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國際蘭展於3月8日在臺南市後壁
區臺灣蘭花生技園區盛大登場，由地

主臺南市市長賴清德、議長賴美惠陪同

副總統吳敦義、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外貿

協會董事長王志剛以及國內外嘉賓，共同

敲響為期11天的國際蘭展，並自3月9日上
午9時起至3月18日下午4時，開放一般民眾
入場參觀。

本年度蘭展最大特色

為 以蘭花帶動產業結合精

緻農業、生物科技產業、文化

創意產業以及觀光產業。

入園首見主題佈景區，壯麗蘭花山谷

撼動全場，由文心蘭佈置之蘭花樹更讓

民眾誤以為文心蘭樹開滿黃花，綠

地襯托黃色蘭花樹之景觀十足吸

睛，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營造蘭

科植物原生環境氛圍，將臺灣原生蘭

呈現在觀眾眼前。臺糖的懷舊五分車，小

火車模型上搭載著五顏六色的染色蘭花，展現蘭花的多變風貌。此

外，蘭花與文創設計、生技、工藝等領域結合，發展蘭花護膚保養

品、服飾走秀、瓷器等相關產業應用，將臺灣蘭花以不同面向發揚光大。

「競艷館」展出各蘭屬與新育成品種蘭花，由臺灣國際蘭展 (TIOS)、臺灣蘭花產
銷發展協會 (TOGA)、美國蘭花協會 (AOS) 三個專業評審團隊評選蘭花並分別予以
授獎。今年蘭展蘭花競賽戰況激烈，可說自臺灣國際蘭展連續舉辦九年以來，參賽

數量最多的一次。本場蘭花團隊特別選出新育成的五株蝴蝶蘭赴此盛會，其中具絲絨

質感深紅色小花與枝態繁茂的小白花獲得評審青睞，分別獲得大會 (TIOS) 蝴蝶蘭屬及
其聯屬組 (C-3) 中第一獎與美國蘭花協會 (AOS) 的栽培獎 (CCM)。

■ 副總統及農委會主委連袂為「2013國際蘭展」揭幕
■ 本場2品系蝴蝶蘭獲分組第一獎及美國蘭花協會栽培獎
■ 陳文德副主任委員訪視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 高品質洋桔梗新選擇～白花臺南5號、白紫花臺南6號
■ 就是愛地球～「農畜聯合植樹活動」共同為大自然妝點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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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2品系蝴蝶蘭獲分組第一獎及美國蘭花協會栽培獎

蘭色花海迎貴賓，副總統及農委會主委連袂為
「2013國際蘭展」揭幕

↑蘭協理事長高紀清陪同吳敦義副總統、臺南市市長

賴清德、農委會主委陳保基等人參觀國際蘭展，並

現場解說 (圖片來源：臺灣蘭協)

本場選育之絲絨質感深

紅色小花 (Tn96-39) 獲得大
會-蝴蝶蘭屬及其聯屬組-迷你
多花交配種Ⅱ(線條及紅花系
列，花徑7公分以下 )  中
『第一獎』殊榮。

本場選育之小白花植株 
(Tn96-64) 生長健壯，葉面排列
間距一致，且葉片完整無受損，

花朵排列整齊，花朵接近全數開

展狀態，整體比例呈現豐滿茂

盛之美，獲美國蘭花協會

授與栽培獎。



中華民國102年四月十日出版	 第二版 臺南區農情月刊 202期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任委員3月13日由農委會國際處
張淑賢處長、科技處洪偉屏科長及湯惟真技正、本場

