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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促進法上路 迎接 臺灣農業新紀元
有機農業促進法於今 (108) 年5月30日起正式施行，施
行後可為國內有機農業永續發展注入新動力，讓有機農業
量能深入各階層，以達成全國農業有機化目標。
農委會表示，自105年起已將推廣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
列為新農業政策重要項目，除開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
每公頃3萬元至8萬元之對地補貼外，並補助驗證
費用、溫網室、農機具設備及有機質肥料，以
有機農業促
鼓勵並協助農友轉型有機並持續經營，至4月
進法施行記
者會
底國內有機面積已達8,957公頃，另友善耕作
面積為3,237公頃，合計1萬2,194公頃，占國內總
耕地面積已超過1.5%。有機促進法法施行後，既
有獎補助措施在法令規範下，仍會持續推動辦
記者會現場
理，並將積極解決農友問題及需求，彈性管理
也陳列優質
兼顧農友及消費者權益。如農友常面臨鄰田污
有機農產品
染責任歸屬、有機農業用地取得不易等問題，
該法明確規範倘屬鄰田污染所致違規案件，農友將
不會遭受處分，但該批受污染產品仍不得以有機名義販
售；另農友承租公有土地或台糖等國營事業土地作有機
農業使用，將可享有按原租金六折計收之租金優惠，及
10年以上20年以下之租期保障，並輔導地方政府及鼓勵
民間共同參與設置「有機農業促進區」。
各單位輔導資源，預計在今年底前提出「有機農業促進方
產品行銷方面，以公共資源投入帶動有機消費，學
案」，就有機農業推動目標、發展規劃、產銷輔導、獎勵
校、軍隊等機關 (構) 將優先採用在地有機農產品。現階
補貼、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有機教育推廣等，訂定未來
段已與教育部、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推動學校午餐全面
4年的執行綱領，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此後每四年
使用國產溯源食材，並獎勵增加有機食材使用，目前每
滾動檢討賡續提出新方案。並邀請教育部、財政部、國防
週有機食材使用總量達163公噸，其中新北市、桃園市、
部、原民會等部會，各地方政府以及台糖公司等相關單
花蓮縣、屏東縣、宜蘭縣為全部學校每週至少一餐有機
位，以及10位學有專精、長期關心國內有機農業之專家學
蔬菜或有機米，9月新學年起新竹縣、臺北市亦將跟進。
者擔任有機農業大使，結合公部門及民間力量，一起推動
該法施行可促成農委會與教育部、國防部更密切合作，
有機農業，並請民眾多多支持購買國產有機或友善耕作農
持續推動學校午餐與軍隊團膳擴大採購有機食材，並與
產品，共同建立生態永續的美麗家園。
產地農友契作以穩定供貨，帶動產地農業轉型。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依據該法第5條規定，農委會將設置任務編組整合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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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 應用於農業病蟲害防治之潛力
全國首創「無人機農噴應用試驗計畫」
在行政院及臺南市政府積極推動下，於5月
31日於臺南市後壁區召開觀摩會，總統蔡
英文協同臺南市長黃偉哲至現場視察。現
場展示「神農無人機」精準及高效率的噴
藥技術，及可以掌握大面積作物災損狀況
拍攝的「翼龍無人機」。蔡總統指示，為
1
2
鼓勵推廣農事服務業升級，研議將無人機
納入農機補助項目，並將補助一半無人 泝蔡英文總統南下
視察後壁無人機
機農噴訓練考照費用，也會將無人機農
噴藥示範點
噴推廣到其他良質米生產專區。另將請
沴無人機準備起飛
台肥開發合適的包裝肥料，推動透過無
沊無人機自動規劃
人機施用肥料。未來無人機不僅將會推
飛行示範
廣應用在農業管理及災損勘查上，也能進一
步紓解農村人口老化及農業缺工問題，渴望帶動新
3
一波青農返鄉的浪潮，讓逐漸淍零的農村能再度恢復活
及對比農民慣行背負式噴藥調查，防治率都超過9成，不
力，展開臺灣新農業的歷史扉頁。
僅可以減少農藥管線拉牽困擾，同時解決水源取得的困
應用無人機防治荔枝椿象
難；與傳統背負式噴藥相比，可減少約95%的水量，並至
考量坡地果樹受限於地形限制及果樹生長狀況，使
少節省50%的時間，更能有效降低施藥人員暴露在藥劑的
得藥液無法有效噴灑至果樹內部，導致防治成效大打折
風險。
扣。本場與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成功大學工程
無人機安全施藥訓練課程
科學系及雲林科技大學前瞻學士學位學程共同合作進行
為協助無人機農藥代噴工作者學習新穎施藥技術，
「應用無人機防治荔枝椿象」試驗，並於本年5月29日於
藥毒所已規劃無人機安全施藥的專業技術訓練課程，並與
臺南市南化區龍眼試驗田召開成果觀摩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共同研商農藥代噴
此次觀摩會藉由試驗說明及田間試驗成果實地展現，
技術人員訓練班課程規劃，預計今年8月中旬開始辦理無
讓與會來賓了解無人機在防治荔枝椿象的潛力。在正確
人機農噴專業課程班。今年將規劃辦理3個班次，儘速完
的防治時期搭配有效的藥劑，於荔枝椿象產卵期先行以
成無人機專業證照之預先考照，以期國內農業無人機應用
藥劑降低成蟲數量後，等到若蟲期再行施藥，可確實成
可合法上路。詳細資訊請洽藥毒所官網-教育訓練；或電
功防治荔枝椿象。無人機一次可攜帶5公升藥液，噴藥時
0800-022228。
【文/圖 陳盈丞、黃鵬戎】
間至少20分鐘，根據本場在2月、4月的多次無人機噴藥

