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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美鈴、圖/徐金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落實「安全、永

續、前瞻、幸福」等四大施政主軸，預定

在今(107)年9月辦理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

並在該會議正式開始前，先於全國巡迴舉辦

「地方草根會議」，傾聽在地農友心聲與

建言，規劃於全國直轄市及各縣(市)舉辦18

場次「地方草根會

議」，並同步邀請

民眾於網路提案，

也將透過與全國性

農業產業相關團體

進行焦點座談，廣

泛蒐集各界意見，

提送於「全國農業

會議」討論，做為

未來規劃農業政策

及施政的重要參考

指標。

第1 3場地方

草根會議6月12日
下午於苗栗區農業

改良場召開，邀集來自各鄉鎮農會、公所、

農民團體代表、資深農友、產銷班員、青年

農民、社區協會以及關心臺灣農業發展的朋

友們，與農委會企劃處周妙芳副處長、輔導

處簡秀芳簡任技正、畜牧處林瑞蓬科長、農

糧署北區分署陳吉成副分署長、苗栗縣政府

農業處農務科徐春良科長、畜試所新竹分所

蕭振文分所長、水保局臺中分局楊燕山秘

書、農金局王意婷副組長等長官暢談農業，

立法委員陳超明也親臨現場關心農業，本次

會議共有142人參加，現場互動熱烈。

主持人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呂秀英場長

首先歡迎各方農業代表出席，期盼與會來

賓能針對農業相關議題，暢所欲言，將苗栗

地方農業的民意傳達給中央。農委會企劃處

周妙芳副處長進一步說明本次全國農業會議

草根會議的緣起及舉辦目的，並表示自民國

92年召開第5次全國農業會議後，已經歷15
年，當前農業面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氣候變

遷、組織再造、食安議題、農業缺工及農業

人力老化等諸多挑戰，以往由學者專家提

供意見已顯不足，所以增加召開18場地方

草根會議傾聽在地聲音。另為讓民眾充分表

達意見，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新開闢「公民

網路參與」管道，讓無法親臨地方草根會議

現場的民眾，能於官方網站上觀看各場次會

議實況，可透過官網進行農業相關議題之提

案，或就他人提案予以附議支持。期盼透過

此次全民參與的方式，使未來農業政策更貼

近民意，達成「全民農業、共創新局」的中

心議題，建構幸福、安全、永續且具前瞻競

爭力的優質農業。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苗栗地方草根會議

  現場簽到情形   會場與會來賓發言踴躍

  會議由本場呂場長秀英親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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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稻米研究所學者(SYLVIA 〝Bong〞 
C. Villareal)指導飛蝨及葉蟬類蟲卵受卵寄
生蜂寄生率調查

