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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肯定本場研發成果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嘉義地方草根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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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財政 及 經濟委員會巡察 肯定本場研發成果
6月1日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由財經委員會召集
人章仁香委員，偕仉桂美、楊美鈴、陳小紅、陳慶財、李
月德、趙永清、江綺雯、林雅鋒、楊芳婉、方萬富、包宗
和共12位委員，進行臺南地區機關巡察，上午參訪臺南區
農業改良場、畜產試驗所，下午參訪世界蔬菜中心。李退
之副主委也特地南下出席，表達農委會對此次巡察的重
視。
在本場的巡察活動包括簡報、品種及農機展示、友善
農業及水土保持、洋桔梗育種圃、芒果試驗及品種圃、魚
菜共生栽培系統、及植物工廠等。雖然天氣炎熱，但監委
對本場研發成果展現高度興致，相較以往的行政機關巡
察，農業機關的成果無論是新品種、新技術、試驗場域或
加工產品，都更為新鮮有趣。

中午農委會李退之副主委率兩場所業務主管與監委們
進行綜合座談。召集人章仁香委員特別感謝農委會、畜產
試驗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同仁參與本次巡察業務，並對
相關人員努力表示嘉許。
監察委員接續針對農委會、畜產試驗所及本場的業務
提出多項詢問，如：創新育成中心、農地面積及從農人口
消長、農業缺工及引進農業外勞問題、無人機噴灑農藥、
農業研發技轉金及程序、禽流感防檢疫、循環經濟效益、
有機及友善農業推展、農藥使用量偏高等問題，由李副主
委、畜試所、本場王場長逐一回答，結束座談後，由王仕
賢場長陪同前往世界蔬菜中心參訪。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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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監察委員與本場長官在地標前合影
沴李退之副主委代表農委會歡迎監察委員蒞場巡察
沊王仕賢場長介紹新近研發的優良農作物品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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沝石佩玉助理研究員說明芒果品種圃
沀鍾瑞永課長說明胡麻採收機
泞王場長介紹本場育成的水稻品種
泀監察委員盛讚本場洋桔梗
育種成果豐碩，
紛紛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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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 嘉義 地方草根會議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系列活動於4月24日起全面啟
動，農委會以「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為中心議題，並以
全民參與決策的治理模式，規劃自本 (107) 年度4月起，
從花蓮往南順時鐘方向起跑，巡迴全臺及外島各縣市，共
舉辦18場次「地方草根會議」，邀請在地農業團體、地方
政府、專家學者、農民組織、青農聯誼會與農民參加外，
關心農業的民眾可至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官方網站 (https://
open6.coa.gov.tw) 報名參加。
農委會並規劃於6月中旬至7月間辦理「焦點座談」，
邀請全國性產業組織或公民團體，深入討論各項農業議
題，再匯集於9月7日及8日舉行的「全國農業會議」討
論，凝聚共識，以擘劃未來政策藍圖。這將是時隔15年
後，喚起全民對農業、農民、農村三農議題的關心與重視
的全國農業會議。
為讓民眾充分表達意見，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新開闢
「公民網路參與」管道，讓無法親臨地方草根會議現場的
民眾，能於官方網站上觀看各場次會議實況，也可以針對
有興趣或關心的農業議題進行網路提案，或就他人提案予
以附議支持。各項提案若於30日內獲得500人以上附議，
將被納入後續全國農業會議進行討論。
5月22日的草根會議在嘉義大學新民校區辦理，由本場
王仕賢場長主持，農委會企劃處蔡昇甫處長、畜牧處李宜
謙科長、輔導處郭愷珶技正、水保局南投分局林宏鳴副分

↑王仕賢場長主持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 - 嘉義地方草根會議

局長、農糧署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長、漁業署周淑幸科
長、嘉義縣政府農業處林良懋處長等長官也特別出席與
會，與地方農業代表暢談農業議題，參與人數計有170多
人。
王仕賢場長首先歡迎各界代表抽空與會，接著農委會
企劃處蔡昇甫處長針對此次全國農業會議地方草根會議之
背景及脈絡進行說明，利用這次會議廣徵地方農業意見，
希望大家能對臺灣農業共盡心力。會議中各方代表皆不吝
發言，針對各面相之農業議題表達諸多意見，場面熱烈踴
躍。臺南及雲林場次也分別於5月17及25日順利辦理完成。

