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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日漸濃厚，又到了品嚐文旦的好食機！文旦果肉粒粒晶

瑩剔透，且具有「酸」、「甘」、「甜」的獨特風味及口感，

是國人中秋節不可或缺的應景水果。今年果實生育期日照及雨

水充足，不論在果實外觀、果肉飽滿度與品質上都非常穩定。

文旦果實柚農習慣於白露 (9月7日) 前約1∼3週採收，今年白
露距離中秋節 (9月21日) 時間較長，採收後有充足的時間進行
「消水」，待表皮略為皺縮轉黃，此時果肉會漸變軟，進嘴果

肉Q軟、滋味甘甜，令人口齒生香！
因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農委會自去年起積極輔導外銷

業者與農民，透過跨境生鮮電商模式在疫情期間維持出口，去

年中秋節首次將臺灣新鮮文旦柚成功宅配銷往新加坡、香港及

澳門等海外市場，直接送到各國消費者手中，今年更擴大增加

日本市場，整體訂單超過2,000筆，銷售量約8公噸，較去年成
長50%以上。
跨境電商不僅擁有銷售實績，同時也具有宣傳效益。跨境

電商鎖定目標為各國高端消費者族群，與既有傳統通路有所區

隔，藉由網路資訊傳播與實際下單訂購，累積對臺灣農產品的

良好印象，也因而帶動實體通路採購實績及國際行銷曝光率。

農委會將持續輔導國內跨境生鮮電商業者擴大經營，期盼掌握

全球網購發展契機，開創臺灣生鮮農產品外銷新模式。

為了讓消費者更加認識臺灣文旦的美好，幫助農民行銷國產

文旦，農委會延續去年的柚香券模式，消費者在指定實體店面

或電商購買文旦滿500元即贈100元柚香券。我們也將透過多元
通路來行銷最優質的臺灣文旦，包括農會超市、農夫市集、社

區小舖、農產品展售會、團膳、國軍副食等，並輔導業者獎勵

外銷，將臺灣文旦推廣到全世界。此外，由於文旦全果都可以

利用，我們也補助產地農會辦理文旦供應加工計畫，要求加工

廠以每公斤12元以上收購大果進行加工，至少執行1,000
噸。

本場也提醒消費者除可直接向熟識柚農試吃、購買

外，可把握以下選購的撇步：

①外觀及色澤：果實呈黃綠色至淡黃色，果皮油胞分佈

均勻、細緻，剝開後果皮較薄、果肉質地也會較細緻。

②形狀：挑選果實形狀要勻稱、不歪斜，以底部寬而

上尖，呈短三角形者，果肉較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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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滋味誘人果肉

粒粒晶瑩剔透，且

富含膳食纖維及 
維他命C

挑選文旦果實油胞細

緻、果形底寬上尖呈

短三角形者品質最優

臺灣文旦秋飄香 挑選底 寬 上尖 品質優

↑透過跨境電商，開創臺灣文旦外銷新模式

③重量：不用拘泥果實大小，挑選有沉重感的果實，代表果

肉發育充實、水分也較多；較大的果實 (超過600公克) 其果肉
豐厚、大口吃最過癮、較小的果實 (小於400公克) 果肉相對較
細緻、耐久放，各有其特色。

文旦營養價值高，又富含膳食纖維有助消化，是很好的天然

健康食品，屬於少數耐存放、後勁足之國產水果，現正值文旦

產期，請大家多多選購，讓您吃得健康美味，又能做好體內環

保。【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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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於107年11月1日開始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試辦期間採「先傷後病」，第一階段優先試

辦因果關係較為明確的「職業傷害」，108年8
月7日及110年5月1日起陸續完成擴大納保對象
及提高傷害給付等精進措施。第二階段110
年9月10日起將職業病納入農民職災保險給
付，讓農民職業安全保障範圍更為完整。

