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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擴及全球
協助農漁民度過難關，確保農產品供應無虞
面對武漢肺炎疫情
影響，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原已編列特別預算
並動支相關基金共計
53億元，啟動各項紓困
振興措施。為因應疫情
快速擴散全球，農業所
受衝擊越趨嚴峻，該會
另規劃追加特別預算20
億元，提出新一波紓困
方案，將運用於擴大融
資貸款規模、補貼艱困
經營者之員工薪資及營
運支出、提高行銷補助
等，加碼提供受衝擊產
業所需協助。
農委會於109年3月12
日發布「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針對
農業紓困貸款、強化國內多元行銷及電商網購、拓展海外
市場、輔導生產結構調整、提振休閒農業等面向，協助產
業降低所受衝擊。至4月1日止，已受理紓困貸款申請案共
計462件、金額26.6億元，已核准218件、金額12.4億元。
為協助因疫情致外銷受阻的農產品項持續確保既有市
場並開拓新興市場，農委會並公告鳳梨、釋迦、蓮霧、柑
橘類、棗、香蕉、番石榴、紅龍果、荔枝、石斑魚、臺灣
鯛、甲魚、觀賞魚、花卉等農產品之海外拓銷獎勵基準，
增加外銷誘因，以及獎勵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產業團
體辦理各類農產品海外市場宣傳行銷活動，在獎勵措施協

助下，相關品項持續出
口，海外拓銷獎勵執行
已達1.16億元，以強化
新市場與新通路開發。
在國內行銷推展部
分，農委會辦理「臺灣
農產嘉年華」網路購
物活動，辦理3場次媒
合會，與近50家電商業
者共同合作，提供超
過6,000項國產有機、
產銷履歷、CAS及QR
code等具溯源農產品供
消費者線上選購，迄今
訂單已有18.7萬筆，銷
售額達1.95億元。透過
邀請企業團購、媒合大
型通路加強販售，協助
於臺北希望廣場、花博
圓山廣場等農民市集通路加強促銷推廣等方式，提升國內
農產品銷售量。自3月16日起也啟動國軍副食、學校午餐
及長青食堂等加菜措施，並致贈慈善團體 (含食物銀行)，
另視批發價格不定期提供CAS等級豬絞肉產品予國軍各副
供站，並推廣偏鄉中小學校營養午餐使用國產豬肉。
自農曆春節後，農委會即積極與農民、產業團體等辦
理數十場次座談，瞭解產業所需協助，更隨時與農民及相
關業者溝通、傾聽需求，不斷動態檢討修正，依經營及產
銷狀況即時提供調節措施，包括協助不同規模的休閒農場
調整人力補助及週轉金貸款額度上限；加速辦理低產種母
豬淘汰及啟動寡產蛋鴨淘汰作業；因應國際蘭展停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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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展蘭花運用辦理移動式蘭展，提供民眾賞花疏解緊張
情緒；自3月28日起辦理「用花傳幸福、幸福滿家庭」活
動，串聯全國各縣市50家優質花店業者，持續推播消費花
卉產品，並研議後續補助業者外銷所需海關通關、檢疫、
延長作業及內銷批發市場交易費用，也針對醫院、藥局進
行贈花與環境美化活動，以因應疫情影響市場消費，提振
花卉消費。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行政院已通過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修正案，追加特別預算1,500億元，其中農業部
門從原本53億元增加至73億元，所增加20億元額度主要將
運用於三個面向，包括優惠利率貸款及利息補貼等融資協
助，將提高額度及擴大適用對象，經費8億元；幫助農企
業及農漁民團體穩住員工之薪資支出及營運成本等紓困措
施，經費8億元，如蘭花產業、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內
農業生技產業或農漁民團體，為保障員工不受疫情影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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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協助發生營運困難之業者，倘願意維持員工原薪資
80%以上水準，將提供部分薪資補貼或提供相關營運支出
協助，亦將補助農漁民生產所需資材，減輕農漁民的負擔。
針對振興措施部分，將加大國內外多元行銷之力道，
包含物流費、拓銷費用等，經費4億元，針對受國際運費
調漲影響的農產品，滾動檢討提高外銷運費補貼額度，協
助仍有訂單之產業，持續出口，並開拓電商等多元通路。
經盤點國內農漁畜產品供應情形，稻米目前尚有90萬
公噸公糧庫存，為法定安全存量3倍。未來6個月稻米可生
產120萬公噸，蔬菜、水果供應量可達144萬公噸、155萬
公噸，高於安全水準，畜產及水產品供應亦足夠國內維持
日常所需，請全體國人放心；在重要資材部分，包括肥
料、種苗、農藥及穀物等均可確保供應無虞，請農漁民朋
友安心。農委會將持續掌握市場行情變動、落實調配供
應，讓國人能購買到充足且優質安全的農產品。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加工用青花菜品種比賽冠軍出爐～農友種苗公司
‘Ex-0500’
1

