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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許多消費者因防疫考量，透過電商等管道購買農產宅配

到府，物流需求量短期之間大幅增加，因應6月1日起多家物流業
者宣布暫停接受送往北部地區低溫宅配的新訂單，農委會接獲

產地農民反映，於6月2日上午邀集參與「農產品嘉年華」農產品
電商了解產地及消費地所面臨的問題， 並立即透過交通部等管
道，尋求包括中華郵政公司、嘉里大榮以及學校午餐食材供應

商等具備產地、長距離點對點運輸以及消費地物流能力的業者

提供協助，也迅速獲得這些業者響應支持。

為減輕送中南部及東部產區往北部地區農產品原有宅配業者

的運能壓力，農委會除了商請嘉里大榮排除萬難，繼續接受農

民委託運送農產品，更請中華郵政加強服務農民，作法包括：

一、農產品產地直送消費者

農會、合作社及產銷班如果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要送貨到

府，中華郵政位在中南部產地縣市已指定專責郵局，由專人協

助收貨。中華郵政提醒，為了方便包裏處理，每件尺寸長+寬+高
請勿超過150公分。嘉里大榮也提醒，如果寄送冷凍產品，請務
必協調收貨端可在到貨時立即取貨，減少失溫風險。

二、農產品點對點運輸

如果農民有需要將比較大量的農產品由產地送到消費地的指

定地點，郵局也可以提供大型郵務車協助運送。

各地農民如果在農產品運輸上遇到問題，可以直接聯繫中華

郵政以及嘉里大榮的指定的服務據點，也可以就近接洽農委會

農糧署、漁業署及畜牧處的窗口請求協助，農委會目前持續媒

合具倉儲運送能量之團膳業者與物流業者合作接力轉運，協助

產地蔬菜箱配送至消費者，如團膳業者芬芳烹材公司轉換為冷

藏物流中繼配送站，接續由全速配公司機車隊配送至消費

者。希望號召更多物流能力的業者可以挺身而出，因應疫

情共同建立農產品物流調度平臺，確保消費者食材供

應無虞，也協助農民度過難關。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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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物流聯繫窗口

聯繫窗口 服務人員 服務專線

中華郵政
臺南郵局

行銷發展股
江亦專員 06-222930

嘉里大榮
中區 江國璽總經理 0917-563193

南區 廖介華總經理 0963-528902

芬芳烹材 顏嘉宏
0920-154197
02-26581040

全速配 林昀萱 0988-605960

農糧署
中區分署 張文美課長 0952-338977

南區分署 王聖昌課長 0966-677162

 漁業署 沈珍珍科長
02-23835858
0929-114698

畜牧處

肉品 陳志維技正
02-23124653
0920-775381

蛋品 蔡明哲技正
02- 23124628
0931-682298

乳品 廖唯喆技正
02-23124631
0988-83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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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關農民福利的大小事，本場特別整

理出來供從農者參考，以下針對三保一

金內容來一一介紹囉! 農委會為了照顧
農民，依據農友實際需求修訂農民健康

保險投保資格，另針對農事生產過程中

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推出農民職災保

險給予工作期間的保障，面對各種經營

風險，也制定農業保險法與規劃出農業

保險保單來協助農友讓生活更有保障，

所有的措施與政策，都是農民的最佳後

盾，一切攏是為著你，作伙讓臺灣農業

的未來擱卡好！

三保內容包含「農民健康保險」、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及「農業保

險」：

一、農民健康保險

俗稱農保，以往參加農業保險者只

有自耕農與佃農才可納保，面對時代變

遷，有鑑於耕作形式多元化，現在增加

加入農保的條件，針對「實際從事農業

生產工作者」、「養蜂農民」及持有

「河川公地種植許可書」的農民，皆可

洽農會投保，養蜂農民另須檢具鄉鎮區

公所核發之養蜂申報證明文件，實際耕

作者也應檢具農業改良場核發之實際從

農證明文件。

二、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為了給予從農者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