由於農業工作具多元性及特殊性，參考勞

工保險及職業傷病防治服務制度，將農民職

業病的認定方式，分為「傳統職業病認定」及

「擬制視為職業病」兩種模式。「傳統職

業病認定」係比照勞工保險制度，將已

獲得流行病學具體共識，因果關係明確

者，正面表列為職業病項目，訂有認

定參考指引，提供醫師診斷參考。例

如：採收洋蔥致黴菌性角膜疾病，或

一些人畜共通疾病等11項；比照目前農
民職業傷害申請方式，由農民持給付申

請書及給付收據，並檢具診斷書，經由農

會向勞保局提出申請。

「擬制視為職業病」部分，為正面表列以外的

其他疾病項目，將由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合作網絡醫院

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依醫理見解，協助個案評估，如經勞保

局審查通過後，擬制視為職業病，提供農民職災保險給付；申

請時農民須至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合作網絡醫院就醫，由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治個案評估後，開立職業病診斷書及評

估報告書，併同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經由農會向勞保局提

出申請。

農民職災保險對於職業病的給付項目與職業傷害均相同，分

為傷病給付、身心障礙給付、喪葬津貼及就醫津貼等4項。保
險費暫時維持不變，依給付額度分為每月15元及增給傷害給付
每月20元兩種級距；保險費率未來將依規定，定期滾動檢討。
未來也將持續強化農民職業安全教育，從瞭解農業工作職業災

害的發生原因做起，建立農民職業安全意識，做到預防勝於治

療，避免農民職業傷病的發生。【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認定
方式

申請
方式

1.農保被保險人
2.健保第三類被保險人
3.區域從農零工

正面表列職業病項目
訂定認定參考指引

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依醫理見解
個案診斷評估

已有文獻支持 因果關係明確

傳統職業病認定
未有文獻支持 因果關係尙未明確

擬制視為職業病

醫師開立　診斷書
10大防治中心及合作網絡醫院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開立
　診斷書  　評估報告書

加保資格3種
加保程序不變

給付
項目

每月
保費

傷病給付
就醫津貼

身心障礙給付
喪葬津貼

一般傷病給付 15元/月
增給傷病給付 20元/月

農民持　給付申請書及　給付收據，經由投保農會提出申請，送勞保局審查。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再升級
職業病納入保險給付範圍

29萬被保險人立即受惠110/9/10起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再升級 職業病 納入保險給付範圍

為提高青壯年農民從農意願，並且擴大經營規模，修正專

案農貸規定，包含放寬貸款對象、調降利率、提高額度規定，

「青年從農創業貸款」修正名稱為「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

增列年齡逾45歲至55歲以下且申貸前3年均有農業生產事實，並
符合特定條件之青壯年農民為貸款對象，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

額度為500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為100萬元 (得循環動用)，貸
款利率目前為0.79%，較多數專案農貸之1.04%優惠。
也增列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者為貸款對象，期許可以加速推

動農產品溯源政策。增列通過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之農民或農

民團體為貸款對象，增訂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1千1百萬
元，其中資本支出最高為8百萬元，週轉金最高為3百萬元；通
過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之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為貸款對象，產銷

經營計畫免專案核准，由貸款經辦機構審核。每一借款人最高

貸款額度為5千萬元，含週轉金最高為1千萬元，有契作關係者
最高為2千萬元。【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也能貸款

↓
9月10日起，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再

升
級



中華民國110年九月十日出版	 第三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303期

胡麻即俗稱的芝麻，國產胡麻現主要

栽培品種為臺南1號，加工後風味佳且
受消費者喜愛，目前全臺灣胡麻栽培面

積約2,000公頃，而雲嘉南地區主要集
中於秋作栽植，秋作於國曆8月下旬∼9
月中旬進行播種，建議於白露前即播種

完畢，胡麻栽培管理方式和旱作雜糧相

似，但仍有些栽培細節需注意，以提高

胡麻單位面積產量，以下針對秋作栽培

管理方式進行幾個重點建議：

①注意胡麻播種時土壤含水率以提

高種子發芽率：壤土土壤含水率約16∼
20%，種子發芽率可達90%，當土壤含
水率低時，建議先行灌溉後再播種，或

播種後立即灌溉溝面，以提高種子發芽

率。

②胡麻根系不耐淹水，建議開溝作畦

以利排灌水：種子發芽後的生育過程，

植株對淹水的忍受力較差，易發生水

害，故建議作畦栽培，畦溝距約100∼
120公分，以一畦兩行條播方式最佳。

③播種後10∼15天疏苗，建議栽培株
距為10∼15公分：於胡麻幼苗長至2∼3
對真葉或種子出土後約第10∼15天時進
行間苗，將弱苗疏掉，保留生長勢較健

壯的株苗，去除小苗，保留大苗。

④開花期適當的水分灌溉可提高產

量：胡麻於始花期 (約播種後20∼25天) 
和盛花期 (約播種後40∼45天) 酌予灌
溉1∼2次，但灌水量不宜過多，以畦面
吸水至濕潤即可排水，注意田區不可積

