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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陳主委與台南縣市農漁會總幹事座談 

 辦理「97年度"傾聽人民心聲"農民組織代表座談會」 

 斜紋夜盜蟲密度偏高，宜加強防治，儘早翻犁 

 洋香瓜上小型害蟲密度攀升，請加強防治 

 行政院會通過農村再生條例，推動農村轉型 

 農委會推動「小地主大佃農」試辦計畫 雜  誌 

 

 

 

 

 

 

 

 

 

 

 

農委會陳武雄主任委員11月8日，由該會黃

明耀主任祕書、輔導處廖朝賢副處長陪同，赴

台南縣視察，中午在本場與台南縣市地區農漁

會總幹事餐敘，本場侯福分場長、畜產試驗所

黃英豪所長、農糧署南區分署陳俊言分署長、

農業金融局詹庭禎局長、水保局台南分局李鎮

洋分局長、漁業署江英智主秘、台南縣政府蘇

煥智縣長及農業處郭伊彬處長等人亦列席參

加，計有30個縣市農漁會總幹事及幹部共約50

餘人與會。 

與會總幹事們提出多項議題，包括修正金

融重建基金條例、向台糖承租農地租金、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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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大佃農補貼、災害補助撥付延遲、保價與契

作玉米補助差別待遇、地層下陷農田由農會承

租發展生態園區、加強產地標示、肥料降價、

補貼農會離職員工互助金、補助修建農特產品

展館等問題，充分進行溝通，由陳主委或現場

長官立即答覆，或攜回相關單位辦理。 

陳主委會後由本場侯場長及主管陪同，視

察大內鄉木瓜產銷班，與產銷班班員交換意

見，參觀木瓜集貨包裝廠，隨後轉往新化鎮農

會食用甘藷產銷班參訪，對於產銷班開發多元

加工食品、創立「瓜瓜園」品牌、成功提高傳

統作物經濟價值，給予高度肯定。（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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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主委與台南縣市農漁會總幹事座談 

98年1月11日起，三人以上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1萬元。 

菸害申訴專線：0800-5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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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場長親臨主持座談會 台南縣座談會現場 雲林縣座談會現場

  
侯場長頒發獎牌給雲嘉南地區「2008十大經典好米」得獎的6位農友

 

 

 

 本場將於12月12、13日於新化本場場區，辦

理「2008雲嘉南地區全民農業成果展」，場

區將開放民眾入內參觀，並辦理多項活動，

歡迎舊雨新知蒞臨指導。(農業推廣課) 

 本場將於97年12月25日上午辦理「2008優質

安全洋香瓜競賽」，分為網紋瓜綠肉組、網

紋瓜紅肉組、溫室型洋香瓜組等三組進行評

鑑，每組冠軍最高獎金為1萬元，報名期限

至11月底，相關競賽計畫書與報名表公佈於

本場網站，歡迎洋香瓜栽培好手踴躍報名。

(蔬菜研究室) 

 「台南區作物合理化施肥」講習會今年最後

五場次，分別11月6日、7日、10日、11日及

17日假台南縣鹽水、嘉義縣新港、台南縣新

化、佳里與善化等鄉鎮農會辦理。本年度計

辦理28場次。(土肥研究室) 

 

 

 

 

 

 

 

 

 

 

 

 

本場於10月14日、27日下午分別在雲林縣

農會及台南縣農會走馬瀨農場，辦理「97年度"

傾聽人民心聲"農民組織代表座談會」，由侯福

分場長親自主持，參加人數計266人。 

座談會首先安排本場作物環境課講授「安

全農業－CAS吉園圃與安全用藥」及「安全農業

－合理化施肥」，接著進

行農業技術諮詢及農民座

談，與會農民發言非常踴

躍，提出之問題包括農藥

販售管理、休耕、95收購

機制、三聚氰氨含量標

準、生產履歷政策、農損

貸款利息、設置吉園圃拍 

 

 

 

 農糧署自10月27日起，釋出9月間啟動收購

之蒜頭，總收購數量3千餘公噸，分裝每袋

30公斤之大蒜，以每袋900元平價賣出，歡

迎一般民眾、餐飲業者或大宗用戶，前往農

糧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洽購。(義竹工作站) 

 麻豆文旦品質提昇之研究：本年度於採果前

2個月以Tyvek®進行果園覆蓋，處理經採收

後進行果實品質調查發現其糖度為10.5°

Brix，較未覆蓋之對照組的9.5°Brix高出1

°Brix。(果樹研究室) 