【文/圖 陳勵勤】

本場 創新農機 2018桃園農博展出
「2018桃園農業博覽會」4月4日∼5月13日於桃園新屋
盛大舉辦，展期40天，有6大主題分區及25項主題展館，
具體呈現我國新農業推展「科技智慧農業」、「六級產業
農業」、「友善環境的耕作」、「多元文化的時尚農村」
等重點政策。
農糧署特別籌辦「台灣創新農機館」，邀請各試驗改
良場所及農機廠商展出最新研究成果及機型。本場支援展
出花椰菜分切機、蔥蒜脫膜機、築畦式塑膠布舖設機三款
機型。展覽期間「台灣創新農機館」共計吸引近14萬人次
前來觀展，成果豐碩。

↑花椰菜分切機

↑蔥蒜脫膜機

「臺灣創新農機館」以「茶及特用作物」、「蔬菜、
花卉及種苗」、「水稻及雜糧」、「果樹」及「溫室及設
備設施」5分區，展示臺灣研發製造且具外銷南向國家優
勢之農機、設施、控制設備等精品。館內同時設置「智慧
環控溫室區」及「外銷精品展覽區」，提供南向國家政府
單位、農機採購業者及相關產業鏈代表洽商媒合，將智
慧、省工農機、自動化設備輸出新南向國家，同時帶動國
內農機產業創新研發及供應內需市場。

【文/圖 楊清富】

↑築畦塑膠布舖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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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入夏，掌握蓮 小黃薊馬 防治先機
今年少雨，炎夏已然到來，為確保蓮子之收成，請農
友注意並加強防治小黃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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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葉片褐化、捲曲，蓮蓬也會受害，
影響蓮子的產量及品質。因此應注意田間蓮葉是否有薊馬
活動或發生皺縮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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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時也是
斜紋夜盜蟲與毒蛾好發期，若已有蟲跡可同時防治，或另
以蘇力菌防治。
防治蓮花小黃薊馬之推薦藥劑有20%亞滅培水溶性粉劑
3,000倍、9.6%益達胺溶液1,500倍，安全採收期均為6天。
防治時以動力噴霧器進行藥劑噴灑，露水
小黃薊馬密
度高會造成
蓮葉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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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有斜紋夜盜蟲或毒蛾啃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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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倍稀釋液
(100公升水中加入100g亞磷酸與100g氫氧化鉀，即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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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為
【文/圖 蔡孟旅】
預防，無治療效果。
斜紋夜蛾
幼蟲會啃
食蓮葉

立法院三讀通過

有機農業促進法，農業發展邁入新里程
國內有機農業驗證面積已達7,700餘公頃、友善耕作
登錄面積已達1,300餘公頃，農委會為促進國內有機農業
永續成長，依國內有機農業現況、未來發展需求及參採
各界意見，制訂兼顧產業輔導、產品管理、我國與他國
雙邊有機同等性互認等產品貿易事務之「有機農業促進
法」，已於5月8日經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
「有機農業促進法」融合現行第三方驗證產品管理及
強調產業輔導精神，明定主管機關對有機農業應採取輔
導措施，包含中央主管機關應設任務編組、每4年提出有
機農業促進方案，鼓勵設置有機農業促進區，提供有機
產銷技術、設備、資材、資金貸款及資訊平臺，並推廣
學校、軍隊等機關團體及企業組織優先採購在地有機農
產品等。此外，亦規定主管機關應推廣符合友善環境要
求之有機農業，即包含採參與式查證體系 (PGS) 或其他