王仕賢場長等人陪同，訪視位於南臺灣的國際農業研

究機構亞蔬-世界蔬菜中心，了解該中心在有機蔬菜
生產暨節水灌溉技術發展及應用現況。亞蔬-世界蔬
菜中心由紀岱農主任及張瀛福副主任親自接待。

本次行程首先由張瀛福副主任以簡報說明亞蔬中心

自2001年起設立滴灌設備及肥液灌溉於原生蔬菜示範圃之
應用現況，其次由本場王仕賢場長簡報說明有機蔬菜生產

示範區之分區規劃及營運建議策略。田間觀摩由紀岱農主

任引導參觀原生蔬菜示範圃滴灌控制及水質處理系統，並

參觀亞蔬中心依有機生產規範並執行多年有機田之環境現

況。

之後由陳文德副主任委員代表農委會與亞蔬-世界蔬菜
中心紀岱農主任就國際農業試驗研究合作，國際人材培育

之人員與技術交流等議題進行研商及討論。雙方同意優先

就「蔬菜種原蒐集調查及品種選育」、「蔬菜省水設施發

展及週年栽培模式建立」、「有機概念農場示範」及「強

化國際事務參與及資訊蒐集」進行共同研究，亞蔬-世界
蔬菜中心同意農委會指派所屬試驗單位研究人員，每隔三

個月分批前往亞蔬總部進行全英語化之試驗研究交流，且

每年不定期會同亞蔬研究人員前往海外辦理相關國際農業

活動及技術交流，以期強化試驗單位研究人員之國際競爭

力。

【文/圖　謝明憲】

本場選育之深紅色小花 (Tn96-39) 花瓣具
絲絨般的質感，深紅色的花朵與蕊柱尖端

的白色呈搶眼對比，加上間距一致的整齊

花面，花朵數多、續花性強，讓此花能在

花型與花色樣式最豐富的小輪花中脫穎而

出。花株高約30公分，花序長約25公分，花梗質地硬挺，
整體不僅比例良好，花梗自然彎曲的幅度更呈現優雅堅毅

的感覺，在大會-蝴蝶蘭屬及其聯屬組-迷你多花交配種Ⅱ
中獲得『第一獎』殊榮。

小白花植株 (Tn96-64) 植株葉幅僅25公分，花朵開放幅
度卻有50公分寬，共有四個花梗，單一花梗最多有7個分
岔枝，花朵數繁多約有147朵。花瓣萼片皆為白色，唇瓣
肉瘤呈黃色、中央裂片基部斑紋有紫紅條斑，花瓣質地飽

滿，久開不謝，因而得到美國蘭花協會授予87分之栽培獎
3月8日開幕式當天同時舉辦TIOS全球蘭花產業論壇，

由荷蘭Sion公司講述世界蘭花未來走向，並針對美國、歐

洲、中國、日本、中南美洲與澳洲

的蘭花產銷近況探討，農委會主委

陳保基也特別撥空與在場業者進行

座談交流，除了對於臺灣蘭花科技園區的開發給予肯定，

也對臺灣蘭花外銷至日本的檢疫流程改善做出具體回應，

說明目前已與日本官方協商，並有初步簡化流程的共識。

3月9日舉辦國際蘭花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講述蘭
花種原與科技應用，本場王仕賢場長也應邀擔任主持人，

研討會中介紹了仙履蘭物種、從細胞遺傳學 (染色體) 角
度來看蝴蝶蘭與仙履蘭的雜交育種稔實性、以及利用同位

素氮15標記探討蝴蝶蘭對氮的吸收與分配，不但為蘭花育
種者解除不易成功授粉的疑惑，並為蘭花植株對各階段發

育期的氮肥利用詳細探討，提供栽培管理上的重要資訊。

 【文/圖　張淯茱、徐淑菁】

1

泝主題佈景區-蘭花山谷
沴創意花藝-蘭花水母飄
沊蘭花文創產業

沝本場今年在蘭花大獎區掙得一席之地 (右下1)

2 3

4

陳文德副主任委員訪視亞蔬-世界蔬菜中心
關心有機蔬菜生產暨節水灌溉技術發展及應用現況

。

↑參觀有機田區↑陳副主任委員參觀溫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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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響應植樹節，每年都會在植樹節前後舉辦種樹

活動，今 (102) 年度特別擴大舉辦，與本場的好鄰居「畜
產試驗所」一同共襄盛舉，在畜產試驗所黃英豪所長與

本場王仕賢場長帶領下，為這塊土地貢獻心

力。本場種植的樹種為「煙火樹」及「小葉

南洋杉」，畜產試驗所為「紅花風鈴木」，

栽種後不僅讓原本單調無新意的斜坡，多了

一抹綠色，更與畜試所區域內已種植多年的

南洋杉相呼應，使整體景觀更具延續性。

黃英豪所長與王仕賢場長共同植下具有

「兄弟情誼」的紅花風鈴木，及象徵「友誼

長存」的小葉南洋杉各1棵，之後由本場全
體同仁共同完成後續14棵小葉南洋杉與27棵

煙火樹種植，揮汗合作，共同體驗「前人種樹，後人乘

涼」的意義，且讓我們共同期待多年後花開遍野的美麗景

色吧！ 【文/王美琴　圖/黃鵬戎】

洋桔梗為近年來發展快速的花卉，在

冬季可外銷日本，且國內市場售價高，但

因現有商業品種耐熱性較差，在臺灣地區

栽培符合銷售規格的良率較差，為改善這

項缺點，本場新育成洋桔梗耐熱雜交品種

「臺南5號」及「臺南6號」，具有高溫不
易簇生化、花色優良純正、適合臺灣氣候

條件下栽培等優點，且符合日本市場喜好

之花色，有助於提昇洋桔梗的切花品質，

增進外銷良品率。

本場自民國86年進行洋桔梗切花品種選
育工作，以選育適合台灣高溫環境栽培的雜交品種為

目標，繼民國98年育成「臺南1號」及「臺南2號」，
100年推出「臺南3號」及「臺南4號」，今年 (102
年) 繼續推出「臺南5號」及「臺南6號」。洋桔梗
「臺南5號」為重瓣切花品種，生長勢強，特色為
花朵數多，花色亮白。洋桔梗

