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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藍菜合理化施肥成果∼六腳鄉蘇錦煌
嘉義縣六腳鄉為嘉義地區之大宗蔬菜產區，農民施肥
常有錯誤認知，認為超量施肥才能有高產量，施肥量常為
推薦施肥量之3∼5倍，因此部份田區之土壤EC值過高，
導致作物生長反而不佳，嚴重影響產量及品質，增加施肥
成本。
本場在97年輔導嘉義縣六腳鄉崙陽合作農場蘇錦煌農
友採行合理化施肥，依土壤肥力分析結果及作物生育狀
況，進行施肥調整，適量施用有機肥及化學肥料，休閒期
種植綠肥，以增進地力。由於成效顯著，97年12月30日在
蘇先生田間召開示範觀摩會。
蘇錦煌的甘藍菜田調整前化學肥料施用量為：氮-磷
酐-氧化鉀1260-328-547公斤/公頃，肥料成本49,786元/公
頃，經本場合理化施肥調整後的施肥推薦用量為：氮-磷
酐-氧化鉀577-156-368公斤/公頃，產量56,020公斤/公頃，
肥料成本25,988元/公頃，產量及品質與一般農民慣行相
當，但減少約50％化肥施用量。
【文圖/林經偉】

2009 台灣西瓜節

↑蘇錦煌農友在觀摩會中現身說法，說明合理化施肥的好處

未處理對照區

合理化施肥示範區

↑合理化施肥效果顯著

雲林相見歡！

本場與雲林縣政府將於5月2日(星期六) 9∼17時，假雲林縣立體育館，舉辦「2009台
灣西瓜節」活動，規劃有西瓜王選拔、高品質西瓜競賽、西瓜料理及果雕競賽、繪西
瓜畫西瓜、西瓜攝影比賽及各種趣味競賽，精采可期，切勿錯過。當天現場並有業者
展售新鮮的西瓜，方便民眾採買，為即將到來的漫漫夏日先消消暑。
在5月1日(星期五)辦理「高品質西瓜競賽」的同時，將舉辦一場「國際西瓜產業發展
與利用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就國內外產業發展、育種及栽培技術、產品
開發利用等方面進行專題報告，歡迎民眾踴躍報名參加。各項活動及研討會資訊請上
本場網站查詢。
【文圖/編輯室】

98年1月11日起，三人以上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1萬元。
菸害申訴專線：0800-5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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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踏實∼琵鷺營學員「阿貴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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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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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假日遊客絡繹不絕的梅嶺風景區登山步道口不遠
處，有位回鄉不久的年輕梅農正揮汗採收青梅，因為這些
梅子早被預訂一空，需要儘速地交到客戶手中，以便依據
其熟度做成脆梅、醃梅等各式加工品。三月春暖和煦的
陽光灑落在這片佔地2公頃的梅園中，輝映出滿園梅子青
的豐收喜悅，看著園邊圍植多年有成的整齊大葉桃花心木
林，以及梅樹下豐富的各式植生相，可讓人想像農場主人
維護生態的用心。這位年輕梅園主人－林進貴，不同於其
他的農民，寧願多花數倍的時間除草，也不願使用殺草
劑。「我希望能在將來達到有機栽培的境界」，林進貴靦
腆腆地說出自己未來的理想。
二年多前，原本在台南市某大型糕餅連鎖企業擔任烘
焙師傅的阿貴，在偶然的機緣下參加了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所舉辦鼓勵年輕人返鄉從農的漂鳥計畫「琵鷺營」活動，
課程中事業有成的神農獎講師們之經驗分享，啟發了潛藏
在阿貴內心中對農業的熱忱，而後有計畫地參加築巢營等
一系列農業進修活動；當原任職之著名糕餅連鎖企業因財

務吃緊宣告倒閉之前，阿貴早已依照自己的既定步伐，沈
著地回到楠西的故鄉，開始了田園築夢計畫。
由於阿貴是農村子弟出身，深知農業經營的現實面，
因此他不像一般都市漂鳥學員滿懷憧憬地一頭栽進去，而
是選擇漸進式地先在故鄉從事土木包工業務，穩定好自身
經濟基礎後，再利用餘暇時間照顧果園，讓自己無後顧之
憂。雖然勤奮不倦的阿貴早已習慣辛苦的農事，對於照顧
梅子樹的基本技術也沒太大的問題，但是阿貴還是陸續發
現到許多農業經營上的難題，例如：貿然實施有機農法會
造成產量銳減、銷售通路不易掌控影響青梅收購價格、小
規模農產加工受食品衛生安全法規限制發展不易等，於是
阿貴也開始思考該如何轉變這個祖傳產業的經營模式。
「漂鳥不只是要引進年輕農民，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群
勇於嘗試新技術、新方法的新農夫！」年輕的阿貴，在行
銷通路方面，先在網路上成立了「阿貴的家」網站，希望
能靠自己的努力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並藉此建立自己的
農產品品牌。在栽培方面，秉持著自己和家人敢吃才敢給
消費者吃的態度，阿貴一開始就決定要走安全農業路線，
歷經貿然停止噴藥造成產量銳減之慘痛經驗後，他從施放
有機肥改善土壤開始，嚴守安全用藥原則減少施藥，且絕
不使用除草劑及植物賀爾蒙等，並在今年青梅採收前主動
邀請農改場研究人員前往採樣，送交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進行農藥殘留檢驗；阿貴很務實地微笑著說「不只要堅持
最好的品質，也要讓大家吃的安心！等到技術更純熟之
後，我會一步一步地往有機栽培的方向邁進。」阿貴的用
心，慢慢地被其他人發現，許多梅子愛好者紛紛下訂單，
讓他的青梅今年銷售無虞。外表純樸的阿貴內心的願望也
很簡單，希望自己認真的成果，能夠獲得消費者的信賴，
以及成為最親愛的家人眼中的驕傲。
【文圖/楊尚欽】

