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雨季節連續大雨導致雲林縣部分田區發生農業損

失，農委會陳保基主委6月6日特地專程南下訪視農業災
情，在張嘉郡立法委員、張麗善前立委、農糧署李蒼郎署

長、本場王仕賢場長、雲林縣政府農業處張世忠處長及東

勢鄉陳志揚鄉長等人陪同下，實地視察雲林縣東勢鄉大豆

及落花生災情，當面慰問農民辛勞，並指示給予農民協

助。

大豆主要栽培季節在秋季二期作，謝明拴農友去年二

期作和農民契作生產達130公頃，產量及品質表現佳，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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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主委南下關心大豆災害損失
作農民種植意願高，且品質受契作廠商肯定，需貨量增

加，於是配合政策擴大生產國產大豆，一期作栽種12公頃
大豆，大豆莢果成熟後期適逢強降雨，導致植株倒伏、淹

水過久而發芽。農委會陳主委體恤農民辛勞，表示此個案

為配合政策示範推廣區，指示農糧署協調雲林縣政府儘速

依規定查報災害損失，從優給予協助。張嘉郡立法委員向

陳主委反映落花生災情，陳主委也到落花生田區實地勘

災，由於目前災害損失不是很明顯，亦指示農糧署及本場

加強追蹤及監控，必要時立即協助處理。

【文/圖　吳昭慧】

【文/圖　石榆鳳】

泝農委會陳保基主委特地專

程南下訪視農業災情，指

示給予農民協助

沴陳主委及王場長在

落花生田區實地

　勘災情形

1 2

配合全國性稻米品質競賽，為使轄區內各鄉鎮農會米質競賽能順利進行，

5月29日於本場嘉義分場辦理稻米品質競賽烹飪實務研習，計有雲嘉南
地區25個縣市鄉鎮農會，共77名農會夥伴熱情參與。
本場嘉義分場石榆鳳助理研究員講解及黃淑絹技工示範炊飯要領。先將所

需的白米秤重後，快速清洗3次，千萬不要搓搓又揉揉，以免使白米吸附雜
質，快速清洗後加水於白米中，米和水比率約為1：1.35（如果白米為300公
克，水量405克），浸水30分鐘，然後即可用電子鍋炊飯，等米飯煮熟後千萬
不要急著開鍋，還要燜20分鐘，接下來翻動飯粒時要有技巧，先用飯匙在米
飯上畫個十字，翻動米飯時要從鍋底將米飯翻動至鍋面上，否則鍋底與鍋面

米飯的口感會不一致，翻動完成後蓋上紗布還需靜置40分鐘即可進行品評。

稻米品質競賽烹飪實務課程專家教炊飯要領

各農會夥伴認真品評米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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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糯一號籽實

配合農委會「黃金十年－樂活

農業」及行政院「經濟動能推升

計畫」，本場積極進行節水、友

善環境、提高農民所得的輔導工

作，於6月18日假雲林縣虎尾鎮北
溪段周武勇農友田區，辦理「釀

酒高粱地方試作及配合機械採收

成果觀摩會」，由本場王仕賢場長、農糧署中區分署林美

瑄分署長、農糧署張金榮科長、雲菱農機顏振豐總經理、

金門縣政府翁自保處長及虎尾鎮農會蔡武吉股長共同主

持。金門酒廠與農糧署中區分署雲林辦事處、雲林縣政

府、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土庫鎮農會、

斗南鎮農會代表及各地區之農民合計約130位熱烈參與。
王仕賢場長致詞時表示，目前政府推廣種植低耗水性

進口替代作物（玉米、高粱等），有利於加速達成糧食自

給率40％之政策目標。張金榮科長表示，政府於黃金廊道
區鼓勵農民一期作種植高粱，每公頃可補助契作獎勵金

24,000元，加節水獎勵金25,000元，合計49,000元。翁自
保處長及李廣榮所長

表示，臺灣栽培釀酒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

省水農業作伙來，種植 釀酒高粱 正逢時！

↑高粱機械採收

　↑兩糯一號 (釀酒用高粱) 植株

高粱產量及品質很好，將把農民希望提高契作價格的意

見，帶回金門研議。

接著由詹碧連技正針對虎尾地區釀酒高粱地方試作說

明，試驗田於103年2月26日播種，種植品種為兩糯一號
（釀酒用高粱），採人工種植，種植行株距50×15公分，
公頃栽植株數133,300株。施用基肥（台肥39號複合肥
料）及追肥（台肥1號複合肥料）各一次，每公頃氮肥用
量128公斤，生育期間於幼苗期噴藥2次防治蟲害（莖潛
蠅），僅一次灌水，103年5月6日達開花結穗期，生育期
約113天。試驗調查結果：兩糯一號千粒重為19.6公克，