「臺南6號」同樣為重瓣切
花品種，花色為白底紫邊

之雙色品種，且為玫瑰花

型，較現有的日本品種

容易在臺灣栽培。

洋桔梗花型和花色豐

富多樣，加上冬季日本

市場的開發，近年來栽培

面積和產量急速增加，100
年全台栽培面積約101公頃，

國內拍賣市場交易量約143萬把，
外銷至日本市場之數量約為840萬
枝，佔日本市場進口洋桔梗的

95.85％，是近年來發展最快速
的切花作物。但現有的栽培品

種均為日本育成，對高溫的適

應較差，不容易栽培成功，本場

推出的品種可改善這個缺點，由

之前推出的臺南1號至4號品種，農民
種植的評價良好，且在日本市場的銷售價格

不輸給日本的商業品種。「臺南5號」是特別針對外銷市
場所推出的品種，純白色花較受日本喜好，「臺南6號」
具有玫瑰花型且為玫瑰花沒有的白紫雙色，適合情人節花

卉市場之需求，兩個新品種延續本場栽培容易、適合本地

環境條件之品種特色，期能以優良品質提高市場佔有率及

價格，提昇花農收益。 【文/圖　張元聰】

高品質洋桔梗新選擇～白花「臺南5號」、白紫花「臺南6號」

就是愛地球～「農畜聯合植樹活動」共同為大自然妝點綠意

↓
洋桔
梗臺南5號花色純白

↓洋
桔梗
臺南6號花色白紫

↑王仕賢場長於農委會發表洋桔梗

新品種

↑(左起) 楊藹華課長、王場長、張元聰副
研究員向記者展示新花色

↑本場同仁齊心協力植樹、澆水，

不亦樂乎！

↑王仕賢場長與畜試所黃英豪所長

共同栽植小葉南洋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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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102年度農民學院訓練班一覽表
階層 班  別 報名日期 開課日期

入門
農藝入門班 3/14-4/14 5/14-5/16
園藝入門班 3/21-4/21 5/21-5/23

初階 有機農業班 4/4-5/4 6/4-7/2

進階
有機農業班 5/22-6/22 7/22-8/2
設施蔬菜班 7/2-8/2 9/2-9/13

進階
選修班

施肥原理與堆肥
製作技術班 5/15-6/15 7/15-7/19

芒果栽培管理班 6/19-7/19 8/19-8/23
設施作物輪作經
營管理班 8/1-9/1 10/1-10/3

優質水稻栽培管
理班 8/14-9/14 10/14-10/18

文旦柚健康管理
技術班 9/6-10/6 11/6-11/8

土地利用型作物
經營管理班 9/19-10/19 11/19-11/21

高階 有機農業班 8/29-9/29 10/29-10/31
◎報名時間及資格：自3月14日起陸續開放上網報名，報
名資格請上「農民學院網站」(http://academy.coa.gov.
tw/)查詢，報名相關問題可電洽客服專線：(02) 2301-
2308查詢。

2013台灣西瓜節活動程序表
 時   間 　　　　 講　　　　題 　　　　　   　主　　講　　人

 09:30∼09:50 開幕式　　　　　　　　主持人：王仕賢 場長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09:50∼10:00 頒獎－2013年十大神農及模範農民頒獎
 第一節 專題報告　　　　　　　主持人：王仕賢 場長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0:00∼10:50 臺灣西瓜發展之回顧 陳甘澍 分所長 (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第二節 西瓜品種、栽培及行銷　主持人：施辰東 理事長 (臺灣種苗改進協會)

 11:10∼11:30 農友種苗公司西瓜品種介紹 龔建禎 技師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11:30∼11:50 生生種子公司西瓜品種介紹 何泰然 副總經理 (生生種子股份有限公司)

 11:50∼12:10 德城行公司西瓜品種介紹 廖宏峻 經理 (德城行有限公司)

 13:10∼13:40 西瓜嫁接苗生產技術 張允瓊 助理教授 (宜蘭大學園藝學系)

 13:40∼14:10 臺灣西瓜市場概況與銷售策略 路全利 主任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節 西瓜營養與利用　　　　主持人：許耀楠理事長 (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14:30∼15:00 西瓜營養與保健應用 翁家瑞 教授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

 15:00∼15:30 西瓜果雕與居家應用 黃銘波 主廚 (臺北喜來登飯店食材造形藝術中心)

 15:30∼16:00 西瓜加工與利用 林金鵬 校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活動時間 　　　 活　動　項　目

 09:30∼10:30 開幕與頒獎

 08:30∼16:30
 西瓜果雕競賽 第1場 (08:30∼10:30)

  西瓜料理競賽 第2場 (11:00∼13:00)

 09:00∼16:30
 西瓜品種展示

  活動回顧海報展示

 09:00∼16:30 西瓜及農特產品展售
 09:30∼12:00 造型西瓜票選
 10:00∼10:20
 14:00∼14:20 

西瓜品嚐

 11:00∼11:30 
DIY教室

 
(米食、西瓜翠衣涼拌)

 

 15:00∼15:30 
 16:00∼16:45 各項競賽頒獎
 17:00∼ 活動結束

●西瓜品種、行銷及營養與應用研討會

●高品質西瓜競賽 (9:00∼13:30)

>>即 將 開 鑼
時間：102年5月3∼4日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http://tndais.co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