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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機農業發展大躍進∼
全國第一個官方推動「有機農業專區」─台南縣太康有機農業專區
台南縣政府與台灣糖業公司合作設置的
「太康有機農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於96年12月13日在台
業專區」位於台南
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國際會議廳舉行簽約儀
縣柳營鄉太康村，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規劃圖
式，本場黃山內場長與農委會農糧署農業資材
面積約36.8公頃，
組陳俊士組長在場見證，雙方分別由台南縣長
鄰近台一線及即將闢設的二高柳營交流道，附
蘇煥智及台糖公司台南區處經理鍾文木代表簽
近有尖山埤水庫、酪農區等風景區，依初步發
約。
展構想，生產區以一公頃為單位劃設，面積約
發展有機農業，已列為農委會「新農業運
27至30公頃，另設服務中心、停車場、親子體
動－台灣農業亮起來」代表性指標項目之一。
驗區及生態園區等，應能對遊客產生相當吸引
惟國內有機農戶平均經營面積僅2公頃，在經營
力，成為生產與休閒、教育性兼具的有機蔬果
規模狹小情況下，致使生產成本偏高，農場環
專業區。該專區主要以種植「農委會禁止種植
境生態不易平衡，病蟲害不易控制，且容易受
之水稻、芒果、香蕉、鳳梨、木瓜、柳橙、文
鄰近實施慣行法之農田污染，因此，擴大生產
旦柚、荔枝、番石榴、大蒜、洋蔥、甘藍、結
面積，鼓勵有機集團栽培，將成為政府輔導方
球白菜、花椰菜、蘿蔔、西瓜、洋香瓜、落花
向。
生、甘藷及甜玉米等19項敏感性農作物」以外
台南縣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有機農業發
之作物為主。
展，除原輔導驗證合格有機栽培農戶29戶，面
進駐園區優先條件以：（1）有機驗證合格
積54.8公頃外，96年更進
農民；（2）曾從事有
一步輔導有機梅18.72公
機栽培之農民；（3）
頃及有機稻米21公頃成
曾研習有機農業相關
立產銷班與辦理講習
課程者；（4）有志從
會，印製台南縣有機農業
事有機栽培者。前述資
驗證合格業者摺頁
格需檢附有機驗證合
30,000份，舉辦有機農產
格證書、曾研習有機農
品展銷活動等等以擴大
業相關課程時數等相
有機農業產業。該府有鑑
關證明文件。有意願進
於有機農戶生產面積過
駐農友可直接洽台南
小，於是加強有機農業專
縣政府農務課，電話：
區設置輔導，期藉集團化 ▲黃山內場長見證「太康有機農業專區」土地 06-6325732。
租賃簽約儀式
運作以增加競爭優勢。
（文/黃瑞彰 圖/台南縣政府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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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例雜糧作物－落花生產銷履歷驗證
雲林縣為本省落花生主要栽培地區，每年種
植約15,000∼18,000公頃，生產面積佔全省之70
％以上，而北港為主要栽培區及加工集散中心，
此次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在蔡班長帶領下的班員
有10位，面積雖只有5公頃，但拋磚引玉，具有
指標性作用，帶動花生產業更精緻、更安全。農
產品產銷履歷過程十分煩瑣，一般年紀大的農民
剛開始都覺得很難適應，用筆記錄已經不容易，
更何況用電腦，仔細記錄播種、施肥及用藥的時
間與劑量，連周邊環境、水質、土壤都要檢驗，
手續極為煩瑣，再經由合法驗證公司從耕地農
民、地號、耕作面績、記錄資料文件表單、田間
現場評鑑報告等逐一審核，此外，其他作物最後
只要再檢驗是否有農藥殘毒，而落
花生尚必須再加一項黃麴毒素檢
驗，有任何閃失，便無法取得驗證
合格證書。
目前已經有多家食品大廠爭相
要與北港農會產銷班合作，推出通
過生產履歷認證的花生產品，將提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的北港鎮
▲黃山內場長在落花生產銷履
供消費者安全、好呷的土豆。
雜糧產銷班第2班班員
歷記者會上致詞
（文/圖 楊藹華）