  國際稻米研究所學者(前方者，Josie 
Lynn A. Catindig)協助本場進行水田生態
系昆蟲之鑑定

本場訂於本(107)年8月27日至30

日辦理農民學院「智慧農業4.0（共通

課程）」訓練班，介紹如何利用感測技

術、智能機器裝置、物聯網及大數據分

析等技術，使農業生產智慧化及農業產

銷服務數位化，進而讓農友可優化作物

栽種流程及提升販售能力，實現增產增

收。歡迎對本課程有興趣的農友踴躍報

名參加。

臺灣農業正因全球氣候變遷，造

成缺水、乾旱及寒害等情形發生機率改

變，導致作物耕作時期面臨更多挑戰而

增加營農風險；且因耕地零碎，從農者

多為小農或兼業農，農產品生產難以長

久穩定，又無法即時掌握消費者需求，

使得消費市場常見產銷失衡狀況；而少

子化現象越趨明顯，農村人口老化及缺

工情形日益嚴重，農事經驗傳承出現斷

層，皆對整體產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智慧農業的導入，即是希望能使農

業生產智慧化及農業產銷服務數位化，

解決農產業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例

如使用感測技術，使農友可迅速瞭解田

間栽植作物的光照、害蟲發生、土壤水

份及肥料分布情況，再據以預測生產日

程、精確施藥及合理化施肥。智能機器

裝置的研發利用，如無人機施放肥料或

藥劑，可降低田間作業人力需求，提升

耕作效率，更考量農村老農的體力下降

及一般田間作業安全，推出不少省工省

力的設計。而田間生產及消費者購買記

錄的大數據累積，可應用來計算各項資

材花費、最適合生產量和售價、及分析

市場供需等，達成有效降低成本及因應

市場變化等作用。

本課程需於農民學院網站線上報名

（網址https://academy.coa.gov.tw或文

末掃描QR Code），報名日期自即日起

至8月3日，若對本課程有任何問題，歡

迎來電037-

222111#393

古 小 姐 洽

詢。

為瞭解苗栗地區水稻飛蝨及葉蟬

類害蟲卵寄生蜂寄生率，作為水稻天敵

防治推廣之參考與推動水田濕地生態

系之營造，本場於6月29日邀請國際稻

米研究所學者Josie Lynn A. Catindig及

SYLVIA 〝Bong〞 C. Villareal至本場進

行褐飛蝨抗性之穩定表現及稻害蟲寄生

蜂調查實務交流，並協助水田生態昆蟲

鑑定技術，有利於本場有機農業及友善

環境耕作研究資料之建立。

國內長期以來慣行以化學農藥方式

進行田間蟲害控制，施用不慎時即可能

造成部分農藥殘留，引起國人對食安之

疑慮，對此，農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動有

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模式，希望透過天敵

昆蟲或寄主之方式控制田間害蟲數量，

減少農友對化學農藥的依賴性，並減輕

民眾之疑慮。本次訓練主要進行水稻害

蟲，包括褐飛蝨、斑飛蝨、白背飛蝨、

黑尾葉蟬及電光葉蟬之蟲卵於田間受卵

寄生蜂寄生情形判斷及寄生率調查，另

外亦進行水田生態系昆蟲鑑定技術交

流，有助於指標昆蟲資料庫之建立，作

為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模式之參考。國

際稻米研究所學者Josie表示，化學農藥

除殺死害蟲外，連帶造成天敵昆蟲之數

量減少及生態失衡，反使害蟲族群難以

控制，農友需要提高農藥施用量及種類

進行防治，除造成食安之疑慮，亦會提

高栽種成本；然而臺灣地區之飛蝨及葉

蟬類害蟲卵寄生蜂種類及族群豐富，且

田間寄生率表現較菲律賓高，顯示天敵

防治模式於臺灣確有發展潛力。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農藥減量政

策，本場亦積極發展生物防治之研究，

希望透過天敵防治及生態系之建立，可

有效降低害蟲嚴重發生之機率，減少農

藥施用量及施用次數，保障農作物安全

及民眾健康。

文、圖/林家玉

文/古金台

本場邀請國際稻米研究所學者進行水稻天
敵防治及水田生態昆蟲鑑定交流

農民學院「智慧農業4 .0（共通課程）」訓
練班即將開辦

  報名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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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的飼養空間，可舒緩環境高溫所造成的不適

