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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種苗節活動 參觀人潮逾7千人
「種苗科技暨產業發展研討會」激發產業效應與創新力
■ 101年度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回娘家 分享從農樂
■ 101年度績優吉園圃產銷班及輔導單位表揚
■ 2012年全國小胡瓜品種比賽 豐田NO.123奪冠
■ 本場新品系獲「2012臺南蘭花博覽會」個體花競賽第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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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種苗節活動 參觀人潮逾7千人
民眾入場參觀，顯示此合作模式具加乘效果，加上種苗節
活動移師本場辦理，因此今年的開放日結合臺灣種苗業界
團隊，陣容更堅強、活動內容更精彩。
11時轉移陣地到本場農業推廣大樓前廣場辦理「第16
屆種苗節」開幕典禮，隨後進行「米食及食用玉米利用發
表會」，展示並提供試吃各項精緻又創新的米食及玉米料
理點心，吃過的民眾全都讚不絕口。
本場以海報配合「滴灌節水設施」栽培棚架，讓民眾
現場體驗「黃金廊道」的設計概念；其他成果展示包括：
小胡瓜及花卉品種、良質米成果展示品嚐、有機農業及吉
園圃推動成果、土壤速測及合理化施肥、病蟲害診斷鑑
定、新型農機具及花海景觀等。另外並邀請有機及優質安
全農特產品業者38個攤位參與展售，方便消費者採買。農
業DIY教學開辦「米食DIY」
課程三場，教導民眾製作米蛋
捲、米銅鑼燒、米鬆餅。闖關
遊戲讓遊客集滿6個戳章即可
領取本場水稻新品種「臺南14
號」米及種苗一份。

本場與畜產試驗所、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2月1日(星期
六) 共同舉辦「2012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種苗節活動」，兩
機關場區試驗研究及種苗研發成果同時開放參觀，以寓教
於樂的方式來呈現研究成果，當天湧入大批參觀民眾，估
計逾7千人次，創遷場以來的紀錄，盛況空前！
當天秋陽和暖、涼風徐徐，上午9時起參觀人車便絡繹
不絕地湧入場區。10時在畜試所舉行開幕式，由畜試所黃
英豪所長、本場王仕賢場長及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施辰東理
事長共同主持，立委黃偉哲、新化分院院長劉明道、高雄
農業改良場場長黃 昌、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所長陳甘
澍、農糧署副署長陳建斌、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處長李
朝全等貴賓蒞場致詞。王仕賢場長表示，去 (100) 年兩機
關首度合作辦理開放日活動，因內容豐富多元，吸引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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泝開幕現場長官合影
沴王場長向王政騰副主委介
紹滴灌節水設施
沊場區人潮洶湧，盛況空前
沝瓜瓜主題區以各式瓜果妝
點，色彩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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沀米蛋捲DIY教學
泞花卉溫室開放參觀
泀稻草與花卉創意佈置
洰葫蘆科瓜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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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種苗節活動展出重點是「葫蘆科瓜果」，除了主題區以各種瓜果佈置造景，成了
民眾最佳取景點外，各種苗公司的瓜果品種玲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蔬果花藝設計展
示則將瓜果融入插花藝術，呈現不同的視覺享受；舞臺區Live樂團的悅耳歌聲，讓參觀
者一邊欣賞漂亮蔬果、一邊享受音樂饗宴。兩場園藝DIY教學－嫁接及種子貼圖、催芽
及園藝DIY，寓教於樂，場場座無虛席。其他的種苗與植物防檢疫展示、世界蔬菜中心
展示、種苗資材展示、種苗常識有獎徵答等，讓民眾有吃、有玩、又有拿。
今年與畜試所、種苗協會共同辦理開放日活動，提供了民眾一個農業知識與休閒體驗
兼具的豐富之旅，相信大家不論手上、精神上、知識上都是滿載而歸！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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泍精緻創新的米食及玉米料
理點心提供試吃
泇花海景觀成為美女拍照必
到景點
沰親子焢窯小朋友玩得不亦
樂乎
泹參觀人潮通過黃金廊道滴
灌設施區，不斷由畜試所
向本場移動
12

「種苗科技暨產業發展研討會」激發產業效應 與 創新力
本場及臺灣種苗改進協會於11月30日共同舉辦「種苗
科技暨產業發展研討會」，逾210位種苗業者、農會或農
報名參加，會場內座無虛席，還在會場外大廳開設第2會
場。本場並安排今 (101) 年雲嘉南地區入選「十大經典好
米」頒獎，表達對得獎人員或團體的表揚與敬意。
本次研討會以提供種苗業界經營實務需求為主軸，專
題報告邀請泰國Rhino Research Group專家Dr.Asbrouck演
講「園藝作物種子採後處理及儲藏技術」及農友種苗公司
張師竹總經理報告「國際瓜果類蔬菜種苗市場概
1

