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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 南下出席“2019臺灣文旦節”活動
文旦是秋季重要國產水果，也是中秋節最佳應景的水果，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推動文旦產業策略聯盟，輔導全國文旦產區果園導入全程品質管
理，並取得產銷履歷驗證，今年各產區文旦果實生長良好，品質佳。蔡
英文總統及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於 8月31日特別親自赴臺南市麻豆區主持
「2019臺灣文旦季」記者會，推薦採收上市的優質文旦，各產區由南往
北逐漸進入產期接力供應，加上近年各產區推出的各式各樣文旦加工產
品展示，展現好柚保柚慶團圓的中秋節月圓人團圓節慶味，將讓消費者
搶鮮品嚐今年優質國產文旦。
陳主委說明今年收購800萬台斤文旦次級品，已達到穩定市場價格
的效果，感謝協助收購的10個農會大力配合。蔡總統感謝農委會團
隊的努力，也提醒勿散佈假消息，將會裁罰30萬元，請大家共同維
護農民權益。
農委會進一步說明，為擴大推動產銷履歷水果，積極輔導果農參與產
銷履歷驗證，其生產過程除依照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 操作外，更經過第三者驗證機構
稽核把關，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後才能取得產銷履歷標章黏貼於產品上，透過標章上的追溯碼可
追溯相關生產者與相關栽培資訊，代表著品質安全有保障。目前全國產區皆有產銷履歷驗證文旦。
此外，農委會為提升鮮果的價值，提供消費者有更多元化選擇，也輔導推動柚子加工產品履歷驗
證，例如麻豆區農會已開發履歷驗證的「晶鑽柚子茶」加工品，可供泡茶，或供作果醬及沙拉等使
用，風味佳品質好，更是讓人垂涎。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圖/張汶肇】

↑蔡總統南下參加“2019臺灣文旦節＂活動

↑臺南市長黃偉哲說明今年文旦行銷及外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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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農民 - 農民福利 與 年金制度座談會
為了讓農民更加瞭解政府所推動的各項農業政策，並
能及時有效解決農友從農問題，8月21日在本場行政大樓
4樓大禮堂舉辦首場「照顧農民-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
會」，與會農友約200名。農委會陳吉仲主委百忙之中特
地率員南下，說明臺灣農業目前所遭遇的重大困難與挑
戰，並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與施政方針，尤其是與農民
息息相關的農民福利及年金制度更是特別詳加說明。隨後
的座談會中並對農友們所提出的各項疑難雜症問題有問必
答，並且承諾會盡一切力量盡速解決農民困難，讓大家安
心從農，生活無虞。
陳主委開場即表示，農委會為了照顧農民，推行多項
新農業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保障農民福祉，營造優
質農業耕種環境，讓農民能無後顧之憂生產高品質、安
全、健康的農產品，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的同時也能提高
農民收益，農民收益好，才能吸引年輕人從農，產業競爭
力才能向上提升，農業方得以永續發展。因此農業在國家
發展中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創造經濟價值，更具有糧食
安全、生態環境、文化景觀、社會安定及國土保安等多項
價值。
面對臺灣農業發展所面臨到氣候變遷衝擊、自然資源
枯竭、動植物疫病、國際貿易自由化、環境污染、產銷結
構改變、勞動力缺乏與高齡化及農民保障不足等難題，政
府對此提出減少損失或是降低成本、增加產出及提高價
格、確保農產品安全等三大解決策略。並根據策略目標逐
一提出具體做法，包含建構農民福利體系，強化基礎環境
建設及落實產業輔導等多項相關農業政策，尤其在農民福
利部份讓農民最有感。政府推動作物農業保險，可彌補農
民在遭受天然災害時的損失；開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及精
進農民健康保險，提供農民能有雙重保險，保障加倍，從

本場預定辦理照顧農民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會預定場次
時
間
地
點
9 月17日 (二) 上午
學甲區農會
9 月24日 (二) 上午
柳營區農會
10月 8 日 (二) 上午
西港區農會
10月15日 (二) 上午
歸仁區農會
10月22日 (二) 上午
後壁區農會
10月31日 (二) 上午
麻豆區農會

