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姬颱風重創農業，本場同仁在9月28日風勢稍歇後即
分赴災區展開勘查工作，並於臉書發佈農委會災損救助辦

法及各項農作物復耕注意要點，期能早日協助農民重建，

將損失降到最低。

蔡英文總統9月29日下午率農委會翁章梁副主委等一行
人，赴臺南市東山區東原里勘查椪柑受損情況，賴清德市

長特別感謝農委會28日即公告各直轄市及各縣市為辦理農
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

農委會陳吉仲副主委29日上午赴雲林縣視察災情，劉

建國立委、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中區分署莊老達分署

長、雲林縣農業局張世忠局長及本場雲林分場張錦興分

場長等陪同前往。翁章梁副主委則於29日上午赴嘉義縣新
港、六腳、水上鄉視察梅姬颱風過後的黑豆、設施果菜災

情，蔡易餘立委、嘉義縣農業處林良懋處長、農糧署南區

分署姚志旺分署長及本場王仕賢場長等陪同關心。

行政院林全院長10月1日赴雲林嘉義等地區視察溫網室
蕹菜、大蒜及絲瓜災損時，重申以「從寬、從速、從簡」

原則處理農損問題，除放寬現金救助受損20％的認定標
準、低利貸款第一年免繳利息、設施重建

補助從1/3提高為1/2。
農委會曹啟鴻主委10月2日上午至雲林

縣巡視農業災情，在立法院蘇治芬委員、

劉建國委員、張麗善委員、雲林縣政府秘

書長黃玉霜、農試所陳駿季所長、農糧署

中區分署莊老達分署長、本場王仕賢場長

陪同下，到林內、東勢、元長及北港等

地探視受災農民。雲林

縣香蕉、木瓜網室、雜

糧、水稻、落花生及設

施蔬果受損嚴重，曹主

委重申，政府將會提高

農業生產設施補助比例

來協助農民渡過難關！

下午又趕至嘉義縣巡

視災情，在張花冠縣長、立法院陳明文立

委、蔡易餘立委、農糧署南區分署姚志旺分

署長及王場長陪同下，視察溪口、東石、六

腳、太保等地災損情況。曹主委訪視設施受

損農戶時，指示建立溫室設施結構設計與施

工認證制度，並連結農業設施保險，降低農

民災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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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姬颱風重創農業  蔡英文總統及各級長官赴產地勘災

↑蔡英文總統勘查

臺南市椪柑受損

情況

→林全院長勘查雲

林、嘉義災損

↓曹啟鴻主委勘查

雲林、嘉義災損

情況

【圖/王裕權、張汶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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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姬颱風肆虐全臺各地，強風豪雨造成嚴重且全面性

的農業災情，農委會為加速辦理農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事

宜，協助受災農民及早復耕、復建，特依行政院林全院長

指示，於28日公告各直轄市及各縣 (市) 為農業天然災害現

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後，請受災20％之農 (漁) 民自29
日起10日內 (9月29日至10月11日) 向所在地鄉 (鎮、市、
區) 公所提出申請。
此外，農委會亦將依查報損失金額與各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需求，滾動預撥1/2救助金額。災損申請案件於基層
公所勘查後，並經抽查及審核程序即轉發受災農民，縮短

撥發期程，讓農民可以及早拿到救助金，辦理復耕復建工

作，以恢復生產。

因應極端氣候，受災溫網室重建補助比例

由1/3提升為1/2，尼伯特、莫蘭蒂、梅姬 

都適用！

曹啟鴻主委上任以來就非常關切氣候變遷加劇對農業

的影響，指示所屬積極推動設施農業，以提高加強型溫網

室設施補助額度的政策引導，達到農業減災的目標，並在

今年六月就已規劃完成，原本預定明 (106) 年開始實施，
但今年颱風接連密集襲擊臺灣，對農業造成更甚於往年的

災害，農委會因此在行政院林全院長的支持下宣布提前實

施，將受災溫網室重建的補助比例由原來的1/3，提升到
補助1/2，凡是今年因尼伯特、莫蘭蒂、梅姬，以及今年
後續發生的颱風受損的溫網室，都一體適用這項設施重建

補助標準。此外，受災農友在重建溫網室時，另1/2資金
有困難者，可以就近向各地農漁會信用部申辦農業天然災

害低利貸款，利息第一年免繳，由農委會編列經費補貼；

擔保能力不足者，可由貸款經辦機構協助送請農信保基金

提供保證。歡迎有需要的農友盡快循程序提出申請。

此次溫網室受災重建的農友，提高補助比例到1/2後：

梅姬颱風造成全臺農業災損嚴重

農委會公告各直轄市及各縣(市)為現金

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

105年9月風災農業設施專案補助

型式 圖片
每公頃最高
補助額度

水平棚架
網室

45萬元

加強型蔬果
水平棚架網室

90萬元

捲揚式
塑膠布溫室

450萬元

鋼骨結構
加強型捲揚式
塑膠布溫室

550萬元

說明

補助
要件

結構受損20%▲
持有天然災害審核通知書

補助
上限

依農委會之補助基準
補助1/2

以原有設施面積為上限

申領
方式

先申領現金救助
設施重建後

申領設施補助
並扣除已領取的現金救助

向誰
申請

105年10月31日前
到鄉鎮、市、區、地區

農會申請

105年10月1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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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10月1日版

