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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行軍蟲全臺現蹤 蔡英文總統視察嘉義疫情
陳吉仲主委關心芒果產銷，與臺南青農座談
■ 新品種「臺南19號」香米、釀酒高粱「臺南7號」誕生
■ 從小果番茄到設施綠蘆筍 六腳鄉百大青農黃閔聖的從農路
■ 紅龍果鮮食入菜雙享受 挑選秘訣看過來！
■ 吉園圃升級產銷履歷 農產溯源安全更有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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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行軍蟲 全臺現蹤 蔡英文總統視察嘉義疫情
秋行軍蟲是FAO全球預警重大農業害蟲，對農作物造成嚴重
泝秋行軍蟲幼蟲
的損害。臺灣於6月8日發現第一起秋行軍蟲幼蟲，隨即啟動
沴第一階段緊急防疫措施：
第一階段緊急防疫措施，執行發現幼蟲植株及農田的「焚
幼蟲發現植株及農田的「掩埋」
燒」及「掩埋」，讓第一代幼蟲無法立足生根，防檢局並在
沊第二階段防疫措施:強制噴藥防治
全國佈設逾500偵察點，希望於第一時間可以偵察到成蟲，
沝陳駿季副主委向小英總統說明緊
供後續防治策略調整之參考。6月17日臺灣本島發現成蟲，
急應變措施
進入第二階段的強制噴藥防治，同時劃定管制區，針對區域
沀張淳淳助理研究員向小英總統
說明秋行軍蟲生態
內所有植株，由地方政府督導噴灑藥劑防治，相關藥劑及施
藥人力均由政府負擔。至7月4日截止，本場轄
區雲嘉南地區共計通報63件案例，確診59件，
本場同仁除配合至通報現場逐一鑑別，並協助
執行銷毀等防疫措施。目前農委會已公告緊急
防治用藥，包括賜諾特、諾伐隆、氟大滅、剋
安勃、護賽寧、依芬寧、硫敵克、蘇力菌等共
11種產品，有機農田可施用蘇力菌防治。
蔡英文總統於6月23日到嘉義縣六腳鄉棉花
田有機農場，視察秋行軍蟲防治現況，農委會 1
2
陳駿季副主委向總統報告發現秋蟲的時間、案
例數、採取的防治作為，嘉義縣農業局許彰敏局長、翁章梁
縣長依序補充嘉義縣6月發現秋行軍蟲案例後，縣府立即配
合中央成立應變小組，第一時間就到受害農田當面與農民溝
通、說明，就是怕幼蟲變成蛹及成蟲後，疫情會擴散、壓不
住，目前在東石已發現成蟲，防疫已從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即將進入第三階段的自主管理。本場鄭場長也率同仁向總統
說明秋行軍蟲的外觀與生態。
3
蔡總統肯定農委會及縣政
府在第一時間就採訪積極的
防治對策，期許務必將蟲害
降到最低，並慰勉第一線工
作人員的辛勞。
【文/編輯室 圖/陳昇寬、
黃秀雯、鄭安秀、黃惠琳】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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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主委 關心 芒果產銷，與臺南青農座談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於6月29日率本場、農糧署、
水保局等長官同仁，赴南化農會關心臺南市
芒果產銷與價格，黃偉哲市長、立委陳亭
妃、郭國文、市議員周奕齊亦到場關心。陳
主委宣布啟動芒果加工補貼措施及外銷行銷費
用，希望能有效拉抬芒果價格。
陳主委隨後前往玉井農會與台南市青農座談，聽取意
見。主委表示秋行軍蟲目前僅在玉米田發現，臺灣的防
治技術沒有問題。目前農委會推動的4個福利保險制度-農
民健保、農業保險、農民退休制度、農民職災保險，希
望青農能多加利用。重要政策還有拓展外銷、冷鏈、農
產初級加工回歸農委會管轄。8月左右會啟動農地租賃平
台，紓解農地取得不易的問題。
陳主委說7月起加入產銷履歷，補貼15,000元/公頃。
農糧署胡忠一署長補充說明，加入產銷履歷驗證費用補
貼2/3，團體申請並可提供登打員，且在拍賣市場優先拍
賣、協助在量販店、百貨上架及外銷。陳主委並指示本
場協助關廟青農導入智慧農業，青農也對農委會及所屬
在社群傳播及網站上的努力表示認同。
【文圖/黃惠琳】

