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於7月18日就行政院通過「農業
保險法」草案召開記者會，由主委陳吉仲

主持，邀請投保農漁民、產險公司及農漁

會等出席參加，說明該會推動農業保險情

形及農業保險法草案架構內容，期積極與

社會各界溝通，爭取支持，以早日完成立

法，建立完善的農業保險運作機制，共同

營造農業永續發展的環境。

臺灣天然災害發生頻率高，常導致嚴重

的農業災損，雖實施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制

度，但不足以涵蓋農民生產風險；為保障

農民收入穩定，農委會在104年推出第一張
高接梨保單，希望透過保險之危險分散功

能，建立農民危險分攤與管理的概念，相

較於現金救助是政府出1塊錢產生1塊錢之
效用，保險則是政府出1塊錢產生3∼4塊錢
效用，對於農民而言，實質幫助更高，累

積辦理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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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通過農業保險法草案，讓農民不再看天吃飯

一、	投保情形逐年增長，農民風險管理觀念日增

截至108年6月底止，累計總投保件數2.9萬件、總投保
金額60億元、總投保面積4.7萬公頃、投保家禽239萬隻，
投保件數、金額及面積皆逐年成長；在保險理賠方面，累

計理賠件數907件、理賠金額達8,919萬元，足見農民風險
管理觀念日增，投保及理賠績效顯著。

二、品項快速增加、保單型態多元

目前已開發銷售梨、芒果、釋迦、水稻、蓮霧、木

瓜、鳳梨、文旦柚、香蕉、甜柿、養殖水產、石斑魚、虱

目魚、家禽禽流感及農業設施等15品項、20張保單，並持
續開發番石榴、棗及荔枝等保單，擴大保險保障範圍，保

單型態包括實損實賠、區域收入、區域收穫 (產) 量、氣
象參數、災助連結及撲殺連結6大類型。

三、科技勘損導入保險，持續創新與突破

無人飛行載具 (UAV) 近年應用日益廣泛，農委會也將
此導入農業保險，藉由航拍套疊地籍圖層資料及影像判讀

分析災損技術，以無人機空拍影像判釋災損情形，可節省

農業保險勘損人力、提供客觀評估之科學證據，已應用於

108年度開發之香蕉植株保險。
農業保險執行的複雜度及困難度都很高，從各國發展

的經驗來看，農業保險之推展極需要政府透過立法支持補

助農民保險費、建立危險分散機制及提供保險人租稅優惠

等措施，今天行政院會議通過農業保險法草案，是法規制

度工作的開端，未來農業保險立法完成後，農委會也將儘

速訂定相關子法規，建立完善的運作制度，全面推動農業

保險，提高保險覆蓋率，穩定廣大農民收入。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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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吉仲主委7月27日南下參加臺南後壁頂長社區“2019誰來午餐∼稻農村生活體驗”
活動，黃偉哲市長、郭國文委員、葉宜津委員也一同共襄盛舉，體驗古法做碗粿外，也和所有

參加插秧的大小朋友一起互動；鼓勵民眾多吃米食，除了文化傳承意義，水田可挹注7成的地
下水，對環境生態影響很大。

活動中以本場育成之「臺南秈18號」稻米
為製作碗粿材料，本場陳榮坤分場長特別介

紹，此品種6月底收穫，7月底就可製作Q彈
可口的碗粿、九層粿，無需再儲存2∼3年才
加工，除可減少倉儲成本及耗損，大家也才

能品嚐新鮮加工米的滋味！

隨後主委前往柳營、七股、西港區農會，

了解冷鏈設備之需求及規劃，希望協助農會

建置冷藏庫，延長農產品保存時間，對農民

及產業有實質助益！        【文/圖　黃惠琳】

陳吉仲主委南下參加米食產業活動

2019亞洲生技展展示水晶花臺南3號
「2019亞洲生技大展」於7月25日至28日在臺北南港展覽館

展出，農委會特別設置「農業科技館」，展示試驗改良場所、

農業科技研究院以及與國內大專院校合作之最新研發成果。

本場展示新品種水晶花‘臺南3號’，新品種的育成乃透過雜
交選拔，利用臺灣的原生種優點，改良國外品種於臺灣栽培不

易開花的問題。

↑主委親訪七股、西港及柳營區農會，了解冷鏈設備之需求及規劃，協助農會建置冷藏庫

主委參加後壁

頂長社區活動

推廣米食文化

泝鄭場長向主委介紹水晶花新品種

沴本場育成之水晶花新品種臺南3號具有開花數多等優點

‘臺南3號’具花色紅、花莖直立且開花數多等諸
多優點。本場並與陽昇園藝公司進行組織培養技術

之產學合作，相信很快就能大量繁殖生產。

【文/圖　張元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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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酒高粱新品種臺南7號、臺南8號登場
被視為「透明貨幣」的高粱酒，在臺

