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總統9月26日在農委會陳保基主任委員及雲林縣張皇
珍副縣長等人陪同下，視察農委會專案輔導百大青農李

星辰所經營的綠竹筍加工廠，瞭解其經營情形；總統對

於星辰經由該會的輔導與協助，在雲林斗南成功複製原

本家族在桃園大溪的綠竹筍經營與加工事業，並協助地

方竹筍產業發展，表示欣慰與肯定。

總統隨後於聽取與會4位青年農民報告未來經營方向與
願景及實地參訪後，以「處處驚豔、時時讚嘆、台灣農

業、看見希望」表達今天參訪後的心情，稱讚該工廠和

高科技的工廠沒有差別，展現「Made in Taiwan」的高技
術與水準，品嚐綠竹筍、鮮芋漿、黑金鋼花生等，讓愛

吃花生的他大讚雲林「土豆」一級棒。

陳保基主委表示，農委會推動百大青農輔導專案，

主要是鼓勵青年農民投入農產業加值發展工作，引領青

年以創新思維投入農業，透過跨領域合作、市場價值導

向、智慧生產管理、創意服務加值等策略，為台灣農業

注入新動力和開創新局，將可有效將台灣優質農產品推

向國際。

本場輔導小組負責掌握青農需求，整合資

源給予技術、品管、土地、資金、設施設

備、行銷、包裝等協助。台大許明仁教

授則是這4位青農的陪伴師，其加工專
業背景對他們提供了極大的助益。

本場提供之技術協助，包括輔導李星

辰複製綠竹筍生產與加工經驗，協助資金

籌措建廠，已取得工廠登記、HACCP與ISO

驗證。輔導林尚蔚芋頭截切生產線，研發新型加工產品 
(芋頭漿)，協助工廠登記與符合衛生標準。輔導侯兆峰調
整花生廠生產環境與動線，研發5種調味花生仁產品，創
立新品牌「瘋花生」。輔導張建豪以自產黑金剛花生進

行加工，定位小農精緻加工品牌 (秝豪花生)，協助開發新
產品。 【文/編輯室　圖/陳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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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農委會陳保基主委在馬總統結束參訪青農行程
後，在行政院雲嘉南區辦公室張麗善執行長、輔導處張致

