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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武漢肺炎農業部門輔導方案啟動
第五屆百大青農簽約暨陪伴師見面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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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武漢肺炎 農業部門輔導方案啟動，全民共同守護臺灣農業
面對中國武漢肺炎，農委會盤點產業影響、研擬因應
對策及提供農業紓困貸款等，除協助學校午餐食材供應農
民媒合通路，亦就短期農業產銷因應、提振休閒農業、農
業紓困貸款、中國船員無法來臺之人力短缺、海外拓銷、
電子商務通路及宅配、穩定農產品價格、漁牧業產銷調節
等超前部署擬訂相關輔導措施，做好充分準備，降低對產
業可能造成衝擊。

陳吉仲主委2月6日
記者會說明農委會
因應武漢肺炎所採
取的輔導方案

協助學校午餐食材供應農民媒合通路
針對高中以下學校延至2月25日開學，已掌握供應學校
午餐農民資料，估計有120公噸之有機短期葉菜類因採收
期較短，銷售不易，會以契作專供學校午餐之農民且具有
機或產銷履歷驗證為對象，輔導有小包裝供貨能力者，協
調共同運銷農民團體送往臺北 (一、二市)、新北 (三重、
板橋)、臺中、高雄、屏東等7處具產銷履歷及有機優先拍
賣或交易專區之果菜市場銷售，媒合國軍、零售專賣或量
販通路之供應單位採購，以及視實際葉菜供應提供食物銀
行等慈善機構。

短期農業產銷因應措施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中國市場通路受阻，評估鳳梨與
釋迦可能受影響，因應措施首要加碼海外行銷補助，提高
外銷誘因，其次加強海外通路拓銷，於新加坡、馬來西亞
及汶萊等新南向國家新興通路辦理90場次鳳梨釋迦促銷活
動，以及日本及新加坡超市辦理促銷。另與電商合作拉動
具溯源國產農漁畜產品網購銷售活動，並加強促銷重點品
項。

農業休閒旅遊輔導措施
武漢肺炎造成休閒農業遊客下滑，因應短期遊客減
少，輔導業者提升場域品質，包括：休閒農場紓困措施
(如提供營運、人事週轉金貸款，除補貼息2.43%外，加碼
優惠半年0利率、後續1.29%)、培訓從業人員專業技能、
營造場域特色及促進農遊產品升級、優化網路資訊及建置

電子票券系統，以及強化多元行銷，善用主題遊程辦理多
元跨業行銷、運用電子票券推動獎勵農遊、參與國內外旅
展拓展客源。

農漁業紓困貸款金融協助措施
受武漢肺炎影響之農 (漁) 民業者、農民團體、農企業
(外銷業者) 均可申貸，新貸戶可享優惠貸款利率0.79%∼
1.68%，提供貸款充分資金50.3億元支應農漁業者所需資
金，另可申請延期還款與2∼3年本金寬緩，及提供休閒
農場貸款、部分漁業貸款（娛樂漁船、運搬船、畜養石
斑魚) 之借款人為期半年貸款利息補貼；舊貸戶還款困難
者，可申請延期還款。

中長期產銷調節措施
穩定農產品價格方面，第一針對國內行銷，請企業團
購增加採購量、媒合全聯等大型通路加強販售、啟動電商
通路協助促銷；其次產銷調節，滾動維持產銷秩序，即時
發布產銷預警；第三輔導加工，促進加工廠商擴大採購，
產製多元加工產品。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政府全力守護國內防疫安全，臺
灣未有社區傳播個案，請民眾勿過度恐慌，應正常消費。
農委會籲請農業部門相關業者配合各項輔導措施，並加強
產業轉型升級，必能化危機為轉機，將產業衝擊降至最
低，全民共同守護臺灣農業的未來，各界齊心努力打造韌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性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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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百大青農簽約 暨 陪伴師 見面會活動
第5屆百大青農雲嘉南地區計有個人組7人、團體組5組20
人入選，輔導期自109年1月正式開始。本場1月4日邀請本屆
27位青年農民及12位陪伴師到本場相見歡，鄭榮瑞場長致詞
歡迎青農加入，鼓勵生產安全農產品，並整合團隊力量突破
銷售現況。農糧署南區分署陳玉蓮技士、農業金融李智明專
員及中國生產力中心黃筠珊副理也一同到場，分別說明該單
位與青年農民有關的輔導措施。
接著是青農的自我介紹，說明輔導需求及未來的規劃發
展等，陪伴師也提出對青農的預設期待。最後是青年農民與
陪伴師的分組交流，討論十分熱絡。1月20日起負責青農業
務的農經研究室3位同仁與陪伴師，陸續開始一連串現地訪
查輔導行程，期待兩年的輔導期後，青農們除了生產技術的
精進外，能有更多元的發展，在從農的路上持續前進。
【文圖/許華芳、王柏堯、吳佳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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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第5屆百大青農及陪伴師自我介紹
沴簽約儀式合影 (個人組林志嘉、陪伴師吳石城)
沊諮詢交流 (個人組賴建良、陪伴師許凰誥)
沝諮詢交流 (團體組林晏瑜、陪伴師吳志浩)