(1) 水平棚架網室，每公頃最高補助45萬元；(2) 加強型蔬
果水平棚架網室，每公頃最高補助90萬元；(3) 雙層錏管
網室，每公頃最高補助120萬元。(4) 簡易型溫室，每公頃
最高補助255萬元，(5) 捲陽式塑膠布溫室，每公頃最高補
助450萬元，(6) 鋼骨結構加強型捲陽式塑膠布溫室，每公
頃最高補助550萬元。

農友若有相關疑問，可以撥打農糧署溫網室

諮詢專線電話：(049) 2332380分機2343。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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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姬颱風重創雲嘉南地區農業，臺南

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技術服務團即日起將主

動前往農作受損地區，輔導農民復育相關

的整枝修剪、肥培管理與病蟲害防治技術

及綜合技術諮詢。

梅姬帶來的瞬間強風，到處可見雨水

直接灌入塑膠布被掀開、破裂的溫網室，

及水淹過田梗或畦面的田區，請農友要先

做好田間排水工作。

災害復耕注意要點

此次颱風為部份地區帶來甚多的雨量，導致

水稻田積水甚或淹沒。二期作水稻插秧期較一致，目前

水稻生長約多在孕穗至抽穗期，整體而言由於此次強風

豪雨導致水稻植株軟弱，因此，在雨停積水退去後切勿

急施肥料，須讓田區保持乾燥，二至三天植株堅硬後再

薄施三要素肥料，以讓水稻植株恢復生長。

災害復耕注意要點

今年秋作莫蘭蒂及梅姬颱風重創大豆產業，

從8月中旬至9月中旬約有80％農民已完成播種作業，受
災害影響之田間植株有苗期、開花期及結莢期，受損田

區若重新耕作則已過大豆適栽期，留與不留成兩難。

首先先觀察田區受損狀況，植株嚴重倒伏根系裸露、

植體附著泥土、葉色焦黃或正值開花期，就需重新種

植。如植株受損較輕微，而且已投入病蟲害等管理費用

之田區，則加強田間栽培管理使植株恢復生長，將比10
月份重新耕作較有經濟效益。

重新播種田區，10月份因過了大豆適栽期，日照短且
溫度低，植株較矮小，栽培上需注意調整株距，種植密

度要提高，株距可調至2吋半，由於溫度低肥料吸收效率
較低，且根瘤菌活性也較差，基肥請改為1號複合肥料。
植株受損較輕微，則加強田間栽培管理使植株恢復生

長，可進行葉面施肥，可利用一般葉面施肥肥料或自行

配製尿素500∼1,000倍、氯化鉀1,000倍、過磷酸鈣 (浸泡
過夜之上清液) 1,000倍；未開花植株使用氮磷鉀液肥，結
莢期植株則用氮鉀液肥。

梅姬重創南臺  本場農業技術服務團啟動協助復耕

水稻

大豆

災害復耕注意要點

植株倒伏者適度修剪枝條與傷口，摘除果

實，並適度扶正與培土立支柱，若設施破損除了緊急修

復，短期內可搭設簡易遮陰網以防範陽光直射，或覆

蓋，或套袋等，待植株稍微恢復時可追施氮鉀肥。

災害復耕注意要點

葉菜類蔬菜若災後放晴仍無法及時迅速採

收，應搭掛黑色遮陰網覆蓋，減緩蔬菜萎凋與失水速

率。豪雨或淹水後，菜株根系受損之際，可酌施肥料或

噴施營養劑，建議以葉面施肥為主，以促進根系生長。

預防措施

雨水是很多病原菌的傳播媒介，強風對植

株造成的傷口更利於細菌性病害的蔓延，請加強田間排

水及注意病害的發生，並即時防治。大雨過後，作物易

發生的病害包括疫病菌引起的木瓜果疫病、柑桔類果實

褐腐病、蔬果類疫病，這類病害農民俗稱「滾水病」、

「水菇病」或「水傷」，係由疫病菌藉由雨水飛濺傳播

感染，大風大雨易造成果實傷口，加上雨天環境中濕度

高，利於病原菌侵染及繁殖而造成果實腐爛；其它藉雨

水傳播的真菌感染可造成炭疽病、蒂腐病、果腐病等。

另外細菌性病害更是容易藉由雨水散播，例如蔬果類的

細菌性斑點病、細菌性軟腐病、瓜類細菌性果斑病，果

樹上的細菌性潰瘍病、斑點病，水稻上的白葉枯病等，

均可藉由雨水而快速蔓延，為避免近日的大雨引發這些

病害的發生，田間宜加強排水，降低濕度，雨後出現的

落果、罹病的植物組織等，應儘速清除以降低病原菌密

度，再配合施藥防治，才能有效控制病害蔓延。

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登記藥

劑，或於本場官網-植物保護項下查詢各
項作物的相關用藥資料，用藥時應依標

