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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歸農 漂鳥的迴響與感動
好種、整年開花的蘭花—苞舌蘭
本場農業快訊
本場參加「200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蘇主委與雲林縣各級農會總幹事座談
紅龍果－火紅水果新鮮上市
第二梯次漂鳥營隊活動「琵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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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鳥的迴響與感動

行政院農委會推動
分為待業中之青年。參
的台灣新農業運動之漂
加的動機，有67％的學
鳥營活動，於8月1∼3日
員表示是想要體驗農
在全省北中南及花東地
漁牧生活，52％表示為
區同步起飛，首批來自
轉行前做準備，有超過
各行各業的138位年輕
60 ％ 以 上 的 報 名 者 家
漂鳥們共同參與了這項
中就有農林漁牧的相
別具意義的生活體驗，
關資產或是自身過去
雖然天候酷熱，但在領
有農業相關經驗，希望
航員們以最誠摯的心引
藉由這次活動的參與
領漂鳥伙伴進入農業領
和學習來達成人生下
域，順利完成所有體驗 S農委會召開漂鳥營活動記者會，蘇主委與 一 階 段 的 目 標 或 是 回
活動，也獲得年輕漂鳥
各營隊學員代表共同期勉台灣農業能生生 歸親近土地的生活。
們熱烈的迴響與高度的
參加學員在完成
不息、永續傳承
肯定。
第一階段體驗活動
農委會表示，這次報名參加的學員背景中
後，90％以上的學員對活動內容表示非常滿
，有七成是男性，參加者年齡以30∼35歲最多，
意，而對這次活動最大的收穫則是學習新知、
其中約有85％為大專以上的學歷，亦有頗多研
返鄉前準備與尊敬自然大地。有93％的學員表
究所學歷者。在職業背景方面包含有電子業、
示有興趣參加其他進階課程輔導返鄉實作，並
教師、金融業、服務業、餐飲業、製造業、外
有92％以上學員對投入農林漁牧產業感到有興
貿業、農業及學生等各行各業的背景，亦有部
趣，其中更有58％的學員表示非常有興趣。

S蘇主委授證後與漂鳥營學員 S蘇主委以本場之苞舌蘭象徵傳 S黃場長與本場琵鷺營學員代
代表合影
承，期勉學員成為農業生力軍
表李宛書在記者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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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漂鳥營體驗活動，學員對具科技性
及休閒服務性課程之學習興趣頗高，學員在活
動結束時也建議政府對有意願回鄉從事農業相
關事業的青年做追蹤輔導，同時希望未來能安
排更深入的農業科技及經營管理等專業訓練，
讓已參與初體驗且有意願留農的夥伴有明確的
方向感。
該會表示，由本梯次學員的反映意見可以
看出，漂鳥營活動因能提供學員多元農業體驗
元素，且有機會與傑出農民面對面交流，讓學
員能更深入地認識農業，對於個人未來生涯規
劃有莫大助益，因此從調查結果不難發現學員
多持正面肯定之態度。學員也非常關心政府後
續輔導政策與措施，希望能在漂鳥營階段就能
確認可獲取之資源協助等事項，倘能再強化相
關宣導工作，則能吸引更多人加入。對此，農
委會已積極著手規劃第二階段漂鳥築巢的農業
專業訓練，將選定具發展前景且小規模經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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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包括
設施蔬菜
、菇類、
花卉及釀
酒，作為
課程規劃
之軸心，
預 定 今
（95）年
10月份開
始推出，
此外，也
將於近期
S本場琵鷺營學員李宛書接受
內修訂各
蘇主委親自頒發結訓證書
項輔導措
施，包括農業生產資材之補助標準及農業低利
貸款等辦法，以針對有意願返鄉投入農業工作
的青年予以更積極的輔導與協助。
（文/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圖/編輯室）