高品質紅龍果 疏花 來調節
夏季是紅龍果的主要盛產期，若能適當進行疏花減量
調節，不但能保有穩定的樹勢，讓每批果實又大又甜美，
也能因品質提昇及切合生產時機，讓果品價格提高。
紅龍果農友們已經普遍知道1枝留1個飽滿花苞，結1顆
果實就能集中養分來提高品質，但是紅龍果一年開花結
果多批，平均15天就來1批花，若同時多個枝條都留花或
果，或連續多批都留大量花果，常會因過度消耗養分導致
樹勢衰弱，不但果實長不大，品質也會大受影響，每批次
的價格會受品質、產量及消費需求而有所不同，適當疏花
調節才能確保每批果實都有好品質及好價格。本場提供農
友7個疏花調節的好撇步。
【文/圖 黃士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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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青農 黃文鵬團隊 導入新技術

設施綠蘆筍省工省水好管理
臺灣在60年代曾
被譽為蘆筍王國，但
隨著經濟發展、臺幣
升值及工資上漲等因
素，逐漸失去外銷上
的優勢，蘆筍產業逐
漸萎縮，目前鮮食蘆 1
筍甚至需要仰賴進口
才能滿足國內市場需求。近年來臺南市將軍區農會全力推
廣綠蘆筍產業，建立「紅將軍」品牌拓展多元行銷通路，
許多在地青農發現綠蘆筍產業具有商機，因此陸續投入種
植綠蘆筍，其中包含第四屆百大青農黃文鵬、楊詠仁及黃
昭穎團體組，他們目前種植總面積為1.7公頃，其中採用
設施栽培有1.2公頃，一年的年產量可達25公噸。
根據臺北市農產運銷公司資料，綠蘆筍的交易價格受
到產季影響，每年3月至7月因產量多單價較低，每公斤落
在110至210元之間，而8月後至隔年2月因氣溫漸漸降低導
致產量漸漸減少，因此單價較高，若能打破低溫限制，以
設施栽培綠蘆筍並調整生產模式，便能增加收益。
由於設施生產綠蘆筍具有潛力，黃文鵬團隊超過一半
的栽培面積採用溫室栽培，除了年產量高、品質佳外，還
能穩定週年生產。在栽培模式上，他們原先使用溝灌，
發現容易長雜草，管理上較不易，加上近年來因氣候變
遷導致旱澇不均，缺水問題迫在眉睫，在請教臺南場農
業專家及陪伴輔導顧問陳水心後，決定於新建力霸型溫
室改採滴灌系統，所需的水分遠少於溝灌且可以精確控制
水分與肥料供給；滴灌系統水源的錳離子濃度建議應小於
0.1 ppm，以防止滴灌管堵塞，但田區地下水的錳離子濃
度達0.13 ppm以上，須增加滴灌管的清洗頻率以延長使用
年限，和溝灌模式相比，採行滴灌技術的蘆筍總產量未減
少，但品質較鮮嫩、口感較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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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青農黃昭穎的溫室內採用節水滴灌系統
沴改良式碎枝機可以快速清除老化母莖
沊日製蘆筍選別分級機快速、精確完成作業需求