2009 台灣國際蘭展 成果輝煌
「2009台灣國際蘭展」於3月7日∼16日，在台南縣後壁鄉烏樹林的蘭花
生物科技園區舉辦，是愛蘭人士不容錯過的年度盛事，3月6日由本場協辦
的「2009台灣國際蘭花研討會」，更聚集來自全球各地的蘭界菁英，分享
蘭花相關的知識與經驗！
今年蘭展參觀人潮突破30萬人次，外銷訂單金額超過36億元，成果輝
煌。場內設置專利品種、商品花、新花展示區，並根據國外買家需求，提
供客製化的服務，尤其國際零售單價普遍下跌，各國自行生產已不敷成
本，台灣能提供品質優良、價格具競爭力的產品，是台灣蘭花產業在金融
海嘯衝擊下仍逆勢成長五成的主因。
【文/編輯室 圖/黃鵬戎】

↑蘭花景觀佈置區吸引大批參觀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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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勵 人 心 小故事

幸福養成的豆子∼溫家咖啡農場
溫邑章，一個在軍中有大好前程的軍官，為了給家人
較多的照顧與陪伴，毅然辭職返鄉務農，卻給了自己人生
意外的一片天！

放棄大好前程 回歸農村

→溫邑章檢視在
陽台上曝曬的
咖啡豆子

溫邑章從小便立志當軍官，不願意參與農事，實力加
上努力，使得他仕途順遂，提早兩年以少校佔中校缺，在
長官眼中由是個前途不可限量的小夥子。然而在醫生宣告
兒子有中度自閉症，需長期就醫與復建時，打亂了他的人
生計畫。溫邑章回憶，當時在拿到升官的命令時，腦海中
出現的居然不是歡欣鼓舞，而是另一位優秀軍官前輩因家
人而放棄升職的啟示，幾番掙扎，最後在他認為是「衝
動」的決定下，提出辭呈，由從來沒想過當農夫的軍人家
庭，從行伍拉到農村，開始學「當農夫」。

↓以自家農舍改建為休閒農
場，消費者在品嚐香醇咖
啡之餘，能如置身自家宅
院般輕鬆自在

蓽路藍縷 從心開始
溫家咖啡農場位於嘉義縣梅山鄉半天村，所擁有的近3
公頃山坡地曾經種植過稻米、香蕉、柑橘、蓮霧，當年是
由溫媽媽主導經營，溫媽媽過逝後，農場荒廢了一陣子。
溫爸爸由私人公司退休後，一頭鑽入「台灣咖啡」的栽培
生產，並以「愛台灣就從有機栽培出發」為理念，開始種
植有機咖啡。
2004年7月溫邑章剛返家接手咖啡園工作，就被敏督利
颱風吹垮了信心，一株株癱倒在地的咖啡樹訴說著生命
的無常，而倖存的咖啡豆到年底仍有90％躺在倉庫乏人問
津。2005年積極從事農場整建的溫家，因溫爸爸與溫邑章
的不識農務、管理不善，又被六二水災賞了個耳光。幸好
天無絕人之路，溫爸爸獲得老東家青睞，回聘為加油站站
長，還賣光庫存近兩年的咖啡豆。

自給自足 幸福成長
憑著軍中工作時的決心與毅力，溫邑章鑽研咖啡的各
種知識，並到台中農改場、藥毒所進修休閒農業及有機農
業相關課程，雖然農場基礎建設幾乎已將自己的退休金消
耗殆盡，但是幾年下來的努力，自揣生存應該是不成問
題。
除了生活上的自給自足，最大的收穫，就是看著孩子
越來越進步，甚至能進入一般國小就讀，不需要與同期病
童去特教班。小孩健康成長、越來越不需要父母隨伺在
後，就能有更多時間與精神投入在咖啡園的經營管理與咖

