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縣農業試驗所 107 年度 10 月－108 年 4 月重要工作事項
一、雜糧及保健植物推廣：
(一) 辦理農友一條根銷售媒合，計有：香蜂一條根商行等 5 家在地
廠商參與收購，共計收購 4 場次，收購數量共 2,000 公斤，目
前參加收購廠商均已達到頒發採購證明書資格。
(二) 辦理一條根耕作獎勵金發放，107 年計有 36 農友符合申請要
件，發給種植獎勵金新台幣 44 萬 4,984 元，核定補助面積
7.4164 公頃。
(三) 辦理推廣品種山藥採收 1,000 公斤，作為 108 年度推廣農友種
植使用。
(四) 辦理 108 年小麥文化季籌備，107 年 12 月於本所及古寧村種植
台中選 2 號小麥及各種麥類面積 2 公頃，作為活動教學及加工
使用。
(五) 引進新品種甘藷台農 73 號（紫玉）及金時地瓜培育繁殖，將
於 108 年度 5 月份推廣農民剪苗種植。
二、果樹蔬菜繁殖推廣：
(一) 辦理 108 年度果樹苗木推廣作業，採購繁殖優質果樹苗珍珠拔、
木瓜、龍眼及百香果等 9 種果樹苗、數量約 8,000 餘株，配合雨
季自 3 月 12 日開始發售苗木。
(二) 辦理 108 年度補助設置安全蔬菜栽培設施網室申請，於 2 月 20
日公告，3 月 12 日至 13 日進行勘查評選，4 月 2 日通知 8 名正
取農友，依實施要點興建網室設施。
(三) 辦理新興作物香水草莓引進栽培，並進行產期調節試驗及田間
管理推廣觀摩。
(四) 辦理 108 年度金幸福開心農場續租案，計有梁正心等 43 位
地區民眾續約，並訂於 4 月 13 日（六）辦理開心農場夏季瓜
果苗栽殖啟用活動。
(五) 由台引進蝴蝶蘭 800 餘株，進行設施栽培催花試驗，並於 108
年 1 月 12 日及迎新春活動辦理蝴蝶蘭回娘家彩妝組盤推廣價
售活動。
三、安全農業計畫推廣：
(一) 辦理 107 年度(秋季)安全蔬果耕作獎勵推廣，本案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完成核定，總共 22 戶農友參與，計 134 筆農地，面積
8.1017 公頃，核發耕作獎勵金每 0.1 公頃 2,000 元，總共補助
金額新台幣 16 萬 2034 元。
(二) 辦理 108 年度(春季)安全蔬果耕作獎勵推廣，本（108）年 3
月 29 日共有 25 戶農友申請，計 146 筆農地，申請面積

11.6927 公頃，預計於 5 月 31 日前實地勘查與驗收實地面積後
進行獎勵金核發。
(三) 輔導黃順達、陳國富、鄭君培、羅麗娟 4 位示範戶每周種植一期
葉菜類，計有小白菜、油菜、青江菜、菠菜、高麗菜、大白菜等蔬
菜；於每星期四供應安全蔬菜一次；參加學校有金寧中小學及
附設幼兒園、金湖國中、何浦國小、賢庵國小、垵湖國小、古城國
小及附設幼兒園等學校，107 年 10 月至 108 年 3 月止共計採購
3,135 公斤。
(四) 輔導蔬菜安全示範戶黃順達、張信固等 25 戶，小白菜、青江菜、
油菜、小芥菜、菠菜、大陸妹、高麗菜、結球白菜、青蔥、青蒜、胡
蘿蔔、蘿蔔、番茄、玉米、南瓜、茄子等種蔬菜栽培生產，並輔導
病蟲害防治、施肥技術、協助農友農藥殘留檢測採樣計 196 件。
(五) 協助示範戶農友於金聯社、農、漁會等超市金門安全蔬果銷售
專區銷售各種安全蔬果，供作安全農業示範戶生產之安全蔬果
銷售平台，共計銷售 1 萬 5,153 份，農友得款 50 萬 9,033 元。
(六) 配合金沙鎮高粱風獅爺文化季、金門縣農會安全農業展售會及
本所新春活動等辦理地區安全蔬果推廣行銷活動，頗受消費者
喜愛，拓展金門安全蔬果市場及品牌。
(七) 107 年度金門縣農業試驗所有機園區栽培設施興建工程於 107
年 10 月 25 日第三次開標，由鑫富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740
萬元承攬，於 11 月 14 日完成簽約，於 12 月 10 日開工，預計
於 108 年 4 月 19 日竣工。
四、金門縣農業發展基金：
(一) 辦理 107 年秋季高粱監割收兌業務，總核定面積 1,329.2982
公頃，總收量 2,297,215.754 公斤，每公頃平均產量
1,728.142 公斤，金酒公司進口合約價 15.268 元，縣府農發
基金支付保價收兌補貼款新台幣 5,222 萬 309 元。
(二) 辦理 108 年金門縣輔導冬季耕地休耕轉作綠肥作物推廣實施計
畫，核定總筆數 1,148 筆，面積 101.7480 公頃，每公頃補助
40,000 元，受益戶數 142 戶，總計補助金額 4,069,920 元。
(三) 辦理 108 年契作小麥監割收兌業務，全縣五鄉鎮總核定面積
1814.1608 公頃，自 108 年 3 月 21 日配合農友收穫時程辦理監
割收兌業務。
(四) 辦理 108 年輔導冬季綠肥轉作春作經濟作物－落花生推廣實施
計畫，現正受理申報，申請至 4 月 20 日截止。
(五) 「金門縣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工程案」預算金額為 4,694 萬
5,008 元，於 10 月 8 日第一次上網公開招標(採最低標)因投標
家數不足流標；第二次上網招標於 11 月 8 日開標，由高邦營

