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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的烟花颱風、8月初的強降雨及盧碧颱風，接力帶來豐沛
水氣，許多地方都傳出豪雨災情，尤其是以中南部主要農業產區

最嚴重；蔡英文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及農委會陳吉仲主委於8月
9∼10日南下關心中南部地區農業生產地區災情。
蔡總統指示，今年上、下半年接連遭逢旱災、雨

害侵襲，顯見農水路系統性規劃整合與相互支援重

要性，需完整考量。並加速災損救助流程，務必在

最短時間內協助農友復耕，並穩定農產品市場供需、

擴充冷鏈設備，使農產品有良好儲存條件。彰化以南等

7縣市全區域全品項災損救助公告，部分品項搭配免勘認災損率
措施為史無前例的創舉，也能加速農友復耕，

本次災損救助公告農委會快速處置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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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農友復育  啟動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

各縣市救助品項不盡相同，請至「農委會官
網首頁>公告」查詢，或直接掃描QRCODE

申請地點

地方
公所

受災農友可向全臺農業試驗改良場所諮詢輔導技術

辦理地區與品項:
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
縣、雲林縣、臺南市、嘉義縣、嘉義市、高雄市、屏東縣

受本次災害影響有復耕、復建資金需求之農民，
可向公所申請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年�月��日前免息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8月上旬西南氣流豪雨

現金救助
8月上旬西南氣流豪雨

現金救助

免除勘查種植事實(具有種植客觀證明文件者)
農民具有產銷履歷、投保農業保險、領有同品項農業天
然災害現金救助有案、領有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或
經本會農糧政策資訊管理系統登記有案者。

蔡英文總統南下

勘災指示加強加

速災損救助

蘇院長表示，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協助農友復耕，復耕資金部分可

申請低利貸款，利息部分今年至明年4月免繳利息。另外，為了讓農
友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救助，農委會宣布大幅簡化的災損認定方式，部

分品項若有科學數據可證實普遍已達損害臨界，那就不用再進行全面

勘損，農民申請後只要確認有種該作物，即可核給救助，希望透過這

樣的改變，讓農友在第一時間獲得所需要的協助。

為了讓農友及第一線工作人員更加了解本次災損判定作業，農委

會陳駿季副主委於8月13日南下雲林辦理「八月上旬西南氣流豪雨雲
林地區申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及勘查說明會」，說明本次災損認定規

範，雖然免現勘損失率，但仍需確定種植作物與申報內容相符，公所

可依現況，進行勘查調整。 【文圖/陳勵勤】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南下

勘災，指示災損認定以

從優從速從簡為原則

↓
農委
會陳駿季副主委說明

災
損
認
定
規
範

↑蘇貞昌院長關心瓜類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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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氣候變遷與節水耕作，本場於7月
23日辦理耐旱節水釀酒高粱‘臺南8號’觀
摩會。惟因新冠肺炎疫情與烟花颱風特

