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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農委會推紓困及振興措施

■

秋行軍蟲現蹤薏苡、小米、狼尾草、薑

■

荔枝椿象若蟲大量發生期，請加強防治

■

蓮花進入立葉期，請掌握病蟲害防治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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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農委會推紓困及振興措施
面對武漢肺炎疫情，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積極推動各項紓困
振興措施，除編列特別預算並動
支相關基金共計53.68億元外，
追加特別預算19.85億元，共計
73.53億元，目前已執行約12.33
億元，因應疫情變化及產業需
求，持續滾動檢討提供受衝擊農
民、農民團體、農企業所需協
助。

一、發放農民生活補貼及
提供農業紓困貸款
為有效協助農漁民度過疫
情，農委會擴大辦理紓困，提供
農漁民生活補貼，適用對象為農
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漁會甲
類會員且實際從事漁業勞動，以
及實際耕作者 (參與農糧政策、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或經改良場
確認之實耕農民)，並設排富條
件，且未請領本會或其他機關性
質相同之補貼，自5月11日起至6
月30日受理申請，每人發給1萬
元，預估約120萬農漁民受惠。
對於109年3月31日已參加農保
或農職保，且已在投保農會信用
部開立帳戶符合資格的農民，將
於本年5月15日前以直接匯款方
式，將農民生活補貼匯入農民本
人在信用部開立的帳戶。至於前
述未在投保農會信用部開立本人

農糧業貸款利息補貼

1年
免利息

新貸：109.1.15-12.31申請貸款者，第1年免息。
舊貸：109.1.15尚有貸款餘額之案件，補貼109.3.1-110.2.28止之利息。

項目

適用對象

貸款額度

糧食業者

小地主
大專業農

農機

具糧商登記之糧食業者，
且108年度收購稻穀
達500公噸以上或
外銷稻米實績達
500公噸以上者

農民、
農民團體

核貸最高

核貸最高

依政策輔導有
案之大專業農
核貸最高

2,000萬元

5,000萬元

5,000萬元

申請貸款請洽各經辦機構(1.農(漁)會信用部、2.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3.全國農業
金庫、4.臺銀設於屏東農業生技園區之分行)，全國農業金庫部分洽詢專線0972-590951

聯繫窗口

農糧署
糧食產業組
(02)23937231轉545

農糧署
農業資材組
(049)2332380轉2271

農糧署
糧食產業組
(02)23937231轉688

農糧業貸款利息補貼

1年
免利息

新貸：109.1.15-12.31申請貸款者，第1年免息。
舊貸：109.1.15尚有貸款餘額之案件，補貼109.3.1-110.2.28止之利息。

項目

種苗業者、花卉、果樹、
蔬菜、雜糧、特作

適用對象

農民、農業產銷班、農
民團體、農企業、具外
銷實績業者及種苗業者

依菸酒管理法取得酒製造
業許可執照，並依農村酒
莊輔導作業要點規定，通
過評鑑之農村酒莊

貸款額度

核貸最高

核貸最高

8,000萬元

農村酒莊

1,300萬元

申請貸款請洽各經辦機構(1.農(漁)會信用部、2.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3.全國
農業金庫、4.臺銀設於屏東農業生技園區之分行)，全國農業金庫部分洽詢專線0972-590951

聯繫窗口

農糧署
作物生產組
(049)2332380轉2291

農糧署
運銷加工組
(049)234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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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的農保及農職保被保險人、
參與本會農糧政策及其他經改良
場確認實耕的農民，仍需持身分
證向戶籍所在地農會提出申請，
兩星期內匯入。
考量受疫情影響之業者，所
需營運週轉資金較高，農委會已
於109年4月27日修正發布紓困振
興辦法，受利息補貼專案農貸新
貸案件，經專案同意者，於最高
總貸款額度內，得彈性提高週轉
金貸款額度。另農家綜合貸款之
受疫情影響新、舊貸案件，納入
補貼項目，提供1年利息補貼。
此外，開放農漁會信用部透過全
國農業金庫辦理經濟部防疫千億
保營運資金及振興資金貸款，並
享有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

二、強化海外市場拓銷及
電商網購
持續推動海外市場拓銷，已
公告22類農產品提供拓銷獎勵，
執行獎勵措施超過1.51億元。針
對受影響品項，視各國疫情發
展，適時辦理拓展新市場與新通
路。考量消費者外出至實體通路
採買意願降低，自2月4日啟動辦
理「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
活動，至4月30日止具溯源以上
國產農產品銷售業績已達25萬筆
交易數，銷售金額約2.8億元；
該網路購物活動自5月1日起，新
增獎勵促銷花卉產品。

三、加強農糧產業協助措施
農委會自4月15日啟動肥料實
名制預購補助措施，農友只要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至農會或肥料行
就可登記預購，5月15日起每包
40公斤加碼補助至30元，6月15
日起再提高補助至40元。至5月
4日止累計預購量為3萬0,332公
噸，預購農友達4萬9,098人次，
已完成配送3萬1,424公噸，陸
續於7個工作天完成配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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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糧產品拓展外銷
有機農產品