盛處長、農糧署李蒼郎署長、農業金融局許維文局長、本

場王仕賢場長、雲林縣府農業處許永瑜副處長、雲林縣農

會簡明欽總幹事及斗南鎮農會張有擇總幹事陪同下，繼續

留下來與青農座談，一同關心、傾聽雲林縣百

大青年農民的農業經營現況及從農遭遇之瓶頸

參與此座談會百大青年農民李星辰、張建

豪、林尚蔚、侯兆峰、黃祈堯、歐宥礎、陳皓

崴、林宜賢、楊菘富、廖志偉、程裕誠、黃柏

元等共12位青年農民，分別向陳主委提出遭遇
的問題：土地的取得不易、有機資材的標示不

清、週年生產作物⋯等，主委回應：關於土地

取得可請在地農會協助，或利用農地銀行網站查詢。王場

長回應：有機資材標示已由臺南場研究人員協助彙整植物

保護資材，將公開於臺南場官網提供參考；洋香瓜品種經

由本場專家研發，已可週年生產，但生產模式改變，遇到

土壤障礙，可利用溫室綠肥水稻改善。座談會最後陳主委

期許青年農民能凝聚力量、跨領域整合，逐漸走向企業化

經營。 【文/黃怡禎　圖/陳俊仁】

。

有農友提出芒果量多價跌及藥劑催熟造成果品品質

不佳問題。本場回應，即使“益收”已列為合格登

記用藥，但若處理時間不適，就容易發生果實外表

已轉色，但其實內部未成熟，造成食用品質低下。

建議農民最好採摘自然完熟之芒果，以維護自己的信

譽。農民從事外銷時應與貿易商簽訂合作意願書，

書面上有寫明議訂價

格，並會將價格登錄

在供果園系統，如業

者收購價過低，得通

報農糧署取消業者藥

檢補助。

【文/圖　石郁琴】

為了提高農友芒果栽培技術，本場於

9月18日在南化區農會辦理「芒果技
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由

鄭榮瑞副場長及南化區農會黃連定總幹事共同主持。臺

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吳珈萱及張惠萍小姐並說明臺灣

農產品生產追溯政策，現場計有120位農友參加。
張錦興副研究員利用芒果栽培曆圖表，說明各個時期

栽培管理上應該注意的重點，黃瑞彰副研究員說明芒果

合理化施肥的要點，鄭安秀課長講解芒果病蟲害防治及

用藥安全，強調不同的外銷國家，所訂定的農藥標準及

可使用藥劑都不同，在生產過程中要更特別注意用藥規

定，以免因誤用而無法外銷。 ↑鄭安秀課長現場解答農友芒果用藥問題

南化好　 外銷好　芒 夯

本場於8月27日在雲林縣西螺鎮程珀鈞農友田區舉辦
「青江菜合理化施肥暨健康管理田間成果觀摩會」，當天

約有75位以上農友參與，且大部份都是年輕農友。
林經偉助理研究員說明合理化施肥技術，

藉由施肥量與產量報酬遞減圖解說給現場農

友了解，適量的肥料才能給青江菜最好的

養分供給。合理化施肥就是看生長狀況並配

合氣候變化及土壤管理，讓肥料發揮最大效

率。栽培過程水分管理也很重要，除了影響

肥料吸收效率外，過量的水分也要排除，以

免影響根系呼吸而造成根系腐敗。

陳昇寬助理研究員說明栽種十字花科小葉

菜類，需注意之病蟲害防治時機及其要領，以

及安全、正確用藥在生產健康蔬果之重要性。

程珀鈞農友及程昆生班

長分享栽培歷程及施行合理化施肥

與健康管理經驗談，林經偉引導解

說示範田區施肥狀況，慣行施肥處

理比合理施肥處理高出約38.5％用
量，但青江菜生長並無明顯增長，

顯示多量的施肥並非產量增加的保

證。 【文/圖　林經偉】

青江菜合理化施肥與健康管理田間成果觀摩會

↑田間成果觀摩時間，大家踴躍發問

陳主委與雲林百大青農座談

↑陳保基主委主持座談會 ↑許明仁教授 (中後) 提供4位雲林青農
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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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間降雨多日，部分水稻已發現罹患葉稻熱病蹤跡，
未來天氣仍不穩定，且水稻已開始陸續抽穗，為避免穗稻

熱病的發生，請農友注意防治稻熱病，且把握抽穗前三至

五天完成預防性施藥工作，以確保水稻產量避免損失。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葉舌，發病初期

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若環境適合病勢進

展，則擴大呈紡錘型，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

重時葉片枯萎。稻熱病於相對溼度高時容易發病，溫度高

低變化劇烈時，水稻的抵抗力降低使病害更加嚴重。一旦

發現病勢進展，應立即施藥防治，7天後病勢如未控制住
應再施藥一次，避免病害擴散蔓延。

水稻俟抽穗時穗頸部罹病初期患部呈淡褐色或暗褐

色，以致組織壞死養分不能送達，影響整穗發育，並自罹

病部位彎曲，而形成俗稱的「吊穗」或「吊狗」現象，穀

粒受感染時，病斑則呈暗灰色或白色，發病嚴重時穀粒

無法充實或不稔，俗稱

「空包彈」，造成產量

損失。把握預防施藥

時機，於抽穗前三至

五天完成施藥工作，

可有效減少病害發生

與蔓延確保防治效果。此外也要避免施用

過量的氮肥，以免植株細胞柔弱，使病原菌容易侵入。

防治方法可選用下列藥劑進行防治，如35％護粒丹可
濕性粉劑1,000倍、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41.7％三
賽唑水懸劑1,500倍、40％亞賜圃乳劑1,000倍、45％喜樂
克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CS-7 2000倍)、15％加普胺水
懸劑2,000倍或50％護粒松乳劑1,000倍等，其他防治藥劑
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本場網站查詢。

