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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及林聰賢主委視察農業災情
傳承～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發表會
■ 稻草：種田人的寶，掩埋不焚燒
■ 農委會預告「巴拉刈」農藥禁用期程，籲勿搶購囤積
■ 雨後注意加強田間排水及病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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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及林聰賢主委視察農業災情
農委會公告 雲林縣 及 嘉義縣 為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

1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於4日上午至西螺鎮漢光、二崙果菜合作社等地瞭解蔬菜
災損及滾動蔬菜備貯情形，隨即陪同蔡英文總統視察雲林縣元長鄉水稻災損情
況。
蔡總統關心農業受豪雨影響損失，6月4日至元長鄉巡視災損，除當面慰問
受災農民外，並指示農委會針對遭受豪雨災害地區儘速公告辦理農業天然災害
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以協助農民早日復耕復建，並要求農委會及各地方政府
等公部門積極合作辦理救災救助工作，協助農民復耕，儘速恢復農業生產。
另農委會為兼顧農民及消費者權益，將針對價格波動過大的農產品 (如葉菜
類) 採取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調節數量視市場價格波動而定。
農委會於4日公告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及嘉義縣等為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區，受災農民可自公告救助日翌日起10日
內 (6月5日至14日) 向受災地鄉 (鎮、市、區) 公所提出申請。此次受損較嚴重
農作物，如水稻的現金救助金額為每公頃1萬8千元；西瓜為
每公頃6萬元；落花生為每公頃2萬4千元；食用玉米為每公頃
3萬6千元；蔬菜依不同品項分為每公頃5萬元、3萬6千元及2
萬4千元等不同救助額度。
低利貸款部分，年息為1.04%，稻米及落花生貸款額度為每
公頃15萬；食用玉米及蔬菜類貸款額度為每公頃37萬5千元。
農民除可申請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外，尚可申請國產有機質
肥料補助每公頃1萬2千元；另有關稻作受災部分，農糧署亦
將視實際狀況啟動災害穀收購作業。
【文/農委會新聞資料、圖/楊藹華】

2

泝林主委視察漢光生產合作社蔬菜田區，
溫室內葉菜皆已泡水，損失慘重
沴全國米穀公會吳源昌理事長向蔡總統報
告水稻災損情形
沊農糧署及王場長向主委報告災損情況
沝林主委到漢光、二崙果菜合作社視察蔬
菜倉儲，確保供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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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發表會
農委會第二屆百大青農專案輔導從
104年1月至105年12月兩年輔導期滿，
農委會特於5月13日在臺北希望廣場舉
辦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展與農產品展售
活動，展現青年農民輔導成果。
成果展由農委會林聰賢主委主持，親
自頒發青農輔導證書與陪伴師感謝狀，
對於陪伴輔導師、改良場專家，與各級
農政機關人員的努力，致上最高的謝
意，並見證第二屆青農將傳承旗幟交與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逐
第三屆青農，象徵農業世代交替，一棒
一頒發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證
接一棒的傳承精神。
書，並與王仕賢場長 (右八)、青
本場輔導第二屆雲、嘉、南14位百大青農
年農民郭騏彰、林宜賢、陳昀鎂、
盧傳期、黃贊文、陳瀅淨、張偉
及團隊組2組、7人，共計21位，分別經營有
哲、呂紹維、官庭安、楊菘富、
機農業、果樹、設施蔬菜、農產加工、雜
廖志偉、程裕誠、魏宗淇一
糧、水稻等產業，經由2年的專案輔導，
同合影 (由左至右)
輔導期間累積投入陪伴師輔導共441人
次，場內專家協助輔導共88人次、協助資
金貸款共6位、設施 (備) 補助共12位32項，
盧傳期與青農英雄榜合影，
農產品通過驗證共11件，輔導加入農民團體共
開心畢業了!!
17位。除了作物栽培等技術輔導，也特別規劃農
產加工、經營管理等專業課程與標竿研習共3場次31
位青農參與，強化農場經營各領域學習、思考。此外也鼓勵青農參加海外
標竿研習 (荷蘭、德國) 共7人次，開拓經營視野。每年於臺南場瓜果節、
農民日等大型活動規劃青農專區，讓青農體驗行銷推廣技巧，成為自家
農產品的最佳代言人。青農也藉由專案輔導建立情感，彼此交流、分享
經驗，使用臉書、臺南場青農專案Line群組互動，提供展售活動、課程等
相關資訊，一同成長。
科技處張致盛處長肯定青農
郭騏彰秋葵加工成果
「持續努力從農，必歡笑收割」，輔導期間青農楊景翔榮獲2017年第30屆
全國模範農民及2015、2016年臺南場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競賽季軍及佳作，
青農官庭安榮獲2016年嘉義縣第六屆高品質甜瓜評鑑比賽優勝。青農建立自
有品牌計有「福嘉農場」、「葵香咖啡咖」、「聚秀養
生農場」、「台霖農場」、「打盹貓農坊」、「山頂壯
圓」、「傳奇有機農場」、「長宏番茄農場」、「小農
豪雨農業災後重建資訊
夫」、「下田吧農場」、「哈囉崴有機農場」、「晴耕
園」、「嵩富果園」、「4℃菜籃子」、「柏愛有機農
• 受災損失達以上之農漁民可申請災害現金救助。
• 天然災害低利貸款，貸款利率年息。
場」、「億科有機蔬菜/種苗」、「桔田農舍」、「將
• 國產有機質肥料補助，每公頃萬元 使用公噸 
軍山農場/一群農夫」、「荷豐小農田園」、「沄妘自
• 試驗改良單位提供技術服務，輔導清園及災後復耕復
然農場」共20個，整體產值輔導後成長57％，達到3150
建，協助受災農漁民儘速恢復生產。
萬元，展現輔導績效。
• 漁船筏及養殖塭堤損失，可向地方政府申
臺南改良場是青農永遠的家，專案輔導結束後，本
 請現金救助。

