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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體驗的
台灣十大農業專家選拔訪視紀實

農業專家選拔委員會主委 廖敏榮

榮擔任本屆十大農業專家選拔主委，一切按照歷屆的作業流程展

開各項工作，前置作業主要是公告流程，通知各單位推薦及接受報

名，然後檢視合乎報名辦法的候選人資料的整理及編排，這部分都

是總會廖主秘及委員會祕書長蔡文華進行處理，首先對於他們的付

出表示感謝，謝謝您們。最重要的訪視行程也按照事先的安排進行規

劃，聯繫確定，也感謝張維清總會長的支持，順利完成並組織訪視小組。

可惜的是計劃趕不及變化，除了第一場利用總會理事會到澎湖召開之

便，順道完成水試所的訪視，順利完成之後，回到台灣進行第二場在台北漁業署，台大，宜

蘭大學的訪視之後，就因疫情再次爆發而無法進行現場的訪視，改為視訊方式進行訪視行

程，這是不得不的作法，也是比較遺憾可惜的地方。

在總會廖主秘的安排作業下進行後續的視訊訪視，從視訊中同樣可以感受到候選人及推

薦人精心準備的多項資料，研究成果，各項得獎記錄……等等，在在的表現出同濟總會辦理

的這項十大農業專家選拔已經在台灣農業界建立起良好的品牌價值，而受到台灣農業界的肯

定及重視。

決選會議在農糧署進行，由農委會，召集台灣農

業相關的農學院院長級權威人士及農業界主要公務機關

及全國性農業機構代表進行決選，從會議中可以看到參

與的代表都已經透過我們總會提供的候選人書面報告資

料，從農業領域專業的經驗來進行票選，順利產生今年

的十大農業專家。

對於總會十大農業專家的選拔及訪視，敏榮已經參與多次，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參與，除

了可以增加自己對台灣農業研究及推廣單位，還有學術界的研究者研究的成果，更加了解台

灣農業了不起的成就，也可以感受到這些研究人員默默地進行研究，試驗，試作，一路走來

相當的辛苦，透過這項選拔可以讓他們有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機會及得到農業界的肯定。

對於今年獲選的 10 位農業專家表示恭賀，事實上敏榮每次訪視看到候選人的報告，都

是在農業界研究或許服務至少 20 年以上的工作，這個工作精神就令人非常敬佩，每一個候

選人都是台灣農業界的精英，專家，對台灣農業的貢獻都值得給予肯定及榮耀，因為每年只

選拔出 10 位專家，確實有許多遺珠之憾，今年未能入選的候選人，敏榮也鼓勵大家，再接

再厲，保持熱情，持續不斷地對台灣農業付出，奉獻。天道酬勤，農業更是如此。

最後，感謝總會長張維清帶領總會團隊提供委員會最好的服務，順利完成本屆的任務，

感恩！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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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 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當選名單
■ 鄭安倉
現職：
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
教授兼系主任

推薦單位：
漁業署

■ 林彥蓉
現職：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教授
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副主任

推薦單位：
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 田雲生
現職：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兼課長

推薦單位：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 林照松
現職：
林業試驗所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推薦單位：
林業試驗所

■ 施佳宏
現職：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員兼副
場長

推薦單位：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 張瑞璋
現職：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所長

推薦單位：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 艾　群
現職：
國立嘉義大學前校長

推薦單位：
農糧署

■ 鄔家琪
現職：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
副教授兼副院長

推薦單位：
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 段淑人
現職：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教授
兼農產品驗證中心主任

推薦單位：
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 謝恆毅
現職：
水產試驗所研究員兼主任

推薦單位：
水產試驗所



216

張瑞璋所長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

理系暨研究所，美國伊利諾大學植物病理系

博士，一生投入最愛的植物病理學研究與植

物保護工作。歷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

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常駐世界貿易組

織（WTO）代表團、農業試驗所及農業藥物

毒物試驗所等公務生涯，為了促進台灣農業

的發展，除兢兢業業致力於繁忙公務之外，

並積極參與植物保護產官學研各項業務之推

動，曾擔任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常務理監事、中華農藥協

會理事長、財團法人台灣農學會理事、財團

法人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董事、中國文化大

學園藝系及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兼任副

教授等職務，盡其一生奉獻公務，為台灣農

業的基礎、研究、推廣、法規、產業發展與

國際競爭力貢獻良多。

■植物病害防治研究應用與健康種苗

制度建立

張瑞璋所長於碩博士期間，完成台灣馬

鈴薯輪腐病及美國番茄潰瘍病之病因及流行

病學探討，開發健康種苗檢測及防治之關鍵

技術，有效杜絕台灣馬鈴薯輪腐病之發生，

解決美國中西部番茄潰瘍病爆發問題。於林

試所任職期間，確認松樹萎凋病是由松材線

蟲藉松斑天牛傳播，推動以「更換樹種」之

造林政策，避免單一樹種持續受害，加強林

地衛生工作，開發台灣松樹松材線蟲萎凋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所長
中華農藥協會理事長張.瑞璋張.瑞璋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防治技術，讓松樹松材線蟲萎凋病在台灣得

以穩定控制，不致造成生態浩劫。於防檢局

首先推動健康種苗檢查法制作業，公告火鶴

花、馬鈴薯、甘藷、百香果、香蕉及草莓等

作物之種苗特定疫病蟲害檢查及管理要點

等，奠定台灣植物防疫檢疫工作種苗檢查的

里程碑。

■拓展我國 WTO/SPS 及 TBT 事務與

農產國際貿易市場

張 瑞 璋 所 長 為 2002 年 我 國 首 批 派 駐

WTO 代表團之正式成員，負責處理 WTO 食

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檢疫措施（SPS）委

員會、技術性貿易障礙（TBT）委員會議題

及相關貿易爭端，並協助參與杜哈回合農業

談判及各國貿易政策檢討，協調解決多邊貿

易議題的衝突，了解各國對各議題之立場，

協助拓展我國農產品貿易市場及排除貿易障

礙。曾赴英國倫敦諮商，釐清我國非禽流感

張瑞璋所長在 WTO 積極拓展我國農產品貿易市場及
排除貿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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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 之疫區；2006 年透過我國在 WTO/SPS

委員會提出特殊貿易關切議題，及時解決加

拿大禁止我金針菇輸入貿易爭端。在代表團

工作績效傑出，獲農委會留任並榮升簡任秘

書，6 年多在日內瓦的卓越成績，讓張瑞璋

所長成為首批赴常駐 WTO 代表團任期最久

的外交官員。

■開創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制度

2009 年之前植物保護手冊只有 818 種

農藥使用方法，故農民常因使用未核准農藥

而受罰，為解決農民缺乏防治用藥問題，張

所長奉命推動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協

調藥毒所、農試所與各區改良場專家學者，

召開多次會議並參考美國 IR4 Project、日本、

英國等先進國家法規制度，基於科學原理及

農藥延伸使用原則，兼顧害物防治及作物攝

食風險，推動台灣版的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

使用制度。公告「延伸使用範圍之群組化作

物害物種類、代表性使用範圍及其實施方

式」之田間試驗準則，開始執行農藥延伸

使用評估，至 2020 年已完成上萬餘案之評

估，陸續公告農藥延伸使用範圍 10,851 項，

藥毒所首創農業剩餘菇包變貓砂；推廣研發舒緩寵物皮
膚敏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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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衛生福利部增修訂殘留農藥安全標準

2,972 項。有效解決農民缺乏防治用藥及違

規受罰之問題。

■積極推動研發成果國際化與授權應

用

於 2019 亞洲生技大展，藥毒所首創農

業剩餘菇包變貓砂，成為科技展成果亮點，

讓愛貓族未來可選用國產優質貓砂，省荷包

並兼顧環保。於 2020 台灣醫療科技展「農

業健康館」，藥毒所開發質譜快檢食安把關

新利器，為國際間速度最快之農藥殘留質譜

檢驗技術，可於源頭先檢驗後上市及時攔截

不合格產品，為全民食安把關。於

2021 年，藥毒所與順博公司、中

興大學研究團隊，成功開發皮膚保

健寵物食品配方，可有效舒緩寵物

皮膚敏感問題。

藥毒所在張所長的帶領督導之

下，108-110 年新技術授權 29 案，

授權再續約 61 案，技轉授權金收

入近 2500 萬元。多項研發成果榮

獲農委會國家農業科學獎「產業貢

獻」組及「前瞻創新」組「群策群

力獎」，並入圍考試院 110 年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推廣專業「農噴無人機臺灣隊」引