3

4

巴拉刈 109年2月1日起全面禁用
為順應國際趨勢降低農藥使用風險及提升農產品安全，農委會106年
推動化學農藥10年減半政策，透過推動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模
式、擴大環境友善資材補貼、輔導農友建立精準合理用藥的觀
念與技能、強化高風險農藥管理、加速汰除劇毒農藥等相
關措施，預計在民國116年可達成全國化學農藥使用量減
半之目標。
農委會指出，推動劇毒農藥退場，並讓非化學資材
依「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規
及低毒有效的化學藥劑取代高風險農藥，可降低農藥
定，老農津貼發放金額每4年應依消費者
不當使用風險，至今已陸續禁用30種高危害風險農藥
物價指數 (CPI) 成長率調整，且調升不調
與限用87種農藥。此外，劇毒農藥巴拉刈將依預定時
降。農委會公告自109年1月起調增294元，
程退場，不會改變。24%巴拉刈溶液及33.6%巴達刈水
調整後之金額為每月7,550元，將於109年2
懸劑 (含巴拉刈之混合劑) 兩種農藥已經於106年10月5
月撥款入老農帳戶。
日公告禁用期程：自107年2月1日起禁止加工及輸入，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108年2月1日起禁止分裝，將於109年2月1日起全面禁
用。農藥業者和農民朋友如仍持有24%巴拉刈溶液及33.6%
巴達刈水懸劑等兩種農藥，可洽原農藥生產業或販賣業者辦
理回收。業者亦應依農藥管理法第19條規定，在109年2月1日前
回收或銷毀。
【摘錄自防檢局新聞資料】

老農津貼

109年1月起調整為
每月7,5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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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內容重點
一、辦理對象之認定基準

三、獎勵標準

以83至92年為基期年，在基
期年10年中任何1年當期作種
稻或契約蔗作有案；或於83至
85年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參加
「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
轉作休耕有案之農田。

(一) 轉(契)作、稻作及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二、受理申報期間
全國統一申報期間自1月2日
至2月7日止，可一次同時申報
兩個期作措施；或只申報第1
期作，第2期作申報及變更申
報期由當地縣市政府公告辦
理。申報種稻農友第1期作可
於3月15日至3月31日，第2期
作可於8月15日至8月31日辦理
申報。
農友如有疑問，請撥免費
諮詢專線或向當地農糧署各
區分署、直轄市、縣 (市) 政
府、鄉 (鎮、市、區) 公所及
農會洽詢，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5158，南區分署：062372161。相關資料刊載於農
糧署網站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專
區 (http://www.afa.gov.tw)。
【摘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之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宣
傳單張】

單位：元/公頃/期作

作 物 項 目
非基改大豆(黃、黑)、硬質玉米
牧草及青割玉米
短期經濟林(6年)
契作戰略
原料甘蔗
轉
作物
小麥、蕎麥、胡麻、薏苡、仙草、
︵
(具進口替
高粱、綠豆
契
代或外銷
︶
潛力) 油茶
作
毛豆、矮性菜豆
採種蔬菜 (西瓜、青花菜、花椰菜)
地方特色作物
稻作直接給付
稻作
大專業農種植水稻
公糧稻穀收購
種植綠肥、景觀作物
翻耕、蓄水措施
耕作困難地區給付
農業環境基本給付
生產環境維護

(二) 109年水資源競用區耕作制度轉型措施
轉 作 模 式
種植綠肥、景觀作物
翻耕

新進人員介紹

國立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碩
士，104年公
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農
業技術類科，108.5.1到職，現任嘉
義分場助理研究員。曾任臺南市鹽
水區公所技士、台灣糖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南區處林業技術師。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碩
士，104年公
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農
業技術類科，108.9.20到職，現任
嘉義分場助理研究員。曾任臺南市
下營區公所技士。