辦理線上觀摩會，農委會陳吉仲主任委

員、賴惠員立法委員及線上90位產官研
界代表參與，討論熱烈且收穫豐碩。

線上觀摩會首先由楊宏瑛場長說明，

並由育種者朴子分場游添榮分場長介紹

高粱‘臺南8號’耐旱、耐淹水、高產等
優點，本次於學甲示範區於4月播種，經
歷長期乾旱與連續降雨，田間生育狀況

良好，無穗上發芽或發霉之情形，且播

種、中耕等栽培管理均以硬質玉米之田

間機械進行，極省工。

陳主委針對高粱轉作說明政策面與執

行面二推行構面，政策面採大區輪灌將

規劃8萬公頃，其中雲嘉南2萬公頃不種
水稻，農民獲得每公頃綠色環境給付4.5
萬元、節水獎勵3.2萬元至4萬元不等；

若種植於非大區輪灌區仍有綠色環境給

付4.5萬元；產銷履歷驗證補助1.5萬元；
針對種植高粱獎勵措施將提供肥料或秋

行軍蟲防治藥劑進行研議；協調收購酒

廠保證價格20元以上。執行面則設訂計
畫生產目標，建構農民、農會、酒廠穩

定契作制度，全面機械化。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吳威達主秘、嘉義

縣政府農業處許彰敏處長、雲林縣政府

蔡蘭芬科長、李曉軍總幹事及邱子軒總

幹事也都表示傾全力配合農委會的規劃

推廣契作釀酒高粱的工作。此次觀摩會

的幕後推手，賴惠員委員感謝陳主委和

農委會各單位、金門方面、臺灣菸酒公

司和各農會及農民的幫忙及配合，才有

這個觀摩會，也請大家繼續努力建立完

善的高粱產銷體系，為農民創造更多的

收益。

會中討論鹽水區試驗田因鳥害導致產

量較低，應擴大栽培面積分散風險；斗

南鎮農會沈國銅先生分享去年農會從種

植、收穫、投標、原料烘乾、檢驗、包

裝、運輸及交貨等經驗，作為其他農會

參考。農民提議雜草推薦用藥問題，農

糧署張韻如科長和本場陳昱初副場長表

示，防檢局已召開高粱雜草用藥會議，

擬定3種殺草劑，近期針對這些藥劑辦理
新增施用登記，後續公告修改TGAP。
近期疫情降級管制，7月30日辦理學甲區
高粱實體觀摩會，將滾動式檢討政策面

與執行面問題，期能夠創造產業、農民

與環境的三贏局面！

【文/游添榮　圖/謝禮臣】

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劃大糧倉計畫以推動國產雜糧，

本場辦理大雜糧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由楊宏瑛場

長擔任主持人，邀集產官學研代表，分別針對大豆、玉米、胡

麻、落花生產業現況進行問題分析，並研擬科研策略，期望藉

由此交流活動，優化國產雜糧產業結構，進而提升國產雜糧競

爭力。

受到疫情影響本工作坊以google meet作為線上會議平台，導
入邏輯架構為主要決策思考工具，佐以專題報告與專家分享

等方式加強互動交流，以充分讓與會人員可於雲端進行跨域思

考，提供國產雜糧的創新策略。

工作坊以「產業出題，學研解題」之互動模式，後以「產業

提出需求→訂定共識目標→研擬科技策略→規劃配套措施」之

架構，促進產、官、學、研腦力激盪，產出雜糧產業之推動目

標及可行策略。 【文圖/吳昭慧】

大雜糧產銷價值鏈產研合作線上工作坊

↑工作坊透過邏輯架構工具，直指產業問題核心，擬定具體目標及策略

耐旱節水釀酒高粱臺南8號 稻田轉作新選擇
←耐旱節水釀酒高粱臺南8號線上觀摩會，
共吸引產官研界共90位參與

↓釀酒高粱臺南8號耐旱、耐淹水、高產等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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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土壤管理，有助於酪梨建立健