灣白酒市場一直佔有領導的地位。本場經

過9年的努力，研發育成釀酒用高粱新品
種‘臺南7號’、‘臺南8號’，並於7月30日
於農委會辦理記者會。新品種高粱不僅是

目前高粱品種中出酒率最高的，同時具有

耐旱、抗病蟲害等優點，生育全期可不灌

溉且不噴藥，大量減少地下水抽用，成為

農委會推動稻田轉種節水作物的首選。本

場配合農委會「黃金廊道計畫」及「對地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正積極推動稻田轉

種節水作物‘臺南7號’、‘臺南8號’新品種高
粱。由於國內釀酒高粱多仰賴進口，107年進口
高粱達58,977公噸，國內高粱總產量則約2,000至
2,300公噸，占比僅3.8%。新品種問世可望提升
國產高粱的自給率與生產供應，提供在地釀酒的

優質高粱。

高粱栽培向來以金門地區為主，臺灣本島僅

為零星栽培，不具商業規模。根據農業統計年

報，106年高粱栽培面積為1,969公頃，107年的
栽培面積為1,348公頃，金門地區約佔97%以上，
平均每公頃產量約1,700公斤。此次‘臺南7號’
與‘臺南8號’品種育種的選拔過程均在臺灣南
部地區，相當適應臺灣氣候，且具有高產量的優

勢，平均每公頃產量可達3,500∼5,000公斤，相
較於金門地區，每公頃平均產量勝出約二到三

倍。相信推廣後可提升臺灣本島的栽培面積，同

時增進農民栽培選擇與收益。

而過去金門高粱栽種歷史長達30年的「臺中
5號」品種，為飼料用與釀酒兼用品種，釀酒出
酒率低。本場育成的新品種為釀酒用的糯性高粱品種，釀

酒出酒率可達42∼49%，且酒質優良。‘臺南7號’、‘臺南
8號’分別適合臺灣中南部地區一期作及二期作栽培。其
中‘臺南7號’因具有抗倒伏特性，可減少強風豪雨後造
成植株倒伏，影響籽粒收成與品質。‘臺南7號’同時具有
耐旱特性，且為散穗型，較耐梅雨，適合在一期作推廣種

植。其株高約166公分，果穗籽粒飽滿，千粒重約為22公
克，產量約可達一公頃3,500∼4,000公斤。‘臺南8號’植
株則具有耐淹水特性，曾在嘉義縣義竹鄉的試驗田區經過

豪雨淹沒2日，仍不影響其田間存活率。‘臺南8號’為半
散穗型，在一期作的梅雨期間，易穗上發芽。株高約145
公分，千粒重為46公克，無鳥害，成熟期少雨且產量較
高，每公頃平均產量為4,500∼5,000公斤，適合在中南部8
至11月的二期作推廣種植。

高粱新品種‘臺南7號’和‘臺南8號’在稻田區的生
育全期不需灌溉與噴藥，大幅降低農民投入栽培成本。而

降低灌溉水需求，則有助改善部分農地地層下陷問題。此

外，‘臺南7號’和‘臺南8號’籽粒經由金酒公司試製高
粱酒，評估為出酒率優異、酒質香醇的優質高粱酒。看好

高粱新品種的發展，目前農糧署也已積極籌備在國內推廣

契作高粱。期望新品種高粱從提供「農民稻田轉作的有利

選擇」、「節水改善地層下陷」到「優質的高粱酒製作原

料」等，能夠創造產業、農民與環境的三贏局面！未來本

場將持續配合農委會政策與農糧署、種苗場、金酒公司、

金門縣農會等相關單位及農民共同合作，積極推廣本土釀

酒高粱。 【文/圖　游添榮】

泝鄭場長與育種團隊研究同仁合影

沴新品種高粱具有出酒率高、酒質佳等優點

沊釀酒高粱新品種` 臺南7號 (́左)、` 臺南8號 (́右)