傷害，導致不能工作，身心障礙或死亡

的保障，連前往園區或返回家中的路途

皆屬於承保範圍，途中發生意外事件，

符合審定標準也可獲得補償金。只要是

「農保被保險人」、「全民健保第三類

被保險人」與「區域性從事農業生產

者」，皆可以向戶籍所在地的農會提出

投保申請。本項保險的利多之處，除了

身心障礙給付與喪葬津貼也較農保的給

付額度更高外，較農保保單多出傷害給

付與就醫津貼。

三、農業保險

為因應農業多樣化的營運模式，且協

助農、林、漁、牧業者分散經營風險，

規劃與農事生產風險相關的保單就此誕

生，農委會並於109年制定農業保險法，
110年1月1日正式開辦上路，目前規劃的
保單已有36張，仍持續擴大保險品項，
保單種類涵蓋農糧類、漁類及畜牧類，

另外農委會補助一半的投保保額，以減

輕投保農民的負擔及提高農友投保的意

願。

一金即為「農民退休儲金」，為照顧

從農者退休後的生活，只要符合「農保

被保險人、未年滿65歲且未領取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這三項條件者，即可

向農會提出加入「農民退休儲金」的申

請，投保後由投保者自行決定每月提繳

金額，提繳金額為最低基本薪資的百分

之一至百分之十，除了投保者每月提繳

金額外，農委會也每月提撥相同額度進

入投保者帳戶中，將農業預算資源落實

在實際從農者的身上。

農委會推動「三保一金」之農業保

險制度，就是要保障農民，關心農民的

辛苦，希望鼓勵年輕人安心投入農業生

產，期望農民踴躍加保，也協助推廣相

關訊息，讓更多農民生活更有保障。

【文圖/王美琴】

農民福利體系 - 三保一金，攏是為著你

田間工作潛藏職業傷害危機
從農受傷無法工作怎麼辦？

15元

親自向農會申請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提供經濟補償

 農保被保險人
 全民健保第三類被保險人

(軍公教勞退休人員、陸配、外配)

適用
對象
自願性
加保

喪葬津貼
殯葬費用補償

因從農之職業
傷害而致死亡
306,000元

政府補助40%
農民自繳60%

每月
保費

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致
傷害不能工作治療中
※自不能工作第4日起
※最高可領2年

第一年每天238元
第二年每天170元

傷害給付
收入減少之補償

就醫津貼
療養期間慰問金

隨同傷害給付
一起發給
門診每天50元
住院每天900元

診斷為永久身心障礙
按身心障礙等級及給付
標準
最高:第一等級612,000元
最低:第十五等級15,300元

身心障礙給付
工作能力減損補償

較農保
增給50%

較農保
增給100%

農保無農保無
1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按月共同提繳

提繳相同金額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農保被保險人
 未滿65歲
 未領取相關社會保
險老年給付

自願提繳金額
基本工資×提繳比率

農民自願參加

農民年滿65歲時，依平均餘命按月定期領取農退儲金
退休儲金=本金 +累積收益

農退儲金
個人專戶

比率調整
每年可調整2次
5月、11月

(24,000元) (1%-10%)

農民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農保投保農會
申請文件：
 國民身分證
 轉帳代繳約定書

如在農民福利資料管理系統
之資料未完整，請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

農民退休儲金-110年新制上路

參加對象資格把關
將農業預算資源落實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的人身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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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醫師制度」始於食安五環願景

