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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109年三月十日出版
■ 陳吉仲主委召開臺灣萵苣啟航沙烏地阿拉伯記者會
■ 三縣市青農輔導聯繫會議，強化與在地青農連結
■ 109年度農民學院開跑，3月12日起開放報名
■ 氣候變化大，注意稻熱病發生
■ 花期/幼果期 果樹慎防小黃薊馬危害
■ 「臺灣農產嘉年華-滿500送50」網購活動開賣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召開 臺灣萵苣啟航沙烏地阿拉伯 記者會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於2月5日在雲林縣麥寮鄉召開「臺

灣萵苣啟航沙烏地阿拉伯記者會」，邀請各界見證由農委

會團隊結合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所建置的田間生產之智慧管

理技術，以及農業試驗所開發的系統性冷鏈技術，輔導雲

林縣麥寮鄉蔬菜產銷班生產的臺灣萵苣 (美生菜) 啟航外
銷沙烏地阿拉伯，並在當地通路上架販售，期望該外銷路

線啟航後，未來再進軍中東等新興市場。

陳主委表示，臺灣蔬菜因含水量高，若未能完善採後

處理流程，以及精確掌握冷鏈關鍵技術，將影響農產品到

貨外觀、產品品質及國外買主採購意願。近年臺灣外銷萵

苣品質日益精進，且同時具備全球良好農業規範 (Global 
G.A.P.) 驗證及麥當勞生菜驗證 (MGAP) 的雙重保證。這
次農委會團隊輔導運用快速預冷技術，可將原本預冷時間

由24小時縮短到4小時，又導入品質管理的標準，包括田
間評估施肥量、利用氣象資料預估成熟度與採收時間、及

自動採收機立即分級等，將萵苣外銷貯運保鮮期延長至28

日(原為20日)，提高產品良率達98％以上，大幅提升外銷
品質，也提高貿易商下訂意願，更有助於開創拓展外銷中

東等長途航程市場新契機。 
【文圖/謝明憲】

三縣市青農輔導聯繫會議，強化與在地青農連結
本場青農輔導業務於108年12月移交推廣課農經研究室

後，三位負責同仁積極規劃輔導藍圖，首先於109年初分
別於3月3日上午在雲林縣農會、下午在嘉義縣農會、3月
6日上午在臺南縣農會走馬瀨農場，分區辦理三場「青年
農民輔導聯繫會議」，邀請各縣市政府農業局、各縣市

及鄉鎮地區農會指導員、青農聯誼會會長與副會長、嘉

義大學農業推廣中心等單位與會，共同研商輔導措施及

傾聽青農心聲。

鄭榮瑞場長親自主持三場青農輔導聯繫會議，先

報告本場109年青農輔導，分別由陳勵勤助理研究
員 (分機212)協助雲林縣、石郁琴助理研究員 (分機
209) 協助嘉義縣市、許華芳助理研究員 (分機208) 

青農輔
導聯繫會議

雲林場次

↑陳主委主持「臺灣萵苣啟航沙烏地阿拉伯」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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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農民學院開跑，3月12日起開放報名
109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規劃辦理農業專業訓練班共10班次，包括入門班2班、初階班1班、進階選修班7班，其中都

市農業入門班 (婦女專班) 女性優先錄取。自3月12日起陸續開放網路線上報名，名額有限，請有意從農青年及在職
農民把握機會，儘速上網報名 (https://academy.coa.gov.tw/)，報名相關問題可洽農民學院客服專線：02-2301-2308。
各班報名及上課時間如下表，實際日程以「農民學院」網站公告為準。 【文/盧子淵】

階層別 訓練班名
上課

天數
報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上課日期

入　　門
都市農業班 (婦女專班) 3天 3月12日∼ 4月12日 4月21日 5月12日∼ 5月14日

都市農業班 3天 3月26日∼ 4月26日 5月 5日 5月26日∼ 5月28日

初　　階 有機農業班 10天 4月 8日∼ 5月 8日 5月19日 6月 8日∼ 6月19日

進階選修

酪梨栽培管理班 3天 5月 7日∼ 6月 7日 6月16日 7月 7日∼ 7月 9日

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 3天 5月21日∼ 6月21日 6月30日 7月21日∼ 7月23日