領智慧農業起飛

張所長積極推動藥毒所與防檢局、民航

局共同規劃建置無人機農藥代噴訓練課程及

證照制度，並與國內各大學合作，在全國各

地積極辦理訓練與測驗，截至 110 年 12 月，

農藥代噴訓練測驗合格共 1191 人，持續致

力於本國無人機農噴產業的蓬勃發展。

■促進跨域合作機制與安全專業創新

願景

張所長帶領藥毒所病蟲害專家團隊，參

與各地農會蔬果安全講習，與農友廣泛交換

意見，共同為安全生產努力。為了加強人才

培育、活絡研究發展及鏈結產學合作，積極

與臺北農產、嘉義大學、宜蘭大學、農業科

技研究院、臺中市政府及相關藥廠業者等簽

署合作備忘錄，強化各領域合作機會，以服

務更廣大民眾。藥毒所在張所長領導之下，

108-110 年農委會績效評比各項績效指標達

成率皆為 100%，連續 3 年榮獲年度「績效

評核」冠、亞軍。期望大家一起為台灣創新、

專業、安全與永續農業之發展，繼續努力，

發光發熱！

推廣研發成果技術授權與應用

推廣建置無人機農藥代噴訓練課程與應用推廣建置無人機農藥代噴訓練課程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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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安倉教授歷年來結合所學、經驗與專長，積

極推廣國內水產養殖產業轉型安全無毒友善健康養殖

管理，並且秉持技術開發（無用藥養殖與產品價值提

升）、推廣輔導（現場諮詢與技術服務）、健康生產（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教授兼系主任鄭.安倉鄭.安倉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與學生共同打造全台首創的效能益生菌應用技術示範與種原供應
場域 ( 共三場 )

於技術研究秉持凡事親力親為，於技術推廣實際走入養殖現場

質形象建構與國際競爭優勢）與產

業永續（產學人才接軌與共容成長

雙贏）的核心發展價值，期許自我

不斷創新突破，凡事親力親為，積

極開發場域合作夥伴，共同投入研

發量能，以創新、教育、自主、傳

承、接軌、成長與共贏的精神，攜

手產官學研單位或企業共同合作，

落實技術本位學習動能並且培育優

質接軌人才，除於國內水產養殖產

業轉型無用藥友善養殖管理推動有

卓越成效，也厚植了技術專業人才

之就業競爭優勢。

國內水產養殖總產量每年近

30 萬公噸左右，因水產養殖業者

仍多以傳統管理模式運作，回顧近

年來無論人為因素或天然災害對

產業所帶來之考驗或損失，不難

理解產業也面臨發展障礙。鄭教授

長年致力於「水產養殖產業永續發

展與國際競爭優勢提升」以及「國

際移動人才培育與漁村年輕勢力接

軌」，建構以環境資源友善利用為

主，水產養殖產業永續發展為輔的

「安全無毒友善健康養殖管理技

術」，應用效能益生菌與水底質改

良劑的友善管理模式，輔導水產養

殖業者實踐負責任生產的養殖職人

精神，重新奠基國內水產養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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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價值，並且成功帶領產業轉型、創新

與升級，技術輔導與服務範圍包含國內主要

養殖漁業產區澎湖、台東、屏東、高雄、台

南、嘉義、雲林與彰化等，而協助輔導技術

轉型與落實負責任友善生產的經濟性養殖物

種包含了石斑魚、午仔魚、虱目魚、白蝦、

烏魚與文蛤等，另也持續透過跨領域合作模

式投入地方創生計畫，與跨領域人才或專家

學者共同合作，帶領學生共同走出校園，善

盡大學社會責任，厚植城鄉發展價值，促進

地方產業創生轉型。

鄭教授專長領域包含繁養殖管理技術、

設施性系統與養殖工程、飼餌料營養與配方

開發、病害防禦與友善養殖應用、溫棚養殖

應用與漁電共生養殖管理技術等，迄今已累

積水產繁養殖管理或養殖技術應用研究相關

經驗至少 30 餘年以上，多年來始終秉持「教

育專業、輔導產業」的理念，積極推動國內

水產養殖產業邁向安全無毒友善健康養殖管

理之里程碑，應用效能益生菌與水底質改良

劑於養殖過程實踐友善管理，重新奠基國內

水產養殖產業的發展價值。

發展無用藥的安全友善養殖管理技術，

乃是水產養殖產業永續經營之道，也就是從

根本做起的負責任生產行為，因此經過多年

努力，成功開發、推廣與輔導無用藥的安全

開發、建構與輔導推廣綠能養
殖管理 ( 漁電共生 ) 技術，提升
傳統產業發展價值

開發與建構室內外設施性養殖系統，溫 ( 室 ) 棚養殖應用技術，致力養殖管理技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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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養殖管理技術，除能因應季候變化與養

殖條件日漸嚴苛問題，並能符合國際市場與

消費者飲食需求，穩定並保障國內業者收

益。再者透過創新技術的開發、推廣與輔導，

提升產業發展價值，目前已成功開發透過友

善管理策略克服石斑魚神經壞死病毒感染之

損耗，穩定生產石斑魚苗，提升育成率達 8

成以上。近年並以效能益生菌應用技術之相

關研發成果，持續輔導午仔魚養殖漁民透過

標準化、規模化、無毒化、經濟化穩定負責

任生產，已可降低 6 成以上之藥物使用頻

率。另以創新友善養殖管理技術投入文蛤產

業輔導，協助業者改善傳統養殖管理模式，

有效解決業者面臨種貝品質不佳、種苗育成

率低、養殖文蛤異常大量死亡或異種貝干擾

等瓶頸，已至少提升產能 2 成以上。

應用效能益生菌與水底質改良劑的友善

養殖管理，據現場相關確效試驗數據證明，

可降低養殖過程有害物質 15% 以上，養殖

成本 10% 以上，以及減少養殖業者的換水

或用電量，也能達成水土資源保育、永續養

殖環境以及健康餐桌料理之目標，為能就近

照顧漁民朋友，在相關經費支持下於「彰化、

雲林與高雄地區共已建構 3 場全台獨有的友

善養殖管理技術示範場域與效能益生菌種原

供應場域」，同時成立駐地服務辦公室，給

予在地或鄰近業者零距離的輔導與服務。此

外，為避免養殖過程之寒害損失，也實際走

訪國外踏查，再透過技術交流與產業經驗，

開發符合國內水產養殖經營特色的溫棚 ( 室 )

養殖管理技術，具備節能減碳、縮短養殖週

期、生殖調控與抗雨等功能，提升養殖效益

至少 2 成以上。近年建構魚電共生養殖經營

管理策略與標準操作流程，對傳統養殖產業

升級以及跨域企業競爭優勢提升均有實質效

益，另也參與政府推動綠能養殖行列，精準

建議漁電共生養殖管理的六四分區原則，輔

助綠能養殖相關政策的順利推動，增加養殖

漁民利潤空間，也能夠實現水產養殖的跨界

經營、資源整合、效益加倍、產學共贏之目

標。

親產優質與腳踏實地可用來形容鄭教授

對產業輔導之熱誠與自我要求，因此歷年積

極參與技術講座與辦理教育訓練課程，提供

國內水產養殖業者專業服務與諮詢，並且致

力於友善無毒養殖管理技術之推廣，另也與

企業或跨域學者共同深耕在地海洋產業，回

饋技術能量為產業加值。鄭教授歷年來對產

業永續發展的投入與推動不遺餘力，除透過

無毒友善養殖管理的創新技術研發與推廣輔

導扶植傳統產業升級，也設法結合跨領域資

源，加乘新世代接棒的競爭優勢，充分實踐

產業轉型（產）與人本教育（學）之精神，

並營造了產官學三贏局面。

透過教育訓練、技術講座或諮詢活動分享研發成果，促進產學交流與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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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群終身特聘教授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 - 麥迪遜分校農業工程博士，具備農業