與農藥十年減半政策，期望能透過服務

於地方政府、基層農會與農企業的植物

醫師，在作物栽培現場提供第一線之診

斷，從全方位角度協助農民解決疫病蟲

害、土壤肥料與栽培管理等疑難雜症，

以達到作物安全管理與精準用藥目標，

進而提升農民生產及消費者食的安全。

農委會本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及基層

農會聘用儲備植物醫師輔導農民示範計

畫」擴大於全臺共46處農會、公所與試
驗單位招聘儲備植物醫師，並已陸續開

始服務。配合此項工作，本場於5月7日
辦理「儲備植醫在職訓練工作坊」，轄

區內13個鄉鎮市農會及公所聘用之儲備
植醫，針對主要作之物病蟲害與肥培管

理進行實務案例分享，期望透過場內專

家的經驗與知識，幫助大家在作物診斷

上能夠漸入軌道。

陳昱初副場長開訓時期勉大家能透過

改良場舉辦的課程與訓練活動，吸取前

輩研究人員的專業知識，並在走入田間

的過程中多多累積經驗，以協助農民達

到更好的管理。鄭安秀博士分享她深耕

植物病理領域40餘年之點滴，以其長年
田間經驗與植物病害上的獨特見解，傳

授了許多診斷上的「眉角」。江汶錦助

理研究員以幽默風趣又流暢的口條，講

述土壤營養診斷要領，並提供實際案例

供植醫學習。黃秀雯講解作物蟲害診斷

要領。當田間作物受蟲害而兇手已逃逸

無蹤，如何由各種害蟲習性上的差異，推

理出可能的嫌疑犯，進而規劃適宜的防治

手段。

工作坊的最後，儲備植醫則與本場人

員相互討論了在職訓練上的需求。本場

也將持續配合規劃，分別透過課程輔導

與田間實作，多方面的協助新手植物醫

生們能發揮所學，深入田間提供給農友

最好的服務。 【文圖/張淳淳】

農業新夥伴～儲備植醫在職訓練工作坊

初夏是酸漿盛產期，也是品嚐的最佳

時機。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提醒消費者，

選購酸漿應挑選果實顏色金黃，外型飽

滿勻稱，外層萼片乾燥、無發霉。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楊宏瑛場長說明，

酸漿為茄科酸漿屬 (Physalis) 草本植物，
廣泛分布在溫帶和亞熱帶地區。果實包

在花萼內，外型像個燈籠，因此俗名

為「燈籠果」。其中祕魯酸漿 (Physalis 
peruviana；Cape Gooseberry) 果實金黃
色，又稱為「黃金莓」，是目前消費市

場主流。酸漿的用途與番茄相似，可以

直接食用或者製成沙拉、甜點、果醬、

果凍、調味品。

酸漿營養豐富、含有多種維生素及礦

物質，且低熱量。每百公克酸漿果實含

鉀292.6毫克，為蘋果的2.6倍，含鐵1.24
毫克，為蘋果之12.4倍；含維生素A 720 
IU為蘋果的60倍，維生素B1含量0.1毫
克，為蘋果的5倍，維生素B2含量0.17毫
克為蘋果的17倍，維生素B3含量0.8毫克
則為蘋果16倍，維生素C含量20毫克為蘋
果6.9倍，僅需食用6∼8粒足可滿足維生
素A、C及B3每日攝取量。但除此之外，
酸漿含有多種抗氧化物，像是多酚類及

類胡蘿蔔素等，可減緩自由基對生物體

傷害；酸漿具有抗發炎作用，從古至今

都被視為民俗藥草之一種，也是國際醫

學研究重點之一。

臺灣早在6∼70年代自南美洲引進栽
培，於中部山區種植，因為消費者認知

不高，且稍費工採收，故未被大量推

廣。近年來農民自日本引入優良品種，

在嘉義布袋地區種植。該品種果實顆

粒大，重量在14∼17公克間；糖度高達
14°Brix，風味佳，推出後頗受好評，成
為地方特色農產品，初夏來到布袋地

區，切莫忘記品嘗酸漿的

好風味。

【文圖/劉依昌】

黃金小莓果「酸」甜果「漿」好滋味，初夏嘗鮮好選擇

泝酸漿柚果實被膜呈現綠色，

成熟後轉為黃褐色

沴酸漿果色鮮黃，又稱為 
黃金莓

沊酸漿除鮮食用外，果實可製

成蜜餞等加工品延長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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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聚集危害蓮葉之毒蛾幼蟲

