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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副總統訪視雲林，與農民座談
新進從農真安心，政府甲您逗相挺
■ 陳吉仲主委與果農座談、訪視農會包裝場
■ 109年雲嘉南地區農業推廣聯繫會議
■ 土壤深呼吸，預防水稻窒息病發生！
■ 設施蘆筍小型害蟲 (薊馬) 監測系統及友善綜合防治觀摩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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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副總統訪視雲林，與農民座談
賴清德副總統7月7日訪視雲林縣，假北港鎮黑
肉阿嬤故事館與在地農民座談，蘇治芬立委、農
委會陳吉仲主委、輔導處陳俊言處長、農金局周
妙芳副局長、本場鄭榮瑞場長、農糧署莊老達副
署長等長官及百餘位在地農民與會參加。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說明，目前農民職災保險、
農業保險法、農民退休儲金條例都完成修法，可
以用最便宜的保費得到最好的保障，鼓勵尚未參
加的農民朋友，趕快加入。另外，明年 (110) 1月
1日開始，只要農民年滿65歲，就可以按月請領退
休儲金，結合老農津貼及農民退休儲金，雙層式老年農民
經濟安全保障制度，讓農民退休後也能有基本生活保障。
與談農友代表建議及反映事項包括：建議農政單位提
供農作種植SOP、小型農產加工廠申請作業規範、設施搭
建基準規範與優良廠商資料、建議風力等發電設施應朝海
線發展、蒜頭產銷失衡、公所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勘損標準
與人力問題、落花生及地瓜納入農業保險、興修農田水利
設施等，陳主委皆一一答覆或指示所屬單位研議辦理。
【文圖/楊藹華】

賴清德副總統訪視雲林縣，座談會後與農民合影

陳吉仲主委於7月2日農委會擴大
主管會報，頒發【二等農業專業獎章】
給鄭榮瑞場長，以表彰他多年來 (42年
9個月又15天) 在農業上的貢獻！！

新進從農 真安心
政府甲您逗相挺
農委會為鼓勵優秀人才投入農業，盼新進農民穩定經
營狀況、降低從農風險，7月6日由陳吉仲主委宣布推動
「青年農民農業經營準備金」方案，針對年齡18歲至45歲
的新進農民，若其具有農業經營技術及農業經營場域，將
最高給予2年72萬元之農業經營準備金；期盼農業科系畢
業生及受過相關農業專業訓練者持續投入農業穩定經營，
成為未來的農業生力軍。

【圖/畜試所黃振芳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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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近年持續推動各項措施解決農民投入產
業面臨到的技術、土地、資金、行銷、通路等問
題，近三年已累積培育9,366位新進農民，截至109
年6月底在地青農人數達5,071人，第1屆至第5屆百
大青農累積專案輔導達589人，期盼透過新進農民
導入產業，促進農村人口活化。
陳主委表示，該會針對農民各項的輔導措施，
積極改善農業經營環境，為了降低新進從農的風
險，推動本項「青年農民農業經營準備金」方
案，符合資格條件者，將給予最高2年合計36萬
至72萬元的農業經營準備金，按月給付1.5萬至
陳主委7月6日宣
3萬元的準備金，以穩定新進農民經營、發展
業專業訓練達150小時以上，新進農民為從農未
布推動「青年農
民農業經營準備
茁壯。領取農業經營準備金的青年農民，該會
達2年的青年農民，從農年期可透過畢業證書或
金」方案
將持續瞭解其經營狀況，如有相關產業發展需
保險資料投保期間作為認定，本方案申請期間
求，可立即的串接各項輔導措施，以多元化的農
為109年7月15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皆採線上報
業政策協助青年農民在農業領域穩健發展。
名進行，相關申請可至農委會農業經營準備金線上申辦
盼望透過本項方案串接新農民培育中學校端與職場端
整合系統 (http://www.yfreserves.tw/) 辦理，並提供免付費
的各項措施，使年輕人安心投入產業，本方案主要對象
諮詢專線 (0800-508-598) 供有興趣的新進農民洽詢。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包括農業公費專班畢業、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或近2年期農