場亦持續輔導關心經營情形，未來盼能成為青年從農典
※現金救助專線
※低利貸款專線轉
範，與其他青農們共榮發展，活絡並創新臺灣農業。
※農糧署肥料專線轉
※漁業署專線轉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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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 種田人的寶 掩埋不焚燒
台灣地區每年一、二期稻穀收穫後產生乾重約150萬公
噸左右的稻草，早些年稻草是繩索、草袋、草蓆、塌塌
米、紙張及敷蓋屋頂的重要材料，也可當作燃料、動物飼
料、栽培介質或栽種其他作物的覆蓋材料，也有部分直接
掩埋、或堆積製成堆肥回歸土壤，以改善地力。
隨著經濟型態的改變，農村勞力嚴重不足及農友耕作
方式改變，體積龐大的稻稈因收集不便且搬運費用高，造
成部分農友採行就地露天焚燒方式來處理稻草，惟焚燒稻
草所產生的濃煙不但造成空氣汙染而危害人體健康，亦嚴
重妨礙附近來往車輛行車安全。因此，露天焚燒稻草行為
已被列入「空氣污染防制法」規範，將處新台幣五千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的罰鍰，若因致發生車禍造成傷亡時，還必
須負刑事責任。
依本場過去試驗分析結果顯示，目前栽培條件下，乾
稻草含氮率為0.7％以上，以全臺平均水稻產量每公頃
6500公斤來算，稻草就地掩埋翻耕稻田所含氮素量，相當
於每分地施用半包硫胺以上，對水稻栽培及節省水稻生產
成本有所助益。不過露天焚燒稻草更令人覺得可惜的是稻
草為一種很好的有機質材料，是稻作生產上的寶，因它含
90％以上的有機質，並富含鉀與矽，矽為水稻植株細胞抗
病的重要結構物質，矽之補充對水稻栽培過程增強病蟲害
之抗性具有重要的效果。
近幾年本場積極協助轄區農友檢驗田區土壤，發現土
壤有機質含量偏低，古時候高有機質含量的「狀元田」已
漸漸消失，而稻草之所以被稱為寶，除上述的優點外，最
重要是稻草就地掩埋處理可改善土壤的理化與生物性質，
增進地力，讓原本因有機質含量降低而漸漸硬化的土壤，
因稻草就地翻耕掩埋而漸漸提升有機質含量，恢復土壤通
氣性與團粒結構，讓肥料的利用效率提高，不但降低成本
而且提高水稻產量與品質。因此，稻草就地掩埋不但可將
廢棄物有效再利用，也可避免大氣環境的劣化。

↑稻草翻耕回歸稻田可提升土壤有機質含量成為「狀元田」

稻草就地掩埋最方便的處理方式是採行聯合收穫機附
掛切刈機，可於收穫同時進行斬草作業，將稻草剪切成片
段均勻撒布於田間，待稻草曬乾後，將稻草翻耕至土中約
二週，以促進微生物的分解，而後再行整地插秧作業。惟
進行稻草掩埋作業時應注意幾點：1.稻草掩埋後要有足夠
的時間讓它分解，一般於掩埋後保持旱田狀態兩週而後再
整地插秧。2.因作業條件須縮短期作間隔時間時，次期作
插秧後水稻生育前期應增加田區乾旱次數，以利土壤中有
機質分解後之廢氣排出土壤，如此可避免窒息病之發生。
3.施用基肥時可增施氮肥，使稻草碳氮比值降低，以避免
水稻生育初期因有機質分解競爭氮源而發生缺氮現象。
4.酸性土壤掩埋稻草時，配合施用石灰資材，更可改善土
壤理化性質。5.水稻田整地時若前期稻草片段未完全掩入
土壤中，容易隨風向漂流至田區風尾處，造成風尾處秧苗
倒伏，若有此現象則於插秧後隨即讓田區水分漸漸排乾，
漂浮在水面上的稻草片段會因田區水分排乾而粘著於土壤
表面上，當再次灌水時即不再漂浮水面，可避免風尾處秧
苗之倒伏。
【文/圖 羅正宗】

