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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植醫科系畢業後 

撰文/陳宜婷 

加入植物醫學界後，花了六年時間完成大學及研究所，畢業後順利的搭上了政府開始實

施導入植物醫生計畫的順風車，在這一年，學習到很多課本上無法了解也無從得知的臺灣農

業規則，這些規則讓植物醫生要有一定協調及彈性空間，方能讓自己的專業實際應用。 

經過志願選填，我被分發到屏東高樹，要說墾丁是屏東最南方，那高樹就是屏東最北方

了，好山好水的代表，也因為它是屏東的「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所以在用藥上要比較嚴謹；

而一半客家人組成的鄉鎮，也讓只會講臺語的我很頭痛，甚至在初期的兩個月，不同口音的

臺語也讓我很難理解；由此可知，當植物醫生到達一個新地點時，是需要時間來契合，「在地

化」這一詞彙，非常適合所有要從業的植物醫生。 

要說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第一個就是「夏季休耕」，當高中地理老師教導到歐美地區的

冬日休耕時，很容易理解，畢竟是下雪的地區；但臺灣農業卻是夏季休耕，剛開始聽聞時，

大多數人腦中會浮現問號，但深入後其實道理也不難；臺灣的夏季炎熱，且颱風多，也因為

高齡化的體力問題，所以夏季的不利環境條件讓很多農民決定休息，造成臺灣農業在冬季才

是旺季，夏季是名副其實的休憩期，農民靠天吃飯，植物醫生是靠農民吃飯，當我從事實習

植物醫生時，夏季的案件數是冬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第二個就是彈性的工作時間；此職缺是由公家機關所給予，照理是該跟農會同事們同進

同退，但很可惜實際上並不可行。如果在早上八九點到田間，那請問會看到什麼？很大機率

看到已經被照顧過的農作物，半個農民都沒有，農民在太陽還沒起來時就上工；在跟農民約

時間看診時，大多都是早上五點或六點，大地還沒開始熱，是最好在外面活動的時間，但好

處是，代表太陽升起來後你就不用跑外勤，你可以有空閒處理其他事務，直到太陽慢慢下山，

農民開始活動，這時差不多五點，又可以開始跑外勤。順便一提，簽到單還是照著農會走，

還好主管及同事都能理解，太陽毒辣，誰在底下都是平等的。 

很多人初次聽聞我的職業都會表示驚訝與疑問，然而，有個案件倒是體現出了植物醫生

存在的重要性，一位農民困擾的詢問我，他的檸檬新芽都消失，噴殺蟲劑後也持續發生，詢

問更詳細的資訊後，我請農民帶我去看「病患」，到田中，幾乎園區檸檬芽都已經消失，我看

了症狀，傷口完整乾淨，所以初步排除是昆蟲吃食，好不容易的在一棵檸檬樹上找到芽點，

由病徵、發病時間、作物種類及鏡檢後，確診為由 Phytophthora 屬引發的芽葉疫病，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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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很初期就感染芽體，且感染後易脫落，造成農民誤判為昆蟲危害，後續推薦殺菌劑後順

利解決。 

在就業過程中，很容易發現植物醫生像是處於灰色地帶工作，我們就業於公家機關，但

又不像是真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但反之，代表植物醫生有很大的彈性空間；這裡有個案發

生在印度棗上，此農民的印度棗被驗出一款農藥，標註「不得檢出」，但是在植保手冊上這個

藥劑在民國 105 年被延伸使用在印度棗的葉蟎上，但延伸後還沒給予印度棗延伸殘留標準，

很明顯，當防檢局資料與衛福部資料目前有衝突時，農民是很難理解裡面的問題，當時找了

好幾天資料，寄信給了負責人，最後接到不裁罰的訊息；農民非常害怕接到驗藥公文，因為

代表白紙黑字的被罰款，但植物醫生可以作為溝通的橋梁，解釋為什麼被罰款和需要如何改

進，這是其他職業很難取代的。 

成為植物醫生的困難往往不是在於診斷植物病蟲害，而是你面對農民時，如何溝通、講

解及聆聽，例如當收到農民的驗藥報告時，需要採取什麼態度來跟農民尋問他水果上的 14

支農藥，我當時回溯用藥時間，推斷當時發生半翅目害蟲，詢問農民那時的情況，然後講解

多種藥性重疊，未來可以試試看減少清單上的藥劑，以鼓勵方式讓農民接受幫忙。一樣米養

百種人，農民的性格也很多種，大部分對於植物醫生的態度是正面的，但如何讓植物醫生這

個新齒輪加入農業界，這就是需要時間來適應與證明。 

 

 

 

 

 

 

 

 

 

 

 

 

←圖 1、2： 屏東高樹鄉，坐落大武山

山腳，主要物產有木瓜、印度棗和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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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耕制度在台灣的施行--上 

撰文/羅敏、張庭嘉、范志中；圖片/范志中；彙整編輯/農推會 趙家駿 

 