好種、整年開花的蘭花—苞舌蘭
蘭花予人嬌貴印象，苞舌蘭卻是少數適合
夏天種植的蘭花。本場雲林分場已收集8個不同
品種的苞舌蘭，進行不同雜交組合，目前正值
開花期，預計選出不同花色、花序緊密、花莖
短粗、葉片短等適合盆花的品種及其他庭園等
特殊用途品種來大量生產，將來即便夏天，民
眾亦可在室內外種植漂亮又好種的蘭花。
苞舌蘭又稱紫蘭、紅頭苞舌蘭、蘭嶼紫蘭、
紅 頭 紫 蘭 ， 屬 名 Spathoglottis ， 希 臘 語
Spathe(匙形)glotta(舌)，指本屬花朵唇瓣中
裂片呈匙狀。原產在中南半島、泰國、馬來西
亞、菲律賓、新幾內亞、印尼等南太平洋諸島，
為熱帶地生蘭類，超過40種。在台灣蘭嶼和綠
島產有一種Spatho glottisplicata Blume。苞
舌蘭英名Garden Orchid，即庭園蘭花的意思。
葉子像棕櫚葉，整年開出穗狀花序，顏色以紫
色、白色、粉紅色和黃色為主。
台灣中南部氣候溫暖，尤其夏天特別熾
熱，適合生長又能開花的草花很少，苞舌蘭卻
能在此時綻放。早春抽出的花梗以無限花序一
直往上開花，一整年下來可開出超過一百朵
花。兼之繼續抽新花梗，只要不要太低溫，開
花即不間斷，花期可近一整年。少數落葉性的

品種，花期從
10 月 到 隔 年
3、4月，只有
半年期間。
苞舌蘭
雖然可在全
日照正常生
長，但在台灣
夏季陽光太
強 ， 30 ∼ 50
％的遮光可
使葉子外觀
和顏色較漂
亮，栽培介質 S苞舌蘭花期長、花色豐富
可 以 泥 炭
土、珍珠石和沙混合，小苗因怕腐爛不要給予
太多的水分，栽培容器使用較深的盆子以利根
系擴展。生長溫度以日溫25℃、夜溫15℃最好，
低於10℃葉子容易掉落而進入休眠。若為景觀
用而種植在地上時，在夏天注意水分要充足，
太擠要分㈱，並隨時剪去枯葉或花梗，可減少
炭疽病和其他病菌的危害。
（文/圖 陳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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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場 農 業 快 訊
 95年第一期作本區計有新營等七鄉鎮市舉
辦稻米品質競賽，各鄉鎮市獲得第一名品種
分別為新營台南11號、後壁台農71號、太保
台稉2號、新港台稉9號、西螺台稉2號、二
崙台南11號及莿桐台農71號。第一名之農戶
可 獲 得 參 加 9 月 8日於板橋市農會舉辦之
2006年全國稻米品質總冠軍競賽。（嘉義分
場）
 95年秋作能源作物契作價格會議決議，大豆
契作價格為每公斤12元，向日葵每公斤為20
元。（朴子分場）
 第三及第四梯次漂鳥營「琵鷺營」活動將分
別於9月12∼14日及10月2∼4日辦理。（推
廣教育研究室）

 台灣文旦產業聯盟決議今年台北展示活動
日期為希望廣場9月16∼17日，榮星花園9
月22∼24日，大安森林公園9月29∼10月1
日等三場次。（農經研究室）
 「台南地區作物合理化施肥講習會」9月份
預定辦理場次分別為9月5日白河鎮農會、
9月6日阿里山鄉農會、9月7日玉井鄉農會、
9月12日林內鄉農會、9月13日南化鄉農會、
9月14日民雄鄉農會、9月20日新營市農會。
詳見本場網站活動預告。（土肥研究室）
 9月14日將於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二
場辦理「CAS認證蔬果截切作業發表觀摩會」
（農經研究室）

