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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芒果進入產期 陳主委南下關心 芒果產銷
陳吉仲主委於6月30日南下視察臺南

是說從2元提升成4元；以每公斤20元以

市農產運銷公司玉井青果市場，並召開

上收購芒果的加工業者，若收購超過3百

臺南芒果行銷座談會。戴謙副市長，郭

公噸，加工處理費從每公斤補助2元，提

國文立委，陳亭妃立委，賴惠員立委及

升為4元，外加冷藏費每公斤1元，也就

多位議員，官田區農會林定億總幹事、

是說從每公斤2元提升成每公斤5元。

南化區農會溫進添總幹事、玉井區農會

另外，農委會已建立多元內銷電商平

莊文淵總幹事及楠西區農會郭富文總幹

台契約廠商58家，消費者購買每滿500元

事，及五個加工業者代表等共同出席。

以上送50元，每農會、社場亦可當直銷

今年芒果外銷日韓已增加2∼3成。農

窗口，目標是20,000箱。

糧署補助農民團體芒果集運費每公斤2元

農委會與臺南市政府全面

不變，加工業者若每公斤可用20元以上

啟動，投入資源維持價格

收購芒果者，收購超過1百公噸到3百噸

穩定，並保證有人收購及

者，每公斤加工處理費從每公斤2元，提

相關獎勵補助。

升為3元、外加冷藏費每公斤1元，也就

【文圖/張錦興】

陳主委特地
南下關心芒
果產銷情形

農產嘉年華

7月1日 起 農藥實名制上路
為確保農產品食用安全，農委會推動

藥販賣業對於農藥購買紀錄登記及陳報

農藥購買實名制政策，於7月1日公告修

作業。另農委會已規劃多項農民補助，

正規定要求零售農藥販賣業者陳報販售

透過檢核農藥購買實名制紀錄，協助佐

資料時須增加陳報交易對象之身分證字

證實耕者身分，方便未來領取各項補助

號或居留證號，請農民或ㄧ般民眾於購

政策，保障權益更安心。全國各農會已

買農藥時配合，透過農藥購買紀錄也可

自110年5月18日起率先配合政策推動登

佐證實耕者身分，讓農業政策更精準到

記農藥購買人身分證字號，各農會試辦

位。另為提升農藥產銷資料陳報即時性

情形良好。

及正確性，農委會補助業者購置電腦設

農委會表示，農藥購買實名制在推動

備，並辦理實機教育訓練輔導農藥販賣

過程中多次與農藥販賣業者及相關植物

業者使用農藥銷售管理POS系統，歡迎

保護公會面對面溝通，參採業者意見增

另為提升POS系統之使用率，也規範自

業者儘速提出申請。

加11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為輔導期，

111年1月1日起，新申請核發農藥販賣業

農民第一次買農藥時可出示身分證、

另為配合業者需求特別設計線上表單功

駕照或健保卡核對身分，在有POS系統

能供業者陳報使用。至於現行Excel檔案

路服務介接方式陳報。未來執行方式將

的店家回購時，則可採報電話方式，自

上傳陳報方式，可延用至111年6月30日

滾動式檢討，讓消費者、農民和業者、

動帶入先前登記的資料，亦可用系統的

止。農委會為協助業者熟悉使用POS系

為保護環境共創全贏。

會員條碼，跨店購買免再登記，加速農

統與線上表單，將持續辦理教育訓練。

執照之零售業者，應以POS系統或以網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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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行軍蟲防治 進入第三階段，請勿鬆懈
我國於108年6月8日發現秋行軍蟲危
害玉米，此為國內首次發現秋行軍蟲的
紀錄，當日啟動第一階段防疫措施，意
即只要發現該蟲的田區，則進行焚化、
掩埋與銷毀受害田區之作物。第二階段
防疫措施於6月18日啟動，農民發現蟲體
後通報當地公所，由政府補助藥劑與第
一次施藥工資，進行強制防治。自110年
3月1日起調整進入第三階段過渡期，對

於發生田區，政府提供2次補助藥劑，
不再補助施藥工資，過渡期至6月30日
止。自7月1日起正式進入第三階段由農
民自主管理，政府仍將持續監測並適時
預警，提醒農民注意防治。進入第三階
段自主管理，可參照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擬定之秋行軍蟲整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進行防治。