3

4

沝第四屆百大青農黃文鵬團體組合照，由左而右依序為
黃文鵬、楊詠仁、黃昭穎

黃文鵬團隊綠蘆筍的栽培面積在這一年半輔導期間增
加了一倍，但綠蘆筍栽培管理是一個耗時費工的工作，加
上面臨農村人口外流及老化的問題，需要機械化作業降低
人力需求，才能擴大生產規模，導入省工作業技術已是的
新趨勢。綠蘆筍收穫後選別分級作業更是曠日費時的工
作，但它與拍賣價格的好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為了能
夠精確且快速的選別，臺南場青農輔導小組及將軍農會推
薦他們使用日製蘆筍選別分級機，除可以設定尺寸裁切並
依重量選別，操作簡單能獨自一人完成。另一項清除老化
母莖作業，過去採用人工鐮刀割除後並搬離園區，人工割
除母莖平均0.1公頃需要耗費2至3日，作業耗時又費力，
在本場專家的輔導下使用改良式碎枝機割除老化母莖，每
0.1公頃僅需一小時便可以完成作業，且就地碎化的母
本場農民學院課程預告
莖可直接拌入土中作為有機肥，增加土壤的有機質。
公告
上課
黃文鵬團隊經過田間實際管理後認為設施綠蘆筍
上課日期
報名日期
訓練班名
錄取日期
天數
使用滴灌設備及省工機械，可以讓栽培田間管理更
非化學農藥班
5天 7/2∼8/2
8/12
9/2∼9/6
容易，收穫後選別分級作業節省了許多人力及時間支
出，省工省水技術的導入可降低設施綠蘆筍的栽培困
設施果菜班
5天 7/23∼8/23
9/3
9/23∼9/27
境並提高收益，他們對未來綠蘆筍產業重回「綠金」
施肥原理班
3天 8/3∼9/3
9/10
10/3∼10/5
年代深具信心。
芒果栽培管理班 5天 8/21∼9/21
9/30
10/21∼10/25
【文/圖 盧子淵、黃珮甄、郭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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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產期調節 分散產期 及 風險
酸甜美味的鳳梨主要
產期在3∼7月，但常因盛
產而價跌；如果要延後生
產8∼10月之秋果，需提
前在3∼5月間進行人工催
花，但此時容易因冬季低
溫，使苗株受低溫刺激而
自然開花 (2∼3月間)，依
舊於6∼7月間之正常產
↑觀摩會吸引雲嘉南等地縣市政府、農會合作社場 ↑對照組 (左) 與艾維激素處理組 (右) 之比較
期 (夏果) 生產果實，因
及農友共襄盛舉
此農民一直無法有效且
率，處理組僅有1成以下的開花率，抑制效果非常顯著。
穩定的生產秋果。
同時介紹改裝後的電動定量注藥機，經由調整校正出水量
近年為配合農糧署鳳梨分區供果調節政策，本場研發
後，只要按壓一下觸動開關就能精準出水10 mL，是藥劑
「鳳梨秋果產期調節技術」，利用藥劑處理可達到良好的
處理上的一大突破。在使用藥劑調節秋果生產上，黃助研
產期調節效果，並於108年5月16日，在打貓果菜生產合作
員特別提醒農友對藥劑使用必須注意的要點，以及提供生
社田區舉辦「鳳梨秋果產期調節觀摩會」，吸引雲嘉南等
產計畫的安排建議，希望農民能藉由此技術分散產期與風
地縣市政府、農會合作社場及鳳梨農友等60餘人前來共襄
險。
盛舉，來賓反應及提問交流相當熱烈。
觀摩會之示範田區以臺農17號「金鑽」鳳梨為示範品
觀摩會由本場鄭榮瑞場長、農糧署果樹科陳立儀科長
種，對照組由於2月下旬便開始自然開花，目前已經是綠
及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陳憲星主席共同主持，鄭場長希望
果狀態，反觀處理組經抑花處理後，延至4月上旬才統一
藉由藥劑推廣使用後，能提供農友於產期調節上有更大的
進行人工催花，目前正值抽穗期，顯示該藥劑抑花效果顯
彈性和獲得更好的收益。陳主席則分享自身在鳳梨栽培上
著，也不會影響正常催花作業。雖然秋果生產需增加藥劑
的相關經驗，也肯定本場在試驗上的用心。
及施作成本，但果品價格相對較盛產期平穩，對農民而
黃士晃助理研究員說明本技術是在低溫期間，利用已
言，不失是一個能有效分散產期及風險的好方式。
推薦於鳳梨抽穗抑制藥劑-15%艾維激素 (AVG) 藥劑1500
【文/圖 黃士晃】
倍，在11月中下旬至2月間，每株10毫升灌注於鳳梨心
部，連續處理6∼7次來抑制鳳梨的自然開花，等鳳梨安然
度過低溫期間，即可於3∼5月間再統一進行人工催花，順
利生產秋果。於去年度分別在大林及古坑的兩個試區進行
試驗，在3月底調查時，相較於對照組9成以上的自然開花

嚴防 秋行軍蟲 來臺肆虐
秋行軍蟲是FAO全球預警的重大農業害蟲，危害範圍包含76
科，353種，主要為害玉米、水稻及高粱、棉花、十字花科、
葫蘆科、茄科等等作物。秋行軍蟲主要特徵為：成熟幼蟲頭
殼可見黃色倒Y狀紋路，幼蟲背部各體節具梯形狀分布之4個
斑點，近末節則呈方形分布。由於遷徙能快，於2016年傳入非
洲，2019年已經傳遍中國11省。雖然臺灣還沒有發生的紀錄，
但為了避免入侵造成重大農業損失，目前已加強各項防檢疫措
施，特別是加強來自疫區之寄主植物種苗農產品以及其載運工
具檢疫檢查，請郵輪、航運及船運公司確實清潔貨艙及貨櫃。
倘若發現該蟲請立即通報防檢局 (專線0800-039-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