努力。

陳主委則強調農業對人類

及環境的貢獻，不僅只有生產

的產值，還包括糧食安全、生

態、文化休閒等沒有列入計算

的價值，其中有機、生態及循

環農業是會內重點發展項目，

經計算今年農業廢棄物循環利

用成果，等同 250 座大安森林

公園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是臺

灣農業在減碳的貢獻實例。

除了鼓勵各界朝有機、生

態農業轉型併技術研發外，農

委會亦在政策上有諸多利多。

陳主委強調各項補助可持續疊

加，包括綠色環境給付、種植

國產雜糧、產銷履歷、有機友

善驗證、生態環境獎勵、維護

棲地及植物原生物種等，預計

將於今年年底舉辦記者會公開

說明。

陳主委期望農民、農民團

體及學術界協助，針對全台灣

80 萬公頃的農地、210 萬的山

坡地林地，正面公告生態服務

功能，避免這些土地在環境保

育及經濟間發生衝突，讓大家

一起參與臺灣農業永續經營。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從

事生態農業研究的專家學者、

農友，分別就以下 5 大主題

進行研究與案例分享。另外

由於受疫情影響，3 位外國講

者－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學 Dr. 

Devon Dublin、金澤大學的西

川潮教授，及國際稻米研究所

前資深科學家 Dr. Kong Luen 

Heong 等，以預錄影片及即時

視訊等方式與現場連線。

第一節 

國內生態農業政策與研究

首節由農委會科技處王仕

賢處長、臺灣大學林裕彬教

授，說明臺灣生態農業政策與

發展，現況發展以研擬永續經

營管理方針等議題。王處長說

明國內生態農業相關政策、措

施及案例，包括有機促進法、

化學農業十年減半、國土生態

保育綠網、生態服務給付，以

及生態農村再造等，期望發展

臺灣農村生態農業經營模式，

並增進社區調適能力，及早與

國際接軌。

第二節　三生一體的農業環境

本節由本場林立助研員、

貢寮狸和禾林紋翠創辦人、觀

察家生態公司王正安田間觀察

員、慈心基金會詹于諄專員及

新南田董米林哲安負責人，說

明生態農業在農業生產、生物

多樣性及棲地營造等作法、影

響及成果。

其中林立助研員在水稻田

區周邊植被、地景型態對害蟲

調節的研究，發現保留或營造

田梗開花植物，以及多樣植

被，可豐富水稻田生物多樣

性，間接達到生物防治功能。

另外農田周圍地景管理與農業

生產關係密切，永續生態服

務、足夠糧食生產、促進農村

生計，3 者間將互相效力、彼

此共好。

第三節　地景經營與回復力

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學 Dr. 

Devon Dublin、東華大學李光

中副教授、本場徐仲禹助研

員，則與大家分享傳統知識在

技術發展與地景經營所扮演的

角色、東台灣農村社區調適能

力與地景回復力之參與式評估

及增進策略，以及建構植生緩

衝帶降低水稻田逕流水營養鹽

之研究。

徐仲禹助研員在豐濱鄉新

社村，希望協助當地減少多於

營養鹽對土壤、海域的負面影

響。並在 2018 年生態農業技

術發展與協同經營國際工作坊

的參與學者建議下，於梯田末

端進出海口處，設置種植水蕹

菜的植生緩衝帶，發現該作物

對削減銨態氮良好，最高可達

89%、對總磷濃度削減率可達

27-39%，另外對田區的生物

多樣性亦多有貢獻。

第四節 

農業操作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金澤大學西川潮教授、台

灣大學蔡志偉副教授、苗改場

陳泓如助研員、台灣大學彭立

沛副教授，以及本場林文華助

研員，分別說明有機友善農法

對水稻及茭白筍田區的生物多

樣性影響。

林文華助研員研究蕹菜與

茭白筍間作，是否對作物產量

及節肢動物組成有影響。研究

顯示茭白筍產量不受間作蕹菜

影響，且總經濟效益大幅提

高；同時也提高有機田節肢動

物多樣性，有利於天敵防治。

另外此間作模式可降低颱風受

害風險。

第五節 

生態農業科技與經營管理

 �研討會來賓包括農委會陳吉仲主委 (中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郭應義副執行長 (左三 )、花蓮縣徐榛蔚縣長 (右三 )、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盧
虎生院長 (左二 )、林裕彬副院長 (中二排左二 )、農委會范美玲主秘 (右二 )、農業科技研究院黃文意副院長 (左一 )、農委會戴玉燕參事 (中二排右二 )、
科技處王仕賢處長 (中二排左三 )、農糧署東區分署徐煇妃分署長 (中二排左四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陳信言場長 (中三排右一 )、茶改場台東分場蕭
建興分場長 (中二排右一 )、吉安鄉游淑貞鄉長 (中三排右二 )、仰山文教基金會陳鑫益秘書長 (中二排右三 )等嘉賓都到場支持