↑陳吉仲主委說明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政策

↑8月27日於臺南地區農會辦理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會

農更安心；未來也將規劃農民退休制度，讓青年從農有所
靠，老農退休有所依，真正實現照顧農民的承諾。
座談會時主委也針對農民所提出的外籍移工保險限
制、產銷履歷農產品價格及獎勵金請領方式、荔枝椿象及
獼猴防治方法、協助香草產業發展、農田水路問題及無人
機補助等問題做出具體回應與承諾，希望未來政府辦理類
似座談會時，農民都能踴躍參加，唯有真實的表達農民心
聲，讓政府聽見，才能讓臺灣農業發展及農民生活更美
好！
本場緊接著於8月27日在臺南地區農會，8月28日在鹽
水區農會分別舉辦第2場及第3場「照顧農民-農民福利與
年金制度座談會」，後續亦規劃陸續辦理6場座談會，希
望藉由舉辦座談會，讓農民有機會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也
對農業政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善用政府資源，讓從農之
路更加順遂！
【文/石郁琴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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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捲葉又倒心！注意 瘤野螟、螟蟲 防治
稻) 有1隻成蛾，即為發生盛期，於此時期7天後用藥，以
俗稱捲葉蟲的瘤野螟與造成「倒心」的大螟、二化螟
防治剛孵化之初齡幼蟲。
等，是水稻的重要害蟲。其中又以瘤野螟在二期作期間，
除二化螟外，雲嘉南地區常見
常隨氣流遷移而大量發生，若未注
意防範，可能嚴重影響水稻生育。
之水稻螟蟲以為大螟為主，分蘗
日前田間監測顯示，雲嘉南地區
盛期為成蛾主要入侵產卵時間點，
瘤野螟密度於白鹿颱風過境後呈現
初孵化幼蟲為害造成側黃葉，並持
攀升趨勢，也發現螟蟲開始陸續發
續性造成心葉枯死、白穗。兩種螟
生，請農友加強注意田間狀況，及
蟲為害時期與徵狀類似，可撥開葉
時做好防治工作，以免蟲害發生，
鞘檢視蟲體，大螟體色淡紫無明顯
影響收成。
條紋，而二化螟背部有五條縱線。
水稻瘤野螟又稱縱捲葉蟲、捲葉
大螟與二化螟在田間初發生時，應
蟲、葉尾蟲。成蛾產卵於水稻葉片
於葉鞘黃化達10%至15%時，立即
↑瘤野螟為害狀
↓水稻心葉受螟蟲為害
上，初孵化之幼蟲啃食嫩葉葉肉，
施藥。後期防治原則同瘤野螟，於
形成細白線之食痕，二齡後會將葉
密度達每平方公尺1隻成蛾7天後用
尖捲成筒狀，並藏匿其中，取食葉
藥。此外由於三種水稻害蟲對於藥
肉，殘留長條白色斑紋。由於瘤野
劑感受性不同，建議依實際發生情
螟於抽穗後主要危害劍葉葉片，
形進行用藥 (https://www.tndais.gov.
對產量的影響不容忽視。瘤野螟防
tw/ws.php?id=382)，也可參考防檢
治上除了直接辨別危害狀，也需注
局抗藥性管理專區之建議選擇藥
意田間成蛾密度，藥劑防治的基準
劑 (https://www.baphiq.gov.tw/view.
為：(1) 平均每叢稻有1隻幼蟲時進
php?catid=16343)。
行防治。(2) 田間每平方公尺 (20叢
【文/圖 張淳淳】