獎勵措施

有機農產品
國際行銷活動

獎勵對象

1.農民團體
2.農業相關法人團體
3.農企業

受理單位

農糧署

獎勵方式

依活動內容、規模
核定補助額度

聯繫窗口

農糧署農業資材組
(049)2332380
轉2264

執行期限：即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稻米

蔬果及花卉
海外行銷
獎勵

通路宣
傳活動

食米外銷市場
拓展行銷獎勵

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各相關產
業公協會、農漁
民團體及財團法
人

我國合法設立並
具有進出口資格
之外銷業者

依貿易法登記為出進口廠
商，並具糧商登記者

蔬果: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切花: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視產業及海外市場
國蘭: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
情況選定輔導品項
蘭花種苗: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適時辦理)
景觀苗木:中華盆花發展協會

公告補助品項依實際
出口量、地區及運輸
方式提供獎勵

依核定金額
辦理

農糧署
農糧署公告配額數量，公開
競標，依核配數量及價格計
算獎勵金

農糧署糧食儲運組
(02)-23937231
轉 525

農委會國際處
(02)-2381-2991轉2302

水果、蔬菜、花卉、雜糧、特作
等加強內銷 展售行銷

執行期限：即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網路購物

獎勵措施

加強國內通路銷售

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

獎勵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
農民團體或農業團體

消費者

受理單位

農糧署各區分署

農委會合作電商平台

獎勵方式

聯繫窗口

 配合農糧署規劃及啟動品項，針對具備溯源
標章(示)及友善環境耕作之農糧產品
• 產品展售：參照農糧署「國產農產品創新
行銷計畫審查作業規範」
• 其他行銷措施：獎勵運費2元/公斤，每案
最高補助30萬元
 專案計畫：依據項目、時間、地點、規模等
核定獎勵額度

 購買國產有機、CAS、產銷履歷及溯源等6,000項國產農產品
 集結超過40家電商平台，單筆消費滿500元以上送50元，滿
1,000元以上送100元，買越多送越多，回饋無上限。
 滿額回饋金由電商平台以等值紅利、點數、現折、折價券等方
式代為轉贈給消費者。
 執行期間: 109年2月4日至6月30日

農糧署運銷加工組
(049)-2341126

農委會國際處
(02)-2381-2991轉2302

果樹、蔬菜、花卉、雜糧、特作
等經營設備改善及效率提升

執行期限：依農糧署各區分署規定

獎勵措施

果樹、蔬菜及茶產業輔導
經營所需機具及設備

獎勵國際品質驗證費

獎勵對象

農民、農業產銷班、種苗
業者、農民團體及農產業
與事業相關法人、團體

農民、農業產銷班、農民團體及
農產業與事業相關法人、團體

受理單位

獎勵方式
聯繫窗口

農糧署各區分署
1.個人使用最高1/3
2.共同使用最高1/2

農糧署各區分署

每件最高90%

最高15萬元

農糧署作物生產組 (049)2332380 轉 2247
農糧署北區分署 (03)3322150 轉 150 農糧署南區分署 (06)2372161 轉 311
農糧署中區分署 (04)8321911 轉 120 農糧署東區分署 (03)8523191 轉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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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花傳幸福 溫馨滿家庭」活動，至5月1日止預購國產
花卉組合已達1.2萬份。於5月4日舉辦全聯、家樂福、楓
康等超市量販店實體通路花卉銷售聯合記者會「全家楓買
花．幸福生活一把抓」，推廣全民買花運動。

四、休閒農業輔導
為因應遊客減少，以獎勵持續僱用原有員工、協助場
域特色營造、修繕維護既有設施及汰換更新服務設備等場
域改善措施，已有220家休閒農場申請共計1.89億元 (含薪
資獎勵1,006人)，至4月30日止已陸續核撥42家666萬元薪
資獎勵。
【文圖/農委會官網】

秋行軍蟲
幼蟲鑑別
特徵

秋行軍蟲 現蹤薏苡、小米、狼尾草、薑
↓ 秋 行 軍蟲啃 食 植

荔枝椿象若蟲 大量發生期，請加強防治
荔枝及龍眼已屆小果期，本場於田間發現大量荔枝椿象若蟲取食枝梢，與成
蟲相比，若蟲對藥劑相較敏感，請果農把握時機進行防治，以避免荔枝椿象危
害，影響收成。
荔枝椿象生活史分為卵、若蟲五齡及成蟲。荔枝椿象交尾產卵後，卵多產於
葉背，3、4月為產卵盛期。荔枝椿象的卵為圓球形，每次產卵約14粒，初產時
淡綠色，少數為淡黃色，漸漸轉變為黃褐色及灰褐色，等到要孵化時則呈現紫
紅色。4月過後，可於田間觀察到大量荔枝椿象若蟲，至5到6月下旬陸續變為成
蟲。荔枝椿象成蟲及若蟲以刺吸狀口器為害嫩梢、花穗、幼果，造成落花及落果
現象。