  施秘書佳宏帶領本場環境教育團隊開場
介紹

  小朋友親身體驗搓愛玉   守秩序、有禮貌，品格教育大成功

廉政宣導與環境教育完美結合、好玩好吃又

趣味

夏季養蠶應注意事項
家蠶是高度人為馴養的昆蟲，幾乎

無法適應野外多變的環境。近年來全球

極端氣候，造成極冷與極熱環境，尤其

是臺灣的夏日，動輒飆破35℃的高溫，

加上高濕的環境，增加家蠶得病機會，

對家蠶的生育造成極大威脅。茲簡述夏

季養蠶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選擇陰涼的房間或角落，至少2面窗

戶對流通風，可引入涼風，使室內

空氣流動清新，減少室內悶熱。保

持室內溫度25-28℃、相對濕度70-

85%。以目前白天溫度高於30℃

時，建議環控降溫。

(二)每日給予新鮮桑葉，最好是當天早

晨採摘一日所需的桑葉量。桑葉屯

積太多，容易發熱及發酵，不宜再

餵給蠶兒食用。若事先採摘後冷藏

的桑葉，餵食前應回溫後給食。飼

養隻數過多時，建議分批或分盒飼

養。

(三)家蠶是可密集飼養的群居昆蟲，狹

小的空間就可以養上萬隻蠶兒。

然而，擁擠的生育空間，蠶兒的

呼吸加上桑葉層層堆疊，反而增加

飼養盒內的溫度、濕度及CO2等氣

體，造成蠶兒緊迫，容易致病。以

20×25公分的飼養盒為例，建議飼

養30-50隻五齡蠶為限。飼養的容

器建議採用可通風且吸濕性佳的材

質，最好是紙盒。紙盒內不需另外

塗蠟或黏貼塑膠膜，否則造成盒內

水蒸氣凝集，增加飼養空間的濕度

及病原菌滋生。

(四)應每日或隔天清除殘枝及蠶沙，尤

其五齡期間，每日食量大排泄也

多，久未清除，底層蠶沙發酵後產

生的CO2及高溫，影響蠶兒取食及

健康。一旦發現瘦弱小蠶，要立即

撿拾移除。若蠶兒體壁破裂流出體

液，應立即噴灑酒精或石灰粉，杜

絕病原菌擴散；並將同盒的蠶兒移

至乾淨的飼養盒，給予新鮮乾淨的

桑葉。

(五)膿病是養蠶期間最常見的病害，其

病原菌是核多角體病毒，一旦感染

後會在蠶體細胞內擴增病毒粒子。

待體內充滿多角體病毒後，會自體

壁流出富含病毒粒子的體液。此時

沾附到其它蠶兒或桑葉時，即刻擴

散病原，終至整個飼養盒的蠶兒發

病死亡。由於具有核多角體外壁保

護病毒粒子，因此即使曝露在外面

環境超過2年，依舊具有致病性。因

此，建議受污染的蠶盒及相關物品

應清除丟棄，避免污染下一批次的

蠶兒。

(六)養蠶過程中，石灰是必要的，可在

眠期時施灑，有助於蠶兒蛻皮，增

加飼養的整齊度，同時有效隔絕病

原菌擴散。臺灣夏季往往也是颱風

豪雨的季節，田間的桑葉進入蠶室

時，宜適度陰乾桑葉，避免蠶兒取

食過多水分的桑葉，減少病原菌傳

播及得病的機會。

農委會政風室辦理107年建構農業

廉潔網絡系列「培育廉潔幼苗共享幸福

農村」廉政扎根品格教育活動計畫，從

地球生態保育、愛惜資源與食品安全，

倡議學童品格教育；本場配合上開計

畫，由施秘書佳宏分別於6月6日及6月

文、圖/朱盛祺、羅玉青

文、圖/廖久薰

20日帶領環境教育團隊，前往臺中市

太平區宜欣國小及石岡區土牛國小，協

助進行最受歡迎的教案「愛玉知性搓搓

樂」，共有310位師生熱情參與圓滿完

成。

本次活動由農業推廣課羅玉青小姐

介紹愛玉子栽培生態及品種特性，環教

同仁現場帶領學童實際操作，利用愛玉

果實中種子富含的果膠，動手搓揉製作

愛玉凍食用。

本次廉政宣導跳脫傳統排排坐生

硬的聽講模式，結合生動活潑的環教活

動，好玩好吃又趣味，也讓學童們留下

深刻的印象，達到寓教育樂的學習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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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 品項及重點發展作物全國適

用40項適用原則及品項修正說明（轉錄農糧署公告事項）

人事動態

本場「106年傑出同仁暨表揚大會」

本年度起將執行數年的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

畫」調整至「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接續了目前的農業補貼

政策，肩負著國家糧食安全、

穩定農產價格與農民生計、維

持農耕環境等目標。希望藉由

一系列的政策引導，為下個階

段的農業發展做調整。新計

畫整合了「稻穀保價收購」與

「休耕補助」，目標調整稻米

的產業結構並提升品質，也促

進有機及友善耕作的發展。同

時也獎勵農民種植具競爭力轉

（契）作作物，鼓勵農地採行

合理的耕作措施等。

此外，重點發展作物還

包括5項地方自選作物，其中

苗栗縣提報「紅藜」、「紅

棗」、「洛神葵」、「桑(包
含果桑或葉桑) 」及「杭菊」

五項作物，作為轄內地方自選

重點發展作物。另更基於傳承地方文化及

發揚藺草工藝，將「藺草」由苗栗縣政府

補助額外列為地方自選重點發展作物，但

僅限苑裡鎮申報。本場於107年5
月24日舉開「106年
度傑出同仁暨表揚大

會」，由呂場長秀英

親自頒授。其中蠶

蜂課詹助理研究員雲

貞與生物防治分場吳

助理研究員怡慧，共

同榮獲「研發成果

獎」；農業推廣課羅

玉青小姐與人事室劉

玟圻小姐，則分別榮

獲「工作楷模獎」與

「優質協助獎」。透

過本次表揚大會，公

開肯定本場傑出同仁

的優異表現，藉此相

互激勵。

本場蠶蜂課詹助理研究員雲貞服務本

場逾30年，於6月4日自願退休生效，本場

於5月24日舉辦退休茶會活動，歡送詹助

理研究員雲貞榮退，由場長及吳課長致贈

紀念品、同仁獻上花束及發表感言，藉以

表達對詹助理研究員祝福之意。

文/王志瑄

文、圖/人事室

文、圖/人事室

 詹助理研究員雲貞（前左5）榮退茶會合影

 生物防治分場吳助理研究員
怡慧（左）榮獲「研發成果獎」

 農業推廣課羅玉青小姐
（左）榮獲「工作楷模獎」

 人事室劉玟圻小姐（左）
榮獲「優質協助獎」

 蠶蜂課詹助理研究員雲貞
（左）榮獲「研發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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