機械、生物機電、自動化工程專業背景，曾

獲得美國農業工程學會 (ASAE) 學術論文獎、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論文獎、中華農業機械學

會學術成就獎、中華農業機械學會教育成就

獎、台灣生物機電學會學術成就獎、獲得四

次國立嘉義大學產學合作績效全校第一名、

也指導許多學生參加國內外競賽多次獲獎。

多年來致力於農業自動化研究，如柿子自動

去梗修蒂削皮機、鳳梨內部品質與重量自動

分級系統、蘭花病毒檢測樣本前處理自動化

作業機、蜂王漿產製移蟲與取漿作業自動化

國立嘉義大學前校長艾.　群艾.　群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作業機、創新節能溫室披覆材料商品化開發

研究、農用柴油引擎油電混合動力系統研發

等研究，對農事作業效率提升與解決農業缺

工問題貢獻良多。

■鳳梨內部品質與重量自動分級系統

鳳梨年產量 423 萬公噸，年產值 85 億

元，是極重要的果樹作物之一。目前本產業

具有的優勢為新品種眾多，且這些品種具有

品質優良、產量穩定，果形優美等特點，除

可供國內鮮銷市場消費外，亦深具外銷潛

力。然因目前果農多注重生產果型大、水分

整鳳梨內部品質與重量分級機

肉聲果 鼓聲果 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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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之果品，並不利於貯運，且品質較不穩

定，無法直接用於外銷。因此，有必要針對

外銷作業之需，加強品質檢測之技術，以期

拓展外銷市場。本系統可以串連成鳳梨內部

品質檢測及重量分級一貫化自動作業系統，

系統機體含品質敲擊檢測機構及重量分級機

整合，品質敲擊檢測機構具備抑制震動及防

止雜訊干擾之功能，並經由信號擷取卡至電

腦執行數位信號分析，並撰寫圖控軟體判斷

鳳梨內品質 ( 肉聲果、鼓聲果 ) 之功能，鳳

梨內部品質及重量之檢測門檻標準數據可由

使用者在觸控螢幕上設定更改。鳳梨的品質

等級分為 A 級 ( 良品 - 肉聲果再將重量分 6

級 ) 和 B 級 ( 次品 - 鼓聲果、病果 ) 兩個等

級，每等級判斷門檻可由觸控式電腦螢幕操

作修正。本系統分成兩個子系統運作，第一

部份為鳳梨內部品質檢測，利用優力膠敲擊

鳳梨，擷取產生之敲擊脈衝訊號，經由數位

訊號轉換技術，可以判斷鳳梨內部品質。第

二部份即為將 A 級鳳梨送至線上重量分級系

統，分出各種不同重量之鳳梨，此二部份亦

可以個別單獨操作，每分鐘可以分級 70 個

鳳梨。

音波信號

系統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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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科專研發農用油電混合搬運車

由於傳統農事作業機械大多使用柴油引

擎，近期由於為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而

推動電動農機，至今發現電動農機的扭力不

大，無法取代從事於土壤中需求高扭力的作

業機械，如中耕機、耕耘機等，亦因電動農

機在高負載下，行駛速度無法達到農事作業

的要求，如噴藥車、農用搬運車等等。目前，

在市面上，採用混合動力系統之轎車逐漸受

到消費者喜愛，銷售數量越來越多，原因是

較一般傳統車輛省油且環保，而農事作業機

械，至今，尚沒有油電混合動力系統技術應

用在各種農機上，就車輛發展觀點來判斷，

它是一必然趨勢。且國內的大型果菜市場如

油電混合搬運車研發團隊（106 年台北世貿生技展）

西螺果菜市場，內有約 2 千多個攤位、800

輛柴油引擎搬運車，每天作業時噪音很大且

空氣污染很嚴重，若是能研發此油電混合搬

運車，必然可以改善此缺點。本農用搬運車

是國內第一部自製研發油電混合動力系統的

車輛，以柴油引擎動力為主，馬達電動力為

輔的車輛，於室內 ( 如果菜市場 ) 可用無汙

染和無噪音下的純電模式（M）行駛，在農

用道路上可轉換扭力夠且續航力的純油（D）

或是油電混合模式（H）行駛，達到轉換合

適行駛的方式前進，這台車對未來節能減碳

是一個有效的推動。經過測試後使用 7KW 馬

達可以載重 1200 公斤，爬坡度為 1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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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彥蓉博士是農藝系遺傳育種組的教

師，長期致力於作物之遺傳育種研究，應用

於水稻、小米、高粱、芒果和甘藍類的蔬

菜，探討米質和開花成熟期等重要的農藝性

狀，研究成果豐碩具有前瞻，研究期刊發表

達 85 篇之多，包含多篇在國際頂尖期刊，

提升臺灣在國際研究之能見度，並受邀擔任

國際頂尖期刊的編輯委員，貢獻於國際學術

界。一直秉持著基礎研究宜應用於產業，因

此，長期與農試改單位和種苗業合作，育成

3 個水稻品種、技轉 2 個重要的育種技術，

成果受到矚目。並參與科普教育推廣、偏鄉

教育，善盡個人之力量投入大學社會責任。

林教授協助臺灣育種人員將分子輔助選

拔納入常規的育種，提昇育種效率和市場競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教授暨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
副主任林.彥蓉林.彥蓉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爭力，以與臺南改良場合作育成之良質米臺

南 16 號最為人稱道，為臺灣第一個分子育

種育成的品種，奠定臺灣育種邁向新里程。

分子標誌輔助育種是在傳統的雜交過程中，

輔以生物科技 - 基因型快速鑑定來精準選拔

子代，提升育種之效率、縮短育種的時成，

相較於傳統育種而言，可以節省一半的時

間，創造種苗新契機。以“臺南 16 號”為

例，傳統水稻育種所需時間達 10 年之久，

然而“臺南 16 號”從雜交到品種命名只需

5 年半，精準的選拔，提升育種效率。除了

撰寫中文的學術期刊，讓臺灣的育種人員可

以瞭解實際操作，並受邀講述如何應用分子

標誌提升育種學拔效率，並協助育種研究人

員建立分子標誌基因型分析的平台，應用其

臺南 16 號是臺灣第一個以作物分子標誌輔助選育的品種，樹立典範，並提升臺灣種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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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育種，育成許多耐旱、耐鹽、抗病等新

的水稻品系，大幅提升臺灣水稻分子育種的

能量。

種苗產業是臺灣重要農業，與農友種

苗公司合作，除了提升種苗產業的國際競爭

力。林教授與農友種苗公司合作青花菜、花

椰菜和芥蘭之始球期（開花基因），利用農

友種苗公司的育種材料，探勘到適合生長在

亞熱帶、熱帶環境的開花基因，此獨特的研

究成果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並技轉與分子

標誌給予農友種苗公司，應用於早熟性青花

菜分子育種。於 2018 年 9 月舉辦「臺大研

究團隊建立典型產官學合作模式促進臺灣種

苗產業升級」記者會，由此，彰顯農藝學系

在臺灣作物育種扮演重要的推手。林教授和

學生也從 1 萬多筆 SNP 基因型中，探勘出

24 個 SNP 可以區分農友種苗公司青花菜、

花椰菜和芥蘭的育種品系，除了可以保護品

種外，更可以應用於 F1 種子純度檢測，提

升種苗之國際競爭力。

“臺南 16 號”的米粒晶瑩剔透，食味

值、外觀、硬度、黏度及平衡度佳，烹煮後

米飯富有水分、光澤，口感 Q 彈、香甜，

適於一般家庭食用和壽司。林教授從大學端

來協助推廣“臺南 16 號”，尋找最適合的

碾米業者，媒合臺大農場與企業共創品牌─

「鹿鳴米」，整個品牌創立與行銷扮演重要

角色。投入行銷此臺大農場第一個品牌米，

加上具有臺灣大學意向的文創設計包裝，擄

獲消費者的喜好，生產“鹿鳴米”農民獲得

「2016 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獲得總冠

軍的殊榮，激勵農民種植“臺南 16 號”，

使得近年來栽種“臺南 16 號”的面積增加，

協助臺大農場與企業共創品牌─「鹿鳴米」，從大學
端來協助推廣“臺南 16 號”，激勵農民栽種此良質
米

擔任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副主任，促進亞蔬與臺灣各
界交流，協助提升亞蔬研究與發展能量，邁向開放科
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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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是米質競賽的常勝軍，藉此提升稻米產