康的根系發展環境，搭配合理的病蟲害

管理及施肥策略，以建立酪梨健康土壤

環境，穩定品質與產量為目標，提供利

於酪梨根系發展的環境。

1園區整地及排水規劃，加快排水速度。酪梨根系不耐淹水，果園排水狀

況不佳可能會損害酪梨根系。影響園區

排水不佳的原因，包括地下水位偏高、

犁底層及黏質土壤等，故在種植前需先

了解園區的排水狀況。

①觀察地下水位及土壤質地：建議確

認園區土層2公尺以內不具有地下水層或
是淹水，確保根系生長環境有足夠的空

間；黏質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較好，雨

季時卻容易造成土壤水分不易排除。故

應確認園區排水方向，是否朝向對外排

水溝，以避免過多水分留在田間。建議

在栽種前先規劃好排水計畫 (做畦、暗管
排水) 及排水路線，以加快排水速度。
②打破犁底層：果園前期作物若為

水稻，建議在定植前先打破犁底層，促

進園區排水。一般而言犁底層深度約為

30∼50公分，可以挖土機先行打破犁底
層。

2施肥前先驗土，搭配土壤改良有助肥料吸收。土壤酸鹼值及有機質含量會

影響肥料吸收效果，建議先採集園區土

壤，送至所在地之試驗改良場所進行土

壤肥力分析。

①土壤酸鹼值：酪梨土壤酸鹼值範圍

建議在5.5∼7.5之間，此範圍內可使大多
數養分易於酪梨根系吸收。土壤酸鹼值

若低於5.5，可能造成酪梨吸收磷肥及鈣

鎂肥的障礙，並且增加硝酸態氮肥料的

流失風險；當土壤酸鹼值高於8.0，容易
使銨態氮肥料流失，以及降低微量元素

有效性，不利根系吸收。為了提高肥料

有效性，建議針對酸性土壤及鹼性土壤

進行改良，並且施用適當的肥料。酸性

土壤建議施用苦土石灰進行改良，而鹼

性土壤則建議使用硫磺粉進行改良，使

用時機建議在施基肥前10∼14天均勻撒
施在土壤表面。

②土壤有機質：土壤有機質有助於儲

存養分及水分、增加孔隙度及促進根系

生長。土壤有機質若低於3%，可補充有
機質肥料 (例如蔗渣堆肥、菇包堆肥或牛
糞堆肥等) 或是草生栽培進行調整。

3施肥方式要注意，避免傷到酪梨根系：尚未定植酪梨以前，在確認田區

排水良好後，將有機質肥料 (例如蔗渣堆
肥、菇包堆肥或牛糞堆肥等) 拌入土壤當
中。若是酪梨已經定植於園區，則建議

進行草生栽培逐步提高土壤有機質，盡

量避免定植後穴施傷到酪梨根系。酪梨

生長期的追肥，亦建議以施於土壤表面

的方式補充。

4搭配噴灌系統，實現保護根系及節水。開花期 (肉眼可看花時) 及結果期
為酪梨關鍵需水期，可以利用噴水帶或

搖臂式噴頭 (俗稱“噴鳥”) 進行田間水分
管理，適時提供酪梨水分並避免土壤水

分過高造成根系受損。  【文圖/潘佳辰】

↑園區設置排水孔，有助於加強酪梨果園

排水能力

↑透過噴水帶或搖臂式噴頭於酪梨生長關

鍵時期供應水分

↑果園草生栽培，有助於累積土壤有機質及

提升保水、保肥能力

酪能認識梨 -酪梨土壤管理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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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間不能天天跑市場，又想居家

自煮，讓家人吃得營養又健康，冷凍蔬

菜免切免洗，提供你輕鬆優雅的上菜。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曾公開表示食用冷
凍蔬菜比新鮮蔬菜還好，營養價值也比

較高，主要的原因是蔬菜經採摘後，它

的過氧化酵素仍然會持續作用，導致營

養的流失與色澤的改變，而冷凍蔬菜經

過殺菁，破壞過氧化酵素的活性，再加

上急速冷凍，保留蔬菜風味、外觀與營

養素，避免蔬菜運輸及儲藏過程中營養

流失及外觀黃化或黯淡變黑，所以冷凍

蔬菜的營養比千里迢迢由國外進口的生

鮮蔬菜好。冷凍青花菜從採收、清洗、

截切、殺菁到急速冷凍，僅花費6∼8小
時的時間，即時鎖住所有的營養及風味。

青花菜屬於十字花科蕓薹屬，富含

多種營養元素，包含有維生素A、維
生素Ｂ1、維生素Ｂ2、維生素Ｂ6、葉
酸、菸鹼酸、維生素C、鈣、鎂、鋅、
鐵⋯⋯等礦物質，在蔬菜界來說，可算

是數一數二的高營養價值。值得注意的

是，青花菜含有高量的硫代葡萄糖苷 
(glucosinolates) 及蘿蔔硫素 (sulforaphane) 
等物質。硫代葡萄糖苷及蘿蔔硫素也是

青花菜生食時辛辣味或是烹煮後苦味的

來源，所以千萬別因為青花菜的特殊味

道，而錯失它豐富的營養。

青花菜營養又好吃，但用錯烹調方

式，營養成分大大流失。青花菜經加熱

後，抗氧化酵素就會被破壞。曾有試驗

指出，青花菜經過水煮、蒸熟、微波、

油炒後，分別測量其硫代葡萄糖苷流失

量，結果發現蒸熟、微波、油炒等方式

保留大部分硫代葡萄糖苷，然而水煮30
分鐘後，流失77％硫代葡萄糖苷。或是
以75℃以下的熱水汆燙，減少抗氧化酵
素的流失。 【文圖/李杏芳】

居家自煮 的備餐聖品-國產冷凍青花菜

紅龍果火紅登場  消暑通暢又養生

↑冷凍青花菜經殺菁、急速冷凍後，風味、

外觀及營養素均維持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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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消費者多多品嚐國產優

良紅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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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果有豐富的礦物質及維生素，尤其鐵質為蘋果的8
倍、奇異果的2倍及櫻桃的4倍，鎂為蘋果的8倍、奇異
果與櫻桃的2倍，維生素C及維生素B2與B3均為蘋果的
2倍，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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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虛寒者則應避免食

用過量，以免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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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鱗片轉紅
達1半以上，無擦壓傷、病蟲害或裂
果，鱗片及果梗切口均新鮮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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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肉種外型美觀亮眼，口感爽脆

多汁，清甜無負擔

←紅肉種肉質細軟多汁甜度高，且

富含抗氧化的甜菜紅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