陳吉仲主委與果農座談、訪視農會包裝場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於6月19日
1
2
到南化農會瞭解芒果產銷現況，
先與芒果果農、產銷班員、出口
業者進行座談，隨後至農會包裝
場視察芒果分級包裝作業，深入
產區關心臺南芒果產銷現況。
陳主委表示因應疫期影響，
農委會補助外銷空運30-70元/公
3
斤，海運補助6-13元/公斤，及實施華航芒果包機輸日等
鼓勵外銷措施，芒果外銷截至當日為止已達2千8百多公
噸，較去年同期略為增加，完全不受疫情影響，並樂觀外
銷量將持續成長；內銷部分，臺南地區盛產期適逢端午節
慶送禮有利銷售，在網路媒體、實體超市、農夫市集等均
大力行銷，同時舉辦臺南國際芒果節活動提升買氣；加工
部分也啟動加工補助供應單位2元/公斤集運費，加工廠2
元/公斤處理費，鼓勵業者製成加工產品，於強化內銷、
鼓勵出口及補助加工三方多元行銷下，對於穩定芒果產銷
信心滿滿。
陳主委隨後至南化農會包裝場訪視芒果分級包裝作業，由南化區農會溫進添
總幹事說明內外銷集貨過程，包含過磅、品質分級、重量分級、水洗、包裝、冷
藏、銷售等作業程序，從頭至尾全場走透透，深入了解內外銷果品集貨情形與
市場現況，最後主委與各位長官也化身芒果最佳代言人，拿起臺南在地生產的
「美麗紅寶石」讓記者聯訪拍照，大力促銷臺南芒果真的有夠讚！
【文圖/石佩玉】

泝陳主委與南化果農座談，聽
取各方意見
沴南化區農會溫進添總幹事向
陳主委說明外銷集貨流程
沊陳主委與各位長官化身臺南
芒果推廣大使~臺南芒果有
夠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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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學堂 農業走向智慧科技化
嘉義縣政府7月3日舉行國本學堂啟動儀式，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立
委陳明文及蔡易餘、農糧署南區分署姚志旺分署長、本場鄭榮瑞場長等
也應邀出席。翁章梁縣長說明，國本學堂今年課程導向以「科技導入農
業」，從數據中務實農業生產基礎，走向「精準農業」提升產量及產
值，並連結「嘉義優鮮」塑造品牌形象，使生產端與銷售端接軌。陳主
委則給予高度肯定，表示過去農政單位著重在生產端，如提升育苗技術
等，但現在應多放在銷售端，才有利農業永續。
【圖/鄭榮瑞】
↑陳主委應邀出席嘉義縣國本學堂啟動儀式

2020臺南國際芒果節開幕活動紀實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主辦的2020
臺灣芒果季-臺南國際芒果節主題
活動於6月26日到7月12日連續3週
登場，6月26日首先於走馬瀨農場
盛大開幕，現場熱鬧滾滾、人聲鼎
沸、芒果飄香，有青農市集、芒果
創意料理、芒果主題館及芒果品種
展示、手作DIY等多種活動，要讓
↑芒果品種展示，芒果家族成員眾多
↑多位貴賓一同啟動臺南好芒行銷全球開幕儀式
民眾「芒一夏」！
臺南國際芒果節今年邁入第八個年頭，隨著「發」的好兆
芒果節連續三週的週六、日(6/26∼7/12)在芒果
頭，今年活動並無受到疫情影響，且適逢端午連假，人潮更勝以
主產區玉井、大內、楠西、南化、官田、左鎮區接
往，開幕活動由臺南市長黃偉哲、農糧署長胡忠一及多位貴賓一
力展開系列活動，活動深入產地，讓民眾悠遊芒果
同啟動臺南好芒行銷全球開幕儀式，希望活動圓滿成功，臺灣芒
輕旅行，體驗採果樂、手作芒果青、品嘗芒果冰，
果行銷全球。本場提供多種芒果品種展示於走馬瀨農場蘭花會
感受「一夏」「臺南好芒」的熱情威力!
館，芒果家族環肥燕瘦且外型多變讓民眾大開眼見，嘖嘖稱奇！
【文圖/石佩玉】

109年雲嘉南地區農業推廣聯繫會議
7月1日在嘉義大學舉辦「109年雲嘉南地區農業推廣聯
繫會議」，今年由嘉義大學農推中心主辦，由嘉義大學艾
群校長及本場鄭榮瑞場長共同主持，邀請嘉大黃光亮副校
長、農學院院長、推廣教授、本場業務單位主管、雲嘉南
1

