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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於本(9)日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辦理「邁向農業淨
零排放策略大會」，邀請來自全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團

體與產業代表近兩百位與會，共同擘劃我國農業淨零碳排路徑

藍圖。行政院院長蘇貞昌親臨會場致詞，肯定農委會在不到2個
月辦理27場次座談會，加大加強蒐集的各方建言，形成具體策
略措施的作為，並期許本次大會凝聚共識，在農業部門戮力總

動員下，加速達成我國邁向淨零排放的目標。農委會主委暨大

會主席陳吉仲出席閉幕致詞時宣示，農業部門在2040年將完成
淨零排放目標。

院長期許農委會形成淨零排放良策

蘇院長致詞時表示，臺灣去年經歷百年

大旱及其後的暴雨不斷，都在在證明氣候變

化已為既成事實，人類勢必積極因應。淨零碳

排已是世界趨勢，也是我國的國家目標。推動淨零減碳，政府

推動立法，也感謝各界團體及民間產業及全民的支持。農業是

國家整體經濟重要的一環，受到的衝擊更是直接劇烈，為此，

農委會率各部會之先成立專責辦公室，展現農業部門對於氣候

變遷政策的高度重視，並宣示投入100億經費推動相關政策，擘
劃政策路徑。

大會聚焦共識決策  淨零排放可期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今天的大會以

「淨零永續 韌性共榮」為中心議題，針對
「減量」、「增匯」、「循環」及「綠趨勢」

4大主軸，深度探討農業淨零排放的重大策略及具體措施，會議
結論將納作農業部門推動淨零排放之施政重點，擬訂具體行動

方案，落實執行推動。

19項策略、59項措施  推動跨單位合作具體落實

陳吉仲主委感謝各界團體及專家學者整日的會議參與並表

示，為形成農業部門淨零排放策略架構，必須廣泛蒐集各方意

見，因此，農委會除了成立專責辦公室外，更比照107年全國農

業會議辦理模式，巡迴全國辦理座談，蒐集各方建言、凝聚共

識。藉此，農業部門具體訂定2040年淨零目標，包含要達成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50%、推動國公私有地造林面積、提昇國產材
自給率、建立農林漁畜低碳永續循環場域、農業綠能發電滿足

農業用電比例達百分百等多項執行目標，藉由全面加速推動我

國農業淨零排放措施，農業部門有決心提早於2040年達成農業
淨零排放目標。

陳吉仲說，回顧過去全國農業會議中的73項結論，持續落
實推動，截至目前已有部分結論辦理完成。今日會議在「減

量」、「增匯」、「循環」及「綠趨勢」等四大主軸下具體提

出19項策略與對應的59項措施，未來也將據以形成行動方案，
透過跨單位部門及國家間合作、形成農漁民及參與者誘因、建

立碳權交易運作機制、執行示範場域合作，並循全國農業會議

模式，定期與全國產官學界檢視及列案管理。

即刻落實推動淨零排放良策，農委會有決心

會議凝聚重要措施包括：1. 全面建立農業生產碳排資訊，
建立低碳農漁畜的生產模式，達到減量的目標，有效減少溫室

氣體的排放。2. 增加森林碳匯面積、加強森林經營管理、提高
國產材利用、強化海洋及溼地碳匯管理，以建構負碳農法，強

化具碳匯效益。3. 農業剩餘能源化、資源化、材料化與加值再
利用，並推動農業跨域循環示範場域，加強農業循環技術科技

研發，創造農業加值再利用。4. 建構能源自主農漁村，推動農
業部門有效碳定價及碳權交易制度以及農業綠色金融及綠色消

費，達到農村自主發電，用電自給自足。並在各項措施下設定

具體的做法與路徑，明確2040農業淨零排放的目標願景。
本日的會議結論將納作農業部門推動淨零排放之施政重點，

相關資訊也已同步放置在該會官網之主題網站，歡迎所有關心

農業淨零議題的民眾，至農委員官網 (https://www.coa.gov.tw) 連
結觀看。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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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農業淨零排放策略大會
匯聚共識擘劃路徑藍圖

推動2040農業淨零排放

↑邁向農業淨零排放策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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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花期為炭疽病、白粉病及蒂腐病