↑荔枝椿象若蟲聚集危害嫩梢

株生
長

點

秋行軍蟲 (Spodoptera frugiperda) 原生於美洲，為國際重要害蟲，3-6齡幼蟲棲息於植
株心葉啃食生長點，嚴重時造成玉米無抽穗開花。我國於108年6月8日接獲民眾通
報，在飼養牛隻的玉米葉上發現秋行軍蟲，為國內首次發現秋行軍蟲的紀錄，當
日即啟動秋行軍蟲第一階段防疫措施，只要發現該蟲的田區，則進行焚化、掩
埋與銷毀田區，之後秋行軍蟲普遍發生於全臺各地玉米田。
第二階段防疫措施於108年6月18日啟動，發現蟲體後通報防疫單位，由政
府補助藥劑與第一次防治費用，進行強制噴藥。108年7月份接獲通報，秋行
軍蟲危害擴散到棒球場上百慕達草皮與金門的高粱，109年國內陸續發現秋
行軍蟲危害新寄主，3月份嘉義縣朴子市的薏苡，4月份臺東的小米與嘉義縣
溪口鄉的狼尾草、南投縣民間鄉有機種植的薑 (首次非禾本科受害作物)。
現今防疫工作仍為第二階段，未來將進入第三階段將的自主管理，即視為一般
害蟲防治，可參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擬定之秋行軍蟲整合管理 (IPM) 進行防治，或
參閱本場第111期農業專訊「玉米蟲蟲危機∼認識秋行軍蟲」專文介紹。
【文圖/黃秀雯、張淳淳、陳盈丞、陳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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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田間可觀察到荔枝椿象，主要集中在樹冠外圍的
嫩梢及果穗上活動取食，因此這階段的荔枝椿象是暴露在
較為明顯的位置，同時此階段的若蟲數量多，且若蟲對
藥劑的敏感性高，故選擇在這階段進行田間噴藥防治，
將可有效將藥劑噴灑至荔
枝椿象身上，可達事半功
倍之效。藥劑防治請參考
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
otserv2.tactri.gov.tw/ppm/)，
或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
用藥」(https://www.tndais.
gov.tw/ws.php?id=382)。另
外，如果田間植株高度不
高，可自行製作荔枝椿象 ↑荔枝椿象若蟲危害荔枝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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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蟲網，將一般補蟲網的網子換成塑膠袋，裡面噴灑一點
醋酸，以另一隻竹竿敲擊荔枝椿象聚集處，捕蟲網在下面
接住掉落的荔枝椿象，可降低園區荔枝椿象數量。
【文圖/陳盈丞、陳昇寬、黃秀雯、張淳淳】

↑使用敲擊法捕捉荔枝椿象

蓮花進入 立葉期，請掌握病蟲害防治先機
蓮主要生長期在春夏季，高溫多
濕的氣候條件下，危害葉片的小黃薊
馬、斜紋夜蛾及毒蛾類皆可能對蓮田
造成嚴重損害。為確保蓮子之收成，
請農友提早進行病蟲害防治。
小黃薊馬蟲體細小，喜歡躲藏在縫
隙間，蓮葉在未展開前，最適宜其躲
藏及危害，常造成展開之新葉皺縮。
當薊馬密度高時，會造成葉片褐化、
↑聚集危害蓮葉之毒蛾幼蟲
↑聚集危害蓮葉之斜紋夜蛾幼蟲
捲曲，蓮蓬也會受害，影響蓮子的產
除防治薊馬、斜紋夜蛾及毒蛾類外，同時可將藥劑加
量及品質。因此應注意田間蓮葉是否有薊馬活動或發生皺
入先配好的1：1亞磷酸+氫氧化鉀中和液，將中和液當成
縮情形，及時施藥防治，以控制薊馬密度，防止其大量發
水來稀釋殺蟲劑使用，以增加植株對水生真菌類的抗病
生危害蓮蓬，避免嚴重損失。防治時以動力噴霧器進行藥
劑噴灑，露水乾後將藥液噴至葉背及葉柄等害蟲棲息處，
力。由於亞磷酸為強酸、氫氧化鉀為強鹼，配製時須先秤
避免直接噴施於蓮子，每隔7天施藥一次，可確保防治效
好相等重量，分別先溶於水中，再混合使用。或者先溶
果。葉上如發現有斜紋夜盜蟲或毒蛾啃食時，可同時防
解亞磷酸後，再溶解氫氧化鉀。切不可將兩者同時加入
治，或另以蘇力菌防治。藥劑防治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
水中，或將兩者混合，再加水稀釋。使用方法為葉面噴佈
統，或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
800倍稀釋液 (100公升水中加入125g亞磷酸與125g氫氧化
鉀，即為800倍稀釋液)，每週施用1
次，連續3次後隔1個月再施用3次，
調配當日使用效果較好。亞磷酸+氫
氧化鉀中和液被植物吸收後，可誘
導健康植株的系統性抗病，主要目
的為預防，無治療效果。
【文圖/陳盈丞、蔡孟旅、張淳淳
陳昇寬、吳雅芳】
↑小黃薊馬於蓮葉背取食危害造成褐色食痕

↑小黃薊馬危害蓮葉後造成葉面皺縮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