泝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沴臺南市副市長顏純左蒞場致詞
沊雲嘉南地區入選「十大經典好米」頒獎
沝邀請泰國專家Dr.Asbrouck專題演講
2

亞蔬外籍專家參訪開放日活動

↑亞蔬外籍專家訪視田間試驗成果及花海景觀

況」，其他議題則涵蓋「農業衍生品種之品種權問題探
討」、「亞蔬-世界蔬菜之重要種原研究與利用成果」、
「中國大陸種苗市場現況與銷售策略」、「東南亞地區
種苗市場現況與銷售策略」、「種子檢查規範與技術」、
「影響種苗貿易之重要病害檢疫」等。本研討會期待藉由
種苗業者、政府決策者及學者進行交流與討論，激發出更
大的產業效應，加速種苗科技研發，持續提升種苗產業競
爭力。【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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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各分支機構專家代表一行12人，12月1
日特別組團參加本場開放日活動，除認同本場接待人員的專
業解說服務外，也對台灣民眾給予農業熱情支持留下深刻印
象。
亞蔬外籍專家們在聽取本場簡報後，參觀種苗節各展示攤
位，品嚐精緻創新米食及玉米料理點心，對本場研發之各式
餐點讚不絕口。隨後步行至田間參觀番茄溫室、植物工廠、
甘藍及夏南瓜選種試驗田、果樹試驗田及景觀花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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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回娘家 分享 從農樂
本場藉由12月1日辦理農畜聯合開放日暨種苗
100年度農機操作保養與修護
節活動，邀請100年及101年度農民學院訓練班
班的振旺班長，本身也是從事代
學員回場共襄盛舉，藉此機會除了讓學員彼此之
耕的業者，從原本僅有30馬力
間能進行經驗交流，也可了解學員結訓後從農狀
的小型曳引機到現在擁有價值
況。本次活動計有120多名學員熱情參與，現場氣
300萬最新型強鹿6630的曳引
氛熱鬧滾滾，猶如一場久別重逢的同學會。
機，憑藉著就是不斷的努力學
活動由多位結業學員分享從農心路歷程。101年
習與勇於挑戰困難的勇氣。
回娘家
員
學
員
學
度有機農業初階班的明志學員說，在他知道錄取有
綽號「土豆」的豐端先生
學院
近百名農民
機初階班時，就毅然決然的辭去原本的工作，開始
在種植水稻上可是一點都不
參與活動
規劃他的從農藍圖。現在的他已經整好地準備種植
含糊，今年還獲得十大神農獎提名呢！
作物，朝向規劃的目標一步一步邁進，希望能早日打造
為了在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他特地開發了小包裝
「袋鼠農場」。
(300克) 隨身米，看準的消費客群就是經常外食只有假日
101年有機農業進階班的郭毓昇學員栽種了各種有機水
才開伙的小家庭或是單身貴族；另外也提供新人在結婚囍
果及蔬菜，品質都相當好，他希望未來能提供平價有機農
米禮盒及商家開幕之來店禮等客製化服務，相當的具有行
產品給消費者，讓人人都能吃得起，大家都健康。
銷概念。
【文/圖 石郁琴】

101年度 績優 吉園圃產銷班及輔導單位表揚
績優吉園圃產銷班
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

布袋鎮蔬菜產銷班第6班

績優吉園圃輔導單位

新港鄉農會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嘉義縣崙陽合作農場、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為表揚相關單位的努力，農委會於11月20日舉辦「101
年度績優吉園圃產銷班及輔導單位表揚活動」，由陳保基
主任委員親自頒獎表揚。本場轄區計有嘉義縣布袋鎮蔬菜
產銷班第6班獲選績優吉園圃產銷班，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獲選績優吉園圃輔導單位，雲林縣斗南鎮農會、嘉義縣崙
陽合作農場及嘉義縣新港鄉農會獲選績優吉園圃運銷單
位。每項獎項本場轄區均有單位入選，成績相當亮眼。
嘉義縣布袋鎮蔬菜產銷班第6班主要生產苦瓜、花胡
瓜、南瓜及小果番茄為主，班員有23名，其中16名為吉園
圃班員，除為吉園圃產銷班外，多位班員亦過產銷履歷驗
證，除配合作物生長合理進行施肥及病蟲害防治外，已有
部份班員朝向非農藥防治的管理方式進行。所生產的苦瓜
與小果番茄還是嘉義縣嚴選的伴手禮，另也申請「吉也
鮮」之自有品牌，開拓農產品之通路，產銷班之經營成績
有目共睹。