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本場有出版各種作物災害復耕技術單

張文宣，可供農友索取，歡迎撥打電話 
06-5912905，將有專人提供諮詢服務。

果樹

蔬菜

病害

↑柑橘果實褐腐病↑水稻倒伏

↑木瓜果疫病造成果實腐爛

←災後應進行園區排水，避免木瓜根部腐爛



中華民國105年十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44期

忘記光環努力向前  專注養瓜的青農楊景翔

↑美濃瓜進入成熟期顏色轉白，

外皮猶如璞玉般的色澤

↑楊景翔的網紋洋香瓜商品，果型及品質

皆為上乘之選

↑青農楊景翔的美濃瓜，預計雙十

佳節前採收，將成為最棒伴手禮

景翔認為「品質便是最好的行銷」，在行銷通路選擇

上，不同於其他小農耕耘宅配這塊大餅，他的主力目標在

拍賣市場。他以設施穩定生產環境，加上合理化施肥、安

全用藥管理、落實分級包裝，所生產的美濃瓜在拍賣市場

炙手可熱，售價達到250元/公斤以上。
回首近兩年的百大青農專案輔導，景翔感謝本場青農

工作小組，在甜瓜栽培管理、施肥及病蟲害防治方面，給

予最即時準確的幫助，讓他能夠心無旁騖穩定經營；陪伴

輔導師沈榮壽先生教導景翔調節產期提高收益，也加強肥

料學、植物生理等學理知識，並要景翔思考當基本技術已

經不是問題時，如何每年都能比往年進步1分，努力精進
品質並累積專業實力。

目前在國內市場已經穩定成長經營，未來希望能進軍

外銷市場，讓國外喜愛甜瓜的人們，也能品嚐來自臺灣的

好味道。頂著甜瓜節冠軍的光環，景翔仍一步一腳印，持

續踏實的做好每一件生產管理小事，這種勤奮謙遜的特質

和態度，正是他成功的關鍵因素。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201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於9
月29日至10月1日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舉辦，農委會農業館以「綠色未來、循

環永續」為主軸，依「綠色未來」、

「健康永續」、「智慧生產」及「再生

循環」4大主題，共展示45項具國際市
場潛力之農業創新技術，以尋求商業化

機會，使得技術品種能讓更多人利用。

本場展出項目有落花生臺南18號，本品種係投入10餘年始育成，兼具臺南選
9號獨特風味及臺南14號大粒豐產之優點；紫羅蘭臺南1號及2號可從幼苗分辨單
重瓣植株，花農可由此品種達到種植的紫羅蘭全部是重辦株，較栽培一般品種

收益增加1倍。落花生和紫羅蘭都已有技轉成果，會場也展出本場技轉商品洋香
瓜臺南13號，歡迎大家栽培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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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憲助理研究員向廖安定主秘介紹 
研發成果落花生臺南18號
↓本場研發成果落花生臺南18號、  
紫羅蘭臺南1號及2號

【文圖/張元聰】

一般網路搜詢「青農、嘉義、小果番茄與甜瓜、冠

軍⋯」這些關鍵詞，都有顯示「楊景翔」這個名字。他和

父親楊萬福班長一起經營「福嘉農場」品牌，走進父子倆

的設施內，植株如同工業的生產線，整齊劃一，一顆顆碩

大肥美的洋香瓜正等待採收。

景翔在103、104年拿下全國性「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佳作和季軍，在嘉義甜瓜節甜瓜評鑑上也有佳績，102年
得到亞軍，隔年再接再厲，一舉拿下冠軍寶座，是設施精

緻栽培的佼佼者。

103年景翔入選「農委會第2屆百大青農專案輔導」，
輔導期間本場青農輔導工作小組提供技術、通路等全方面

的診斷及輔導，協助景翔以建立溫室甜瓜類周年生產模式

為目標，而他也未滿足現況努力精進，有農業學習相關課

程絕不錯過，在父親資助下，景翔隨同本場專家到荷蘭考

察溫室栽培管理，見識到荷蘭的環控技術和管理自動化，

省時省工有效率，反觀目前臺灣農業普遍缺工的現況，讓

景翔有許多思考和借鏡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