 白玉米台南22號技術移轉，已於10月16日由

嘉義縣水上鄉農會與本場簽定技術移轉契

約書。（朴子分場） 

 雲嘉南地區CAS吉園圃產銷班續約至10月止

已有127班重新辦理完成，其中果樹68班，

蔬菜59班。（植保研究室） 

 

 

 

 

 

 

 

 

 

 

 

 

賣專區、農田排水工程、農業設施抵押貸款、

農產品外銷、綠肥病蟲害及種子、農藥及肥料

補助等，由與會官員現場回答或帶回處理，充

分與農民溝通。侯場長在台南縣場次並表揚及

頒發獎牌給雲嘉南地區「2008十大經典好米」

得獎的6位農友。       (圖/黃鵬戎) 

辦理97年度「傾聽人民心聲」農民組織代表座談會 

 
本 場 農 業 快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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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花期薊馬密度高 罹病毒植株翹尾生長停止 罹病毒田毫無收成 

 

 

薔蜜颱

風過後，氣

候穩定，斜

紋夜盜蟲之

族群密度持續增加，請農民注意加強防治斜紋

夜盜蟲，確保作物正常生長及良好收成。 

斜紋夜盜蟲屬鱗翅目、夜蛾科，俗稱黑肚

蟲、黑蟲或行軍蟲。幼蟲晝伏夜出，雜食性，

可危害作物如葉菜類、茼蒿、落花生、田菁、

毛豆、豌豆、大蒜、青蔥、甘藷、玉米、蓮花

及花卉等數十種作物。幼蟲食量極大，會大量

啃食植株心梢及葉片，阻礙作物之正常生長，

影響產量及品質，嚴重時常導致全園廢耕。 

休耕田應儘早進行翻犁，避免形成繁殖的

溫床。在防治上應注意下列事項：（1）於幼蟲

及成蟲傍晚開始活動時噴藥，效果較佳，噴灑

時應注意使用充足水量；（2）參考植物保護手

冊推薦用藥，選擇藥劑交互使用，以避免害蟲 

 

 

 

台南地區洋香瓜陸續進入生產季節，氣候

適宜，小型昆蟲密度也持續增加，依據本場在

七股地區洋香瓜田之最新監測資料顯示，平均

每張黏紙一星期最高可黏獲250隻薊馬，92.3

隻銀葉粉蝨，由於密度急速升高，請農民加強

防治，杜絕病毒病傳播的機會。採收後之洋香

瓜田也請儘早將殘株等加以處理，以免成為害

蟲繁殖溫床，造成其他農民防治上之困擾。 

洋香瓜田之防治工作首先需注意田區及周

邊環境的清潔，病毒可藉薊馬、蚜蟲等媒介昆

蟲傳播，所以鄰近的田區對小型昆蟲的共同防

治工作相當重要。因薊馬、蚜蟲在苗期就會危

害洋香瓜，故開始育苗後隨時要注意蟲害的防

治，另可於育苗場所及田區周圍懸掛黃色及藍 

 

 

產生抗藥性；（3）利用性費洛蒙長期誘殺雄成

蛾，以降低其田間密度。每公頃設5～10個點，

放置高度應比作物生長點高30～60公分，每月

更新誘餌一次。作物種植密集地區應採共同防

治，成效更佳；（4）注意清園之工作，間作之

作物應同時施藥，徹底清除蟲源；（5）旱田作

物於種植前整地翻犁後浸水一天以上，可將土

中之蛹或幼蟲淹死；（6）收穫前注意化學藥劑

的使用，或

改 用 蘇 力

菌防治，注

意 安 全 採

收期，以免

造 成 農 藥

殘 留 過 量

之問題。 

 

 

 

 

 

色粘紙做小型昆蟲的密度監測。在藥劑防治方

面可選用10％克凡派水懸劑1000倍，20％達特

南水溶性粒劑3000倍，9.6％益達胺溶液1500

倍，2.4％第滅寧水懸劑等，其餘藥劑請參考值

保手冊，並請注意安全採收期。 

因該病毒可藉由機械傳播，所以洋香瓜生

育期間進行的摘心、整蔓作業常易造成病毒的

快速蔓延，農友在進行必要的田間操作時，多

注意植株狀況，發現疑似罹病毒株需先避過，

當完成所有健康植株作業後，再回頭將病株拔

除，且帶離園區，以避免機械傳播的機會。遵

守合理化施肥可以強健洋香瓜植株，植株強健

更能抵抗病毒的侵染，病毒病的預防需從整

地、施肥開始。      （文/圖 鄭安秀） 

洋香瓜上小型害蟲密度攀升 請加強防治，杜絕洋香瓜病毒病感染

受斜紋夜盜蟲嚴重為害的落

花生

斜紋夜盜蟲 密度偏高 宜加強防治，儘早翻犁 

(文/圖 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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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愛台十二項建設」的進度再往前