台灣休耕制度的起源—從石油危機到稻米價收購政策 

休耕制度在台灣的施行需要從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始談起。第一次石油危機的

爆發導致全球的糧食價格在一夕之間大幅上漲，台灣的農政機關意識到國家的糧食安全問

題，遂以成本價的 120％為最低收購價格、保證收購稻米的方式，促進稻農種植稻米，是為

「稻米保價收購政策」。稻米保價收購引起國內農民稻作種植的高度意願，卻也在當時引發不

少問題。像是保證價格收購的制度讓部分國內農民採用降低種植品質以提升稻作量的方式栽

培稻作，使得稻米的整體品質低劣。此外，1970-1980 年代正巧遇到國內民眾飲食習慣轉型

期，對於米食的需求下降，稻米的生產量大幅高於需求量，導致糧倉爆滿、稻米儲藏過久因

而過期等問題。 

1983 年，「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劃」 

為解決上述問題，甫自 1983 年起，農委會即實施六年期的「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

計劃」，而後又推出延長六年的「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後續計畫」作為前者計畫的延續。而此

兩項計畫的主要內容為鼓勵稻農轉作政府指定的經濟作物或種植綠肥、培養地力（休耕）。而

確實轉作政府指定經濟作物的農民除了一樣可以被政府以優惠的價格保證收購產品外，亦可

獲得每公頃 1 萬 5 千元的補貼金；僅種植綠肥以培養地力（休耕）的農民，亦可獲得每公頃

2 萬 5 千元的補貼金。自 1983 年至 1996 年的 12、13 年間，稻米的種植量減少超過四成。

確實有效地紓解因保價收購而起的稻米市場供過於求及倉儲壓力等問題。此外，透過兩期計

畫，每年由政府收購的稻穀量大幅減少，財政壓力得到了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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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全球化貿易下的「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 

1990 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國際貿易逐漸興盛，台灣的米穀被迫放置在國際市場中，

供過於求的現象仍未消散。自 1997 年起，農政單位以「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為基礎，

推出「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及「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持續以降低稻米耕作面積為努

力目標。而為提升稻農轉作意願，「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以高於「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

的補助金額誘使轉作。在此階段配合轉作的指定經濟作物的農民，政府將對其生產之作物實

行保證價格收購，並額外提供每期每公頃約 2 萬元的補貼金；轉作綠肥（休耕）的農友，亦

可獲得每期每公頃高達 4.5 萬元的補貼金。 

「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及其後續約持續推廣、執行至 2010 年。截至該年度，全台的

稻米種植面積自計畫執行之初起下降 27%。然而，在轉作經濟作物的輔導推廣上，卻因為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穀物種植利潤大幅降低而效果不彰。事實上，台灣的種植環境在種植輔導

轉型之經濟作物上不具有生產優勢，容易有生產成本過高、作物不具有市場競爭力等情況的

發生，且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該情況變得更加顯著。因此，國內大部分參與「水旱

田利用調整計畫」的農友，選擇直接領取補助金額較高的轉作綠肥補助。 

 

一年二期，一公頃九萬元的休耕補助 

在該項政策的推動下，一整年（共二期稻作）不需從事生產即可領取 9 萬元「休耕補助」

的土地利用現象逐漸在台灣農業社會中發酵。自 1983 年起推行的土地轉作計畫雖確實有效

化解稻作面積過大、稻米生產嚴重過剩的問題，卻也對台灣農業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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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耕制度弊端多 

休耕制度導致大量農地閒置、荒廢。而農地不具有規劃的長期的荒廢、不使用，不僅沒

能達到維持地力的效果，可能導致該農地需要經更長時間的培養方能恢復耕作的用途。而大

面積的休耕也讓台灣的農地使用變得沒有效率，而這直接影響的就是糧食自給率的降低。長

程來看，對國內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經營造成巨大的威脅。 

持有土地、不需要從事生產即可獲得每年九萬元的補助款也使得擁有土地的老農以提高

農地租賃費用或甚至不願移交土地使用權予新加入農業領域的青農、提升農業的就業門檻，

造成農業生產人員的斷層。農地興建農舍問題亦有部分成因可解讀為由休耕制度而引起。長

期不從事農耕的閒置農地取得的價格較一般建地便宜，許多建商看準該商機，透過「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辦法」，在農村興建富麗堂皇的「農舍」別墅，不僅造成農地破碎，更讓農地的價

格持續飆漲。 

台灣的休耕問題自「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的施行，產生一發不可收拾的結果。有鑑於

自 1983 年起推動的一連串轉作政策所造成的農業發展問題 2011 年起，推動「稻田多元利用

計畫」，將目標從前四期計畫所瞄準的「降低稻作面積」轉向為思考該如何活用、善用轉作後

的農地。 

在該計畫的執行期間，政府也透過其他輔助政策化解因休耕制度導致的台灣農業問題，

如自 2009 年起推行的小地主大佃農（現更名為小地主大智慧農）即是設立以活用休耕地及

增加青農施作範圍的輔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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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技術諮詢服務紀實 

新北市瑞芳地區農會雙溪分會 

撰文、攝影/農推會 鍾依萍 

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桃園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桃改場）在疫情得到控制的 6 月