有機果樹班 5天 6月10日∼ 7月10日 7月21日 8月10日∼ 8月14日

優質水稻生產技術班 5天 6月24日∼ 7月24日 8月 4日 8月24日∼ 8月28日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 5天 7月21日∼ 8月21日 9月 1日 9月21日∼ 9月25日

文旦栽培管理班 3天 8月13日∼ 9月13日 9月22日 10月13日∼10月15日

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 5天 8月26日∼ 9月26日 10月 6日 10月26日∼10月30日

 參加對象：入　　門－18歲至65足歲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初　　階－18歲至65足歲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1年以上之農民。
 　　　　　進階選修－18歲至65足歲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3年以上之農民。

嘉義場次

臺南場次

協助臺南市青農輔導業務，另於雲林分場、義竹工作站

有駐點人員江志弘、郭繼聰協助在地青農業務，臺南本

場則有王柏堯、吳佳柔兩位助理可協助。

在輔導措施方面，本場專家可提供作物栽培管理、病

蟲害防治技術、合理化施肥、農機使用與保養、設施興

建建議、加工品測試及認驗證等指導。青農若有「在

地業師」輔導需求，可洽農會填寫需求表，轉送本

場尋找適合的技術專家，輔導完成後再填寫回饋

單。另外，「小型試驗」則是在作物栽培管理或氣候

因素發生問題，欲尋求解決方法，可與本場或相關專家

討論解決方式並進行小型試驗研究，後續結果可分享給

其他農友參考。有上述需求者，可洽各農會或本場各縣

市青農承辦人員。

本場嘗試串聯小農，以產業聯盟或小農集團方式界接

市場通路，本次亦於會中邀集青農參加產業聯盟，已將

調查表以電子郵件送各區青農聯誼會會長，如有意願

者可請各區會長將調查表彙整提供或逕寄給本場。

【文圖/許華芳、黃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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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氣候變化大，日夜溫差大，田間早植水稻已現葉稻熱病蹤跡，請農友密切

注意葉稻熱病之發生，可先觀察田區旁放置之秧砧是否發病，或注意田間水稻欉

間基部葉片是否有病斑，若有發現應即時進行防治工作，避免田間感染加大。

防治水稻葉稻熱病之不二法門為預防性防治，可利用秧砧稻苗監測稻熱病的發

生，當秧砧稻苗葉片出現病斑後約7∼10天，本田的稻欉將會出現罹病症狀，故
農友可據此即刻進行預防性施藥，可有效減緩葉稻熱病對水稻的危害。部分農友

沒習慣留下秧砧，亦可密切注意水稻欉間基部葉片，該部分葉片因微氣候溼度較

高故較上位葉早發病。發病初期先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如環境適

合則擴大成紡錘形。農友應於秧砧稻苗葉片出現灰綠色感病型病斑時，選用下列

藥劑進行防治，如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41.7％三賽唑水懸
劑1,500倍、45％喜樂克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CS-7 2,000倍)、48％
丙基喜樂松乳劑1,000倍、50％護粒松乳劑1,000倍或6％撲殺熱粒劑
每公頃30公斤等，其他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本場網站
查詢。 【文圖/林國詞】

氣候變化大，注意稻熱病發生

花期/幼果期 果樹慎防小黃薊馬危害
臺南地區芒果已謝花進入幼果期，文旦則進入花期，目前小黃薊馬密度逐漸上升，

若未小心防範，其族群會迅速攀升，應特別加強防治，以確保日後結果及果實品質。

小黃薊馬於芒果及文旦栽培區整年發生，其刺吸式口器可為害新梢嫩葉、花器及幼

果，嫩葉受害，導致葉表凹陷皺縮，影響植株生育；為害花穗及花器會影響著果，

降低產量；為害幼果則造成果皮粗糙，甚至提前落果，影響產量並大幅降低果實商

品價值。由於該蟲體型細小又擅於躲藏，加上生活史短、繁殖力強，食性雜，且易

隨風遷移的習性，當氣候適宜時，即可大量繁殖造成嚴重損害。農友可懸掛黃色黏蟲

紙，或利用白色紙張拍打花序，監測小黃薊馬族群數量變化，或由上述受害徵狀判斷此

蟲在園區的危害情形，適時採取防治措施，避免果實受害。

防治注意要點有：(1)文旦於花苞開展前施藥，以確保藥劑能有效接觸到小黃薊馬。
(2)小黃薊馬族群密度高時每7天施藥一次。(3)施藥操作時注意躲藏於葉背蟲體。(4)適量添加展著
劑增加藥效。(5)枝條適當修剪維持通風，有利藥劑均勻分散於植株。
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https://otserv2.tactri.gov.tw/ppm/)，或於本場網站「農作物