業。

除了廣受邀請到大專院校、農試改單

位演講分子標誌輔助育種外，到雜誌報章媒

體的報導。讓農業人員和一般大眾瞭解分子

育種，參與撰寫科普性文章與報導，如：農

業世界、豐年雜誌、鄉間小路、遠見雜誌、

微笑臺灣、食尚玩家等等。基因編輯是最新

的生物技術，也應用於作物育種，近幾年來

廣受到學術單位和私人種子公司來育成新品

種，積極參與演講、授課與採訪，傳達正確

新的科學知識。

基於有機會應該將最新的知識傳達給

更多的相關研究人員、社會大眾外，更應該

往下扎根，讓知識普及化，讓大學教育可以

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過去幾年，籌辦或協

辦國際研討會，促進國內外學者交流。協助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和國立臺灣博物館策展，讓農業知識透過策

展，讓民眾和學子可以親近瞭解。帶領臺灣

大學學生至偏鄉小學（彰化二林香田國小）

舉辦營隊，課程中融入食農教育外，也讓臺

大學生有機會到農村學習，互相交流。帶領

臺大學生至南投信義鄉布農族部落復育小

米，讓布農族種植祖先流傳的小米品系，由

農藝端協助小米栽種利於後續之文化傳承。

受報章媒體記者採訪，傳遞最新育種技術應

用於作物改良，讓民眾可以瞭解最新農業科

技如何可以提升農業價值。這些最新進展的

研究成果，主辦 / 籌辦臺灣大學校長親自主

持記者會，經由臺灣大學校長參與，讓研究

成果可以獲得社會大眾矚目，相關研究成果

更能普及，發揮大學之社會

責任。基於以上專業在產業

及社會之影響力，發揮其社

會貢獻指數。

林 教 授 從 110 年 2 月，

借調至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擔

任副主任，亞蔬是臺灣唯一

具有百人以上規模的國際組

織，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促進亞蔬與臺灣和世界各界

建立夥伴關係，發揮其專業

長才，協助蔬菜研究、推廣，

致力於提升健康膳食，並協

助亞蔬成為全球蔬菜研究之

開放科學中心，貢獻於國際

農業，並更加提升臺灣農業

在世界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林教授將其大學學術專業，

多方推展到科普、民間社區，

提升臺灣和國際農業，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

帶領臺灣大學學生至偏鄉小學（彰化二林香田國小）舉辦營隊，課程中融
入食農教育外，也讓臺大學生有機會到農村學習，互相交流

致力於科普教育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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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家琪為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副教授

兼生物資源學院副院長，同時也是無人機應

用暨智慧農業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有機產業

發展中心主任與花蓮縣政府有機農業促進專

案辦公室執行長，考選部農林漁牧技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委員、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

小組委員與教育部技術高中農業群暨食品群

群科中心學校輔導委員等。以其在蔬菜學、

有機農業、設施園藝、保健作物、智慧農業

的專業，積極貢獻於臺灣農業發展與人才培

育，其傑出成果分述如下。

一、規劃與促進有機農業發展

1. 擘劃東部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與策略，促

進有機農業發展

規劃花東地區有機農業中程發展計畫，

提供花東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藍圖與策略。長

期輔導東部地區有機農業，促進農民收益與

產業永續發展。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副教授兼副院長鄔.家琪鄔.家琪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2..積極研究有機作物栽培與利用，成果受

國際肯定

建立青蔥等作物有機栽培管理模式，

同時利用物理性光波防治設施內病蟲害，提

供有機栽培管理之參考。研發有機蔬菜乾燥

加工技術，開發多樣性有機產品，延長貯存

期限，並提升農民之收益。相關研究成果獲

得‘Organic Farming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國際研討會貢獻與感謝。

3..義務擔任花蓮縣有機農業促進專案辦公

室執行長，領航有機國際接軌，打造有

機農業首都

(1) 協助花蓮縣政府加入國際有機農業亞

洲聯盟（IFOAM Asia）亞洲地方政府

有機農業促進會（ALGOA），直接參

與國際有機運動相關事務，建立全球

有機地區聯盟。

(2) 規劃主持花蓮縣有機農業國際論壇，

以「永續花蓮、有機首都」為主題，

展現有機農業進步與成果。

有機農業國際研討會受獎 有機農耕於永續農業發展研討會貢獻與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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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執行花蓮縣有機農業領航發展

計畫，每年提高有機農糧作物面積

10%；導入智慧農業于咖啡、稻米、

文旦、蔬菜等生產；推動有機農業促

進區與有機種苗場成立，協力打造臺

灣有機農業首都。

4..促進東部地區有機農業發展，輔導設置

全國第一有機促進區與有機種苗場域

建立東部有機農業促進區發展模式與輔

導機制，評估相關資源投入，輔導設置全國

第一有機農業促進區與有機種苗場，同時將

智慧農業導入有機農業生產與行銷，提高有

機生產效率並解決產業問題。

5..推動食農教育，行銷有機農產品

擔任公益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智庫，協

助審定「良食圖譜」、蔬菜手冊等教材，提

供食農教育有機教材，推動有機蔬菜之認識

與利用，擔任中小學營養午餐校廚料理魔蔬

師評審與培訓營講師，推廣從農場到餐桌有

機蔬果食材利用，行銷有機農業。

二、研發蔬果機能性成分，提高農產

品附加價值與農民收益

1..研發絲瓜機能性成分與產品，提升蔬果

附加價值

研究不同類型、品種與部位的絲瓜，開

發其機能性成分，循環再利用農業廢棄物，

建立調控絲瓜成分之栽培技術，並開發多項

絲瓜幾丁聚醣產品，提升蔬果附加價值與農

民收益。

2. 草莓產期調節與種苗生產技術之研發，

榮獲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建立設施草莓生產技術，研究草莓開

花結果環境參數，以發明專利「促進草莓

冷藏苗活力之栽培系統及其方法 ( 發明第

I496534 號 )」，達到草莓全年生產，此研

究榮獲烏克蘭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三、智慧農業研發，解決產業實際問

題

1..設施番茄智慧自動補光系統之研發，降

低能源消耗

研發番茄智慧自動補光系統，番茄補光

智慧進行，可顯著提高 2.5 倍以上產量，增

進果實品質並降低能源消耗。

規劃主持有機農業國際論壇

發明獎受獎照片

國際創新發明競賽榮獲多次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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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物聯網技術之果園環境監測與預警

系統之研發，減少農損

建立通訊不便區域果園環境監測與預警

系統，整合 PLC 自動系統，顯著減緩極端氣

候如焚風、寒害對釋迦、上將梨等果園所造

成之損害。

四、活化宜蘭南澳原鄉有機段木香菇

產業與輔導地方創生

選育南澳原鄉段木香菇菌種，推動宜

蘭縣第一個段木香菇產銷班成立，協助食品

營養驗證與有機農產品驗證，培育原住民碩

士，提升原鄉段木香菇產業。輔導東部地區

多個地方創生場域，以「就是青 - 青農養成

記」計畫串聯地方創生鼓勵青年從農。

五、創新傑出教學，培育農業專業人

才

烏克蘭發明金牌獎 教學傑出獎

1. 教學創新傑出，獲獎無數

跨領域整合園藝作物、有機農業、休閒

園藝、氣候變遷、智慧農業等領域，運用多

元創新教學方式，培育新世代農業人才。榮

獲人氣教師獎、優良教師獎、教學傑出獎、

教學卓越優等獎及特優獎等。

2. 指導學生參與國內外競賽，名列前茅，

屢獲佳績

指導 102 年產業先進設備全國學生專題

實作競賽大專組第一名、2014 能源科技創

意實作競賽銅牌獎、105 年度全國氣候變遷

調適創意實作競賽第三名、107 年史馬特營

隊期末成果發表競賽優勝、第四、五、六屆

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金牌獎、第 12 屆烏

克蘭國際發明展金牌獎、2016 生物資源學

院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第一名、107 年學生社

群成果發表微型創業類群第一名等。

3..帶領無人機應用暨智慧農業碩士學位學

程，培育新世代農業專才

協助籌備國立宜蘭大學「無人機應用暨

智慧農業碩士學位學程」並擔任首屆學程主

任，引領農業轉型與發展，提升農業科技，

培育新世代農業人才。

4..研擬技術高中農業群新課綱，輔導農業

課程發展，強化技職教育

研擬技術高中農業群 108 課綱，輔導技

術高中農業群暨食品群群

科中心學校，擔任農業類

學生技藝競賽評判委員等，

強化農業教育，無縫接軌

培育人才。

六、學術研究成果

至 今 共 發 表 130 篇 期

刊 與 研 討 會 論 文， 專 利 3

件，主持計畫 45 件以上，

以務實的研究成果貢獻臺

灣農業。智慧農業導入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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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雲生副研究員兼課長任職於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30 餘年，有鑑