沴小黃薊馬危害蓮葉後，可於蓮葉葉背看

到褐色食痕

沊蓮莖腐病病菌造成田間植株葉片萎凋

蓮花開花期，隨著溫度逐漸升高，危

害蓮花的害蟲密度也逐漸爬升。其中又

以取食葉片的小黃薊馬、夜蛾類及毒蛾

類危害特別嚴重。為確保蓮子之收成，

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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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躲在未展開的蓮葉內，常造成

展開之新葉皺縮。當薊馬密度高時，會

造成葉片褐化、捲曲，同時為害蓮蓬，

影響蓮子的產量及品質。因此應注意田

間蓮葉是否有薊馬活動或發生皺縮情

形，及時施藥防治，以控制薊馬密度，

防止其大量發生危害蓮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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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直接噴施於蓮子，每

隔7天施藥一次，可確保防治效果。葉上
如發現有斜紋夜蛾或毒蛾啃食時，可同

時防治，或另以蘇力菌防治。藥劑防治

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https://otserv2.
tactri.gov.tw/ppm/)，搜尋「蓮」之登記藥
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

安全採收期。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問題

可與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聯絡。

除防治薊馬、夜蛾類及毒蛾類外，同

時可將藥劑加入配置好之亞磷酸中和液

(亞磷酸與氫氧化鉀1比1混和)，將中和液
當成水來稀釋殺蟲劑使用，以增加植株

對水生真菌類的抗病力，如蓮莖腐病。

由於亞磷酸為強酸、氫氧化鉀為強鹼，

配製時須先秤好相等重量，分別先溶於

水中，再混合使用。或者先溶解亞磷酸

後、再溶解氫氧化鉀。切不可將兩者同

時加入水中，或將兩者混合，再加水稀

釋。使用方法為葉面噴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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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開花期，掌握病蟲害防治先機

為了不讓有心人開發破壞原有生態，

郭明賢標下了鰲鼓溼地中23甲農地，起
初只是為了給孫子一塊健康美味的蛋

糕，郭明賢沒想到漸漸變成現在的「看

天田」有機農場。

郭明賢在耕種時盡可能不做太多人

為干預，以粗放方式種植雜糧、根莖作

物，希望維持環境的生態保育，如同他

給農場取的名字「看天田」，抱持著

尊重自然的態度，收獲完全取決於

天，天地給什麼就吃什麼。

然而7年來，即使連年種植相同的農作
物，一年四季，天災、蟲害、野草蔓生

的情況都不盡相同，導致農產品賣相欠

佳。不過「窮則變、變則通」，這也激

發郭明賢的創意， 2018年開始，他利用
友善加工，讓農產品呈現不同的保存方

式與食用樣貌，如此一來便解決有機耕

種農產品醜食問題。友善加工愛惜作物 
「不丟在田裡就是賺到」。

看天田農場的主力耕作物，是

號稱臺灣綠金的毛豆，本場提供固

氮根瘤菌使用，並推薦改良資材與施肥

量，110年春作毛豆產量每分地920公斤
較其他有機農友高。而從田中快速採收

的毛豆，再被冷凍物流車載去有機認證

的冷凍工廠殺菁冷凍包裝成商品，全程

處理只需3小時，高效率堪稱業界之冠。
凡事事必躬親，是郭明賢從事農務的

一貫態度，「我必須要親身參與，才對

得起我的消費者。」現在他依舊每天天

未亮，大約4時就起床，然後先花一個
小時慢慢地享用早餐，準時5時整著裝完
畢開始巡田耕種。他期盼這種兼顧生態

與環境保護的耕種模式，能繼續傳承下

去，「福田不只是種出來吃，最終希望

還給未來一塊清淨無毒害之地。」

看天田毛豆，是濕地保護行動，也是

阿公發自內心對孫子的疼愛⋯

【文圖/黃瑞彰】

友善耕作看天田–有機毛豆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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