冠軍紅龍果～有機栽培兼顧 安全 與 品質
新市區蔡永順農友勇奪「108年全國紅龍果優質果品評鑑」紅肉組紅龍果冠軍，新營
區鍾淑慧農友獲得紅肉組季軍，水上區農友蔡銘旺獲得紅肉組優勝，其中冠軍蔡永順
農友以有機栽培方式栽種紅龍果，延續去年白河區張博皓農友也以有機栽培方式奪下
紅肉組冠軍之氣勢，再次証明紅龍果以有機安全方式栽培，
不但友善安全，更能兼顧高品質！
冠軍蔡永順的果園目前為有機轉型期，4分地的果園全採
草生栽培，草種包括蔓花生、蠅翼草及心葉水薄荷等，因此
讓土壤維持良好的物理性及化學性，並以有機粒肥搭配自製
的微生物液肥進行肥培管理，肥份均勻而不過量，木黴菌及
放線菌等也能抑制線蟲危害；病蟲害管理上利用EM菌及枯
草桿菌等定時噴施，不但能抑制病害發生，也能達到施肥效
果，因此園區莖潰瘍病及濕腐病危害輕微，雨季危害嚴重的
扁蝸牛，則用手抓及苦茶粕浸出液來防治，並特別利用黑棘
蟻取食蜜露特性，來降低果實煤煙病發生。他種植的紅肉品
種為大紅，栽培上堅守單批1株留1果，以及38天完熟採收的
原則，重質不重量，讓果實達到最甜美狀態，鬆脆爽口並散
發濃濃果香味，成就出實至名歸高品質的冠軍紅龍果。
【文/圖 黃士晃】

蔡永順農友以有機
栽培方式種出冠軍
紅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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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梨產期調節～分散產期、穩定收益
為配合農糧署鳳梨分區供果調節政策，提供雲嘉投等
地鳳梨農民秋果產期調節技術，本場於8月9日上午在古坑
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舉辦「鳳梨秋果產期調節成果觀摩
會」，希望藉由技術推廣使用，能提供農友於產期調節上
有更大的彈性和獲得更好的收益，共70人參加。
秋果產調必須克服低溫期間自然抽穗開花問題，因此
利用已推薦於鳳梨抽穗抑制藥劑-15%艾維激素 (AVG) 藥
劑1,500倍，在11月中下旬至2月間，每株10 ml灌注於心
部，連續處理6∼7次來抑制鳳梨的自然開花，於3∼5月間
再統一進行人工催花，即可順利生產秋果。本場去 (107)
年度分別在古坑及大林進行試驗，在3月底調查時，相較
於對照組9成以上的自然開花率，處理組僅有1成以下的開
花率，抑制效果非常顯著，兩區分別於3月及4月人工催
花，目前古坑試區已於7月底採收完畢，大林試區則預計9
月採收。為了能更精準定量處理，本場亦開發電動定量注
藥機，以提高處理效果及效率。雖然秋果生產需增加藥劑
及施作成本，但果品價格及收益相對較盛產期平穩，對農
民而言，不失是一個能有效分散產期及風險的好方式。

↑即將採收之秋果鳳梨

永興果菜生產合作社黃威騰主席除了分享歷年秋果生
產上的經驗，並鼓勵農友加入產銷履歷驗證，以擴大產品
通路。
【文/圖 黃士晃】

壬酸製劑 防除蔬菜田雜草示範觀摩會
為加強推廣壬酸製劑於蔬菜田間防除雜草之應用，並
宣導壬酸正確之噴施方式，本場於8月1日在雲林縣二崙鄉
林偉乾農友之蔬菜田辦理「壬酸製劑防除蔬菜田雜草示範
觀摩會」，由作物改良課楊藹華課長及二崙鄉農會吳耀宇
秘書共同主持，共計65人共襄盛舉。
首先由楊藹華課長說明壬酸除草劑特性及使用說明，
以及壬酸之作用機制及噴施方法。防檢局簡秀芳技正說明
目前登記用藥的規定及農藥延伸使用的觀念，壬酸製劑目
前列為免登記用藥。本場林經偉助理研究員解說葉菜類土
壤及施肥管理，包含土壤取樣方式及檢測管道，使農友能
更有效取得土壤管理資訊。藥毒所袁秋英博士講解正確噴
施壬酸的方式，強調使用口徑5 mm之扇形噴頭，噴施效
果較佳。最後由本場張錦興分場長進行田間試驗解說。
本次田間進行第二階段藥劑及第三階段壬酸噴施比較
試驗，由於田間雜草株齡較大，第二階段藥劑分別以稀釋

20倍及40倍進行各二次噴施，中間間隔3∼4天；第三階段
藥劑 (安心液) 則以稀釋40倍噴施一次即有效果。參與田
間試驗之林偉乾農友說明第三階段藥劑之壬酸雖還是有刺
鼻味，但已較先前之劑型氣味輕微很多，且對田間雜草確
實有抑制之效果。現場交流熱絡。 【文/圖 朱詠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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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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