於農村勞動力短缺與高齡化問題嚴重，致力

於農業機械化、自動化試驗研究，尤專精園

藝作物省工機具之開發應用。研究團隊累計

獲得 31 項專利與 25 件技術移轉，其中「嫁

接輔助機具」與「雙行式種植機結構改良」

2 項專利分別獲得 107 年、109 年國家發明

創作獎之創作獎金牌及銀牌；「電動自走式

升降作業機」技轉案成功商品化推廣應用

達 300 台以上，對於促進農業科技發展，減

輕農民農事辛勞與提升競爭力，成果績效顯

著，貢獻良多。

科研為本、推廣為用

當選人針對中部地區農作物栽培管理所

需，進行農業機械化試驗研究與創新發展，

傑出專長項目包括蔬果移植與嫁接、果園割

草與施肥，以及各類省工栽培管理機具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兼課長田.雲生田.雲生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近年來更配合農電共生、節水灌溉、淨零碳

排等政策推動，竭力於太陽光電結合農業生

產試驗場域建置、管路肥灌系統示範推廣，

以及電動農機具之研發應用。其中對於「番

茄苗嫁接輔助機」及「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

機」印象最為深刻，主因是試驗研究機關的

任務以「科研為本、推廣為用」，依農業生

產所需而研發改良，俟技術達實用階段即推

廣於產業應用；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舉辦國

家發明創作獎的宗旨：鼓勵國人從事發明創

作，帶動研究創新風氣，促進我國產業科技

發展，二者具一致性而心有戚戚焉。此外，

「電動自走式升降作業機」是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推廣績效最顯著，也是農友迴響最大的

農機成果。謹就這 3 項研發績效簡述如下：

一、番茄苗嫁接輔助機之研發應用

臺灣番茄種植面積 2,500 公頃，種苗為

抵禦土壤傳播病害及方便管理，已普遍採用

嫁接生產，嫁接苗每年需求量近 2 千萬株，

機械嫁接番茄苗人工嫁接番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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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達 2 億元。手工嫁接屬高技術工作，最

關鍵的斜切穗砧苗及接合固定動作須著重手

感、眼力及專注力，長時間連續作業相當辛

苦，造成產業旺季有技術人員短缺之營運瓶

頸。當選人研究團隊透過嫁接輔助機具之開

發，大幅提升嫁接成功率，有效紓緩人工缺

乏的困境。該機每小時嫁接逾 250 株、存活

率 92%，較傳統人工作業提高 25% 以上；

其創新結構以「嫁接輔助機具」取得我國新

型專利，107 年參選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國

家發明創作獎，由 465 件合格作品中脫穎而

出，勇奪創作獎金牌，實屬難得。

番茄苗嫁接輔助機採單人作業，非專屬

授權予「綠誼股份有限公司」、「清江開發

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及「辰龍興業有限公司」

等 3 家業者商品化製作與推廣應用。此外，

延伸試驗研發之「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

採多人分工分項操作，除作業效率再提升

外，亦可針對育苗場作業場域不同而調配應

用，該技術也授權予「綠誼股份有限公司」

及「農界企業有限公司」生產銷售與推廣應

用。

二、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之研發應用

臺灣芋頭栽培面積 2,600 公頃，臺中地

區占 30% 以上，鮮食與加工皆為消費者喜

愛，並以大甲區生產規模最大且饒富盛名，

有「大甲芋頭」的美譽。芋頭多採水田種植，

農民在嚴冬泥濘田裡先劃線，再拖著秧船行

走、反覆彎腰拾取芋苗逐株定植，相當費工

與辛勞。芋農希望導入機械化作業，以紓緩

種植期農忙缺工，同時避免該特色產業沒落

與凋零。當選人團隊研發改良完成「附掛雙

行式芋苗種植機」，以曳引機承載 2 組種植

機構與承苗架，每組種植機構由 1 人負責供

苗，機械進行破土、開溝、夾苗、放苗、鎮

壓與覆土等作業，3 人團隊種植效率較慣行

人工種植芋苗

機械種植芋苗機械種植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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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業可提高 23%；其創新結構以「雙行

式種植機結構改良」獲得我國新型專利，參

加 109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選拔，由 583 件合

格參選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創作獎銀牌，

得獎率創歷年新低之 7.4%，值得肯定與嘉

許。

該機技術授權予「富國農機資材」進

行商品機製作，主要推廣對象為芋頭栽培規

模較大及農業機械耕作服務業者；目前大甲

地區已有農友配合進行芋苗機械種植服務業

務，即為落實研發技術外溢擴散的具體績

效。

三、電動自走式升降作業機之研發應用

臺灣氣候環境多變化，愈來愈多農友採

用設施溫網室栽培，尤以蔬菜、花卉等園藝

作物為最。其中果菜類之番茄、花胡瓜、彩

色甜椒等高莖藤蔓類作物，動輒向上攀升 3

公尺高，以往農友於高處從事摘側牙、固定

枝條、疏果、採收等工作，須仰賴長條椅、

板凳等爬上爬下，長時間工作不僅辛勞，亦

造成腰、膝部受傷；搬運農產品、資材則使

用手推車、簡易車架等協助，也費工與不便。

鑑於此，當選人研究團隊成功完成兼具環

保、省工、多功能的「電動自走式升降作業

機」，足供設施栽培農友整理植株、登高採

收及搬運作業應用；也可推廣到立體雞舍，

協助雞農巡場代步，進行雞隻檢視、雞蛋撿

拾等用途。

機械登高整理植株

傳統登高整理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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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淑人教授具備「應用昆蟲學」理論基

礎及農作物蟲害管理技術，開設專業課程為

昆蟲病理學、微生物防治技術學、高等生物

防治學、高等蟲害管制學等。研究則聚焦於

天敵量產技術及應用技術、非農藥防治資材

研發與應用、也進行環境逆境與氣候變遷對

害蟲及其天敵之影響等研究。自 1987 年起

於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任內在技術服務組、

生物藥劑組及殘毒管制組，致力於農業技術

資訊整合、農業教學影視材料製作、農業安

全資材研發、害蟲綜合防治及農民合法合理

減量用藥之宣導工作。並配合政府推動吉園

圃政策，1997-2007 十年間輔導百餘個鄉鎮

進行農民安全用藥宣導、提倡農產品食材安

全體系與品牌之監督制度。建立農產品採收

前與集貨場之「代採制度」，推動全民協助

執行農產品安全品質監測標準作業流程。藉

國立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教授 兼 
農產品驗證中心 中心主任段.淑人段.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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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培訓各農會、縣市政府及農糧署人員共同

建立產地採收前之殘留檢測體系，使全國農

產安全檢測無死角，提升農產品品質把關效

率。並參與藥檢團隊共同協助芒果外銷送檢

24 小時內出具報告流程，增進外銷順暢度、

嘉惠農民收益及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聲

譽。

2008年轉任至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造就更多能投入農業研發與推廣的青年才

子，參與本校植物醫師駐診及農業張老師之

團隊，輔導農友田間病蟲害管理工作。段教

授自學生時代即專注於農業害蟲防治資材及

技術之研發已逾 40 載。對於害蟲防治資材

研究與推廣應用之具體成果有 1）. 夜蛾科核

多角體病毒田間菌株蒐集、分離、純化、致

病力及寄主範圍檢測與量產流程建立，並利

用基因工程加速致病時效、強化害蟲防治成

圖一、斜紋夜蛾幼蟲感染綠殭菌，可利用為防治夜蛾科害
蟲之微生物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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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2）. 蒐集田間蟲生病原菌開發為防治害