19 日於新北市瑞芳地區農會雙溪分會辦理了第一場次的農業技術諮詢服務，臺大農推會帶領

臺大 4 位老師到活動現場為農友進行植株診斷，協助農友判斷病蟲害的問題。 

今年初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不利於集會活動，桃改場每月皆辦理至少 2 場次的農業

技術諮詢服務，因故延後辦理。在疫情舒緩後，本年的第一場次於 6 月 19 日(星期五)於新北

市瑞芳地區農會雙溪分會舉辦，吸引近 50 位農友參加。 

首先由農糧署北區分署向現場農友宣導「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再來是桃改場專家說

明秋行軍蟲、龍眼雞、荔枝椿象的防治方法，緊接著是農友帶著自己有問題的作物，現場讓

桃改場的專家吳信郁副研究員、賴昭宏助理研究員，以及臺大農推柯俊成教授、莊汶博教師、

林維怡教師和蔡欣甫教師進行診斷並給予建議。 

 

 

 

 

 

 

 

 

 

 

 

 

 

 

 

圖 1、本會柯俊成(左 4)、莊汶博(左 3)、林維怡(左 2)和蔡欣甫(左 1)推廣教師

於現場幫農民進行作物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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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雙溪區主要種植山藥、甘藷，故農友大多都是攜帶此兩種作物前來請教。由於梅

雨季剛過，即將轉入夏季，在連日高溫多濕的環境，植株易感染上疫病、軟腐病等藉由水傳

播的病害。專家們建議除了進行藥劑防治外，尚需注重清園的動作，勿將已感染之病株隨意

棄置在田區，造成更嚴重的危害。若能避免連作，注意田區排水，亦可大大降低病原菌在土

壤中之存活。由於現場有部分農友是採有善、有機耕作，無法使用化學農業來進行病蟲害的

防治，希望桃改場能客製課程，依照作物別，傳授有善、有機耕作的作物栽培、病蟲害防治、

資材使用等相關知識。 

桃改場新任的郭坤峯場長非常重視與農友的接觸，百忙中撥空前來參與此活動的綜合座

談，了解農友的需求，及宣達農委會所推動的農民退休金制度，現場農友給予肯定的回應，

並期許農政單位與臺大能多照顧不同地區，提供各地特色作物栽培課程，或示範農場的觀摩。 

 

 

 

 

 

 

 

 

 

 

 

 

 

 

 

 

 

 

圖 2、桃改場郭坤峯場長主持此諮詢服務的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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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與臺大生農學院合作 

舉辦「後疫情時代-雲林農業發展的機會挑戰｣ 

撰文、攝影/農推會 鍾依萍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於 2020 年爆發蔓延，重創雲林農業，並改變農業市場

供需模式。為因應後疫期時代來臨，於 2020 年 5 月 26 日舉辦「後疫情時代-雲林農業發展

的機會與挑戰焦點座談會｣，為翻轉雲林農業找出新定位。 

座談會在位於虎尾鎮的臺大雲林分校鋤禾館

舉行，由雲林縣政府主辦，臺大生農學院、農推會

及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協會協辦，邀請臺灣

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

學、臺灣冷鏈協會、雲林縣農會、雲林物流中心公

司等 50 名專家學者參與。聚焦「農漁畜產銷結構

與永續經營」與「跨域加值與國際拓銷」兩大議題，

並邀請臺大生農學院盧虎生院長當引言人，農經系

雷立芬主任、動科系陳保基名譽教授、生傳系王俊

豪副教授，以及臺灣冷鏈協會程東和理事長擔任四項子議題的主談人，與會的產官學者在會

中針對主題熱烈討論與發言，藉由意見交流彙整重要共識，作為雲林農業政策推動之基礎。 

 

 

 

 

 

 

 

 

 

(臺大農業推廣通訊 第 131 期 全文完) 

圖 2、座談會來賓大合照(前排右 5：雲林縣縣長張麗善、右 4 臺大生農學院院長盧虎生) 

圖 1、盧虎生院長為座談會進行「雲林農業

發展挑戰與機會」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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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訊將同步刊載至： 

   臺大農推會 Facebook              新版官網 

  www.facebook.com/ntucae      ntucae.ntu.edu.tw 

 

 

 

 

 

若您對本期內容感到滿意： 

  歡迎至 Facebook 按讚、分享、給我們打氣鼓勵！ 

 

不論您是臺大老師或一般民眾，若您有農業新知想與大家分享，或本身從農有遇到寶貴經

驗。歡迎撰文來信至農推會信箱 (ntucae@ntu.edu.tw)，經審核通過後，將為您編入下一期

通訊中，讓更多人知道有關農業的訊息！ 

投稿原則： 

1. 主題包含農業推廣、農業新知、農業產銷、農業政策、農村振興、社區發展……等相關報

導與論述文章。 

2. 文長在 1,000 字以內紀錄於 Word 中，並請提供照片及其說明。 

3. 來信請告知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電話、Email。 

4. 有關著作權法等文稿責任由作者自負。 

5. 文稿經刊登後，本會擁有出版權，並歡迎轉載，作者若不同意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