的好發時間，同時田區小黃薊馬及葉蟬

密度亦會逐漸上升。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表示臺南地區芒果即將進入盛花期，此

時期農友應密切注意與掌握病蟲害發生

情形，適時用藥防治以確保日後結果及

果實品質。出現病斑時立即施藥，以預

防及控制病害的發生蔓延。套袋前應先

施藥一次，待藥水乾後再套袋，可降低

炭疽病及蒂腐病的侵染機率及減少施藥

次數。另於盛花期至謝花幼果期，易於

田間發現芒果畸形病的花穗，宜將罹病

枝條及花穗剪除並移出果園，減少病原

菌傳播機會。

炭疽病可危害果實、花穗、嫩葉及

嫩枝等。新抽出的幼嫩葉片極易受侵

染，初期產生紅色小斑點，逐漸擴大呈

褐色病斑。花穗感染後花梗變黑褐色，

小花亦褐變後脫落。該病害於開花期

始、生育期中、採收後運輸及貯藏期皆

可發生。在高濕的環境下，病斑上產生

許多突出之小黑點，由此溢出粉紅色黏

狀物，為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孢子易藉

雨水飛濺與氣流帶動傳播，故芒果樹下

掉落的病葉與病果為炭疽病主要的感染

源之一。藥劑防治應從芒果秋梢開始，

防止新梢受病原菌感染，雨後需加強防

治。

蒂腐病和炭疽病一樣可於枝條、果梗

及果實上潛伏感染，在枝條上形成黑點

及黑色斑塊，果實發病初期亦與炭疽病

類似，為黑褐色斑點，後期病斑面積擴

大、破裂，防治要點與炭疽病相同。

白粉病以盛花期發生最嚴重，花穗

及幼果果柄為主要被害部位，但管理不

良的果園，幼葉亦會受感染。開花時期

花穗及幼果果柄被害處呈現一層薄薄白

粉狀，此為病原菌之分生孢子，時間一

久被害部轉為黑色枯萎，花穗會完全掉

落，幼果果柄被害時幼果亦會脫落。病

原菌孢子主要藉風傳播，訪花昆蟲亦可

攜帶蔓延。白粉病以初春乍暖還寒時節

發病嚴重，偶爾降雨可以促進病害快速

蔓延。其防治方法為開花或發病初期開

始施藥，至幼果期為止。

芒果病蟲害關鍵發生時期，臺南區農改場籲請提前加強防治

↑芒果炭疽病果實病徵 ↑芒果炭疽病葉片病徵

↑芒果蒂腐病枝條病徵 ↑芒果蒂腐病果實病徵

↑芒果白粉病花穗病徵 ↑芒果白粉病葉片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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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畸形病花穗病徵

↑小黃薊馬成蟲及若蟲

↑罹病花穗由病徵處往上修剪

45∼60公分
↑小黃薊馬取食危害芒果幼果

造成果皮粗糙

↑芒果葉蟬聚集於芒果葉背

↑芒果葉蟬於芒果枝條上取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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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穩定新進農民之生活、降低從農風險並營造良好的農業

經營環境，鼓勵優秀人才投入農業，農委會自109年下半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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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格者最高給予2年72萬元之農業經營準
備金；111年上半年開放申請期間自2月21日起至3月11日止，
歡迎有興趣的農民與農校畢業生報名參與。

推動新農民培育計畫、持續輔導青年投入農業

農委會說明，為創造更良好的農業經營環境，提升農民專

業能力與提升產業價值，協助青年返鄉從農，自106年起推動
新農民培育計畫，規劃10年內培育3萬名新農民，截至110年
底已累積培育達15,488人；未來將持續依青農實務需求，協
助克服從農遭遇門檻，提供多樣化之輔導資源，並建置在地

青農交流平臺，營造交流與互助環境，引導群聚合作。現已

有6,182位青農加入，期盼透過新進農民導入產業，促進農村
人口活化。

農業經營準備金方案、降低從農風險穩定經營

農委會表示，新進農民申請並經審查符合資格條件後，將

給予最高2年合計36萬或72萬元的農業經營準備金，按月給
付1.5萬或3萬元，以穩定新進農民經營、發展茁壯。109年至
110年下半年申請案件，經書面資格審查與實地訪視，符合資
格者已按月給付農業經營準備金，目前已有262位新進農民納
入輔導。

農委會指出，111年上半年方案除延續原先內容，並放寬
農業相關科系採認之科別與系所，如昆蟲、航海、輪機、船

舶機電或海洋生物科技等相關科系，另以1月31日作為申請人
之年齡與實際從農年期等之基準日；本次提供300位名額供新
進農民申請，後續也將透過訪視作業針對已領取農業經營準