登記用藥」點選所種植的作物選用登記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另外

由於芒果已進入幼果期，外銷供果園應特別留意藥劑殘留問題，因日本及韓國的農藥殘留標準與臺

灣地區不同，須遵守日本及韓國的用藥規定才能順利出口。 【文圖/陳盈丞】

水稻欉間

基部罹病葉片

↓小黃薊馬成蟲及若
蟲

↑花苞開展前應即噴藥防治小黃薊馬 ↑小黃薊馬取食為害芒果果實，造成果皮粗糙 ↑小黃薊馬群聚在剛謝花的幼果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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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緩解農業缺工問題，農委會除擴大辦理相關改善農業缺工措施，獎勵國人從事農業工

作外，亦以補充性原則，向勞動部申請擴大試辦外國人從事農業勞務工作，繼108年1月
通過乳牛飼育業及外展農務服務業後，勞動部又於2月25日「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
小組第30次會議」討論通過，未來包含蘭花、食用菇蕈、蔬菜栽培、畜牧飼育、養殖漁
業、外展農務或農委會指定之農產業行業，將有2,400位外籍移工，協助農業基層勞力工
作，提供農業勞動力多元選項。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補充農業勞動力  擴大試辦 外國人從事農業工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協助農 (漁) 民子女繼續升學就讀
高中 (職) 及大專校院，設有助學金的機制。108學年度
第2學期農漁民子女助學金於3月2日開始受理申請，請農 
(漁) 民朋友把握時間，於3月31日前向戶籍所在地基層農 
(漁) 會申請。
本助學金申請條件包括：

一、申請人為農保被保險人、農會正會員之農民或漁會甲

類會員之漁民。

二、學生之父母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114萬
元。

三、學生前一學期德行成績乙等或70分以上，且未領取政
府學雜費減免優待補助者。

該助學金金額公立大專校院 (含五專四、五年級) 為
6,500元，私立大專校院為新臺幣13,000元；公立高中 (職) 
(含五專一、二、三年級) 為4,000元，私立高中 (職) 為
6,500元。
該助學金之申請規定及申請表件，均登載於農委會網

站，可上網 (http://www.coa.gov.tw) 點選：「線上申辦」
→「農民福利與救補助」下載，或就近洽詢當地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或基層農 (漁) 會。

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3月2日開始受理

臺灣農產嘉年華-滿500送50    網購活動開賣

超過6,000項國產優質農產品，歡迎消費者踴躍選購
為因應新冠肺炎造成農產品產銷影響，在農委會號召

下，國內44家電商平臺共同舉辦「臺灣農產嘉年華-滿500
送50」網購活動，即日起至6月30日，只要在農委會合作
的44家電商平臺購買指定具溯源國產農產品超過500元以
上，就能拿到農委會回饋給消費者的50元，回饋金額無上
限，總計有超過6,000項國產優質農產品，歡迎民眾上網
點點手指選購，買越多越划算！

受到這波疫情影響，許多外銷農產品的銷售受阻，國

人消費習慣也有所改變。為了穩定國產農產品產銷，讓消

費者不用出門也可以買到新鮮優質的國產農產品，農委會

於2月27日舉辦「臺灣農產嘉年華-滿500送50」網路購物
活動開跑記者會，鼓勵大家一起透過網路購買最優質新鮮

的國產農產品。即日起4個月的活動期間，將有超過6,000
項具有溯源、產銷履歷、有機或CAS認證的國產優質農
產品可供消費者選購，消費者可至活動官網找到44家合作
的電商平臺販售專區，點選進入後購買，消費超過500元
以上，就可以獲得由農委會回

饋、電商平臺代送的50元折
價券、紅利點數、等值商

品或現金折扣等。電商平

臺也同時推出各項優惠活

動，歡迎大家把握機會上

網購買優質國產農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