水。

⑤適當摘心可提高末端蒴莢飽實度：

胡麻花序屬無限生長型，頂端的花蕾多

結球萵苣為臺灣第二大外銷蔬菜，

臺灣的主要種植適期為9月中旬至翌年4
月，然而在早秋或晚春時節種植時，由

於氣溫較高易出現結球不良或頂燒症等

生理障礙，亦有較高害蟲危害風險，此

時種植結球萵苣，對於選植品種、肥料

用量、水分控制及病蟲害管理需特別注

意，分述如下供農友參考。

①選用耐熱不易發生頂燒症之品種：

缺鈣為頂燒症發生主因，另有光度、氣

溫、濕度等栽培環境因素亦會影響其發

生。本場進行不同品種篩選試驗顯示，

品種間頂燒症的發生有顯著的差異。

如：長生50號、EX-0278及包心萵苣3號
等即為國內表現良好之商業品種。

②注意氮肥施用量及加強鉀肥施用：

9月份種植結球萵苣由於栽培期氣溫高，
生長時間短，此時應特別注意肥料之控

制，藉由土壤檢測的結果合理化施用氮

肥並加強鉀肥使用可有效降低頂燒症產

生。

③依據生長期調整灌溉水量：萵苣栽

培合理灌溉模式，除避免乾濕變化過度

劇烈，也應依據不同生長期調整灌溉，

苗期灌溉水位以畦溝7分滿為標準，可有
效提供幼苗根部水分；當植株生長葉片

出現包捲葉時，可將灌水量降至5分滿，
避免表層水分過高抑制植株根系開展，

影響後期植株生長；萵苣結球時期，應

以3分滿做為灌水標準，避免灌溉水接觸
外垂至畦溝之葉片，導致葉片腐損影響

商品品質。

④注意蟲害發生高峰期加強防治：

依據本場往年於雲林縣麥寮區田間害蟲

的監測結果，10∼11月間於結球萵苣主
要生產地區監測到夜蛾類發生高峰，其

中又以斜紋夜蛾與甜菜夜蛾族群數量較

高，建議可於萵苣生產期間持續應用性

費洛蒙進行害蟲誘捕，進一步於推動區

域內共同誘殺防治措施，並於好發期加

強田間巡查，依據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

劑，適時投入防治資材進行干預。

在較高溫的早秋或晚春季節種植結球

萵苣，無論是生理障礙或是病蟲害的發

生風險都遠高於冷涼適期，種植時應綜

合前述各項管理措施，期能穩定其品質

與農友收益。 【文圖/張為斌】

高溫季節 結球萵苣 栽培管理措施

↑頂燒症於外葉葉緣出現壞疽，影響商品價值

↑葉蛾類害蟲啃食結球萵苣葉片影響植株

生長與商品價值

胡麻 秋作栽培管理要點 為無效花，如要使胡麻末端蒴莢飽滿，

降低未成熟種子比率，可在始花後21∼
30天以鐮刀除去植株頂端部份。唯摘心
非胡麻栽培過程必要之程序，如人工不

足亦可省略。

⑥當胡麻下位葉轉為黃色且開始落

葉，85%以上蒴莢種子轉黑即可採收：
當胡麻植株下位葉轉為黃色，逐漸由下

往上開始落葉，蒴果轉黃，中上節位蒴

果內種子已由乳白色轉為黑色時，即可

收穫。

⑦田間留選健康植株以確保種原品

質：田區選擇健康強壯無病害之植株作

為種原，將該些植株種子另外單獨採

收，且採收時去除根部，以減少種子帶

菌問題。【文圖/黃涵靈】

泝胡麻幼苗長至2
～3對真葉時進
行間苗

沴適當摘心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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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值豔陽高照午後陣雨的季節，在蘆筍栽培上，應用設施溫室可避免

