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泝吳敦義副總統以「台灣蘭展，10年驚艷，百花競放，全
球飄香」做為勉勵，肯定農委會對臺灣蘭花產業的用心

沴農委會陳保基主委開幕致詞

沊美呆了！蘭蕙館展出懸掛於空的數萬株蘭花造景，氣勢

磅礡，美不勝收

沝本場深紅色小花獲得美國蘭花協會頒予優質獎殊榮

2014臺灣國際蘭展於3月7日在臺南市後壁蘭花生物科
技園區盛大開幕，由副總統吳敦義、農委會主委陳保基、

賴清德市長、外貿協會董事長王志剛、台灣國際蘭展大會

主席陳石舜、臺灣蘭協理事長高紀清、世界蘭花會議主席

Mr. Johan Hermans等國內外嘉賓出席典禮，開幕當天入場
就突破3萬人次，為歷年來最高，開展後每日吸引遊客大
排長龍，搶著一睹蘭花風采。

今年適逢蘭花生技園區舉辦國際蘭展

邁入第10年，主辦單位特以《Amazing 
10》為主題，策劃了10大精彩主題區，
包括蘭蕙館、競豔館、風華館、十年回

顧展、「結金蘭」蘭花文創藝術區、臺

南農業館等，賴清德市長更站出來邀請

大家一同來「驚豔」臺灣蘭花之美。既然

是10周年慶祝，佈置造景更是馬虎不得，主辦
單位於蘭蕙館展場費盡心思將

2萬多株蝴蝶蘭集結懸掛於空
中，彷彿一棵棵高聳的蘭花

「樹」，此般視覺饗宴，讓參

觀民眾爭相拍照，讚嘆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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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與得獎植株均在此館展出。今年蘭展蘭花競賽戰況依

舊激烈，本場蘭花團隊特別選出五株蝴蝶蘭赴此盛會，其

中具絲絨質感深紅色小花獲得評審青睞，由美國蘭花協會

頒予優質獎 (Award of Merit, AM) 的殊榮。

■ 賀本場蝴蝶蘭品系榮獲美國蘭花協會優質獎

■ 佳里好「蒡」～2014佳里區牛蒡產業文化活動
■ 番茄刺皮癭蟎好發時期請農友注意防治

■ 青年老師傳承父業情，回鄉蛻變成雜糧大佃農

■ 都市追夢人迴游農村，變身水晶苦瓜達人

■ 活動預告－2014台灣瓜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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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豔》十年，2014國際蘭展盛況空前
本場蝴蝶蘭品系榮獲美國蘭花協會優質獎

本場得獎之深紅色小花 (Tn96-39-1026)，其花瓣具絲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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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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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中展現堅毅的姿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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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獲美國蘭花協會

評為85分，頒予優質獎。  
【文/圖　胡唯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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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刺皮癭蟎為臺灣新紀錄的害蟲，為農民所不熟悉

之害蟲，加上蟲體極小，初期危害不易被發現而錯失防治

時機。目前田間陸續發現刺皮癭蟎為害情況，請農民注意

防治時機，以提升防治效果，維護農作物正常生長。

番茄刺皮癭蟎最適合發生於4∼
5月份，主要刺吸番茄葉片、莖
部、果柄和果實，初期由下位葉

開始出現徵狀，葉背初呈灰褐色

轉為紅褐色，後期整葉枯萎，葉

柄及莖部可見灰褐色黴污狀斑，

植株漸呈黃化乾枯，容易被誤認

為病害，因此應特別留意田間徵

狀，掌握初期的防治時機。

番茄上發生之刺皮癭蟎目前尚未有登記的藥劑，可參

考使用登記於番茄防治蟎類的藥劑如賽洛寧。另根據國

外的研究，阿巴汀 (登記於番茄斑潛蠅) 及硫磺(請小心使
用，以免藥害)亦有防治效果，可參考使用。相關防治藥

劑請參考植物保護手

冊，或連結本場網站

查詢農作物登記用

藥，施藥應依標示使

用，並嚴格遵守安全

採收期。

【文/圖　陳昇寬】

佳里好　　～2014佳里區牛蒡產業文化活動蒡
佳里區農會為了促進在地牛蒡產業文化與增進農產品

消費，於3月15∼16日在佳里區體育公園舉辦「2014佳里
區牛蒡產業文化活動」。15日的開幕活動嘉賓雲集，包含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臺南市賴清德市長、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黃明耀局長、本場王仕賢場長、農糧署南區分署陳俊