55,000

第1-6期 45,000 第1-6期 55,000
第7-8期 22,500 第7-8期 32,500
40,000
50,000
30,000
40,000
25,000
35,000
第1期作 13,500
第2期作 10,000
─
(稻米產銷契作集
團產區另加3,000)
─
20,000
依收購公糧稻穀
─
作業要點辦理
45,000
45,000
34,000
─
34,000
─
5,000
獎 勵 金 額 (限輪值灌區內)
87,000
76,000
依上表一般農友轉 (契) 作獎勵
金額另加30,000

不種稻，種植其他作物 (大宗蔬菜、果樹類及易產
銷失衡作物除外)

劉祐廷

45,000

單位：元/公頃

種植本計畫轉 (契) 作作物

楊智哲

獎 勵 金 額
一般農友
大專業農
60,000
70,000
35,000
45,000
45,000
55,000
30,000
40,000

30,000

王柏蓉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碩
士，97年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
三級考試農業
技術類科，108.5.10到職，現任作
物改良課助理研究員。曾任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臺東區農
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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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先機，及時防治 荔枝椿象
目前本場植保人員在臺南南化、
嘉義番路及雲林林內等地區均已可
看到零星活動的荔枝椿象開始取食
龍眼及荔枝新梢，為避免越冬後荔
枝椿象成蟲擴散、繁殖，請果農留
意荔枝椿象活動狀況，及時防治，
以避免荔枝椿象危害。
荔枝椿象主要危害無患子科作
物，包括荔枝、龍眼、臺灣欒樹與
無患子。1年一個世代，生活史包 ↑荔枝椿象成蟲取食龍眼嫩梢
↑越冬荔枝椿象成蟲聚集在葉背
括卵、若蟲及成蟲3個時期，每年
2∼8月為其繁殖季節，4∼5月為產卵盛期，若蟲期分布於
蜂群。參考登記用藥如2.8％賽洛寧水懸劑2,000倍、20％
4∼10月，以成蟲在葉背越冬。等到氣候回暖，越冬成蟲
亞滅培水溶性粉劑4,000倍，或48.34％丁基加保扶水基乳
開始活動於荔枝、龍眼的枝梢或花穗上吸食危害。越冬後
劑1,000倍等藥劑，並應加強葉背與枝條縫隙的施藥。藥
的荔枝椿象對藥劑耐受度較低，活動力較差且尚未產卵，
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tactri.gov.tw/
此時防治可達到最佳的效果。
ppm/)，或於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https://www.
由於龍眼、荔枝是蜜蜂重要的蜜源，為避免蜜蜂採蜜
tndais.gov.tw/ws.php?id=382) 點選所種植的作物選用登記藥
時受藥劑危害死亡，建議農民共同進行區域化學防治，
劑。農友若有用藥或防治等相關問題，可與植物保護研究
於1月下旬至2月底開花前施藥二至三次，並於開花前10天
室聯絡。
(施放平腹小蜂前) 停藥，切勿於開花期施藥，避免誤傷
【文/圖 陳盈丞】

食用品種
1
2
3
4

品種名稱
臺 2號
臺 4號
臺 8號
臺 9號

5

臺 14號

6
7

臺 16號
桃園3號

8

臺農71號

9
10
11
12
13
14

臺中192號
臺南11號
臺南16號
高雄139號
高雄145號
高雄147號

109年優良水稻推廣品種一覽表
適栽期作及區域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另雲林以南第1期
作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全臺第1、2期作
臺中以北第1、2期作
全臺第1期作 (特別適合於臺南 (含) 以
南地區種植) 及全臺第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苗栗 (含) 以南及花東地區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臺中以南第1、2期作

15 臺東30號
16 臺東33號

全臺第1期作及嘉義、臺南、花
蓮、臺東第2期作，另雲林以南第
1期作易有梅雨地區不適合栽種
全臺第1、2期作

17 臺中秈10號

桃園以南第1、2期作 (宜蘭地區
應於3月底後栽培)

18 臺農81號

全臺第1、2期作

加工用品種
1
2
3
4
5

臺農糯73號
臺 糯1號
臺 糯3號
臺東糯31號
臺中秈糯2號

6

臺中秈17號

7
8

高雄秈7號
臺南秈18號

全臺第1、2期作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雲嘉南地區第1、2期作
花東地區第1、2期作
全臺第1、2期作
彰化、雲林、嘉義、臺南地區第
1、2期作
南部地區第1、2期作
苗栗 (含) 以南第1、2期作
(資料提供/農糧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