農委會預告 巴拉刈 農藥禁用期程，籲請農民勿搶購囤積
為降低劇毒農藥之使用風險，農委會近年來已陸續評
估禁用多種劇毒農藥，目前僅剩10餘種。其中，「24％巴
拉刈溶液」及「33.6%巴達刈水懸劑」(含有巴拉刈之混合
劑) 經評估，其防除雜草功能及範圍已有其他多種除草劑
可以替代，另針對「24%巴拉刈溶液」用於紅豆植株乾燥
處理部分，該會亦於105年核准登記「氯酸鈉」藥劑可供
使用。為此，農委會啟動「巴拉刈」農藥之退場機制，於
5月24日預告自107年2月1日起禁止加工及輸入「24%巴拉

刈溶液」及「33.6%巴達刈水懸劑」；自108年2月1日起禁
止販賣及使用，並籲請農民不必搶購囤積，以避免造成其
他意外之發生。
農委會為積極回應消費大眾對農藥使用安全的重視，
已全面強化農藥管理措施，除建構完成農藥產銷流向管理
及定期陳報等機制外，並加強劇毒農藥登記及販售管理，
同時亦積極立法推動專業植物醫師證照制度，希望藉由多
元配套管理措施，確保農藥之使用及消費安全。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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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注意加強 田間排水 及 病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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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土壤內的
疫病菌藉由雨水飛濺傳播而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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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病害包括炭疽病、蒂腐病、果
腐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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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腐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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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連日的降雨引發這些病害的發生，田間宜儘

文旦潰瘍病果實病 (細菌性)

好康
!
報恁知

芒果黑斑病果實病徵 (細菌性)

速排水，加強通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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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施藥防
治，才能有效控制病害蔓延。
因土壤濕度高，近日擬種植的作物宜特別注意苗期疫
病、立枯病及猝倒病的預防，可配合施用1,000倍亞磷酸
與1,000倍氫氧化鉀中和之溶液，每7天施用一次，連續
2∼3次，可提高植株對病害抵抗力。
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本場官網查詢植
物保護相關用藥，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文/圖 吳雅芳】

紅龍果果腐病病徵 (真菌性)

辣椒炭疽病病 (真菌性)

農委會全面啟動有機 及 友善耕作輔導新措施

新農業十大重點政策將「推廣友善環境
耕作」列為農業新典範，農委會為擴大有機及友善耕作
面積，本 (106) 年度規劃系列輔導新措施並已陸續啟動，
如開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提高有機驗證及檢驗
費用補助比例、擴大補助溫 (網) 室設施、生產加工農機
具設備及有機質肥料資材等，以鼓勵既有從事有機及友
善耕作農友持續經營，進而吸引更多慣行農友轉型，並
加強推動學校午餐及團膳使用有機食材，拓展有機及友
善農產品多元行銷通路，以消費需求帶動產業成長，期
望106年底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可達1萬公頃。

增加經費資源、擴大輔導對象，引導農業生產型態
逐步轉向友善環境
農委會以往僅針對有機農業及驗證農友進行輔導，每
年編列經費不到3億元，今年起則將友善耕作農友納入輔
導對象，更將輔導經費大幅成長至近13億元，顯示政府
重視推廣有機及友善耕作。該會於本 (5) 月5日公告發布
「友善耕作推廣團體審認要點」及「有機及友善環境耕
作補貼要點」，只要向該會申請，經審認通過為友善環
境耕作推廣團體，其所登錄及稽核管理有案之農友，即
可認定為友善耕作農友，並能共享輔導資源；至於首度

開辦之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措施，係以對地補貼方式
給予農友生態獎勵給付及收益減損補貼，按有機或友善耕
作農地面積，每年每公頃補貼農友3至8萬元不等，以公共
資源支持農業生產轉型友善環境，希望鼓勵國內既有從事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友持續經營，並吸引更多農友轉型共同
加入友善環境生產行列。

多項輔導措施同時啟動，農友可立即提出申請
農委會表示，除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外，今年起
還增加多項輔導措施，如有機驗證及檢驗費補助，可按農
友實際繳交費用總額補助至9成，此外，對於有機及友善
耕作農友最常使用之有機質肥料資材，補助標準由每公頃
施用10公噸補助2萬元提高至3萬元，並新增補助使用微生
物肥料每公頃5千元。相關輔導措施已開始推動執行，有
需要之農友可向所在地鄉鎮公所、農會、轄屬合作社場或
協會團體等提出申請。
農委會強調，推廣友善環境耕作不僅為未來農業生產
典範，更可提升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之多元價值貢獻。為
推動有機及友善耕作，該會已制定「有機農業促進法」草
案，明文規範主管機關對友善耕作之輔導及對於有機農業
應輔導推廣相關措施，俾利達到扶植產業成長之目標。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