秋行軍蟲在國內曾危害玉米、高粱、

百慕達草、薏仁、小米、狼尾草、薑、

↑秋行軍蟲危害葉片初期呈小窗孔狀食痕

↑秋行軍蟲啃食植株生長點

穗前期 (第40∼55天) 為20%，雄花抽穗

一、預防
1. 翻耕與淹水：前期作物採收後進行田區
耕犁，之後淹水5∼7天，若無法淹水，

可翻犁土壤至少8公分後曝曬，破壞蟲
蛹，可降低種植初期的害蟲密度。
2. 清除卵塊：平常巡田很重要，栽種初
期注意是否有附有鱗毛的卵塊或初齡

落花生、稻苗等。主要危害作物為玉米

幼蟲，若發現卵塊請小心摘除置入袋子

與高粱，幼蟲棲息於心葉危害造成孔

或容器內，避免孵化的幼蟲隨風擴散開

洞，蟲體漸大食量劇增，啃食植株生長

來，早期發現，早期移除最初蟲源，勿

點，嚴重時造成植株無法繼續生長或

等到幼蟲已鑽入心部啃食生長點，此時

抽穗開花。其防治首重早期發現早期

藥劑不易防治。

防治，播種後10∼14天植株約10公分高
時，雌蟲就會來產卵，初齡幼蟲危害成
窗格狀食痕，徵狀不明顯，容易被忽

及雌花吐絲 (第55∼70天) 為10%。

三、干預
參考不同時期植株的防治基準進行藥
劑防治。因幼蟲躲藏於心葉，藥劑水量
要足夠，施藥時對準心葉且行進速度不
要太快，使藥液流入心葉，增加藥液接
觸蟲體的機會。公告藥劑請參考防檢局
建置之秋行軍蟲專區 (https://faw.baphiq.
gov.tw/)。

【文圖/黃秀雯】

施行防治
生物農藥
化學藥劑

二、監測
巡田時可先於田區外圍，快速掃

略，因此苗期巡田特別重要，此時期若

視田區一遍，選取有明顯被害狀

發現食痕，應做第一次藥劑防治，有效

的植株，如生長點被危害，有

防除初齡幼蟲。第三階段害蟲整合管理

大量蟲糞等徵狀；另任選3∼5行

(IPM) 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依據防

植株，每行須貫穿田區，從頭走到

治基準決定使用藥劑，主要架構分為預

尾，紀錄植株被害率，不同時期植株有

發生監測

防、監測及干預，以此架構說明防治策

不同的防治基準，當達到某一被害率則

略如下。

啟動藥劑防治，玉米苗期到輪生中期 (播

性費洛蒙誘捕
田間巡查

施行防治
釋放天敵

種後第5∼40天) 為10%，輪生後期至抽

↑玉米與高粱藥劑防治基準 (防檢局提供)

秋行軍蟲
IPM
整合管理

預防措施
耕作防治
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

↑害蟲整合管理IPM (防檢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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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季節栽種 食用玉米 注意事項
3. 田區迎風面宜設置防風設施或栽種防風林。

食用玉米包括：甜玉米、糯玉米、白玉米及玉米筍等4種類

4. 不宜密植，行距採75公分，株距可採27或30公分。

型，由於口感與風味各有迷人之處，因此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

5. 要進行中耕培土，以增加植株抗倒伏能力。

地。尤其在中秋節前後，其需求量大增。今年的中秋節在國曆
的九月二十一日，有意栽培食用玉米的農友，多數在國曆六月

三、颱風或豪雨後的復耕措施

下旬到七月中旬栽種。不過該時期正值颱風季，可能因受大雨

1. 幼苗期對積水敏感，因此要快速排水。

或強風的影響而出現損失。

2. 若植株在營養生長期，建議可酌量施肥，以恢復生長。

由於玉米生育期間若浸水超過36小時，根系會因受損導致莖
葉逐漸變黃，進而影響發育，甚至枯萎。在積水持續不退的情

另外，由於夏季的氣候溫暖潮濕，容易出現許多病蟲害問

況下，將嚴重影響產量及品質。因此，在颱風季節栽種，有幾

題。在蟲害部分，須注意秋行軍蟲、玉米螟等害蟲的啃食。在

個注意事項提供參考:

病害部分，需注意葉斑病、銹病、病毒病及紋枯病等問題發
生。若有需要防治藥劑，請參考「植物保護資訊系統」，或在

一、播種前

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點選玉米登記藥劑。用藥時應依

1. 注意氣象預報，避開大雨前播種。

標示使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的規定，期望今年農友皆豐

2. 應選植排水良好的田區並避開低窪地方。

產賣得好價格。【文圖/謝禮臣】

3. 選擇植株強健、不易倒伏的品種並採做畦栽培。

二、颱風季節來臨前
1. 合理化施肥，不施用過量的氮肥，以增強植株生長及強化
耐逆境能力。

2. 開排水溝排水，以利積水可快速排出。

1

4

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2

泝排水不良造成玉米植株黃化
沴颱風帶來的大雨過後應即時將
積水排出
沊遭秋行軍蟲危害的果穗樣態
沝中耕培土增加植株抗倒伏能力
沀經中耕培土後的田區能降低植株倒伏情況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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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限定～夏日芒果

甜 蜜 上市！

炎熱的夏天即將到來，南部春夏季天
氣日頭赤炎炎，今年芒果生育期間光照充
足，色澤漂亮、營養價值比以往還高，糖
度甚至超過12°Brix，比外銷日本的還甜，
歡迎消費者多加選購，一同享用味蕾的饗
宴！
芒果是外銷日本的重要農產品，且日本
要求甚嚴，輸日芒果糖度多高達12°Brix。
據統計，全臺芒果總生產面積16,313公頃，
臺南市即占4成半 (7,274公頃)，是芒果主產

區之一，今年受冬季低溫乾燥氣候加持，

1

2

臺南地區開花著果情形極佳，加上生長季節日照充足，光合作用旺盛，果實顏色漂
亮且營養物質累積充足，糖度較往年稍高，食用起來香甜味美且風味濃郁，現在的
甜蜜芒果正當時，保證讓消費者唇齒留香。
芒果不僅好吃，營養價值也高，根據衛福部食品營養成分表，每100g果肉含有維
生素A 1865 I.U. (國際單位)，為蘋果的155倍、櫻桃的93倍及奇異果的17倍；維生素

C 23 mg，為蘋果的8倍及櫻桃的2倍；菸鹼素 (維生素B3) 為0.5 mg為蘋果的10倍、

櫻桃的5倍及奇異果的3倍，芒果具豐富的維生素A含量，且有豐富的膳食纖維，是
現代「眼忙族」夏日不錯的選擇，也是目前防疫久坐缺乏運動的「居家辦公者」美

味的天然良品。
建議消費者選購具驗證標章的農產品讓美味與安心兼具，挑選芒果時以形狀飽
滿、果體完整、顏色鮮麗帶果粉者為佳，若購買未完全軟熟的芒果，宜貯放在室

3

泝夏日為品嚐芒果的最佳時機
沴芒果生育時期光照充足，色澤漂亮且糖度高
沊芒果果園結實纍纍

內陰涼處，太早放入冰箱會使果實的「後熟」過程停止，降低
芒果的風味和品質；但若已經散發出果香，代表成熟可食，最
好趁新鮮盡快食用，如需放置於冰箱，應置於下層蔬果槽中保
存，但也不宜擺放過長的時間，趁新鮮盡早享用芒果甜蜜好滋

雨季來臨，病害防治 動起來！

味，芒果香甜的滋味總是讓人禁不住想嘗鮮的衝動，心動不如

雨後頭號殺手：疫病、細菌病害與多數真菌病害。

馬上行動！

高溫、高濕環境加上病原菌易隨水傳播的特性，雨後需

【文圖/石佩玉】

慎防疫病、炭疽病、果腐病、蒂腐病等及各種細菌性病害
的大發生，請農友加強殘枝落果及罹病植株之清園，以減

110年農民生活補貼

每人1萬元
不用再申請，直接匯入戶頭

少感染源、使田區排水通暢，並加強降雨前後之資材及藥
劑預防。
增加植株對疫病抗性可配製中性化亞磷酸1,000倍稀釋
液，於雨季前每週施用1次，連續3次以上；雨後可依據各
作物之登記用藥補施疫病類藥劑，若接近採收期則改用安
全性資材，盡量減少雨季期間因病害造成之損失。

防疫期間避免群聚，不用急著刷本子

藥劑查詢請參考：https://otserv2.tactri.gov.tw/ppm/

1
農保或農職保
被保險人
110.4.30已參加

2

3

109年曾經申請
農民生活補貼的
實際耕作農民

參加農糧政策的
農民及青年農民

含參加農糧政策者及
改良場核可的實耕者

去年至110.4.30
輔導有案

! 排富｜108年度農業以外所得不得超過50萬元
專線電話

0800-222-991

木

瓜果

疫病病徵
↓

發放對象

↓

廣告

柑

橘

潰瘍

病病徵 ( 細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