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增進有機蔬菜栽培者經驗交流與心得分享，並強化

對設施有機葉菜產區技術輔導，本場於2月25日在雲林分
場舉辦「設施有機葉菜生產技術座談會」，除由本場技術

服務團隊講授生產管理技術重點，也請到有機葉菜產銷達

人程裕誠會長、廖瑞生班長及林春生班長等人一起分享相

關產銷資訊。座談會訊息經農民朋友在臉書轉傳，不僅有

來自雲嘉南地區，更吸引遠至台北及屏東農友參加，合計

參與座談會人數113名。
王仕賢場長表示，基於消費者日益重視食安問題，及

政府關心生產環境永續利用議題，本場也加速推動及提升

友善耕作技術，希望強化設施有機葉菜栽培農友的生產及

經營效率，也期望藉此次座談會，收集栽培者在經營及銷

售上的問題及需求項目，以便能準確掌握輔導方向，同時

也強化雲林分場對雲林地區農業的協助，未來會在分場增

加果樹輔導業務。

座談會首先由謝明憲站長談栽培管理，內容包含葉菜

類蔬菜種類與品種選擇、直播與育苗管理、栽培期水分管

理及採收後田區處理等。接著由林經偉助理研究員談土壤

及水分管理，優先瞭解其土壤理化性及肥力狀況，然後尋

求改善土壤物理、化學及生物等性質。而後由鄭安秀課長

談病蟲害管理，包含病蟲害發生條件、病蟲源的傳播方式

及病蟲害綜合防治管理。

最後壓軸由程裕誠會長談經營效率及通路分析，先從

確立生產條件、安排執行步驟及進行風險管理，到規劃周

年訂單生產及擴展計畫，最重要的是經營成本估算，也在

會場多數農民不斷提問之下，終於公開讓大夥明瞭。

座談會中農友關心生產資訊，包含栽培、肥料、病蟲

害至經營等問題，主要議題計有：如何判定最適灌溉時期

及灌水量、如何有效進行十字花科及非十字花科蔬菜之間

作或輪作策略、如何準確掌握有機肥料施用量及有機液肥

的使用方法、設施內小型害蟲的預防策略、葉菜苗期疫病

的預防策略、有機設施葉菜最小化及最適溫室生產面積及

經營規模等。農民的問題逐一獲得本場專家及產銷達人解

答，現場也有許多農友表達期望改良場在設施有機葉菜研

究與技術發展，能加速引入或開發耐逆境品種、導入輔助

機械設備提昇省工作業效率，及建立具高效率的經營產銷

模式。

座談會最後再加入西螺鎮農會蔬菜產銷班第74班廖瑞
生班長的十多年的經營經驗與心得分享，讓這場座談會更

加精采，讓參與農友直嚷說應該多辦幾場次而圓滿結束。

【文/圖　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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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鈴花  (草) 又名彩鐘花，英名為
Canterbury Bells或bell�ower，為桔梗科 
(Campanulaceae) 的二年生草本植物。
風鈴花 (Campanua medium L.) 原產在南
歐，一般用於盆植或花壇，而高莖品