↑陳主委赴南化關心芒果產銷，宣布啟動芒果加工補貼措施
及外銷

↑主委與臺南青農座談

新品種 臺南19號 香米、釀酒高粱 臺南7號 誕生
本場與臺灣大學農藝系再度攜手合作，利用分子標誌輔助
選種技術，育成帶有芋頭香味、優質，耐貯藏，以及抗葉稻熱
病、硬稈、脫粒率適中、適合機械收穫等優良特性的稻米新品
種，6月5日在嘉義分場辦理命名審查，在專家學者慎密的評估
後，獲得高度肯定與認可。
新品種「臺南19號」的
推廣可望為國內有機栽培
及特色米消費市場注入新
氣象，並且對於提升我國
稻米品質，建立本土稻米
品種及增加農民收益等均
有所助益。【文圖/陳榮坤】

經過嚴謹的審
查過程，臺南19
號香米誕生啦

本場為配合農委會的「黃金廊道計畫」和「對地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推行稻田轉種節水作物「高
粱」，並進行品種改良。經過9年的努力，育成釀酒
用的糯性高粱新品種「臺南7號」。
釀酒高粱「臺南7號」的耐旱性好，生育全期可
不灌溉且不噴藥。果穗籽粒飽滿，千粒重約為22公
克，每公頃籽粒產量為3,500至4,000公斤。其籽粒由
金酒公司進行試製高粱酒，出酒率好，酒質香醇，
為優質的高粱酒。未來配合農委會政策，與農糧署
和金酒公司、金門縣農會和雲林縣農會等單位密切
合作，將釀酒高粱「臺南7號」推廣在臺灣中南部的
1期作和2期作的稻田種植。
【文圖/游添榮】

釀酒高粱「臺南
7號」植株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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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小果番茄 到 設施綠蘆筍 六腳鄉百大青農黃閔聖的從農路
嘉義縣六腳鄉的青農黃閔聖七年前為了就近照顧年邁
的祖父母，辭去都會區咖啡店店長工作，毅然返回故鄉，
開啟了他營農生涯。從農初期，黃閔聖創立了「幸福一畝
田」農場，為了讓消費者吃得安心，他以生產履歷無毒的
蔬果為目標，主要生產設施玉女小果番茄、美濃瓜及洋香
瓜，目前經營面積達5分。他飼養的波蘭雞與荷蘭原雞可
至設施內幫忙吃害蟲，為避免雞會誤食幼嫩的農作物，因
此須等到農作物較大時才能放進設施內，而他經營的臉書
粉絲專頁「幸福一畝田 天然無毒新鮮蔬果」則是作為他
販賣產品的主要通路，目前已獲得不錯的成果。
臺灣在幾十年前被稱為蘆筍王國，而嘉義縣六腳鄉也
曾是主要產地之一，黃閔聖發現近年綠蘆筍的價格十分穩
定，認為設施栽培綠蘆筍相當有前景，因此有企圖心的他
決定與陳中帥、林宜慧兩位同是六腳鄉的青農投入綠蘆筍
產業，他們入選第四屆百大青農團體組後，除了經營自己
原有的設施產業，在臺南場青農輔導小組專家及陳水心陪
伴師輔導之下，積極學習設施綠蘆筍的栽培模式與技術，
並合資新建一棟近3分地的力霸型溫室，栽種臺南4號綠蘆
筍，並以「青筍筍」品牌行銷產品，期望能再
讓嘉義縣六腳鄉的綠蘆筍產業發光發熱。他們
的設施綠蘆筍在去年8月定植，目前已經開始採
收，雖然第1年產量不多，但從零到有已跨出了
一大步，估計到今年底他們的綠蘆筍便可以穩
定出貨。綠蘆筍的保鮮相對不容易，為了讓消
費者能吃到新鮮的蘆筍，他們到臺北農產第一
批發市場及將軍地區標竿學習，將綠蘆筍的採
收流程標準化，田間採收後先泡水、截切、分
級、包裝、冷藏，目前交由農會共同運銷至臺
北販賣，他們很自豪自己的蘆筍因為分級做得
確實，至拍賣市場時價格都不錯，夏季平均每
公斤可以賣到2∼3百元。
從農初期的單打獨鬥，到近兩年找到志同道
合的夥伴投入新產業，黃閔聖的從農路也是陸