本場參加「200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由經濟部主辦之「200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
「甘藍類蔬菜商業性採種技術」及「多功能築
術交易展覽」，於8月31日至9月3日在世界貿易
畦塑膠膜鋪設作業機」兩部影片供現場播放，
中心展覽ㄧ館展出。農委會在Ｄ區設置「農業
展出玉米台南22號實物及海報看板，並有工作
館」，期藉此技術交易展覽及技術商談之媒合，
人員在現場提供導覽解說。
為技術移轉與授權及產業化的目標繳出亮麗的
（文/編輯室 圖/王仕賢、湯惟真）
成績單，為今後台灣農業開
創一個新的契機。
「農業館」係展出農委
會所屬研發機關1年來之研
發成果具商品化潛力的技
術，細分為：美容養生、新
品種、繁殖技術、防疫檢
疫、食品加工及農業資材等
6類，共31項技術，並舉辦
S黃場長向蘇主委說明台南22 S本場在「2006台北國際發明暨
8場技術說明會。本場製作
技術交易展覽」之展示攤位
號玉米的育成過程及特色

蘇主委與雲林縣各級農會總幹事座談

S蘇主委主持雲林縣各級農會總幹事座談會

農委會主任委員蘇嘉全8月14日南下與雲
林縣各級農會總幹事進行座談，並且邀請相關
局處首長及場所長共同列席。座談會中播放「新
農業運動－台灣農業亮起來」宣導影片，由蘇
主委介紹新施政藍圖，並與農會總幹事進行意
見交流，有任何需要農委會協助事項立即指示
相關單位研辦。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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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龍果-火紅水果新鮮上市
夏日正炎，吸取今
年滿滿夏日陽光精華的
熱帶水果「紅龍果」即
將上市了！其果實富含
S紅龍果果實
高纖維與各種豐富維他命且熱量低，是識貨饕
客不容錯失的美食佳選。消費者要品嚐國產優
質營養、好吃又好看的火龍果，嚐鮮正是時候。
紅龍果屬仙人掌科三角柱屬植物，原產於
熱帶中美洲巴西、墨西哥等國森林、丘陵地帶，
為多年生攀緣性肉質植物。產期主要集中於6
至10月之間，紅龍果的花於晚間開放，白天凋
謝，果實為漿果呈橢圓形或卵形，成熟果皮紅
或粉紅色，果肉可分成白肉及紅肉種；果實於
開花後1至1個半月可以採收。果實甜度最高則
可達21度，平均可達甜度17度以上。
紅龍果應於果實轉紅後，再經一至二星
期，待果實上之狹長形肉質鱗狀片轉紅超過一
半，或開始軟化呈反捲時採收最適宜。要食用
到新鮮、甜度高又便宜的國產紅龍果，應在國

S琵鷺營第二梯次成員

S本場組合盆栽教學

內盛產期時採購，選成熟飽滿，且肉質鱗狀片
轉紅超過一半者為佳。由於國產紅龍果不僅外
觀迷人，果實甜美多汁，且含豐富的粗纖維及
礦物元素鎂、磷、鐵、鋅等，尤其鎂、鋅的含
量更是水果中的佼佼者，再加上生育期極少使
用農藥來防治病蟲害，可稱得上既安全、健康
又味美的果品之一，請國人盡情享用。
（文/圖 張汶肇）

S紅龍果植㈱

S畜試所體驗貢丸製作

S鳳梨醃製示範及調製

第二梯次漂鳥營隊活動—「琵鷺營」
豐富、多元化的農業體驗活動全記錄！
「琵鷺營」第二梯次活動於8月22∼24日圓
滿完成，本場安排三天兩夜豐富、多元化的農
業體驗活動，藉由接觸畜牧、果樹栽培、田園
美食、休閒農業及觀賞魚養殖等多元農業體驗
元素，以及與傑出農民面對面交流座談等課程

S參觀東山龍眼乾製作

S參觀文旦果園

安排，讓學員能更深入地認識農業，進而能夠
客觀地思索或評估個人未來生涯規劃之可行
性，學員個個滿載而歸，也期待這一批參加的
學員有機會成為農業的生力軍！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S雲科生態休閒農場

S餵食錦鯉幼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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