蟲之微生物資材 - 如感染綠殭菌之斜紋夜蛾

幼蟲（圖一）;3）. 建立蘇力菌殺蟲劑防蟲力

價測定，讓農民能有更多合法微生物殺蟲菌

商品用於田間害蟲管理；4）. 確認捕食性天

敵 - 黃斑粗喙椿象（圖二）、南方小黑花椿

象（圖三）、高橋食蟎 〜薊馬（圖四）及草蛉

（圖五）對防治鱗翅目幼蟲、葉蟎 〜、薊馬等

小型害蟲之防治能力，讓農民可以正確使用

天敵資材，達到以永續經營之生物防治效能；

5）. 開發南方小黑花椿象及草蛉人工飼料配

方以建立天敵量產流程，促進生物防治資材

研發應用價值；6）. 配合縣市農業局及農業

改良試驗場所，進行產銷班及農會指導人員

之教育訓練，以加強農民在蟲害管理技術之

認知；同時對農藥公司植保人員進行訓練，

以從第一線提升安全農業水準。

2019 年起擔任興大農產品驗證中心主

任、及有機推動中心副執行長，協助生產者

及業者之農產品及其加工品通過有機與產銷

履歷農產品驗證，並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及國

際合作交流、同時協助農委會各單位齊力推

動產品驗證與國際接軌的優化作業，為了

提升全國驗證專業人力而每年舉辦稽核員訓

練，包含 ISO 17065、ISO 9001、ISO 22000

及有機與產銷履歷驗證管理法規等。2022

年與驗證中心同仁共同完成「有機農產品驗

證稽核人員線上訓練平台及課程建置」，強

化我國有機同等性之推動成效。更參與教育

部人才培育計畫將該等課程結合人工智慧、

無人機施用植保資材等專業課程規劃於植醫

學程中，串連學界與業界的專業與技能知識

圖三、南方小黑花椿象若蟲捕食薊馬 ( 左 )、椿象成蟲盧氏葉蟎〜 ( 右 ) 是頗具防治效能之小型天敵

圖二、黃斑粗喙椿象若蟲刺吸小菜蛾 ( 左 )、及椿象成蟲刺吸斜紋夜蛾 ( 右 )，是廣食性捕食鱗翅目幼蟲之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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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同時擔任臺中市食安委員，嚴格把關

臺中市民食的安全，善盡服務全民之社會責

任。致力於串連本校農業技術與食安推廣服

務鏈，不僅將農糧產品及加工品驗證作業規

模持續成長，協助農委會擴大農產品驗證面

積，目前已成為全國有機及產銷履歷驗證績

優的單位，目前亦為全國唯一負責審認有機

農業允用資材的單位，造福有機及安全農產

品栽培農民。2022 年亦增加畜禽產品之驗

證能力獲得主管機關及全國認證基金會認

證。未來期望在 2025 能努力讓中興大學農

產品驗證中心成為全台第一個全方位包含農

糧、畜禽、水產品的驗證機構，可以造福更

多農民及養殖戶。

段教授將持續針對微生物防治資材及

圖四、高橋食〜〜蟎薊馬幼蟲捕食葉蟎 〜 ( 左 ) 及成蟲捕食台灣花薊馬蛹體 ( 右 )，無論幼蟲及成蟲均能有效捕食葉
蟎〜與薊馬各齡期、發揮生物防治功效

圖五、草蛉捕食二點葉蟎〜 ( 左 )、草蛉成蟲不具捕食能力 ( 右 ) 則較為可惜

本土捕食性天敵昆蟲進行研發，以篩選對環

境友善、得以永續經營的利器。除發表國際

優良期刊數十篇文章外，亦編著「台灣常見

農業害蟲天敵」一書贈予農民參考。教學方

面積極參與學生國外農業實習交流，及國際

團隊合作科研計畫。持續努力向農委會爭取

經費，強化農民在農產品與畜禽水產品食安

品管的把關成效。也協助農委會擴充現行蔬

果、雜糧、特作 TGAP plus 版之適用範圍完

整性，輔導業者建立符合產銷履歷法規之良

好自主管理機制。優化推廣產銷履歷分裝流

通驗證，期能接軌國際農產品 Global GAP 驗

證體系，使國內農業經營者能躍升國際市

場、開拓通路，全面提升我國農業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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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力於治山防災、林道維護─強化

水土保持功能

林照松主任於 1984 年初任公職即在林

業試驗所（本所）六龜分所服務，初期工作

都是以林木生長、修枝疏伐等試驗及伐木作

業每木調查等傳統林業工作為主，但因六龜

分所轄區面積遼闊且林區內道路常因颱風豪

雨影響造成崩坍而中斷，甚至於中斷大半年

而未通，影響野外試驗工作甚鉅，此種情況

亟待解決。1990 年在本所希望同仁培養第

二專長的情況下，接受了承辦林道工程及治

山防災業務的挑戰，個人有感於相關本質學

能之不足，除了尋求有經驗同仁共同討論解

決，平時研讀工程設計、施作圖書論文等，

並積極參加各類水土保持、土木工程研討會

以增進學能。並於 1998 年利用公餘時間參

加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舉辦之「公共工

程品管工程師班」的培訓，取得品管工程師

資格，對承辦之工作從理論到實務皆有莫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研究員兼中心主任林.照松林.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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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在政府採購法尚未實施前，個人負責

林道工程自行設計案件甚多且都能如期如質

的完成，其工作能力及品德操守深獲長官肯

定，1999 年獲推薦提報並當選台灣省政府

政風處的廉潔楷模。

2009 年 8 月 8 日六龜地區遭受莫拉克

颱風的直接侵襲，在連續 3 天近 3,000 公厘

的豪大雨量肆虐下，造成六龜近 10 天對外

通聯道路完全中斷，村里間只能仰賴早期的

舊有便道，六龜研究中心的試驗林也難以倖

免，近 1,500 公頃的林地崩塌，通往山區的

林道、橋樑完全中斷，眼望山川破碎滿目瘡

痍景象歷歷在目，身為工程主辦為盡速搶

修各項設施，帶領同事徒步涉水勘察災損情

形，在中央撥給的有限重建經費擬定搶修重

建優先順序，2010 ～ 2011 二年內相繼完成

轄區 4 項河道整治及 8 項林道崩塌搶修復建

工程，總執行經費達 1.7 億元，全部工作皆

如期如質完成，其中「扇平工作站周邊災害

2009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扇平溪河道沖毀 扇平一號橋整建後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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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建 1、2 期工程」入圍農委會當年度

優良農業工程，這對於非工程單位之機

關而言是莫大的殊榮。為了能將實務與

理論結合，將莫拉克災害復建之實例以

「中寮溪扇平二號橋段整體治理規劃之

研究」提送 2012 年森林集水區經營研

討會參與研討。

2. 發揮里山精神、協助鄰近社區發

展生態旅遊

2015 年奉派調至恆春研究中心服

務，中心任務除了以熱帶植物園經營管

理及生態保育為主外，上任後積極與外

界合作，讓專業與研究成果能夠應用於

實務上並協助他們解決問題；任內與內政部墾

丁公園管理處合作，分別與滿州鄉「港口社區」

及「里德社區」簽訂合作備忘錄，協助山村社

區將居民生活、作物生產與生態旅遊結合，將

部落推向更符合里山永續精神的社會生產生態

部落。除此之外還針對機關學校樹木病蟲害、

育苗技術等提供現勘或專業諮詢，且與內政部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合作，為他們提供原生地採

種育苗的服務，並接受委託對壽山跡劣地造林

監測計畫，監測成果獲該機關肯定。

保安林基地復育完成後之現況

金崙大橋下方保安林基地復育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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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妥適處理梅花鹿入侵墾丁高位珊瑚