邁進，行政院院會10月23日通過「農村再生條

例」，將儘速送立法院審查；政策執行單位農

委會表示，農村再生條例完成立法後，將由政

府設置1500億元規模的再生基金，照顧4000個

農漁村及60萬戶農漁民，活化鄉村機能，創造

農村再生利基。 

「農村再生條例」通過後，未來對於農村

土地規劃與整合，將有法源基礎，政府也將依

據再生計畫的發展方向，逐年運用農村再生基

金經費，進行各項建設，讓台灣各地農村「脫 

 

 

為促進農地流通及活化農地利用，鼓勵老

農或無意耕作農民長期出租農地，並輔導農業

企業經營，提升競爭力，減少農地休耕閒置，

促使農業轉型升級，農委會刻正研擬推動「小

地主大佃農」政策，並遴選10區進行試辦計畫，

擬藉由試辦成果，建立成功之經營模式，落實

政策意旨。 

農委會於9月起陸續依據縣市政府推薦及

徵詢試辦區意願後，遴選10區進行試辦，期藉

由試辦過程，檢視「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規劃

內容之可行性，並建立不同型態執行模式，提

供98年度擴大推動辦理及未來全面實施之參

考。目前遴選之10試辦區之經營主體，包括專

業農民、產銷班、農會、合作社及農企業公司

等五種類型，分別為苗栗縣後龍鎮農會、花蓮

縣壽豐鄉農會、嘉義縣義竹鄉農會、宜蘭縣三 

 

 

 

針對報載農委會規劃明年第1期作開始，農

民申報休耕只能以1個期作為限，不能1年兩個

期作都報休耕乙節，農糧署特予澄清。該署說

明為因應國際糧食價格高漲，正積極規劃休耕

田復耕獎勵措施，以提高糧食自給率。惟對於

人力老化或不利復耕之田區，研議一個期作種

植綠肥作物，另一個期作可辦理翻耕，提供生

產環境維護給付，以維護農民權益，所謂休耕

限辦理一期之說法並非事實。 

為確保國內糧食供應無虞且價格穩定，農

糧署刻正規劃活化休耕農地鼓勵復耕措施，包 

 

 

胎換骨」。 

農委會表示，未來農業一定要轉型，調整

農村經濟和土地規劃利用，創造更多就業機

會，提升農民生活品質，農村才能活化再生。

「農村再生條例草案」主要作法是透過整合規

劃概念，協助農村打造全新風貌，因此將由農

村社區的在地組織或團體，「由下而上」提出

整體建設和活化再生計畫，經縣市政府審定

後，再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社區進行整體環境

整建、個別宅院整建、公共設施和產業活化建

設。 

 

 

星農業經營班第一班、高雄縣內門鄉火鶴產銷

班第二班、高雄縣綠色花卉運銷合作社、雲林

縣臺灣區牧草生產合作社與漢光果菜合作社、

苗栗縣城南精緻有機農場及台灣稻農公司，而

試辦區之產業類型，包含稻米、蔬菜、花卉、

有機農業、青割玉米及飼料玉米等重要作物。

另爲協助該10區進行試辦，農委會亦整合產官

學界專家，組成輔導團隊，提供試辦區農地租

賃及產銷經營等輔導，引導試辦區以規模化、

集中化方式承租農地，並朝向企業化經營。爲

利於試辦計畫推動，農委會已於97年10月14日

召開小地主大佃農試辦計畫政策宣導與講習，

說明試辦目的、執行工作內容及相關辦理流

程，並宣告計畫正式啟動，後續並將密集辦理

相關政策宣導及教育訓練，以利政策得順利推

展。 

 

 

 

括提高輪作無產銷之虞作物及造林獎勵標準，

對於契作種植牧草、青割玉米等亦提高獎勵，

以誘導恢復糧食、飼料、牧草生產。目前全國

每年連續兩期作休耕農地，換算土地面積約有6

萬公頃，為首要活化的目標，惟對於部分土地

因人力老化或生產環境不佳，可規劃仍可一個

期作種植綠肥作物，另一個期作辦理翻耕，給

予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另為達到活化休耕農地

之目的，一併研擬由鼓勵專業農民以租地方式

擴大經營，以提高糧食自給率並維護農民權益。 

（以上三則摘錄自農委會新聞資料） 

農委會規劃休耕措施，確保農民權益 

活化農地利用與調整農業經營結構，推動「小地主大佃農」試辦計畫 

行政院會通過農村再生條例 推動農村轉型 活化鄉村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