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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 
農業經營 

作物健康管理暨農藥減施技術講習會 
蔡文堅 

為建立農民安全用藥及病蟲害防治、合理化施肥、栽培管理技術，解決
農民問題，以建立健康、效率、永續經營之農業，本場持續辦理農業產銷班
技術講習會，107 年度計辦理 34 場次，計有農民暨眷屬 2,481 人次參與。各
場次辦理日期、所屬農民團體、對象、產業別及參加人數如表 1。 

表 1、107 年度作物健康管理技術講習會辦理情形統計表 
辦理
日期 

所屬農民團體 對     象 產業別 
參加 
人數 

01/10 東益農產品運銷合作社 九如鄉種植檸檬農友暨眷屬 果樹 78 
01/18 泰吉果菜生產合作社 麟洛鄉種植蓮霧農友暨眷屬 果樹 76 
02/06 建賢果菜運銷合作社 枋山鄉種植芒果農友暨眷屬 果樹 88 
02/09 旗山區農會 旗山區種植絲瓜農友暨眷屬 蔬菜 63 
03/08 崁頂鄉農會 崁頂鄉種植水稻農友暨眷屬 水稻 66 
03/14 橋頭區農會 橋頭區種植水稻農友暨眷屬 水稻 72 
03/22 萬丹鄉農會 萬丹鄉種植水稻農友暨眷屬 水稻 65 
03/27 新園鄉農會 新園鄉種植水稻農友暨眷屬 水稻 102 
04/10 燕巢區農會 燕巢區種植棗農友暨眷屬 果樹 65 
04/18 枋山地區農會 枋山、獅子鄉種植芒果農友暨眷屬 果樹 78 

04/24 軒禾農產品運銷合作社 
軒禾農產品運銷合作社種植檸檬社員
暨眷屬 

果樹 149 

04/26 美濃區農會 美濃區種植豇豆農友暨眷屬 蔬菜 53 
05/04 枋寮地區農會 枋寮鄉種植芒果農友暨眷屬 果樹 65 
06/08 屏東縣九如鄉果菜批發市場 九如鄉種植花胡瓜農友暨眷屬 蔬菜 108 
06/13 阿蓮區農會 阿蓮區種植小番茄農友暨眷屬 蔬菜 85 
06/28 旗山區農會 旗山區種植絲瓜農友暨眷屬 蔬菜 67 
07/20 六龜區農會 六龜區種植芒果農友暨眷屬 果樹 49 
07/23 彌陀區農會 彌陀區種植葉菜農友暨眷屬 蔬菜 75 
07/24 東港鎮農會 東港鎮種植紅豆農友暨眷屬 雜糧 68 
07/31 仁武區農會 仁武區種植番茄農友暨眷屬 蔬菜 72 
08/03 新埤辦事處 新埤鄉種植木瓜農友暨眷屬 果樹 52 
08/08 滿州鄉農會 滿州鄉種植有機黑豆農友暨眷屬 雜糧 78 
08/14 梓官區農會 梓官區種植葉菜農友暨眷屬 蔬菜 76 
08/17 富億農產品運銷合作社 美濃區種植小番茄農友暨眷屬 蔬菜 73 
09/04 崁頂鄉農會 崁頂鄉種植紅豆農友暨眷屬 雜糧 66 
09/11 大和運銷合作社 恆春鎮種植洋蔥農友暨眷屬 蔬菜 73 
09/25 內門區農會 內門區種植鳳梨農友暨眷屬 果樹 42 
09/27 泰山加工運銷合作社 高樹鄉種植鳳梨農友暨眷屬 果樹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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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日期 

所屬農民團體 對     象 產業別 
參加 
人數 

10/03 內埔地區農會 內埔鄉種植鳳梨農友暨眷屬 果樹 36 
10/04 車城地區農會 車城鄉種植洋蔥農友暨眷屬 蔬菜 81 
10/16 潮州鎮農會 潮州鎮種植鳳梨農友暨眷屬 果樹 67 
10/19 田寮區農會 田寮區種植番石榴農友暨眷屬 果樹 68 
11/13 東港鎮農會 東港鎮種植蓮霧農友暨眷屬 果樹 85 
12/06 高樹鄉農會 高樹鄉種植芋頭農友暨眷屬 蔬菜 76 
合    計 2,481 

座談會中提出問題計有 194 項，其中以植物保護類占 73 項，其次為作物
改良類占 59 項(含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改進)，土壤肥料類占 28 項，農業推
廣類占 34 項(詳如表 2)，所有問題均予以詳實答復。 

表 2、106 年作物健康管理技術講習會問題分類及各產業次數統計 
類別 水稻 果樹 特用 蔬菜 雜糧 總計 
土壤肥料 1 20 0 5 2 28 
作物改良 2 36 0 13 8 59 
植物保護 3 39 0 19 12 73 
農業推廣 2 18 0 5 9 34 
總計 8 113 0 42 31 194 

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評選 
蔡文堅 

2018 年第 31 屆全國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評選於 107 年 8 月辦理區域性
評選，本場所轄高雄市提送 3 位、屏東縣提送 8 位、澎湖縣提送 1 位，合計
12 位農民參加高雄區域評選，經本場會同農糧署及水試所、畜試所等單位學
者專家組成區域評選小組至現場訪視後，推薦 4 位優秀農民參加全國評選。 

全國計有 22 位專業農民參加評選，經由農委會聘請之評選委員投票結果，
轄區屏東縣鹽埔鄉邱順天先生及高雄市美濃區侯兆百先生，當選 2018 年第
31 屆全國十大神農，並獲頒獎金 20 萬元；高雄市燕巢區賴隆溪先生及屏東
縣竹田鄉陳宏志先生，當選 2018 年第 31 屆全國模範農民，並獲頒獎金 10

萬元。 

表、107 年本場推薦參選「2018 年第 31 屆十大神農暨模範農民」得奬名單 
當選人 輔導單位 產業別 評選結果 
邱順天 屏東縣鹽埔鄉公所 畜牧加工 全國十大神農 
侯兆百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農糧 全國十大神農 
賴隆溪 高雄市燕巢區農會 果樹 全國模範農民 
陳宏志 屏東縣竹田鄉農會 花卉 全國模範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