【文/圖　林國詞】

↑遭受瘤野螟幼蟲危害之水稻

穗稻熱病蠢蠢欲動，注意加強防治

↑穗梗罹患稻熱病之病徵 ↑水稻葉稻熱病紡錘狀病徵 ↑罹患穗稻熱病形成白穗 

罹患穗稻熱病使穀粒不充實

二期作為水稻瘤野螟好發季節，尤其常在颱風過境後

出現田間密度升高現象。近期臺南、嘉義等部分地區已發

現水稻瘤野螟初期危害，若未注意防範，可能影響水稻後

續生長，本場呼籲農友加強注意田間狀況，即時作好防治

工作，以降低該蟲發生密度，減少損失。

水稻瘤野螟又稱縱捲葉蟲、捲葉蟲、葉尾蟲。成蛾產

卵於水稻葉片上，每隻雌蛾可產卵100至300粒。初孵化
之幼蟲啃食嫩葉葉肉，形成細白線之食痕，二齡後會將

葉尖捲成筒狀，並藏匿其中，取食葉

肉，殘留長條白色斑紋。族群密度

高時幾乎所有葉片均會受害，由

於瘤野螟於抽穗後主要危害劍

葉葉片，因此對產量的影響不

容忽視，應注意加強防治。

在瘤野螟防治上除了直接辨別

危害狀，也需注意田間成蛾密度，

藥劑防治的基準如下：(1) 平均每叢稻有1隻幼蟲時，便需
進行防治。(2) 水稻田若發現每平方公尺 (20叢稻) 平均有1
隻成蛾，即為成蛾發生盛期，於此時期7天後用藥，以防
治甫孵化之初齡幼蟲。防治上可施用15％布得芬諾可濕性
粉劑1,000倍、75％歐殺松可溶性粉劑1,500倍或2.8％賽洛
寧乳劑2,000倍液。其它防治藥劑及方法可參考植物保護
手冊，並依規定安全施藥，後期用藥需注意安全採收期

以防殘留過量。 【文/圖　陳盈丞】

嚴防二期作水稻瘤野螟危害發生

↑瘤野螟成蟲 ↑瘤野螟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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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散農民因天然災害發生而產生的農業經營風險，

農委會經多年努力規劃，積極協助國內產物保險公司開發

農作物保險商品，目前產險公司所開發之高接梨保險商

品，終於在9月通過金管會保險局審查，將於11月正式開
賣。該項高接梨保險商品將採商業保險模式推動，保費由

投保農民負擔，該會將編列預算補助3分之1保費，以減輕
梨農保費負擔，該項保險之試辦，將開啟農作物天然災害

保險新紀元。

農委會說明，考量臺灣農作物種類多，作物種植地區

及產期皆集中，為期辦理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勘災及災損

認定順利，需要針對農業專業核保及理賠勘損人力加以培

訓，因此於高接梨農作物保險試辦期間，將由該會協助製

作「高接梨天然災害保險勘損作業手冊」，並辦理相關災

損理賠認定訓練事宜，以累積辦理經驗，奠定試辦成功基

礎。

高接梨農作物保險試辦期間，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制度維持不變。該會將訂定保費補助要點，補助農民部分

保費，並已規劃至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嘉

義縣等5縣 (市) 高接梨之主要產區辦理11場說明會，說明
政府開辦農作物天災保險之政策目的、保單內容及投保方

式等相關事宜，以鼓勵農民參加農業天災保險。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農委會試辦高接梨農作物保險  開啟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新紀元

為限縮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農業用地得設置綠能設施

之範圍，農委會修訂「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辦法」第30條規定，並於8月12日發布實施。
此次修訂辦法係為避免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可耕作農地

種電，故限縮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確屬不利耕作條件之農

地，始得逐案申請設置綠能設施，並公告明確區位，引導

綠能設施集中設置於不利耕作農地，以免破壞優良農地。

農委會於8月14日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耕作得
設置綠能設施範圍，包括雲林縣 (台西鄉、四湖鄉、口湖
鄉)、嘉義縣 (東石鄉、布袋鎮)、彰化縣 (芳苑鄉、大城
鄉) 計18區，總面積為1,253公頃，占經濟部公告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農業用地之1.3％。至於黃金廊道範圍內，目前
正跨部會評估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嚴重區位，並非廊道範圍

均容許設置綠能設施。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農委會大幅限縮農地種電範圍  確保維護優良農地政策

國內自從發生多起食安事件後，國人日益重視食品衛生安全，惟目前農糧產品可溯源比率

尚不高，僅有機、產銷履歷及吉園圃標章等產品可追溯至生產者或生產單位，其中有機、產

銷履歷申請手續繁複、驗證費用偏高，吉園圃僅限於生鮮蔬果品項，未包含其他農糧產品。

為了讓消費者獲取有效農產品資訊，農糧署建置「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

(https://qrc.afa.gov.tw)，期透過揭露生產者資訊，強化生產者自主管理與產品安全
責任，加強與消費者溝通，以建立消費者信任感，獲得永續支持。

生產者資訊全都露～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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