礁自然保留區─確保動植物生態平

衡

恆春研究中心所轄墾丁高位珊瑚礁自

然保留區於 1994 年依文化資產保護法公告

成立，近年因受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功

復育並野放的梅花鹿入侵之影響，造成保留

區內小苗被啃食、磨角及踩踏，大樹則被啃

食樹皮，進而使得地被覆蓋度及林分密度大

幅下降，影響天然更新不力，若不盡速處理

極有可能導致稀有物種之消失甚或滅絕，使

森林生態系逐漸崩壞、消失。面對如此嚴重

的生態議題，除了在保留區內設置數個大小

及材質不一的圍籬、施作樹皮保護措施以及

進行植物救治外，更進一步地執行梅花鹿驅

離工作，並建立樣區以長期監測植物覆蓋度

之恢復程度與動物與圍籬互動之行為，在拯

救生態系之餘亦同時進行相關試驗工作。在

長期溝通下，配合屏東林管處、墾管處及畜

試所恆春分所等機關的跨單位合作，積極面

對並試圖從根本上解決梅花鹿族群於保留區

內密度過高之問題，期待共同施行之對策在

將來能體現出成效，讓森林生態盡快恢復平

衡。

4. 保安林復育、增加森林

面積─為淨零碳排提供

增匯功能

2017 年 南 迴 公 路 正 如 火

如荼進行整建，著名的金崙大

橋即將完成，但位於橋下因工

程施工而破壞的保安林亟需復

育，且因該處為海灘砂地，除

土壤條件極差，還受東北季風、

颱風、焚風及海水沖刷等作用，又因環評要

求甚嚴，規定只能用原生樹種來造林，其造

林成功的困難度極大，主辦機關「公路總局

西部濱海公路南區工程處」經多方詢問找到

本中心，希望委託我們進行金崙大橋下保安

林復育工作，經與同仁至現場勘查後發現簡

直是不可能的任務，但作為林業的專業單位

若能夠完成的話將能顯示我們的價值，尤其

是能參與國家重大建設更是與有榮焉，於是

以捨我其誰態度同意接受挑戰。

結合同仁們的齊心協力，從與公路總

局及接收機關台東林區管理處的協商營造成

何種方式的保安林開始，經歷著環評考核、

擬定育苗、栽植計畫、申請野溪用水到實際

採種、育苗、土壤改良、栽植、撫育、災害

排除等過程可謂備極辛苦，在同仁們的齊心

協力下克服且成果一一展現出來，深獲委託

機關的讚賞，在紀念南迴公路通車的報導

專書「路不迴〜心迴 --- 那些年我們的南迴映

紀」將團隊在生態保育上作專訪介紹，並應

邀出席由行政院長主持的南迴公路通車典禮

貴賓，及以活動攤位展示研究成果，這些種

種事蹟對提升機關的價值及環境生態復育著

有貢獻並建立跨域合作的良好典範，足堪肯

定。

復育成果獲專文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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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恆毅主任專業背景多樣，舉凡澎湖亞

熱帶珊瑚群聚生態學研究、棲地保育、復育

方法學研究、新興水產養殖物種繁養殖技術

開發、循環資材利用技術研發、社區創生與

增能輔導等。從基礎學術研究到應用研究、

研究績效轉譯為民眾有感的成果、推廣技術

核心協助社區創生永續運作。如果「傑出農

業專家」是一個榮耀，那他一定是曾經解決

了某個產業的問題、促進了某個產業的發

展、或是幫助了社區居民改善了他的生活。

這一路走來，謝恆毅主任努力詮釋一個農業

專家如何將所學貢獻給社會大眾的過程，這

也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水產試驗所研究員兼主任謝.恆毅謝.恆毅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1..新興養殖物種繁養殖技術開發，提

供產業利用：

謝恆毅主任針對高單價產業需求或野外

資源復育所需之物種：淺蜊、硬殼淺蜊、銀

塔鐘螺、白棘三列海膽、水晶鳳凰螺、大型

海藻、珊瑚等繁養殖技術進行開發。舉凡人

工飼育環境物化條件掌控、初期餌料供應、

著苗變態後的環境調變、稚體餌料需求及同

儕競爭紓解、疾病敵害預防對治，全部關係

到物種養殖成功率。另外觀賞物種 : 硨磲蛤

人工精準誘導排精卵技術、離體共生藻培養

及正時添加等，已可成功在人工環境條件下

完成產業需求規模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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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劣化棲地復育，海洋不毛之

地變樂園：

針對被破壞導致失去生態功能、

劣化的海域棲地進行原有形態復育，

利用原生種原 - 中國半葉馬尾藻、單

脈二藥藻、軸孔珊瑚等，進行復育

工作多年，搭配魚蝦貝苗自然補充

以及人為放流、共棲生物繁榮昌盛，

造福商業捕撈漁業及社區家計型漁

業。目前仍持續積極與在地社區、國

營事業、公部門、學校、佛教團體等

進行聯繫，規劃保護區設置、改良式

種苗放流、執行社區創生計畫、環境

教育、社群增能、物命護持等，把試

驗研究成果有效轉換成民眾有感的實

例。

大型海藻除可作為棲地復育物

種之外，亦可針對保健功能成分進行

商業利用，如褐藻醣膠亦已被證明可

以抑制癌細胞生長。針對欲習得「中

國半葉馬尾藻培育技術」廠商，謝恆

毅主任積極協助完成育成中心進駐及

技術轉移進行增能；收穫之藻體同時

亦能作為新興養殖物種之人工餌料，

以海膽為例，「人工飼料」日攝食量

為「生鮮藻類」的 5%；儲存年限前者一年以上，

後者不易保存；前者消化再利用率高、後者消化率

低，且池底易產生硫化氫等有害物質，需人力採收

且不易保存。而且人工飼料可依海膽階段性的營養

需求及適口性，研發出幼苗期、成長期、育肥期的

飼料，以達完全養殖目標。

3..漁業資源管理利器，保護區劃設、物種保

育倡議：

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污染、棲地劣化、人為過

量採捕等因素造成海洋生物資源枯竭，學界提出保

護區劃設是最有效的保護方式，2020 年以前希望

全球能夠劃設超過 20% 的海域面積做為保護區，方

能確保物種保有最低限度的適合棲地，進行攝食、

成長與生殖貢獻，維繫族群的存續。謝恆毅主任自

2004 年首先在青灣禁漁區進行劃設事前與事後調

查、權益關係人（鄰近兩社區）全體無偏普查、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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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建議、最後行政單位採納公告，建立保護

區劃設典範。此外針對瀕危物種（三棘鱟），

整合中心多年族群分布熱點調查結果，個人

於 2021 年 7 月提出保育倡議，亦蒙獲行政

單位採納，於 2022/03/04 正式公告禁捕，

其他如盪皮參、大法螺、硨磲蛤科、白棘三

列海膽、珊瑚礁貝類等公告禁採過程亦皆提

供行政管理建議。

4..節能減碳、循環經濟、社區創生三

贏斜槓賽局：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2011-2020 年間

的均溫較過去高出了 1.09℃，其中二氧化碳

貢獻度達到 0.79℃為最多，如何減少碳排成

為因應氣候變遷重要議題。澎湖地區牡蠣養

殖操作超過一甲子，期間產生的退役

資材（事業廢棄物）牡蠣殼堆積超過

6 萬噸，現下如何處理實為當務之急。

除此之外，澎湖潮間帶亦堆積數量遠

勝於牡蠣殼、詳細數量不詳的死亡珊

瑚骨骼（沙砱）等生物碳酸鈣。謝恆

毅主任主動規劃、召集專業團隊與廠

商，利用鹼激發技術、3D 列印技術輸

出、結合社區參與，將垃圾變成黃金。

以生物碳酸鈣所製之類水泥，強度比

起傳統水泥毫不遜色。目前已與成大創意基

地 C-Hub 團隊，研提、執行、完成文化部社

會創新責任樂活補助計畫，於赤崁社區進行

新興材料利用開發，創造就業機會，建立社

區創生典範。

5..環境變遷、災害盤點防範與產業因

應：

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之極端氣象發生強

度與頻度愈來越明顯，災害發生之前預警機

制建立以及環境受害程度盤點，對於後續產

業因應策略制定扮演著關鍵性角色。2008

年澎湖地區發生寒潮，造成水產養殖生物以

及海洋生物大量死亡，謝恆毅主任於第一時

間針對海域物種大量死亡進行統計盤點、海

水溫度走勢與過去均值乖離分析。其次，個

人的博士論文以澎湖的石珊瑚為案例生物，

首先提出寒潮度週（Degree Chilling Weeks）

的概念，計算低溫持續時間對於生物的累積

傷害程度，並提出預測指標，當時對於澎湖

南方四島海洋國家公園劃設範圍及界線，提

供極為重要的量化學術關鍵參考；此外，後

續也針對澎湖週邊海域以及重要養殖區域設

置海水溫度即時連續監視系統，利用寒潮度

週的核心思維，多年來針對養殖場域低溫提

供即時資訊，同時發出預測，協助養殖業者

提前收成出貨，減少產業損失、創造獲利，

此為農委會產業服務的核心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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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佳宏副場長為農業界極少數取得農業