友善耕作生產者，均予納入有機農業輔導範疇，兼容並
蓄，擴大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
國內有機及慣行農田參插相鄰情形普遍，新法規定對
因鄰田污染致產品檢出農藥等禁用物質微量殘留情事，
倘有機農友證明其已採取防護措施，並經地方主管機關
查證確為鄰田污染所導致者，不予處罰，惟該批農產品
仍需下架回收，不得以有機名義販售，以兼顧消費者權
益。
為改善目前我國並未獲得其他國家有機同等性認定，
國內有機農產品輸銷至他國市場無法以有機名義販售之
困境，規定施行後一年內，未與我國完成簽訂雙邊有機
同等性認可之國家，我方將廢止對其有機同等性認可公
告，以促使外國更積極與我洽簽雙邊有機同等性，開展
我國有機農產品外銷貿易商機。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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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窄胸天牛繁殖季，請把握防治先機
每年5至6月中旬為柑桔窄胸天牛繁殖期，由於其常於
雨後放晴炎熱的夜晚大量羽化交配，因應6月即將來臨的
梅雨鋒面，請農友把握先機，及早預備防治，減低日後
田間密度。
柑桔窄胸天牛幼蟲長期土棲危害，在土壤中專吃文旦
及白柚等芸香科果樹的根系，密度高時造成根部受損，
影響果樹養分及水分運輸，導致被害果樹樹勢衰弱，葉
片稀疏、黃化、提早成熟或落果、產量降低，嚴重時造
成植株死亡。柑桔窄胸天牛成蟲為夜行性，成蟲羽化出
土後，很快進行交尾及產卵。雌蟲將卵產於樹幹、土壤
的縫隙或園中之落葉上，也會飛行或爬至果樹枝幹上於
縫隙中產卵，因此防治工作應於羽化開始時同步展開。
1

2

柑桔窄胸天牛的防治以綜合管理降低田間密度為主，
於羽化季節透過捕捉成蟲及誘引雌蟲產卵兩方面著手，
應用害蟲行為阻斷其生活史，避免柑桔窄胸天牛族群延
續危害。建議的方式有：
一、清園：羽化期間將園中之枯枝落葉清除，除可以
清除掉產於其中之卵粒，並減少園中雌蟲產卵的場所。
二、誘引產卵：在柑桔窄胸天牛羽化前，選擇兩塊平
整、沒有彎曲變形及裂縫的木板擺設於田間，利用木板
重疊製造縫隙來吸引雌蟲產卵，擺設方式為採斜靠樹
幹，每株設置木板數量為3到5組，並以交叉擺放及平均圍
繞樹幹為原則，擺設後每周巡視、移除卵粒，持續至羽
化期結束。另外可利用報紙捲成條狀環繞於文旦樹之基
部，柑桔窄胸天牛會將卵堆產於皺摺處，每週更換，移
除誘得之卵粒。
三、其他防治方
3
法，如在天牛羽化期間
以白光之省電燈泡進行
燈光誘殺或徒手抓蟲
等，皆可選擇採用。

【文/圖 陳盈丞】

4

泝文旦園擺設木板誘引
柑桔窄胸天牛雌蟲產卵
沴柑桔窄胸天牛於夜間
羽化交配
沊柑桔窄胸天牛雌蟲將產卵
管伸入木板縫隙中產卵
沝田間木板誘得卵塊情形

立法院三讀通過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正案
立法院5月18日三讀通過「農民健康保險條例」部分條
文修正案，農保的主管機關將由內政部改隸農委會。農
委會將秉持照顧農民及保障農民權益初衷，儘速訂定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相關子法及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讓農民
職業災害保險能於107年11月1日如期上路，以增進農民
職業安全保障。
立法院亦三讀通過「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4條修正案，讓老農津貼與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兩
者的領取條件趨於一致，以保障老年農民請領福利津貼
的權益。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修正後，農委會規劃試辦農民
職業災害保險正式取得法令依據。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辦

理原則為農保被保險人可自願加保，優先試辦「職業傷
害」，俟累積成果，再辦理「職業病」。投保金額規劃
為10,200元/月，與農保月投保金額相同。未來將考量依
農民需求滾動檢討，依經營規模訂定不同月投保金額。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費率將透過精算釐訂，由農委會
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保險費負擔為被保險人負擔
60%，各級政府補助40%；給付內容參考勞工保險職業災
害保險給付項目，共有傷害給付、就醫津貼、身心障礙
給付及喪葬津貼等4項，均為現金給付。與農保相較，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的身心障礙給付及喪葬津貼2項給付額度
較高，另新增傷害給付及就醫津貼2項給付。又領取職災
給付者，不再發給農保給付。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