造有限公司得標，得標金額新台幣 4240 萬元，廠商於 108 年 1
月 10 日申報開工，現正辦理相關材料送審與大地基礎工程施
作，並於 3 月 15 日進行第一次計價查驗，計價金額新台幣 103
萬 4630 元，預計完工日期為本（108）年 8 月 24 日。
五、農業產銷輔導計畫
(一) 輔導地區農業產銷班召開班務會議（合計 21 場次），各班所
提意見均經列席主管單位說明，且函覆各產銷班及建議人員並
輔導其產銷經營，共同採購等理念，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
入。
(二) 辦理烈嶼鄉蔬菜產銷班第二班、金沙鎮雜糧產銷班第五班班設
備補助，補助筆電、辦公桌椅、印表機、公文櫃、冷氣機等，補
助金額共新台幣 7 萬 3190 元。
(三) 登錄完成新增金門縣烈嶼鄉蔬菜產銷班第三班、金門縣金沙鎮
雜糧產銷班第五班、金門縣烈嶼鄉蔬菜產銷班第 1 班、金門縣金
湖鎮蜂產銷班第一班等異動資料系統填報，經縣府複審結果同
意辦理。
(四) 本年度將辦理 108 年農業產銷班評鑑，於 108 年 4 月底前將辦
理初評後函報縣府辦理產銷班複評，將依評鑑結果核發班費，
60-69 分核發 1 萬元，70-79 分核發 2 萬元，80-89 核發 4 萬元。
六、種苗生產：
(一) 辦理 107 年秋季穴盤苗育苗推廣，本季推廣穴盤苗計有：錦秋
包心白菜、初秋甘藍、綠地球莖甘藍、小姑娘小番茄、綠鑽石大
番茄、耐病 55 結球白菜、赤葉種結球芥菜、新初秋一號甘藍、富
農 75 青花菜及本所花椰菜等共計 10 種，總計販售蔬菜苗數量
為 12 萬 3048 株，總售款新台幣 74 萬 9370 元，已依規定全數
繳入縣庫。
(二) 辦理冬作地區馬鈴薯（台農 1 號）推廣栽培，107 年 10 月價售
農會優良種薯 3,000 公斤，每公斤 40 元合計新台幣 120,000
元，售款依規定全數繳入縣府 107 年度歲入預算－其它雜項收
入科目。
(三) 本所 107 年冬作良種繁殖燕麥種子，計收獲種子 2,000 公斤，
每公斤 40 元，款項 8 萬元辦理繳入 107 年度縣府歲入預算，
可供推廣面積約 45 公頃，推廣地區農民種植作青稞飼料用。
(四) 108 年度預定委託台中市大雅區農會及台南市豐南農場契作繁
殖生產優良台中選 2 號小麥種子 22 萬 4 千公斤(大雅區農會 17
萬 6 千公斤，種植面積約 87 公頃；另豐南農場 4 萬 8 千公斤，
種植面積約 30 公頃)，作為本年 11 月推廣地區農友種植使用。
(五) 108 年春夏季為輔導地區產銷班蔬菜生產及產期調節，辦理蔬

菜穴盤育苗推廣，培育西瓜(富寶 2 號、新龍、賜樂鈴、黑美人
及金蘭)、銀輝甜瓜、翠美星甜椒、藍星甜椒、百里香辣椒、麻糬
茄子、豐美茄子、達豐黃秋葵、吉樂冬瓜、阿嬌南瓜、苦瓜及稜角
絲瓜等 17 種蔬菜苗，目前陸續培育販售中，售款將全數繳入
縣府 108 年度歲入預算－其它雜項收入科目。
七、 休閒農業計畫：
(一) 辦理 108 年金門縣三鄉鎮綠肥景觀作物花海營造業務：於金城
鎮夏墅社區租地播種約 4.8 公頃，金湖鎮環島南路播種面積為
3.2 公頃(0.76 公頃為公有地)，總計 108 年度春節營造花海
面積 8 公頃，除供返金鄉親及遊客欣賞，同時綠美化道路旁環
境。
(二) 執行 108 年春節農業活動，規劃「闔家烤肉焢窯樂」、「蝴蝶蘭
回娘家暨展售」等 15 項動態活動，以及布置「長輩的智慧-農業
24 節氣」、「下一站幸福，幸福小站」等 9 個拍照景點。
(三) 休閒農場自 107 年 10 月至 108 年 4 月申請焢窯烤肉及觀光導
覽事宜共 40 餘場次，參訪人數約 3,000 餘人次。
(四) 辦理「親子鮮採洛神花－洛神花與蝶豆花饅頭教學加工製作體
驗活動」、「親子鮮採金棗－果醬製作教學課程體驗活動」，總
計 2 種農業體驗暨加工 4 場次共 164 人參加，深獲民眾喜愛好
評。
(五) 協助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南分局執行「107-108 年度金門縣農
村產業加值跨域合作輔導計畫」，該分局於 3 月 10 日假本所辦
理金門好農力參與式規劃設計工作坊，協助地區青農相互交流，
共同發想農業與文創產業結合的可能性，計有地區農友、社區
協會，社團組織幹部 56 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