自左而右：Dr. 
Dublin、西川潮
教授，以及 Dr. 
Heong(資料照片 )

3位國外講者以預
錄影片向大家分
享研究成果

 �研討會二日共五節的議題演講結束後，主持人郭華仁教授（左四）、本
場杜麗華場長 (右四 )與其他講者和現場座談交流，Dr. Dublin、西川潮教
授並以視訊與現場即時連線解答問題

國際稻米研究所前資深科

學 家 Dr. Kong Luen Heong、
本場陳季呈研究員、興瑞文旦

游振葦農場主、水利署九河局

李宇弘工程員、頭城休閒農場

林宏達經理、臺灣農業灌溉協

會郭勝豐秘書長，向大家介紹

以教育強化農民生態素養、生

態農業效益評估，以及生態與

循環農業執行實例等。

陳季呈研究員與宜大陳凱

俐教授、農科院孔維新博士針

對生態農業效益，建構其評估

模式與應用，將生態農業所帶

來的效益藉由問卷調查探討支

持生態農業的願付價值。在宜

蘭壯圍新南田董米、花蓮豐濱

新社及復興部落為研究地點，

發現他們從事生態農法經營，

所獲得的市場價值皆低於生產

成本，但消費者的認同，都願

意支付一定的金額來支

持生態農業。她建議政

府應持續支持從事生態

農業的農友們。

在會末綜合座談與

大家交流時，本場杜麗

華場長表示，農委會及

本場都很重視農民及消

費者的期待，因此從有

機農業中心動土到陳主

委佈達的政策利多消

息，考慮更多的是生態及永續

發展，並且是整體系統性的推

動，對農友是很大的鼓勵與支

持，本場也將全力配合中央政

府政策。

第五節主持人郭華仁教授

也表示，世界有機驗證百分比

不到 2%，這是有結構性及技

術上的問題。Dr. Heong 給了

很好的建議，透過大規模教

育，從病蟲害綜合管理角度減

少農藥的使用，值得我們學

習。另外消費者寧可選擇較便

宜的慣行產品，但是它隱藏性

的成本我們卻沒有計算進去，

這些同樣需要食農教育推廣宣

導。因此對於有機及生態農業

來說，不論是農學院教授、農

業官員、消費者或者農民，最

重要的還是在觀念轉變。

大大恭喜宜蘭、花蓮各出一位農狀元 ! 宜蘭縣壯圍鄉謝政佐、花

蓮縣富里鄉黃治鴻 2 位農友，日前榮獲全國十大神農殊榮。本場推薦

的 2 位農友，同時獲得神農獎、實屬難得，非常令人振奮及與有榮焉 !

本場獲知此消息後，10 月 29 日杜麗華場長即率同仁前往宜蘭及

花蓮張貼紅榜，並當面恭賀 2 位神農。

宜蘭神農謝政佐是漁三代，本身也是海洋大學的高材生。他憑藉

著自身所學，專業繁殖技成功培育出多種優良品系，立志透過育種技

術把台灣的九孔養大。同時利用壯圍鄉廢棄魚塭作為生產基地，並成

立「漁人故事館」透過食農教育引導消費者進入產區。

花蓮神農黃治鴻返鄉務農，在臥虎藏龍的水稻界逐漸嶄露頭角，

去年才榮獲稻米達人冠軍賽有機米組亞軍，今年更榮獲十大神農獎

項。他致力發展有機產業、自行設立有機秧苗場，並利用傳統客家花

布文創包裝，行銷自有品牌「御見好米」，並且帶領高齡化產銷班員

使用科技化栽培技術，達到省工高效。

本場杜麗華場長恭賀 2位神農，希望他們以自身優秀的經營成果，

不但帶動地區農產業發展，同時也帶領轄區其他農友持續向有機及友

善的農業生產邁進。

 �本場與農糧署東區分署、宜蘭縣政府，以及宜蘭漁會、花蓮富里鄉農會
一同恭賀轄區 2位新出爐的全國十大神農

謝政佐
黃治鴻
榮獲 109 年
全國十大神農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現場宣布會內有機友善
農業重要政策，以表達政府支持相關農產
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