縣市農會推廣主任及幹部與會，分享推廣資訊、討論日後
如何合作與互補、聆聽農會端的需求，以強化推廣成效。
嘉義大學艾群校長也藉此機會致贈鄭榮瑞場長紀念獎
牌一面，祝賀他7月15日即將屆齡榮退!!
2

泝109年雲嘉南地區農業推廣聯繫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沴嘉義大學艾群校長致贈紀念獎牌給鄭榮瑞場長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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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深呼吸，預防 水稻窒息病 發生！
二期稻作天氣持續高溫炎熱，稻農應注意田間灌溉管
理，避免根部呼吸困難而發生「水稻窒息病」！
水稻窒息病屬於生理障礙所致，非病蟲害造成，農民
常誤認為缺肥而增施新鮮有機肥或氮肥，反而促使徵狀更
嚴重。水稻窒息病在田間多呈不定型區域發生，受害稻株
通常生長停滯、下位葉片帶有紅棕色銹斑，逐漸變成赤褐
色枯葉，稻株拔起時可見紅褐色根系及根系腐爛情形，白
根極少，嚴重時植株枯萎死亡，或抽穗後易稔實不良。
請農友在耕作時應注意下列幾點：
1. 稻草要曬乾：稻草於整地掩埋前需充分曬乾，大量濕
潤殘體腐熟時會造成田間土壤有毒物質增加。
1

↑發生水稻窒息病田區

2. 提 早 粗 整 地 ： 粗 耕 、 翻 犁 、 曬 田 可 讓 土 壤 「 透 透
氣」，以減少土壤中還原物質累積，並可減少病蟲害
發生。
3. 深耕埋殘體：耕作深度愈深，殘體掩埋愈深，對水稻
秧苗根系生長愈有利。
4. 地平少低窪：整地時整平，可避免低窪積水處發生窒
息病；尤其二期作溫度高，積水處水溫高，更不利水
稻生長。
5. 排水加曬田：水稻生育不良，發生窒息病時，可利用多
次排水、曬田，沖淡土壤內有毒物質以降低毒害，並藉
以增加土壤含氧量，降低窒息病危害。【文圖/陳榮坤】

2

3

↑下位葉片帶有紅棕色銹斑

↑赤褐色枯葉

智慧友善監控、 薊馬 溜 蘆筍 優
設施蘆筍小型害蟲 (薊馬) 監測系統及友善綜合防治觀摩會
為推廣設施蘆筍小型害蟲(薊馬)友善綜合防治方式，本
場與臺灣大學於6月17日在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蘇正平農
友溫室，辦理「設施蘆筍小型害蟲(薊馬)監測系統及友善
綜合防治觀摩會」，當日計有4個試驗單位、5個農會及合
作社代表、有機農場及多個鄉鎮區農友共約70人參與。
為因應設施蘆筍栽培小型害蟲愈趨嚴重，迫切需要建
立友善綜合防治，本場與臺灣大學合作，導入害蟲影像拍
攝、辨識與預警機制，搭配噴霧應用、懸掛薊馬警戒費洛
蒙、施用友善資材等，建立薊馬綜合防治作業模式，降低
設施內害蟲密度及危害情形。
1

2

觀摩會由臺灣大學生物機電系江昭皚教授介紹「環境
監測與害蟲監測拍攝系統」、生物機電系周呈霙教授解說
「害蟲影像辨識與預警系統」、農藝系劉力瑜教授分享
「蘆筍嫩莖生長預測模式」、本場義竹工作站郭明池助理
研究員介紹「薊馬友善綜合防治技術」、藥物毒物試驗所
蘇俞丞助理研究員介紹「薊馬警戒費洛蒙」實際使用方式
供農民參考。實地觀摩則由義竹工作站謝明憲站長引導解
說，讓與會者實際瞭解各項設備於試驗場域之配置及應用
方式。
【文圖/郭明池、謝明憲】
3

泝臺灣大學江昭皚教授介紹「環境監測與害蟲監測拍攝系統」 沴義竹工作站謝明憲站長現場解說 沊與會者實地觀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