與法律雙重背景，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

多個機關任職 25 年資歷完整，具備研究、

行政及教學三大專長。早期擔任動植物產品

輸出入檢疫工作，對維護國家農業安全有所

貢獻；復成功開辦並落實全國豬隻保險業務，

確保國人食肉衛生健康。尤以近十年在農業

科技致力於茶、桑、紅棗及飼料添加物之作

物栽培技術與多元加值推廣教學，跨領域卓

越成果豐碩，廣受各界及農友肯定，實為傑

出農業專家。

94 年臺灣蝴蝶蘭附帶栽培介質─

全球首例成功輸銷美國
因應當時臺灣蘭花業者長期外銷瓶頸，

以及政府發展高產值旗艦農產品之國際貿易

政策，致力輔導協助國內業者規劃建置輸美

專用之蝴蝶蘭隔離檢疫栽培溫室，擔任植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員兼副場長施.佳宏施.佳宏

第 46 屆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檢疫人員期間研發蘭花病蟲害檢疫設施條件

及專業栽培流程，完成首批臺灣蝴蝶蘭附帶

栽培水草盆株 - 全球首例輸銷美國之成功案

例，奠定我國蘭花外銷收益從 2005 年 8 億

元逐年遞增至 2017 年 92 億元，自此該項農

產品取得絕佳貿易競爭優勢，使我國蝴蝶蘭

外銷金額大幅成長；2021 年蝴蝶蘭輸出更

突破疫情，外銷量成長 8.5％。

家畜保險制度一甲子─

94~100 年全國實施成果豐碩
為確保臺灣養豬產業近千億元之年產

值，成功落實 25 縣市（現改制為 22 縣市 )

全面實施豬隻保險，全國各級農會對政府該

項施政整體滿意度高達 89.2％，顯示基層農

民對於農政單位辦理的保險政策給予高度評

價。94~100 年陸續承辦家畜保險（豬隻 /

乳牛 / 運輸），結合法律專業及農牧所學，

戮力規劃臺灣農業保險政策與法規，

保險覆蓋率逾 7 成，自此徹底解決

國內早期斃死豬 / 牛之外流事件，確

保農民收益與永續經營，維護臺灣社

會 87%（2,000 萬葷食人口）之食肉

健康與消費安全。該項政策亦獲監察

院肯定，具有正面防範斃死豬非法流

用成效且經查無相關缺失之農委會

業務。家畜保險制度實施一甲子，同

時奠定政府 104 年起試辦農業保險

各項險種及 109 年立法實施之典範。
臺灣蝴蝶蘭附帶栽培介質 - 全球首例成功輸銷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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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環境教育場域─

全民推廣成效卓著
苗 栗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成 立 於 日 據 時 代

1910 年，期間歷經多次組織調整，改制為

區域型農業改良場後，「臺灣蠶蜂昆蟲教育

園區」103 年 8 月通過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經長期策劃執行及配合國家環境教育推展工

作下，參訪民眾平均每年逾上萬人次，全民

普及環境教育成效顯著。機關更獲頒第 4 屆

苗栗縣環境教育獎機關組 / 特優、第 4 屆國

家環境教育獎機關組 / 優等。

飼料添加物─作物剩餘副產物再利用
施副場長近十年來致力研發「水稻、

桑、蓖麻、紅棗、餘甘子、芋、…等多種苗

栗轄區特色作物栽培關鍵技術之研究」，並

結合學界「開發天然機能飼料添加物於動物

保健之應用」等相關科技計畫，研發成果豐

碩，除陸續輔導農友並刊載國內農業刊物專

文報導外，更成功發表水稻、桑、蓖麻、…

等 6 篇國際學術期刊（SCI）及相關著作。

紅棗特色作物─栽培技術多元加值
紅棗是國人傳統中醫藥養生食補材料

（藥食同源），亦為苗栗縣特色作物，栽培

面積 80 ～ 100 公頃，其中公館鄉紅棗生產

專區約占 9 成面積。身為研究人員 8 年長期

參與紅棗試驗研究工作、輔導農友田間栽培

技術朝向多元加值經營，進一步讓親子民眾

體驗新鮮紅棗在地培育過程。111 年 6 月更

出版全國首創「紅棗友善環境耕作─科普工

具書」、「紅棗美味健康食譜─料理工具書」

及「紅棗寶寶 0-6 歲學習啟蒙─認知工具書」

的三合一系列叢書，將農業技術、料理食譜、

親子童書，成功藉由紅棗角色予以分類編輯

成冊，順利接軌 111 年立法通過食農教育法

之普及扎根工作。

茶學專長研發桑葉茶─

開啟桑產業活化之路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前身為臺灣總督府

桑苗養成所，研究桑樹栽培迄今超過百年。

桑葉含有許多營養成分，包含蛋白質、多種

胺基酸、多酚化合物、類黃酮及可溶性醣類

等機能性成分，在傳統藥典及現代醫學研究

是常見的藥食同源植物。施副場長以茶業

改良場任職背景及後續多年研究經歷，率

領 GABA 桑葉茶研發團隊逾 5 年，由苗改場

選育高 GABA 桑葉品種及開發友善桑茶栽培

管理模式，透過茶改場「GABA 烏龍茶產製

技術」，讓桑葉的胺基酸在轉化過程中保留

更高量成分，且呈現獨特口感與濃郁香氣，

提 升 1.7-2.9 倍 GABA 含 量 以 上。 期 間 除 發

臺灣家畜保險一甲子 - 紀實錄專書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榮獲 - 第 4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機關
組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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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多篇期刊文獻，更首度導入臺灣特色茶製

程之無咖啡因「GABA 桑葉茶產製技術」，

111 年 4 月桑葉茶研究成果 GABA 值最高達

732.6mg/100g，成功輔導技轉三家廠商陸續

量產，帶動新興飲料的推廣契機，期改變傳

統栽桑養蠶舊思維、朝向產業活化應用新領

域。

深耕高等學府─落實農業科普教育
105 年遠征東臺灣 - 赴國立臺東專科學

校園藝暨景觀科兼任助理教授 /1 年半，將

農業教育融入課程（生態學、肥料學、農業

資材、農業政策與法規），擴大 15~20 歲

教育影響力。106 年假日至新竹玄奘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 /1 年，導入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產業分析專題、民宿經營與管理專題），

增加社會人士對農業影響層面。108 年起公

餘及夜間擔任國立聯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及

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3 年，涵蓋大

學部農業及科普教育課程（茶產業與製茶品

評、食品安全檢測與應用、生物產業概論、

農業概論），落實在地傳授農業新知與普及

高等教育。（累計作育學子逾 500 人）

結語
施副場長歷任基層與中央公職，從事於

農糧、動植物檢疫、畜牧、農作物試驗研究、

推廣教學工作迄今二十餘載，期間盡忠職

守、勇於任事、興利除弊、貢獻社會，多次

搶救農業災害及解決緊急事件，維護農民生

命財產，屢獲記功嘉獎及社團法人台灣農學

會農業事業獎殊榮，整體農業實績優異。另

積極結合學術單位跨域合作，相關研發成果

豐碩，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6 篇（SCI）、

專書及專書論文 10 本、國內農業相關期刊

35 篇。綜合多項重大具體優秀事蹟，實為

全國農業人員表率，獲選為第 46 屆全國十

大傑出農業專家。

紅棗寶寶 0-6 歲學習啟蒙
─認知工具書 ( 三合一叢
書 )

成功研發技轉 -GABA 桑葉茶產製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