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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

提升農民退休生活保障
立法院5月22日三讀
通過「農民退休儲金條
例」草案，農委會主任
委員陳吉仲對立法過程
中，立法委員與各界對
於提升農民退休保障水
準的支持，表達感謝。
為健全農民社會安全制
度，提高農民老年經濟
生活保障，在現行老年
農民福利津貼 (下稱老
農津貼) 每月7,550元的
基礎上，進一步建構農民退休金制度，讓有意願儲蓄退休
儲金的農民，能與其他行業同樣享有適當生活水準保障，
照顧農民退休安養生活。
農委會說明，推動農民退休金制度，可提升農民退休
生活保障。農民退休生活保障水準由「老農津貼」提升為
「老農津貼」加上「農民退休儲金」(下稱退休儲金)。政
府建構「老農津貼」及「退休儲金」雙層式老年農民經濟
安全保障制度，將可使農民年老後能與其他行業退休人員
一樣享有適當的生活水準保障，並對鼓勵年輕人投入農業
生產、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間接促使老農安心退休離農
及活絡農地利用，將有重大助益。
農民退休儲金是參仿「勞工退休金」制度，設立農民
退休儲金個人專戶 (下稱個人專戶)，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按
月提繳至該個人專戶。農民於年滿65歲時，可依個人專戶
累積的本金及收益，按月請領退休儲金。依目前老農津貼
每月7,550元，每4年依消費者物價指數 (約4%) 調整1次；
勞工每月基本工資23,800元，每年平均調升2%；基金收益

3%；平均餘命20年；
及農民提繳10%的條件
設算，40歲提繳25年的
農民，「老農津貼」加
上「退休儲金」可月領
2.4萬元；30歲提繳35
年的農民可月領3.7萬
元。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草案內
容，說明如下：
1. 未滿65歲且未領取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可自願提繳退休儲金
2. 退休儲金由農民及中央主管機關按月共同提繳，並儲
存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個人專戶。
3. 提繳金額依勞工基本工資 (109年1月1日起月薪為23,800
元) 乘上提繳比率計算；提繳比率由農民於1%至10%內
依意願決定。
4. 農民依規定提繳退休儲金後，政府依農民提繳之退休
儲金，按月提繳相同金額至個人專戶。
5. 農民年滿65歲時得請領個人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所得
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6. 農民已領退休儲金後死亡，個人專戶賸餘金額由遺屬
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文圖/農委會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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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粽情疫• 頂長社區 來相挺
1
全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造成糧食供應出現危
機警訊，為響應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臺灣糧食自給及
初級農產加工加值政策，
農委會科技處、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農業科技研究
院農產加工整合服務中
心、後壁區公所、芳榮米廠與頂長社區，於109年5月26日
共同辦理「端午粽情疫 社區來相挺」活動，並於5月27日
將活動成果分享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團隊，謝謝
他們100多個日子辛勞的付出，期望大家“粽”志成城保
護家園，守護各產業發展，共同相挺臺灣。
活動前一天，社區80歲以上阿公阿嬤全員響應包粽活
動，開始忙著刷洗粽葉，26日早上切洗食材和焙炒餡料，
本場陳曉菁副研究員也到場宣導衛生安全觀念。農委會科
技處彭思錦博士、本場鄭榮瑞場長、農科院黃文意副院
長、後壁區公所翁振祥區長、芳榮米廠黃麗琴總經理及頂
長社區發展協會蕭國瑞理事長等到場共襄盛舉，一同與社
區阿公阿嬤學習包肉粽和閒話家常。阿公阿嬤們包粽技藝
高強，一個下午就完成了「臺南14號糙米粽」2,000顆，
準備裝箱啟程北送。
5月27日上午11點由農委會科技處王仕賢處長、秘書室
蘇夢蘭主任、農科院黃文意副院長與芳榮米廠張美雪經理
等，代表將「千歲爺奶團」製作的臺南14號糙米粽2,000
顆，分享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團隊，由1922防疫
達人-陳宗彥副指揮官、疾管署周志浩署長、發言人莊人
祥副署長親自出面致謝，並在5月27日14:00阿中部長疫情