2

為選出適合加工用耐熱青花菜品種、強
泝評審委員與主辦單位
人員合影
化國產冷凍青花菜市場競爭力，本場與
沴評審委員田間評審參
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4月1日在本場義竹
賽品種
工作站舉辦「2020年加工用青花菜品種比
沊冠軍品種｀Ex-0500´
賽」，當天有農糧署、2個農委會所屬試
田間生長情形
驗研究場所、7家種苗業者等30多名代表參
與，經過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審，由農友種苗
公司之‘Ex-0500’獲得冠軍，該品種具有蕾球圓形整齊、
細緻翠綠、莖梗圓，田間整齊度高等特性。
3
本項比賽計有農友種苗公司、臺灣農業資材公司、臺
灣農產企業公司、崧寶種苗公司及綠誼公司等5家種苗業
經田間及實物評鑑，最終選出前三名品種，分別為冠
者、共9個品種參賽，邀請5位專家進行審查，委員包含
軍-農友種苗公司‘Ex-0500’、亞軍-崧寶種苗公司‘崧寶53
青花菜種植達人顏實輝先生、青花菜生產團體代表台灣
號’及季軍-臺灣農業資材公司‘TN-007’。本次比賽評選
勇青生物炭運銷合作社張喬鈞理事主席、雲林縣麥寮果
出的耐熱、適合加工品種，期望可作為取代甘藍之作物
菜生產合作社郭進展理事主席、農糧署蔬菜花卉科傅立
選項，克服加工用青花菜產季偏短之瓶頸。在本場義竹
忠科長及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陳葦玲副研究員。評選項目
工作站試驗田栽培時，並導入省工一次施肥技術，展示
包含田間整齊度、抗病性存活率、外觀、產量，及蕾球
大幅節肥成效，優勝品種於定植後不到50日即可收穫。
分切後良率。
【文圖/張為斌、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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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切用甘藍品種比賽‘豐田622’
奪冠
隨國內飲食習慣變化，截切用與沙拉用甘藍消費明顯
增加，為了選出適合的甘藍品種，以提供業者外銷日本市
場 (生食切絲) 或國內加工截切用，本場與臺灣種苗改進
協會於3月24日，在雲林縣麥寮鄉外銷蔬菜生產專區契作
田舉辦「2020年截切用甘藍品種比賽」，當天有農糧署、
3個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場所、5家種苗業者、外銷萵苣生
產團體與2家貿易商代表等參與。經過公平、公正、公開
的評審，由豐田種苗行‘豐田622’品種勝出，奪得截切用
甘藍品種冠軍頭銜。
本次比賽計有農友種苗公司等7家種苗業者、共45個品
種參賽，進行整齊度、抗病性與存活率、外觀、產量等評
鑑，更注重切絲後完整性及品質評比，邀請5位專家進行
審查，委員包含雲林縣二崙果菜生產合作社鍾錮鈿理事主
席、雲林縣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郭進展理事主席、威爾斯
食品公司陳敬棠業務經理、農委會農糧署蔬菜花卉科傅立
忠科長及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陳葦玲副研究員。
本次選出前三名品種，冠軍為豐田種苗行‘豐田622’，
性狀整齊度高，受病蟲害危害程度低，口感良好，獲得評
審一致青睞。臺灣農業資材公司‘TN-A08甘藍’，性狀整
齊度、受病蟲害危害程度及口感上皆有良好表現，獲得亞
軍；臺灣農產企業公司‘TN501甘藍’為本次參選品種中截
切鮮食口感最佳者，惟稍易受病蟲害危害，考量栽培管理
稍具難度，名列季軍。
本次截切用甘藍品種比賽，全程規劃於蔬菜生產專區
田間辦理，更直接到雲林縣麥寮鄉甘藍產區執行大面積試
作，在栽培管理上導入本場省工一次施肥技術，展現節肥
效益。比賽結果評選出介於煮炒熟食及切絲鮮食之品種，
也適於春季 (2∼4月) 採收生產，可立即推薦給外銷甘藍
生產團體及生產加工用品種之農友種植，期望有助於拓展
臺灣甘藍外銷及加工市場競爭力。
【文圖/張為斌、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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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評審委員與主辦單位人員合影
沴評審委員田間評審參賽品種
沊冠軍品種為｀豐田622´、亞軍｀TN-A08甘藍´、
季軍｀TN501甘藍´