言分署長、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黃振全分局長、農信保基

金黃慶堂經理、臺南市政府吳威達科長、佳里區公所黃慶

堂區長等。

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致詞時表示，日本對農產品的安

全檢驗非常嚴格，而臺灣目前牛蒡外銷市場有八成在日

本，顯示農民的生產技術與安全用藥具相當水準，雖然現

在牛蒡種植逐漸往北部的嘉義與雲林移動，但佳里地區仍

是牛蒡的重要集散地，同時也讚賞農會與產銷班積極開發

出各式各樣的牛蒡加工產品，如牛蒡茶、牛蒡酒等，提高

牛蒡產品的附加價值，也為農民帶來更多的收益。

活動當日人潮洶湧，絲毫不受艷陽高照的影響，開幕

後由在地社區進行太鼓、舞蹈、舞龍及弦樂等表演，充分

展現出農村社區的充沛活力。為了推廣行銷在地的牛蒡產

業文化，現場除了展示各式各樣的新鮮及牛蒡加工產品

外，也安排自行車牛蒡田間體驗及親子DIY等活動，其中
家政美食料理是現場最吸晴的重點，尤其是牛蒡肉包攤前

大排長龍，600顆肉包瞬間被索取完，品嚐到的民眾大呼
好吃。此外，現場搭建簡易展示館，除展示牛蒡生產與

加工過程的解說圖片外，也展示佳里當地蔬菜產銷班第7
班林中智農友栽培的各式生鮮蔬果，包含五顏

六色的胡蘿蔔，以及稀有的蔬菜「冰花」，讓

許多參觀民眾直喊驚奇，也達到寓教於樂的效

果。藉由本次的牛蒡產業文化活動，讓更多的

民眾認識在地的產業文化特色，體驗農村的生

活，也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志從農的新農人投入

農業工作，為臺灣農業注入新的活水。

【文/圖　吳建銘、陳勵勤、石郁琴】

番茄刺皮癭蟎好發時期　請農友注意防治

↑顯微鏡下的番茄刺皮癭蟎

←番茄刺皮癭蟎危害狀

泝農委會陳文德副主委開幕致詞

沴陳文德副主委與佳里區農會黃政村

總幹事共同宣告活動開始

沊賴清德市長參觀佳里區蔬菜產銷第

七班林中智農友的蔬菜產品

沝怎麼能錯過的美味～牛蒡包子前大

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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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甲區的劉育承先生目前未達而立之年，卻已

回鄉從事農業五年有餘。一個大學畢業、希望在補教業裡

能闖出一片天的年輕人，從待了八年的中壢回到了成長記

憶中的學甲農村，已經習慣大城市生活步調的小夥子，為

何會想要回歸農村生活呢?只因爸爸的一句話：「在外地
為別人打天下，倒不如回家幫自己打天下」，而且父親長

年操勞，身體已出現各種警訊，心疼父親的心也讓育承情

繫故鄉。

大學主修化學的育承，剛開始從事農業時是十分艱辛

的，無論是農機具的操作與維修，或是作物的栽培管理，

都是完全陌生的領域，所幸爸爸一路牽成，並且遇上許多

貴人相助，他特別感謝中興大學植病專家蔡東篡教授、畜

產試驗所恆春分所的陳嘉昇博士，及從事雜糧產業多年擁

有豐富經驗的黃郁仁與蘇榮燦大哥，讓育承少走了很多冤

枉路。

更幸運地，育承入選為102年度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對
象，他覺得專案給予他最大的幫助是，只要問題提出都會

有臺南場輔導小組成員主動回應，感受到農業人的熱情，

像有關農田供水問題，熱心的農委會輔導處王勝平技正就

幫助他向農田水利會溝通並且給予建議，而輔導陪伴師連

大進先生也給予他很大的協助。連大進先

生退休於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個性

勤勉踏實，輔導次數總是加碼再

加碼，只要青年農民有需求，

連先生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給

予建議與關心，可能30分鐘
前才跟他通電話，馬上就現

身在田區中了。育承笑說陪

伴師都會去幫他巡園，定期提

醒他品種的選定、播種合適的季

節、播種的深度與數量、病蟲害防

治等⋯，大小的會議也都會陪伴他們參

加，簡直像另一位父親般地關照他們。

育承剛入行時與父親共同種植青割玉米、硬質玉米與

綠肥大豆，第二年除了幫忙家中農事外，也開始自行種植

小麥與黑豆，收成的小麥與知名的麵包業者合作，並且

也研發了黑豆茶。其實一開始的種植面積只有1.7分地，
在父母親的協助下，租賃多筆農地且加入大佃農行列，

並與臺南市西港區公所契作簽約，代耕了400多公頃極大
面積的青割玉米。目前家中有3位自家成員 (父親、母親
與舅舅) 協助育承農業經營，在西港也和當地包含整地、
播種、中耕培土與採收的代耕團隊合作。年輕有想法的