「北港土豆上好呷」，配合政府新農業運
動，響應「安全農業年」，推動產銷履歷制度，
全國首張落花生產銷履歷認證書於96年12月21
日在北港授證，有身份證的花生，未來消費者再
也不用擔心花生黃麴毒素事件，可以買得放心，
吃得更安心。
雲林縣北港鎮雜糧產銷班第二班在農糧
署、本場與相關單位歷經2年多輔導下，經過暐
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在農糧署技
正戴耕、本場黃山內場長、雲林縣農會總幹事林
啟滄、北港農會理事長張金郎、常務監事朱江賀
及北港農會總幹事林翠香等多人見證下，已於12
月21日通過花生產銷履歷認證，獨步全國。

洋香瓜病毒病防治示範觀摩會報導
本場於12月19日上午假台南市農會安南辦
因病毒可藉由媒介昆蟲及田間人工操作機
事處，舉辦「洋香瓜病毒病防治示範觀摩會」，
械性傳播，洋香瓜生育期間進行的摘心、整蔓作
由黃山內場長主持，約有80多名農友到場參與，
業，常易造成病毒的快速蔓延，本場提醒農友，
除了在會議室以簡報方式說明防治要訣，並帶領
在進行必要的田間操作時，多注意植株狀況，發
大家赴台南市安南區顏振德農友示範田區觀摩
現疑似罹病毒株需先避過，當完成健康植株作業
田間防治效果，農友反應熱烈，會後並有多位農
後，再回頭將病株拔除，且帶離園區，避免機械
友要求本場植保人員前往個人田區協助病蟲害
傳播的機會。
診斷。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目前一些早植的洋香瓜已進入
採收季節，田間媒介昆蟲密度頗高，
對採收完的園區應做好清園工作，植
株殘體勿留於園區，以避免媒介昆蟲
密度不斷增高。而尚在生育中期的洋
香瓜田，應確實做好防疫工作，注意
田區及周邊雜草的清除，因病毒病可
藉薊馬、蚜蟲等媒介昆蟲傳播，所以
▲黃山內場長主持洋香瓜病毒 ▲許多農友赴示範田區，觀摩
鄰近田區對小型昆蟲的共同防治工
病防治示範觀摩會
洋香瓜病毒病防治效果
作相當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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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保險轉為國民年金，政府保證農民福利絕不縮水
農委會表示，政府自97年10月1日起實施國
民年金，行政院堅持照顧農民之承諾與決心絕不
改變，相關福利措施絕不縮水，且保障更多，請
農民朋友安心！
現65歲以上農民仍持續參加農保，未滿65
歲之農民則維護其農民福利措施如下：
一、老年年金：65歲以上農民續領老農津貼6,000
元；38歲以上未滿65歲者，於滿65歲時除
給付6,000元外，並依納保年資增加其老年
給付。
二、保費負擔：農保每月保費78元，保費繳交至
保險人死亡為止。國民年金每月保費依所
得及身障程度條件有不同負擔比率，被保
險人自付額分別為674元、505元、337元、
甚至免付保費，保費繳交至65歲為止，此
後無須繼續繳納保費即可請領老年年金。
政府將特別針對農民農保每月保費78元與
國民年金每月保費之差額，提高補助比
率，減輕農民經濟負擔。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三、生育給付：農保每胎給付20,400元。國民年
金無此規定，將由政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
20,400元。亦即經政府全額補助後，其權
益未受影響。
四、喪葬給付：農保給付153,000元。國民年金
規定年滿65歲後死亡因已非年金保險人，
故無喪葬給付；未滿65歲死亡，喪葬給付
86,400元。上述差額，無論年滿65歲後死
亡或未滿65歲死亡均分別由政府編列預算
補足至153,000元。
五、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農保分殘廢等級一次給
付10,200至408,000元。國民年金之身心障
礙年金給付每月4,000元，領到65歲後可與
老年年金擇優領取一份。
六、遺屬年金給付：農保無此給付項目。國民年
金法新增此項目，被保險人死亡時，遺屬
可依規定申領遺屬年金給付，每月至少
3,000元，領至遺屬成年或具謀生能力止，
可適時照顧弱勢者，對農民照顧更週到。
七、醫療給付：農保及國民年金均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給付，權益未受影響。