另嘉義縣新港鄉農會亦是受獎單位的焦點，同時獲選
「績優吉園圃輔導單位」及「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用
心經營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表現傑出。新港鄉農會配合
農委會政策推動吉園圃標章，輔導21個產銷班、373位班
員納入，推動面積達223.32公頃，入選績優吉園輔導單位
前10名。另外依據以吉園圃子母包裝供應農產運銷公司批
發市場總量最高之前10個單位選出績優吉園圃運銷單位，
本場轄區內雲林縣斗南鎮農會以2,478,295公斤、嘉義縣新
港鄉農會以1,654,432公斤及嘉義縣崙陽合作農場707,503
公斤獲選，各獲獎單位均派代表到場，並由主任委員親自
頒獎逐一表揚。整個表揚活動現場氣氛非常熱鬧，為吉園
圃安全蔬果標章進行了成功的宣傳。 【文/圖 林明瑩】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
↓嘉義縣崙陽合作農場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嘉義縣布袋鎮蔬菜產銷班第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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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國 小胡瓜品種 比賽

↑小胡瓜品種比賽田間現場及評審委員

豐田NO.123奪冠

↑小胡瓜進行果實外觀及食味評比

「2012年全國小胡瓜品種比賽」於11月19日在本場舉
辦，經過一連串嚴謹程序及小胡瓜專家公平、公正、公
開的評審後，成績揭曉，由豐田種子行的NO.123品種勝
出，奪得本年度全國小胡瓜品種比賽冠軍頭銜。
「2012年全國小胡瓜品種比賽」計有農友種苗公司等8
家種苗業者、共28個品種參賽，於11月19日進行田間植株
表現評鑑、果實外觀及食味評比，由台灣種苗協會邀請農
業試驗所林子凱、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劉敏莉、本場趙秀淓
等3位專家進行審查評分，第一階段先行選出12個優良品
種後，進入第二階段賽程，最後選出優勝品種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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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小胡瓜豐田NO.123果實

此次小胡瓜比賽，參賽品種都是各種苗業者選育出的
菁英品種(系)，需經過田間性狀及果實食味品評兩階段的
評審，優勝品種須通過層層考驗才能脫穎而出，在28個
品種中要獲得名次並不容易。最後評審結果，冠軍由豐
田種子行「NO.123」獲得，第2名則由合歡農產有限公司
「2209小胡瓜」品種及德城行有限公司「#128」品種獲
得，第3名則由德城行有限公司「#127」及「#129」二個
品種及農興貿易有限公司「抗病勇吉」品種獲得，得獎的
參展單位及品種已於12月1日在「2012農畜聯合開放日暨
種苗節活動」中接受頒獎。
【文/圖 謝明憲】

藝術氣質新花色蝴蝶蘭～
本場新品系獲「2012臺南蘭花博覽會」個體花競賽，

黃花及其他花色組 第一獎
由臺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等單位所主辦的「2012臺南
蘭花博覽會」，於101年10月27日至11月5日在臺南南紡世
貿展覽中心舉行。本次蘭花博覽會以萬聖節為主題，並有及來自全省
各地的蘭花育種家所培育的各式蘭花進行個體花競賽。本場以選育之蝴蝶
蘭植株Tn97-35，參加2012年臺南蘭花博覽會個體花競賽，在「蝴蝶蘭屬及
其聯屬C-6交配種：黃花及其他花色」組中脫穎而出，獲得第一獎。
Tn97-35係97年雜交後代選育之優良品系，該植株屬中輪花型，母本係來
自黃色臘質整型中輪花的朵麗蝶蘭，父本為淺粉紅中輪花的蝴蝶蘭。此花之花瓣質地臘質、
花面平整，其色彩遠觀為淺咖啡色，近看則可見其主要顏色為黃色與粉紅的疊色呈現，翼
瓣緣為黃色中帶有清新的綠色，為目前蝴蝶蘭市場上少見的花色。雖為單支花梗，梗長41
公分，然具三個分岔枝梗，且自6.5公分處有第一個分岔枝，分叉角度約45度，共有27朵
花正面排列於花梗上，花序排列整齊，各小花間距適中，花面與植株高度比例適恰，整
體比例佳。其帶有藝術氣質般的新穎花色及比例均勻的花朵排列，深受評審之喜愛。
本次博覽會除了展示蘭花育種家之心血外，以萬聖節為主題，由花藝老師精心佈置，
將高雅脫俗的蘭花結合陰森的萬聖節氣氛，顛覆傳統蘭花意象，並結合多種文化創
意，將蘭花之美學充分融入生活中，給予視覺、感官的新體驗。除此之外，現場並有
景觀展示區、組合盆花展示區、文創展示區、珍奇花展示區等，相當的豐富多元。
【文/圖 徐淑菁】

↑本場得獎植株
Tn9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