他，除了目前種植的青割玉米、硬質玉米與黑豆外，未來

希望青割玉米能乾溼分價出售，也積極探索如

何種植小米，以豐富自己的作物品項，希望透

過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小組的協助，建

立「劉家黑豆茶及黑豆醬油」品

牌，跨入二級產業。

農委會輔導處目前正試辦

「雜糧及青刈/貯作物產業
鏈整合」輔導工作，期建立

青農群聚輔導模式。育承與

另外4位同在本場轄區的青農
共同接受產業群聚相關輔導，

由農委會輔導處建立平台，請相關

單位協助並橋接資源，支援青農與酪農協會、加工業者規

劃產業發展，就收購規範、穩定供貨及分級售價等建立共

識，並導入科研發展快速檢驗技術及加工產品。相信青年

農民們在專案輔導的豐富支援下，能夠穩健成長茁壯，成

為農業界的棟樑。

【文/圖　盧子淵、張秀如】

青年老師傳承父業情，回鄉蛻變成雜糧大佃農

↑本場游添榮分場長(左四)、吳昭慧副研究員(左二)與陪伴輔導
師連大進先生(左五)於朴子分場替五位青農進行聯合診斷

↑游添榮分場長進行生產技術田間指導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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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在嘉義縣布袋鎮的溫偉毅先生，電工

科系畢業後即離鄉前往都市工作，現年30出
頭的他已從事過許多行業，曾擔任水泥工、

搬運工及會場布置，兩年前毅然返鄉從農，

年輕不怕苦的偉毅，肯拼肯學種植苦瓜，栽

培技術已相當成熟，也擔任產銷班班長的職

務，為了一家溫飽，腳步片刻不敢停歇。友

人詢問偉毅當初為何會想回鄉種田，他笑說

想當個年薪百萬農民就是最大動機，因為看

得到未來目標。

偉毅目前以隧道式搭棚栽培苦瓜，搭配紙箱顏色管理

以方便採收及裝箱，並使用數字編號的看板管理來做病蟲

害防治工作，且苦瓜生產擁有產銷履歷驗證，各個生長時

期使用的資材，消費者都一目瞭然。之前已先試過將苦瓜

分為三個等級銷售，獲取的利益較無分級時高出許多，所

以建立五個等級的分級制度是他最引以為豪的分級標準，

因為不同的消費者需要不同的規格，像是台北果菜市場願

意出很好的價格來購買高品質的蔬果，因此最高等級的苦

瓜就販售給他們，而小家庭與大家庭需要的等級也不一

樣，加上農政機關協助共同運銷，不會擔心產品通路的問

題。

身為百位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其中一員，偉毅認為此專

案對自己最大的幫助有三點，第一點是生產技術更加成熟

了，因為剛從事農業，對於栽培作物很多方面不是很了

解，專案輔導有陪伴師可以協助解決病蟲害問題，縮短很

多摸索的時間。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退休的陪伴輔導師陳紹

崇先生為人熱心，偉毅非常感謝陳先生也願意同時協助輔

導他的產銷班員，讓身為班長的他和班員間的互動變得更

好。第二點是不同的陪伴師給予了他不同的幫助，另一位

陪伴輔導師吳石城先生協助他與新光三越專櫃進行接洽，

並對103年度的外銷提供建議，行銷通路越來越多元。最
後則是感謝農委會提供青年農民設施設備補助的申請，讓

新進者也能安心從農。目前偉毅也以回饋之心，幫助解決

產銷班員從農問題，102年整個產銷班的營業額超過800萬
元，預估103年可達1000萬。只要肯努力、有方法，當個
百萬年薪農民真的不是夢。

偉毅從農初期投入自有資金，並貸款購置設施與設

備，前兩年著重學習栽培管理技術，邁入103年度已擴大
生產面積，複製前兩年之生產及行銷模式增加現金收入，

由於曾擔任氣球會場布置的創意總監，偉毅對於行銷管理

很有想法，目前自行設計苦瓜禮盒，推出預購行銷方式，

也與農會家政班合作生產一批苦瓜手工皂，由嘉義縣政府

推動成為社區之伴手禮，未來苦瓜手工皂會在自己建置的

「宏展農場」臉書粉絲團中販售。

另一個經營重點是規劃

與通過吉園圃認證的產銷

班班員合作，尋找貿易商洽談外銷事宜，外銷目標市場為

飛機航程3~4個小時內可抵達之國家，而苦瓜在外銷運輸
過程如何包裝降低損傷，及採行18℃的低溫保鮮運輸避免
超過30℃會黃化等問題，期待臺南場輔導小組協助擬定對
策，並協助產銷班團隊經由產學合作，讓苦瓜籽也能夠產

生經濟效益，延伸產業價值鏈。 
【文/圖　盧子淵、張秀如】

都市追夢人迴游農村，變身水晶苦瓜達人

↑本場王仕賢場長現場診斷輔導

溫偉毅先生

→陪伴輔導師陳紹崇先生現場輔

導防治根瘤線蟲技術

時間：103年5月3日 (星期六)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內容：瓜果品種及米製食品展示、迷你西瓜競賽、瓜果

雕刻競賽、瓜果與米食料理競賽、傳統米食及

玉米粉墨西哥餅DIY、農特產品與種苗展售等。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http://tndais.co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