乾籽實產量為4,600公斤/公頃，總收益108,000
元，較一期作之水稻93,000元多15,000元。
示範田周武勇農友分享其栽培管理心得，他

表示釀酒高粱很省工且好栽培，但農民年齡老

化，栽種需全面機械化。隨即由雲菱農機公司

進行現場機械採收示範，採收作業順暢且收穫

之高粱籽實夾雜物含量少，械採收穫可說是非

常成功。綜合討論時，與會農友對於種植釀酒

高粱非常感興趣，希望農糧署能建立完整的收

購產銷體系。

 【文/圖　詹碧連】

立法院於6月27日三讀通過「老農津貼暫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修法後每
年將能省下30億元經費，用於輔導產業升級，提升農民競爭力。本場配合政府
推動該項改革，在辦理各項農民技術講習座談會及訓練課程時，均加強宣導，

並多次邀請農委會輔導處長官親自下鄉為農民說明，廣收宣導之效。

此次修法將申領老農津貼之農保年資，由現行之6個月提高為15年，但已領取
老農津貼之67萬名老農，完全不受修法之影響。修法前已加入農保者，於65歲
時，農保年資累計達6個月未滿15年者，先領取半額津貼3,500元，俟其年資達
15年，即發放全額津貼7,000元。另本次修法亦對請領老農津貼者須在國內設有
戶籍，且於最近3年內每年都居住國內超過183日者，始得領老農津貼。

老農津貼暫行條例第3條條文修正通過

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

親自下鄉說明老年農民福

利津貼改革內容

【文/圖　石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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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農民專案輔導是農委會輔導處現階段重要業務之

一，為了深入了解每個青年農民營農現況，103年6月11日
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郭坤峯科長與王勝平技士特別

南下雲林縣關心由本場輔導的5位青年農民，本場由推廣
課李月寶課長與盧子淵主持人陪同前往，雲林縣的5位青
年農民分別為斗南鎮江亞倫先生、西螺鎮吳宗翰先生、

莿桐鄉張仁通先生、林內鄉林尚蔚先生與大埤鄉許育彰先

生，行程中也特別安排拜訪青農所屬之在地農會，與總幹

事及推廣人員交流有關輔導青年農民之實務經驗，並由農

會總幹事或推廣人員帶領前往青農耕作田間實地訪視。

青年農民從農面臨的問題許多具有重複性，農委會自

102年度開始執行的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

畫，即是替未來新進

青農們分類整理出不

同經營樣態，讓後進

青農有軌跡可依循與

傳承。為使計畫效應

不斷擴大，甫接手農

委會輔導處處長的張

致盛處長期許農委會

團隊能夠替青農們點

亮前方的道路，讓計

畫能夠更加貼近新進

青農們的需求。

【文/圖　盧子淵、
張秀如】

農委會輔導處張處長致盛
訪視 雲林縣青年農民

蓮花小黃薊馬密度上升

宜加強防治
時序入夏，氣溫漸增，蓮花田之小黃薊馬密度正逐漸

升高，適逢開花期，為確保蓮子之收成，本場籲請農友注

意並加強防治。

小黃薊馬蟲體細小，喜歡躲藏在縫隙間，蓮葉在未展

開前，最適宜其躲藏及危害，常造成展開之新葉皺縮。當

薊馬密度高時，蓮蓬也會受害，導致葉片褐化、捲曲，影

響蓮子的產量及品質。因此應注意田間蓮葉是否有薊馬活

動或皺縮發生情形，及時施藥防治，以控制薊馬密度，防

止其大量發生危害蓮蓬，避免嚴重損失。

防治蓮花小黃薊馬之推薦藥劑有20％亞滅培水溶性粉
劑3000倍、9.6％益達胺溶液1500倍，安全採收期均為6
天，2.9％貝他-賽扶寧乳劑1500倍，安全採收期10天。防
治時以動力噴霧器進行藥劑噴灑，露水乾後將藥液噴至葉

背及葉柄等害蟲棲息處，避免直接噴施於蓮子，每隔7天
施藥一次，可確保防治效果。葉上如發現有鱗翅目之斜紋

夜盜蟲啃食時，可同時防治，或另以蘇力菌防治。

除防治薊馬外，同時可將藥劑加入先配好的1:1亞磷酸
+氫氧化鉀中和液，將中和液當成水來稀釋殺蟲劑使用，
以增加植株對水生真菌類的抗病力。由於亞磷酸為強酸、

氫氧化鉀為強鹼，配製時須先秤好相等重量，分別先溶於

水中，再混合使用。或者先溶解亞磷酸後、再溶解氫氧化

鉀。切不可將兩者同時加入水中，或將兩者混合，再加水

稀釋。使用方法為葉面噴佈1000倍稀釋液(100公升水中加
入100g亞磷酸與100g氫氧化鉀，即為1000倍稀釋液)，每
週施用1次，連續3次後隔1個月再施用3次，調配當日使用
效果較好。亞磷酸+氫氧化鉀中和液被植物吸收後可誘導
健康植株的系統性抗病，對已得病之植株則無治療效果。