2

泝各單位長官共襄盛舉，參與包粽活動
沴長官與頂長社區千歲爺奶團完成製作「臺南14號糙米粽」
，啟程北上前留影
沊農委會由科技處王仕賢處長、秘書室蘇夢蘭主任與芳榮米
廠張美雪經理代表分享臺南14號糙米粽給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陳宗彥副指揮官、周志浩署長、莊人祥副署長
出面致謝
3

說明記者會上，秀出農委會送來「千歲爺奶團」兩千顆肉
粽，在品嚐臺南家鄉味、傳遞幸福溫度及美味的同時，另
類行銷臺灣傳統米食。
後記∼阿中部長真是超級業配，活動後陸續接獲公司
行號和民眾訂購頂長社區千歲爺奶團臺南14號糙米肉粽，
達到社區發展與兼顧社會連結之目的，活絡社區經濟。
【文/陳曉菁 圖/黃鵬戎、疾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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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 紅龍果 聰明 疏花 來調節
7. 保留實力做產調：夏季加強疏花來保留樹勢，有利產
夏季是紅龍果的盛產期，適當進行疏花調節，不但能
期調節催花留果。
保有穩定的樹勢，讓每批果實又大又甜美，也能切合生產
【文圖/黃士晃】
時機，讓果實品質及價格提高，本場提供7個疏花調節的
好撇步給農友們參考。
紅龍果農友們普遍知道1枝
條留1個花 (果) 就能集中養分
來提高品質，但是若同時多
個枝條都留花 (果)，或連續留
大量花果，常會導致樹勢衰
弱，品質大受影響，每批次
的價格會受品質、產量及消
費需求而有所不同，聰明地
↑花苞2～5公分時疏花，選擇健壯枝條只
↑利用疏花控制留果數，提高大果率及品質，
疏花調節才能確保每批果實
留1飽滿花苞
確保樹勢健康
都有好品質及好價格。
7個疏花調節的好撇步如下：
1. 壯枝留花弱枝除：只留壯枝的花苞，瘦弱乾
癟或剛成熟枝先疏除。
2. 單株留花要控制：每單株只留2∼3果，或控
制4∼5枝條留1果。
3. 單側留花來輪流：棚架左右兩側枝條輪流留
花，相當於隔走道留花方式。
4. 分區留花隔批留：分成兩區輪流留花，或隔
批次留花，相當1個月留一批。
5. 大批留少小批多：大批花逆向操作疏少，讓
小批花量增多以得高價。
6. 節慶高價要把握：利用推算採收日期方式 (萌
花苞至採收約50∼55天) 來調整疏花強度，保
紅龍果疏花圖卡
留較多節慶日採收的果。

畢業季最佳花禮， 火鶴花 祝福傳心意
隨著六月畢業季到來，畢業祝福及感恩心意可以用花禮來表達，而火鶴花
是非常合適的花卉。火鶴花在炎熱的戶外場地仍能長時間維持活力，加上火
鶴意寓很好的諧音，6月又是盛產的季節，高貴不貴的火鶴花是畢業生祝福
的最佳代言花卉。
臺南市六甲區、下營區是國內火鶴花的重要產地，107年臺南栽培面積共
53公頃，佔全國總面積的三分之一。火鶴花栽培以生產切花為主，也是我國
的主要外銷花卉之一。今年因新冠肺炎的全球性蔓延，國際班機減少、貨位
產生競爭，運輸成本提高，產業改採海運外銷，因運輸期間較長，本場輔導
以開發之保鮮劑處理來增加瓶插壽命，3月及4月提供給各地區的花農之保鮮
劑母液，總數量經稀釋後可處理60萬枝切花，對產業之發展具有直接助益。
火鶴花是國內常見花卉作物，具有顏色的苞片為主要的觀賞部位，包括
紅、粉、白、橙、綠及雙色品種。為擴大內需市場、增加銷售通路，在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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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季特別推薦火鶴花做為花禮。因火鶴花顏色多樣色彩豐富，苞片厚質觀賞期長，不易發
生萎凋的狀況，也不會有花粉沾染衣物的困擾，加上火鶴的諧音「乎賀」，為很好、順利
之意，不論向師長表達謝意，或
是向畢業生表達祝福，都是非常
合適的代言花卉，請大家多多購
買，支持國產花卉。
【文圖/張元聰】
火鶴花是戶外
場地最適合的
畢業花禮