備金之申請人，持續追蹤輔導產業發展狀況，以利串接本會

相關產業資源。

農委會強調，歡迎農業公費專班畢業、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或經其他農業專業訓練具農業經營技術之新進農民參與，該

會除提供本方案申請外，亦有各項輔導措施，以多元化的農

業政策，協助青年農民在農業領域穩健發展。申請期間自111
年2月21日起至111年3月11日止，採線上申請，請至該會農
業經營準備金線上申辦整合系統 (http://www.yfreserves.tw/) 辦
理，農委會另提供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508-598)供有興趣的
新進農民洽詢。 

【文圖/摘錄自農委會新聞稿】

農業經營準備金 開放申請

提供青年從農經營輔導
芒果畸形病在田間造成芒果樹的葉及花穗畸形，農民稱之為

「瘋花」或「瘋欉」，受感染的花穗不易著果，也有人稱之為

「公花」。罹病花穗出現花軸變短簇生，嚴重時其體積可達正常

花穗的1倍半到2倍大，幾乎不著果也不正常謝花，因此於盛花期
至謝花幼果期易於田間發現，罹病花穗數量多時，將對產量造成

影響。建議農民在疏果修剪枝條時，若發現畸形花穗及枝葉，將

其剪除，修剪時應由病徵處再往上多剪除約45∼60公分 (約一尺
半到二尺)，如此可將病原菌去除得較乾淨，剪下的罹病組織需
移出，若任其留在田間，病原菌仍會再度隨風雨傳播。本場利用

登記於芒果的殺菌劑進行防治效果篩選，其中25.9％得克利水基
乳劑、31.6％貝芬撲克拉水懸劑、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及50％
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四種藥劑，可同時抑制病原菌的菌絲生長及

孢子發芽。田間有畸形病發生的果園，可於疏果修剪後利用上述

藥劑同時進行炭疽病及畸形病的防治。

小黃薊馬與芒果葉蟬為芒果花期主要害蟲，小黃薊馬於芒果

栽培區整年發生，其刺吸式口器可危害新梢嫩葉、花器及幼果，

嫩葉受害，導致葉表凹陷皺縮，影響植株生育；危害花穗及花器

會影響著果，降低產量；危害幼果則造成果皮粗糙，甚至提前落

果，影響產量並大幅降低果實商品價值。葉蟬成蟲喜棲息於葉背

或陰暗處，產卵於葉脈、花穗的幼嫩組織中，專門吸食嫩葉、花

梗汁液，造成落花落果，其分泌的蜜露還會引發煤煙病，嚴重影

響植株光合作用。

農友可懸掛黃色黏蟲紙於新梢、花穗與幼果附近枝條上，或

利用白色紙張拍打花序，監測小黃薊馬及葉蟬族群數量變化，或

由上述受害徵狀判斷此蟲在園區的危害情形，適時採取防治措

施，避免果實受害，小黃薊馬及葉蟬族群密度高時每7天施藥一
次。防治注意要點有：(1)施藥操作時注意躲藏於葉背蟲體。(2)
適量添加展著劑增加藥效。(3)枝條適當修剪維持通風，有利藥
劑均勻分散於植株，同時減少小黃薊馬及葉蟬棲息環境。(4) 小
黃薊馬寄主範圍廣，清除果園中闊葉雜草等其他寄主，可以減少

孳生源。

上述病蟲害防治藥劑請參考農藥資訊服務網。 (h t tp s : / /
pesticide.baphiq.gov.tw/information/) 搜尋芒果登記藥劑，或
於本場網站「農作物登記用藥」(https://www.tndais.gov.tw/
ws.php?id=382) 點選芒果登記藥劑。用藥時應依標示使用，並嚴
格遵守安全採收期。外銷供果園應特別留意藥劑殘留問題，須遵

守輸入國的用藥規定。農友若有用藥等相關問題可與本場植物保

護研究室聯絡。       【文/圖陳盈丞、陳昇寬、蔡孟旅、吳雅芳】

農藥資訊服務網 本場農作物登記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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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善農獎IPM Award」旨在發掘
表揚全國實施作物有害生物綜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成功
案例，提升消費端的認同，及推動IPM
觀念。農委會於2月23日舉辦第二屆「永
續善農獎IPM Award」頒獎典禮，由陳
吉仲主任委員親自頒獎，肯定「現場操