請農友注意洋香瓜白粉病及蔓枯病的防治
台南縣市部份洋香瓜栽培地區白粉病及蔓
環境下患部會有橘紅色的流膠，末期整株死亡。
枯病已零星發生，請農友加強該等病害之防治。
葉片或葉柄受害，呈水浸狀黃化壞疽，提早枯
白粉病發病適溫為21∼25℃，在低溼度下，
死。病原菌除隨風吹送外，雨水飛濺為主要傳播
分生孢子於2小時之內即可發芽，4天後即再產
途徑。
孢，分生孢子隨風飛散，感染葉、葉柄、嫩蔓等
為加強白粉病及蔓枯病的防治，洋香瓜植株
部位產生灰白粉狀斑點，病斑擴大，互相連結，
間需保持良好通風狀況，避免葉及莖蔓過於茂
佈滿全葉影響光合作用，終使葉片枯死。病斑上
密，尤其是近莖基部葉片要清除，避免濕度高蔓
之灰白色粉末狀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與菌絲。於
枯病於莖基部發生，引起全株萎凋。白粉病葉面
春、秋兩季較乾燥及光線不足的環境下危害劇
葉背都會發生，因此防治時應注意均勻噴施藥劑
烈，如病害繼續進行，被害葉即變黃而枯萎，發
於葉片兩面；此外白粉病病原菌易產生抗藥性，
生嚴重時，全株表面皆覆滿白色粉狀物而呈青白
因此應選擇多種藥劑，輪流施用，以避免抗藥性
色。
產生，並遵守安全採收期。
21∼25℃亦為蔓枯病的發病適溫，病原菌由
（文/圖 鄭安秀）
表皮侵入幼苗子葉及莖
蔓，被害部初呈淡黃綠
色油浸狀，被害組織終
呈流膠或乾枯，尤其接
近地面之莖基部造成潰
瘍腐爛病徵。病斑上散
生許多黑色小粒狀之柄
子器和子囊殼，在潮濕
▲洋香瓜白粉病葉部病徵
▲洋香瓜蔓枯病病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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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栽培好幫手∼溫室設施搬運輸送裝置

▲溫室設施搬運輸送裝置之採收
運送作業

本場為改善溫室內搬運作業問題，已開發完成架空懸吊式
輸運系統，此系統配合溫室結構，在不破壞既有結構之前提下
架設具動力、輕便、雙向循環單軌懸吊輸送搬運系統。該系統
以馬達為輸運動力配合吊籃載運資材，軌道架設於溫室結構橫
桿下，距離地面約2.6公尺，輸運速度為每分鐘0∼15公尺，吊
籃為可拆卸式，得視輸運量調整吊掛間距、吊籃數量，吊籃型
式可依作業需求選擇更換，且該系統亦能朝多功能(噴藥、噴
水)之方向發展，以提高設備使用率，並改善現行作業方式及
效率。（文/圖 楊清富）
（摘錄自本場農業專訊第61期）

本 場 農 業 快 訊
 農委會集結漂鳥青年回鄉的心路歷程與經
驗，以及提供追夢築巢過程中可能遭遇問題
之解決之道，編印成「漂鳥˙築巢－田園夢
想家之完全攻略」一書，於12月25日舉辦新
書發表會，希望藉由此新書的發表，能吸引
更多的青年投入農業行列。（教育研究室）

 農糧署表示，有色米易污染田區，影響高品
質國產米之品質，為兼顧國內發展多元化國
產米市場，對於有色米之試驗栽培與推廣，
將另行召開會議研議，目前宜由各場所協助
糧商與農民採契作模式設置專區輔導推
廣。（嘉義分場）

新 進 人 員 介 紹

黃士晃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碩士，96年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二級及格，96.4.30初
任公職，現職本場作物改良課果樹研
究室助理研究員，分機508。

陳子婷
國立臺灣大學園藝系碩士，96年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及格，96.6.1初任
公職，現職本場作物改良課農藝研究
室助理研究員，分機520。

鄭格棣

鄭佳怡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碩士，
96.12.28到職，現職本場作物環境課
土肥研究室專任約用助理，分機334。

國立嘉義大學農
業經營系，96.12.
3到職，現職本場
作物改良課農藝
研究室約僱人員，
分機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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