↑畢業生人手一支火鶴花有事事都很好的寓意
↑火鶴花也適合送給老師表達感謝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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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 鮮食入菜雙享受 消暑順暢又養生
紅龍果是優質的健康水果，每年6∼12月間是盛產時期，今年
夏季陽光充足，甜度風味更勝以往，健康營養的紅龍果容易入
口，不但老少皆宜，也是拜拜祭祀及饋贈親友的最佳水果，請消
費者多多品嚐國產優良紅龍果！
紅龍果又稱火龍果，是仙人掌科的熱帶果樹，全臺種植面積約
2,860公頃，以南投縣種植最多，其次依序為彰化縣、屏東縣、臺
南市及嘉義縣等地。臺灣種植之紅龍果依果肉顏色可大概區分為
白肉種與紅肉種兩大類。白肉種主要品種為「越南白肉種」，主
要產期為6∼11月；紅肉種以「大紅」品種栽種最廣，主要產期
於5∼12月，近年藉由夜間燈照產期調節技術的運用，幾乎可以
達到週年生產。
紅龍果外觀鮮紅飽滿又喜氣，白肉種口感清甜爽脆，紅肉種口
感細軟多汁，且甜度較高，略帶香氣，並含有豐富的甜菜紅素，
具有抗氧化的效果，而且紅龍果除了豐富的維生素B、C及鐵質
等多種礦物質的營養外，也有豐富的膳食纖維及果膠類物質，對
潤腸通便的效果相當顯著。紅龍果的花苞及花朵近年也被餐廳開
發入菜，不論油炸、清燙、熱炒及燉湯皆宜，富含多醣類黏液有
天然勾芡的效果，並帶有花香味，成為夏季養生菜餚的新選擇。
紅龍果在選購上，要挑選外形渾圓飽滿，果皮轉色均勻鮮豔，
果萼端 (縮口處) 果皮完全轉色，鱗片反捲及轉紅達1半以上，無
擦壓傷、病蟲害或裂果，鱗片及果梗切口新鮮者為佳，購買後先
置於冰箱冷藏，約可儲藏1∼2星期。在炎炎夏日，建議大家可多多選購當季盛產
的國產紅龍果，讓您吃得健康美味，又能作好體內環保。【文圖/黃士晃】

加強雨後 木瓜復育 確保收成及品質
蓮主要生長期在春夏季，高溫多濕的氣候條件下，危害雨季
期間，土壤水分過高及淹水容易造成木瓜根部缺氧受損，放晴後
引起植株萎凋，常造成樹勢衰弱或死亡，高溫高濕環境下，木瓜
果實或植株也容易染疫病，導致果實及根部腐爛。
本場建議雨後儘速排除積水，清除罹病果實，割除病葉及黃
化萎凋葉片，清園後以疫病推薦藥劑添加稀釋液肥 (三要素添加
綜合微量元素)，同時進行病害防治及葉面施肥作業，並防除蝸
牛避免傳播疫病。結果植株視萎凋受損情形進行疏果作業，越嚴
重者疏除比例越高，由不良果、軟化果至幼中果依序摘除，減少
養分損耗及促進生長恢復。放晴後可掀開塑膠布促進土壤水分蒸
發，提高通氣性，主根處以開根劑添加疫病藥劑進行灌注，促進
新根發育及避免根腐；肥培管理上採由輕到重、由液體到固體及
由葉片到土壤三原則進行補充，再視恢復狀況逐漸增加供應。
上述疫病藥劑請參考植保手冊：50%達滅芬可濕性粉劑3,000
倍，安全採收期9天；23%亞托敏水懸劑1,000倍，安全採收期9
天；9.4％賽座滅水懸劑2,000倍，安全採收期12天；81.3%嘉賜銅
可濕性粉劑1,000倍，安全採收期6天。
【文圖/黃士晃】

→木瓜根部淹水受損，於雨後
放晴發生急速萎凋情形
↓木瓜果疫病造成果實腐爛，
應盡早清除並噴藥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