作組」10名入圍者、「技術創新組」3名
得獎者與「行銷推廣組」3名得獎者，並
當場揭曉「現場操作組」3名得獎者；共
9名得獎者獲頒永續善農獎IPM Award獎

盃、獎狀及獎金，表揚其在推行作物有

害生物綜合管理 (IPM)的優秀成效與貢
獻。

「現場操作組」三位得獎者分別是

嘉義縣太保鄉吳世彥，台南市麻豆區李

佳翰及臺南市玉井區果樹產銷班第60班
林易辰/林漢維/郭玉樺/廖高明，均為本
場轄區內優秀農民，另外嘉義縣太保鄉

李榮善及雲林縣莿桐鄉王健生亦有入圍

「現場操作組」。本場平時關心農友，

前往園區指導栽培管理，輔導病蟲害監

測及防治技術，與農友探討各種可能導

入之防治方法，尋求理想之整合性管理

體系，期能減少化學農藥使用，友善農

友及土地，營造農友、土地及消費者三

贏之局面。輔導之農友能夠得獎獲得肯

定，本場與有榮焉。

「行銷推廣組」得獎者為臺南市吉

田田有限公司以天敵昆蟲等資材為核

心，輔導農友導入IPM防治害蟲，以降

低化學農藥使用量；本場應用其生產之

菸盲椿產品於設施小果番茄內防治銀葉

粉蝨，獲得良好防治成效，同時大幅減

少化學農藥之使用。雲林縣西螺鎮農緯

果菜有限公司則利用「樓地板保價機

制」，降低農友初期投入IPM之門檻。
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藉由辦理食農教育

及透過農民市集或消費者見面會等活

動，提升消費者對於IPM的認知與認同。
「永續善農獎IPM Award」之活動除

了協助生產田區落實IPM管理，同時在
消費端辦理行銷推廣活動，讓優良的

IPM理念及技術為更多農友所接受、應
用，進而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達到農地

永續利用之目標；所生產之優良安全農

產品為消費者所喜愛。恭喜得獎農民及

單位獲得肯定，也歡迎有志之士踴躍加

入永續善農的行列，一起為美好的土地

打拼。

【文/陳昇寬　圖/摘錄自農委會】

第二屆永續善農獎IPM Award揭曉

近日疫情已漸趨緩，為了讓農民更新

農業新知和相關農業政策，本場於2月25
日在民雄鄉農會供銷部會議室舉辦鳳梨

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由本場

陳昱初副場長和民雄鄉農會涂文生總幹

事共同主持，近70人熱情出席，其中包
含數名青年農民，與會人員全神貫注聽

講也遵守防疫規定全程配戴口罩。

涂文生總幹事率先開場，說明嘉義縣

為臺灣鳳梨主要產區之一，其中民雄鄉

種植面積最廣，以金鑽17號和牛奶鳳梨
為主，先天弱酸性土質和高溫的優良條

件，農民配合研究單位的輔導，生產出

來的鳳梨品質香甜汁多久負盛名。民雄

的鳳梨除了國內自銷之外，也提供到中

國大陸和其他國際市場，已建構相當穩

定的產銷系統。陳昱初副場長表示，率

領臺南場團隊，希望藉由此次場合做專

業的技術宣傳提供與會農友參考學習，

解決栽培管理或其他農業相關問題。座

談會部分，民雄青農聯誼會會長張智源

先生就多項農業政策提出意見，列舉擴

大家庭農場經營優惠貸款、青壯年農民

貸款週轉金、農場登記申請以及其他青

農遭遇到國有林地承租權繼承問題；陳

昱初副場長和民雄鄉農會推廣部賴國忠

主任及與會專家現場逐項釋疑，允諾將

農民的困境詳細紀錄，會後向相關單位

做更多細部討論。

【文/陳定杰　圖/陳定杰、吳佳柔】

鳳梨技術諮詢講習暨產銷班座談會紀實

↑陳昱初副場長 (左)、民雄鄉農會涂文生
總幹事 (右) 共同開場主持

↑現場操作組得獎者合影

↑陳吉仲主委 (左2)、楊宏瑛場長 (左1) 與現場
操作組得獎李佳翰(左3)合影

↑陳吉仲主委 (左3)、楊宏瑛場長 (左1) 與現場
操作組得獎吳世彥 (右3) 合影

↑陳吉仲主委 (左3)、楊宏瑛場長 (左1) 與現場
操作組得獎林易辰 (右3)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