續碰到困境待克服，他相信可以用熱情、 團隊力量解決
問題克服困難，未來他計畫建立一個冷藏庫，讓他們可以
結合附近的農民共同集貨、共同分級及運銷綠蘆筍，藉由
合作增加獲利及減少損耗。為了減少次級品、不良品的浪
費及增加商品附加價值，他們也正在開發加工品，考慮到
茶包在臺灣的市場極有潛力且保存期限較久，他們以開發
綠蘆筍茶包為目標，目前還在尋找有意願合作的廠商，除
此之外，綠蘆筍本身具有獨特的風味，未必所有的消費者
都能接受這個味道，他們仍在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增加
消費者的接受度。
熱心助人、積極任事的黃閔聖在農業的表現上獲得許
多肯定，除了是第四屆百大青農外，他也曾榮獲104年六
腳鄉農民節農業生產績優人員，同時也是嘉義縣青農聯誼
會六腳分會的第一任會長，他期望自己的經驗能夠成為青
年返鄉從農的成功楷模，擴展品牌「青筍筍」的知名度，
並能帶動地區綠蘆筍產業發展，朝向企業化經營邁進，重
現嘉義六腳鄉蘆筍的「綠金」年代。
【文/圖 盧子淵、黃珮甄】

1

泝第四屆百大青農
黃閔聖 (右) 及陳
中帥 (左)對「青筍
筍」品牌深具信心
沴青農陳中帥採收綠
蘆筍
沊黃閔聖的設施蘆筍
生長現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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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 鮮食入菜雙享受 挑選秘訣看過來！
紅龍果是優質的健康水果，每年6∼12月間是盛產時
期，今年夏季陽光充足，甜度風味更勝以往，健康營養的
紅龍果容易入口，不但老少皆宜，也是拜拜祭祀及饋贈親
友的最佳水果。
紅龍果又稱火龍果，是仙人掌科的熱帶果樹，由於
收成快，價格穩定，近年來種植面積快速增加，全臺約
2,800公頃，其中以彰化縣種植最多，其次為屏東縣、南
投縣、臺南市及嘉義縣等地。臺灣種植之紅龍果依果肉顏
色可大概區分為白肉種與紅肉種兩大類。白肉種主要品種
為「越南白肉種」，主要產期為6∼11月；紅肉種以「大
紅」及「富貴紅」品種栽種最廣，主要產期於5∼12月，
近年藉由夜間燈照產期調節技術的運用，幾乎可以達到週
年生產。
紅龍果外觀鮮紅飽滿又喜氣，白肉種口感清甜爽脆，
紅肉種口感細軟多汁，且甜度較高，略帶香氣，並含有豐

富的甜菜紅素，具有抗氧化的效果，而且紅龍果除了豐富
的維生素B、C及鐵質等多種礦物質的營養外，也有豐富
的膳食纖維及果膠類物質，對潤腸通便的效果相當顯著。
紅龍果的花苞及花朵近年也被餐廳開發入菜，不論油炸、
清燙、熱炒及燉湯皆宜，富含的多醣類黏液有天然勾芡的
效果，並帶有花香味，成為夏季養生菜餚的新選擇。
紅龍果在選購上，要挑選外形渾圓飽滿，果皮轉色均
勻鮮豔，果萼端 (縮口處) 果皮完全轉色，鱗片反捲及轉
紅達1半以上，無擦壓傷、病蟲害或裂果，鱗片及果梗切
口新鮮者為佳，購買後先置於冰箱冷藏，
約可儲藏1∼2星期。在炎炎夏日，建議
大家可多多選購當季盛產的國產紅龍
果，讓您吃得健康美味，又能作
好體內環保。
【文/圖 黃士晃】

吉園圃 升級 產銷履歷 農產溯源安全更有力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於本 (108) 年6月15日後正式與
產銷履歷接軌，藉由產銷流程資訊公開、具可追溯性
及第三方驗證，農產品從農場到餐桌安全等級更加提
升。
農糧署目前已協助15.5％的農友自吉園圃標章升
級到產銷履歷，並且已於臺北市、新北市 (三重、板
橋)、臺中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6個批發市場設置
「產銷履歷有機 蔬果專區」，該專區之蔬果將優先拍
賣，未來將逐步擴展到更多縣市的批發市場。
農糧署強調，產銷履歷不僅讓民眾清楚農產品從
農場到餐桌過程，更藉由第三方認驗證體系，為消費
者把關，呼籲消費者認明產銷履歷標章，就是產品可
以追溯的安心好食材！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