 【文/圖　蔡孟旅】

↑小黃薊馬於蓮葉上危害

1

2

3

4

5

泝張致盛處長及林內鄉

農會黃總幹事等訪視

青農林尚蔚

沴張致盛處長、荊桐鄉

農會張總幹事等訪視

青農張仁通設施空心

菜產業

沊張致盛處長及大埤鄉

農會吳總幹事等訪視

青農許育彰

沝張致盛處長等人訪視

青農吳宗翰

沀張致盛處長等人訪視

青農江亞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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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銹蟎好發於高溫高濕的環境，常於每年6∼9月間
危害各類柑橘果樹，包含麻豆文旦、白柚、西施柚、椪

柑、柳橙、茂谷柑、明尼吉柚及葡萄柚等。銹蟎主要危害

中果期之果實，因此不同柑橘類果樹的受害時間點也略有

差異。目前田間柑橘銹蟎密度已漸升高，不少柚樹果實也

出現明顯受害徵狀，請農友加強銹蟎之防治工作，避免外

觀受損，確保果實品質。

柑橘銹蟎體型很小，體長僅0.12公厘左右，成蟎為淡黃
色，圓錐形，末端略尖。高溫高濕季節為其密度之高峰

期，成蟲及若蟲主要以刺吸式口器刺吸果皮或葉片表皮細

田間 柑橘銹蟎 密度偏高 請農友加強防治
胞，吸取汁液危害，果實油胞受到危害，內含的芳香油溢

出經空氣氧化，使被害部位產生暗褐色至黑色的極細之黑

點。當銹蟎族群密度高時，往往使果實整個受害，形成局

部或全部黑褐色之外觀，一般農民稱之為黑柑，雖對產量

影響不大，但嚴重危害果實外觀，造成商品價值低，影響

收益。由於銹蟎體型細小，若未注意防治，當發現被害狀

才防治，往往為時已晚，請果農多注意防患。

柑橘銹蟎的防治用藥選用20％畢達本可濕性粉劑3,000
倍、42％克芬蟎水懸劑3,000倍、2％阿巴汀乳劑2000倍、
50％汰芬隆可濕性粉劑1,000倍、30％福隆納乃得水懸劑

1,000倍、5％芬普蟎水懸劑1,000
倍等或參考柑橘葉蟎之登記藥劑

進行防治，詳細資訊農友可參考

本場網站整理之用藥資訊。噴藥

防治時應特別注意安全採收期，

避免農藥殘留問題。施藥時應將

全園植株噴濕，特別加強果實部

份，以提高防治效果。

【文/圖　張淳淳】

濁水溪以北(彰化)

新虎尾溪

濁水溪

新虎尾溪以南
(雲林)

新虎尾溪以北
(雲林)

北港鎮

元長鄉

土庫鎮

二崙鄉

竹塘鄉

埤頭鄉

虎尾鎮

西螺鎮

溪州鄉

黃金廊道推動範圍

圖例

新農民、新產業、新技術

節  水、節  能

廣告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

3.引進青年農業經營人員

2.輔導農業旅遊據點 ● ● ●

● ● ●

二、農作方面

3.園藝作物節水節肥灌溉系統

4.擴大推動有機農業

5.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2.輔導興建現代化節水溫網室補助

1.輔導農田轉旱作

一、水利方面

1.推動節水管路灌溉設施

五、其他

1.輔導農村再生社區結合產業

三、畜牧方面

2.廢水循環再利用設施

1.新式養豬飼養系統

四、漁業方面

1.輔導養殖漁業循環水節水設施

推動措施
區域

濁水溪以北/彰化

竹塘鄉、埤頭鄉、
溪州鄉

新虎尾溪以北/雲林

二崙鄉、西螺鎮

新虎尾溪以南/雲林

虎尾鎮、土庫鎮、
元長鄉、北港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動措施：

　　考量各地區農業環境與水資源情勢，規劃因地制宜措施，如下表所示。

推動範圍：

　　彰化縣(埤頭鄉、竹塘鄉、溪州鄉)與雲林縣(二崙鄉

、西螺鎮、土庫鎮、虎尾鎮、元長鄉、北港鎮)高鐵沿線

兩側各1.5公里範圍農業用地。

新農民、新產業、新技術

節  水、節  能

水平棚架網室
補助1/2，
最高45萬元/公頃

捲揚式溫室
補助1/2，
最高450萬元/公頃

鋼骨加強型溫室
補助1/2，
最高550萬元/公頃

簡易式溫室
補助1/2，
最高255萬元/公頃

相關資訊：
1.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
2.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宣導網http://gac.water.tku.edu.tw
3.請洽詢各鄉鎮公所、農會或上網搜尋關鍵字：黃金廊道

廣告

C

M

Y

CM

MY

CY

CMY

K

0512雜誌稿.pdf   1   2014/5/12   上午 11:27:16

↑柑橘銹蟎取食果實表皮，造成黑褐色的外觀

←柑橘銹蟎危害造成流淚狀之褐色條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