啡豆品質的提升，也訓練自己跟別人溝通，與鄰近農民分
享知識經驗。目前溫家咖啡已獲得慈心有機農產加工品認
證，咖啡豆也都能在下一期作採收前售罄。

迷人的農夫生活
溫邑章說，當農夫是很迷人的。操作農務就像在跟上
天做溝通、做約定。「我們相信上天願意給我們這一口飯
吃」，就憑著這一份簡單的想法，讓溫家咖啡農場的有機
栽培得以延續。原本夫妻2人的小農場，最近增加了一個
被工廠裁員的老伯，溫邑章笑著說，現在農場的工作目
標，就是能夠付得出老伯的薪水，讓兩家人都有飯吃！
2008年獲邀參加台南農改場辦理的「樂活南科有機農
夫市集」，讓他有機會認識更多有志一同的有機農友，也
順利到中興大學的有機農夫市集去擺攤，拓展銷售管道。
目前他規劃在農場闢建有機蔬菜園，剛在試種階段便陸續
有消費者聞風而來，登記成為客戶，溫邑章戲稱，目前已
背負50幾個客戶的菜單，不知何時得以清償。
溫家咖啡農場，不僅種出農業堅韌的生命力，更烘焙
出一家人平凡卻滿滿的幸福！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溫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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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洽簽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之農業立場說明
我國若不洽簽ECFA，未來恐有經貿被邊緣化的危機
為因應全球自由化趨勢，近年來世界各國均積極簽署
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我國所在東亞地區之東協自
由貿易區已於2002年正式啟動，並陸續與中國大陸(2005
年)、韓國(2007年)、日本(2008年)、紐澳(2009年)等國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並將逐步生效。反觀我國迄今僅與中美洲
五國簽有雙邊FTA(Free Trade Area)，無法與其它主要貿易
國間簽訂FTA。
為解決我國經貿邊緣化的危機，目前政府大力推動與
中國大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該協議將建立
兩岸必要的經貿合作架構，俾做為進ㄧ步推動我與其他國
家洽簽雙邊FTA之利基。

為維護國內農業永續發展，政府將堅守不再進ㄧ步
開放中國大陸農產品進口之立場
馬總統於97年5月20日就職後，新政府即依據其政見主
張，繼續管制中國大陸830項農產品進口。包括稻米、花
生、大蒜、紅豆、東方梨、香蕉、芒果、鳳梨、液態乳等
敏感性關稅配額產品，以及國內大宗生產如茶葉、甘藍、
白菜、馬鈴薯、洋蔥、柑橘等我國生產之主要初級生鮮加
工產品，均為管制範圍。

馬總統更於98年3月12日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出簽署
ECFA之「三要」及「三不」談判原則。所謂「三要」即
為要凝聚共識、要循序漸進、要廣結善緣原則，「三不」
則為不會矮化主權、不會開放大陸勞工來台、不會新增農
產品開放項目。因此，未來簽訂ECFA時，仍將繼續管制
中國大陸830項農產品進口。

政府洽簽ECFA時，將進ㄧ步爭取農業部門利益
目前我國自中國大陸進口之農產品以原物料為多，且
中國大陸為我國農產品第二大出口市場，簽訂ECFA後對
我國較為有利。由於未來泰國、菲律賓等東協國家農產品
輸出中國大陸將享有零關稅之優惠待遇，因此我國將爭取
我國輸中主力農產品包括柳橙、橘子、香蕉、哈密瓜等品
項之關稅減讓待遇，以拓展外銷。
另外，針對我國農產品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我國可在
ECFA經濟合作議題中，提出就我國農業研發成果於中國
大陸申請智慧財產權之受理、防止我國商標及著名農產品
產地被搶註、非台灣生產水果以台灣生產名義標
示之取締等議題進行協商，俾予制度化規範。
【資料來源/農委會】

農村再生條例不能再等！！
農委會鑑於農村普遍面臨發展遲緩之困境，在馬總統
愛台十二政策指導下，以現有農村社區為基礎，提出「農
村再生條例」，目的在突破農村長期窒息性的發展瓶頸，
召募留在農村社區的弱勢農民，還給農村一個尊榮，進而
引導外出的子弟回鄉團聚，期望打造讓都市人流連往返的
富麗新農村。這個條例如能通過，對農村將有以下之助
益：
灱 改善現有農村社區生活品質
牞 引導農村集村興建農舍，確保農地品質
犴 農村專責機關之長期陪伴與專款專用基金之運用
犵 農村文化、資源、品質之長期調查與保存
農委會將以台灣4000個既有農漁村為範圍，實際照顧
農村社區，進行活化再生，其推動原則及方向如下：

灱 真正由農村社區居民依據當地需求及意願，推廣整個
社區共同參與，研提農村再生計畫，提出發展遠景與
實施項目，並強調在地自主提案，打造自己的家園。
牞 透過農村「人與土地」的價值認知，學習尊重自然環
境的協調，鼓勵社區主動訂定公約，以社區力量自行
管理並規範農村社區內妨礙整體景觀、衛生或土地利
用的行為，並實施改善，重塑「農村生活美學」。
犴 加強人力培育，讓農村居民能有自行研擬永續經營之
願景及策略的能力，為農村社區統合、規劃及建設等
人才培育紮根，奠定長期運作及發展的基礎。
犵 對目前農村面臨的土地凌亂發展問題，實際提出解決
措施，對能積極主動依法處理共有土地問題者給予獎
勵，活化土地利用。
【資料來源/農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