1

2

3



中華民國108年八月十日出版 第四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78 期

108年第二期水稻保險開賣了，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配合農委會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政策，推出「水稻區

域收穫農作物保險 (水稻收穫量短缺補償)」保險商品，投
保期間為10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水稻保險的承保範圍涵
蓋天災或病蟲害導致的收穫量短缺，只要農民所在地區的

實際產量低於投保時保險約定的保證產量，不足保證收穫

量的部分，即可獲得保險理賠。

意即是說，若水稻面對天災及病蟲害導致收穫量減

少，本保險即提供水稻收穫量短缺補償，依鄉鎮市區收穫

量做判斷，不須要個別農

民勘損，無需現地會勘。

因發生災害、病蟲害，導

致被保險水稻收穫受損害

達一定程度，以收穫量 (採
用農委會公布之數據) 短缺
計算理賠，當實際收穫量

低於保證收穫量時，即可

理賠。相關理賠金額範例

如右圖。

投保所需文件為：1. 地籍謄本、地籍圖，2. 土地使用同
意書或租約 (所有權人投保免附)。另水稻保險費由農委會
持續補助五成保費，再加上各縣市政府的補助，農民約僅

須負擔一成左右保費即可成立保單，一分地自費保費低於

100元。凡符合中央或地方保費補助資格的農民只要繳納
自費部分的保險費即可！富邦產險亦會在取得被保險農民

授權後代為申請保險費補助，農民不須再花費時間精力辦

理，投保更輕鬆！請農民朋友基於天然災害風險考量，踴

躍投保。 【文/圖　陳勵勤】

有買有保“庇＂～108二期水稻保險開賣了

安全安心的好選擇～產銷履歷驗證

保險金額計算說明
保障程度 80%
保證收穫量 5600公斤 /公頃 (前五年之平均實際收穫量 7000KG x 80% )   
輔導收購價格 新台幣 23元 /公斤 (蓬萊米 )   
承保面積 1 公頃
保險金額 新台幣 128,800元

理賠說明

實際收穫量 6000公斤 理賠新台幣 0元 

實際收穫量 5000公斤 理賠新台幣 13,800 元 ( 保證收穫量 5600KG- 實際收穫量
5000KG)*x輔導收購價格新台幣 23元 x保險面積 1公頃

實際收穫量 1000公斤 理賠新台幣 105,800元 (保證收穫量 5600KG-實際收穫量
1000KG)*x輔導收購價格新台幣 23元 x保險面積 1公頃

舉例說明
投保比例 100%

產銷履歷自民國94年開始推動推廣以來，至今已有14
年了，期間雖有經歷了幾次食品安全的風暴，但因產銷履

歷標章容易追溯生產者來源、且不易造假，所以仍是最有

安全保障的標章之一。農委會已於今年6月15日起停用吉
園圃，期望農友都能升級進化到產銷履歷驗證，如此不僅

能讓消費者獲得安全、健康的農產品及食品，同時也能建

立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之信任。

為因應6月15日起停用吉園圃，並鼓勵產銷班農民升級
產銷履歷，農委會多管齊下，提出多項獎勵及加強行銷措

施，補助方面包括：(1) 環境給付1.5 萬元/公頃/年。(2) 補
助驗證費用2/3 (補助上限依申請作業須知為準)。(3) 補助
團體驗證者所需電腦、條碼機費用1/2 及資訊服務專員臨
時工資。另在行銷產銷履歷農產品上，也加強媒合銷售通

路、批發市場優先拍賣、推動校園午餐及國軍副食採用產

銷履歷食材。希望農友能踴躍加入產銷履歷驗證。

產銷履歷是農作物從田間生產到終端銷售，農友都要

詳實於資訊系統紀錄栽培操作過程，並將良好農業規範

結合產銷流程，且要資訊公開、可追溯性及通過第三方

驗證，用於農場生產和產品加工過程的一套行為準則。

因此不僅能獲得安全、健康的農產品、食品，同時也能 ↑貼有產銷履歷標章之農產品

建立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

之信任。另外農友可以活

用產銷履歷的紀錄，讓經

驗記憶的累積變成紙本或資

訊紀錄，不會忘記，使作物產銷

的記錄更完整、清晰的被累積下來，成為自己的『知識

庫』。而且可確實清楚自己的生產成本與利潤，再透過

栽培管理作業的調整，使得利潤與成本更有效益。

【文/圖　陳勵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