雨害及莖枯病危害，然而設施高溫悶熱易引發一些生長不良情形，例如母莖

生長勢較差，側枝生育勢不佳，萌生之嫩莖較易有開芒、畸形、纖維較多等

現象。為改善設施蘆筍栽培受高溫影響，茲提供下列管理措施提供農友參考。

① 春作採收期結束後之母莖更新作業，割除母莖後徹底清園，以降低下一作病蟲害源。
② 割除母莖後應充分灌溉，以促進各鱗芽群之鱗芽萌生嫩莖，並加速嫩莖生長，增
加畦面留母莖之整齊度。

③ 留母莖期於擬葉尚未展開前，若遇強光高溫氣候，建議局限於植株區頂部拉起
遮光網適度遮光，減少高溫影響母莖生長，但注意於母莖養成後須將遮光網

撤除，以利展開之擬葉層能接受足夠光照行光合作用。

④ 母莖選留時，除注意每株推薦留存支數，也需注意地上部分枝及擬葉可充
分覆蓋畦面，除維持足夠光合作用效率，也可降低土壤水分蒸發速率維持土

表濕潤。

⑤ 因應高溫少雨蒸發作用旺盛時期，應適度增加灌溉水量，減少嫩莖開芒、纖維粗
比例，避免受高溫加上乾旱之雙重影響。灌溉建議於下午時段，避免水分散失

過快，也可促進夜間嫩莖伸長。

⑥ 為改善設施悶熱現象，建議可裝設內循環風扇，使換氣率達每分鐘設施
體積0.3次為原則。內循環風扇建議於日出時段及中午高溫時段開啟，以
避免瞬間高溫/熱累積之傷害。
上述為設施蘆筍栽培因應高溫之管理措施，提供簡易大原則方式給農友

參考，期能優化蘆筍之栽培情形。　　　　　　　　　　　【文圖/郭明池】

番茄定植初期注意番茄潛旋蛾 防治

雲嘉南地區番茄於9月陸續定植，設施內若有番茄潛旋蛾入
侵危害植株，會造成植株皺縮乾枯發育不良，嚴重影響果品價

值與收益，提醒農友加強種苗檢查、清除設施周圍雜草、監測

其密度同時配合藥劑防治，以減少番茄潛旋蛾危害。

番茄若種植於非密閉式或欠缺防蟲網隔離設施中，須特別注

意番茄潛旋蛾自周邊環境入侵。幼蟲會鑽入葉片、莖部、果實

等部位取食，造成葉片上有大片白色被害狀，影響植株生育與

果品價值，栽培過程中須嚴加防治，提供防治5技巧供農民參考：
①加強種苗檢查：進苗時加強檢查及藥劑防治，確認未潛藏

害蟲再移入設施內本田定植，入苗後使用公告之緊急防治藥劑

進行防治。

②清除生產場所內及周邊雜草：清除生

產場所內及周邊50公尺茄科雜草如龍葵、
瑪瑙珠及曼陀羅等，避免雜草寄主孳生害

蟲。

③輪作：若番茄潛旋蛾族群數量高，可

輪作非寄主作物如水稻、草莓、葫蘆科、

菊科或十字花科等。

④加強田間巡視：可懸吊黃色黏紙監測

蟲體密度，若平均一周蟲數即將超過100
隻則啟動藥劑防治。

⑤施藥防治：施藥時用水量須足夠，確保藥劑均勻噴灑至寄

主植株之葉面、葉背、生長點與花萼，以及周邊害蟲停棲、藏

匿處。若使用授粉昆蟲，建議開花前及授粉期間停止施用蜂毒

性高的防治藥劑。果實採收完畢、清除田區內植株前應施藥1 
次，避免害蟲飛散。建議於斷水前2∼3日或斷水當天施藥。
番茄潛旋蛾的生態資料、危害特徵、辨識方法與防治管

理，可至防檢局網站番茄潛旋蛾專區 (https://www.baphiq.gov.
tw/ws.php?id=20492) 查詢，或洽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
(https://www.tndais.gov.tw/ws.php?id=382)。用藥時應依標示使
用，並嚴格遵守安全採收期。

【文圖/黃秀雯】

↑幼蟲從萼片 (圓圈處) 處蛀食果實 ↑幼蟲潛食番茄葉肉呈薄膜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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