2

3

亞軍

冠軍

秋葵注意防治 白粉病 及 葉蟬
正值秋葵陸續開始栽種的時節，涼冷乾燥氣候適合白粉病發生及
昆蟲的繁殖，請農友多加注意田間作物健康情形，加強白粉病與葉蟬
的防治。
白粉病是常見的作物葉部病害，可感染葉、莖及葉柄，常由下位
葉通風不良處開始發病，感染初期於葉片上下表面出現白色至淺灰色
之圓形小斑，擴大癒合後即似一層白粉狀糖霜覆蓋整個葉面，影響光
合作用，嚴重時葉片黃化，乾枯落葉。春、秋兩季通風及光線不足、
乾燥但偶爾降雨的環境下危害劇烈，病原菌分生孢子主要藉風吹傳
播，訪花昆蟲亦可能攜帶而蔓延。

↑秋葵白粉病病徵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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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防治方法如下：(1)保持良好通風環境，避免
莖葉過於茂密。(2)發病初期可施用葵無露、窄域油或碳
酸氫鉀。(3)參考作物登記藥劑。白粉病葉面葉背都會發
生，因此防治時應注意均勻噴施藥劑於葉片兩面。
小型害蟲以二點小綠葉蟬危害較為嚴重，二點小綠葉
蟬體色近綠色，翅膀白色半透明，近末端各有一黑點為特
徵。成蟲及若蟲均棲息葉背，除行刺吸葉液造成葉片捲曲
萎縮及焦枯，葉片會由邊緣呈淡黃色並逐漸枯萎，造成植
株衰弱。另外尚會分泌蜜露，堆積於葉片或果實表面誘發
煤煙病，不但阻礙葉片之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而且污染

↑於苗盤上即出現白粉病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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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降低品質。建議防治方法為於定植後於田區懸掛黃色
黏紙，每10∼15公尺1張，懸掛於植株上方高度約30∼50
公分高，並依照登記用藥進行藥劑防治，
如2.8％畢芬寧乳劑1,000倍。
防治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tactri.gov.tw/ppm/)，或於本 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https://www.
tndais.gov.tw/ws.php?id=382) 點選秋葵登記
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
安全採收期。
【文圖/蔡孟旅】 農作物登記用藥網站

↑二點小綠葉蟬成蟲及若蟲

↑葉蟬危害後造成葉片黃化及枯萎

稻熱病 發病適期已至，請農友注意防治
水稻稻熱病發病適期已至，田間水稻葉稻熱病普遍發
生，早植之水稻已陸續開始施用穗肥，請農友注意葉稻熱
病之防治，施肥時請遵照合理化施肥，勿施用過多氮肥，
避免田間病勢加劇。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葉舌，發病初期
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若環境適合病勢進
展，則擴大呈紡錘型，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
重時葉片枯萎，如感染稻穗則造成榖粒不充實。稻熱病於
相對溼度高時容易發病，溫度高低變化劇烈時，水稻的抵
抗力降低使病害更加嚴重。稻熱病在一期作較容易發生，
一般清明節前後為發病適期，尤其在施用高量氮肥、密植
而通風不良的稻田更容易發生，因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間
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病勢進展，應立即施藥防治，
避免病害擴散蔓延。且勿施用過量的氮肥，過多的氮肥使
得植株徒長，葉片柔弱，降低對病害之抗性。
防治藥劑可選用下列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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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熱病發生
劑1,000倍、50％護粒松乳劑1,000倍或6％撲殺熱粒
嚴重時葉片
劑每公頃30公斤等，其他防治藥劑可參考植物保護
枯萎
資訊系統或於本場網站查詢。 【文圖/林國詞】

罹患葉稻
熱病病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