種可用於切花，為高級的花材，經本

場經多年試驗種植成功。風鈴花的商

業品種包括「冠軍」品系、「超級冠

軍」品系及「鐘鈴」品系，皆可在中

南部平地設施栽培。

本場雲林分場於3月2日舉行風鈴花切花
栽培示範觀摩會，共吸引將近80位貴賓蒞
臨參加。觀摩會首先由地主張錦興分場長歡迎大家光臨雲

林分場，之後由王仕賢場長致詞及介紹與會貴賓，包括農

糧署吳寶芬技正、農糧署南區分署嘉義辦事處何小珍課

員、雲林縣政府農業處許永瑜副處長及雲林縣政府農務科

張文東科長等。另外雲林在地的虎尾農會、彰化田尾農

會、永靖農會，及多家花卉種苗公司及切花外銷貿易商，

也對風鈴花的生產狀況表示興趣。

王仕賢場長指出，本場早在十幾年前即開始輔導虎尾

地區，以「夏菜冬花」模式在秋冬季生產洋桔梗及多花

菊，為產地花農打開外銷市場及創造豐厚利潤。另外雲

林縣政府為了發展農業，向台塑六輕爭取到每年7億5千萬
元，設立了雲林縣農業發展安定基金，提供溫網室經費補

助，讓更多有興趣的朋友能投入高經濟產值的精緻化農

業。在秋冬季這些設施可在生產周期內安排種植風鈴花，

隔年2∼3月生產切花，增加設施的利用效率。風鈴花種植
所需的種苗數量較洋桔梗少，加上病蟲害不多，因此栽培

成本遠低於洋桔梗，希望藉由本次觀摩會拋磚引玉，吸引

有興趣的業者及農民種植。

為了推廣風鈴花的切花利用，本場特地邀請林秀鈴老

師以風鈴花為主題設計，搭配分場栽培的山蘇花及仙履蘭

等自有素材，把會場佈置的美輪美奐，當天蒞臨貴賓無不

驚嘆連連，搶著拍照。期望風鈴花切花能讓消費者廣泛接

受，進而引起業者及栽培者的興趣。

簡報後前往溫室參觀，整間溫室各色風鈴花盛開，非

常亮眼。陳俊仁助理研究員在溫室實地解說商業品種的

特性及栽培要領，並說明風鈴花切花要在花朵開放1∼2朵
時採收，立即將切花插在水中，保持直立以避免彎曲及

花朵擠壓變形，其瓶插壽命在冷涼季節約有7∼10天。
栽培現場大家熱列討論並交換意見，虎尾農會蔡武吉

主任詢問溫室單位切花產量及電照量，提出省電相關栽

培建議。王仕賢場長則建議未來風鈴花研究要更精算栽

培成本，並參考比較國外一條龍的生產方式，也指示在

育種應朝耐熱、無需低溫春化處理的方向著手。為了推

廣風鈴花，可以在西洋情人節或畢業季做成混色的風鈴

花花束，並多與花藝老師配合，讓風鈴花切花應用更普

遍。

透過本次觀摩會讓大家欣賞到風鈴花的美麗，並證實

風鈴花在臺灣中南部栽培的可行性。這次風鈴花分二批

種植，花期可以維持到3月底，想要進一步了解風鈴花相
關栽培及利用的農友，歡迎親自來趟雲林分場，或以電

話洽詢 (05) 5970728轉15。 【文/圖　陳俊仁】

新興切花風鈴花試種成功，中南部秋冬設施栽培新選擇

↑風鈴花栽培溫室現場觀摩，農民參與

踴躍，反應熱烈

↑陳俊仁助理研究員在溫室現場解說 
商業品種的特性及栽培要領

↑王場長與來訪各單位意見交流

觀摩會在雲林分場舉行，王仕賢場長主持

↑觀摩會會場到處可見以風鈴花

為主題的花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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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是臺灣農業的旗艦產品，品

種繁多獨步全球，享有「蘭花王國」的美譽。

蘭花是我國重要的外銷產業之一，2015年外銷產值約1.3
億美元，其中又以蝴蝶蘭為大宗，外銷國家以美國、日

本、荷蘭為主。每年3月在臺南後壁蘭花生物科技園區的
國際蘭展是蘭花產業的重要成果展，臺灣蘭花育種成果

馳名國際，品種日新月易推陳出新、型態千變萬化多采

多姿，每年都吸引許多國外愛花人不辭千里而來一睹芳

姿，至今已連續舉辦12年，藉由蘭展的曝光，擴大展現
蘭花產業發展藍圖並帶動產業的附加價值。

「2016年臺灣國際蘭展」將於本 (105) 年3月12∼21日
隆重登場，現場有專業蘭花競賽，以及能充分展現生活

美學的蘭花花藝裝置與蘭花創意設計，是休閒賞花的最

佳去處，此外，蘭展中還能選購蘭花及相關資材或向專

家詢問栽培管理資訊，每年國際蘭展匯集了國內外的蘭

花業者，各類珍奇蘭花及最新品種盡集於此，是愛花人

不可多得的機會。歡迎您共襄盛舉2016年臺灣國際蘭展，
見證國內蘭花育種成果，並選購各種奇特新穎

的蘭花，共享臺灣農業界的驕傲。  
【文/圖　楊颺】

為了解臺灣南部地區有機稻農的需求，促進有機稻米

產業發展，農委會農糧署南區分署與本場特於2月24日假
本場農業推廣大樓舉辦「有機米產業座談會」。座談會由

農糧署南區分署莊老達分署長與本場王仕賢場長共同主

持，與會人員有嘉南高屏等4縣市之有機
稻米產銷班、農民及農會相關人員共約

50人參與座談。
座談會首先由南區分署說明有機稻米

產業現況及輔導措施，並宣導糧食管理

法暨包裝食米標示規定，隨後即開放有

機稻農提問與問題回覆。

座談會中農友紛紛表達對有機稻作發

展的支持與熱誠，也踴躍提出有關有機

米標示、有機米驗證、有機肥料補助申請、設置區域型有

機碾米中心及工廠登記申請等問題與建議，相關問題分別

由蒞臨之主管機關代表加以回覆。此外，本場亦說明有機

碾米中心的整合概況，及介紹適合有機栽培之水稻品種。

為服務有機稻農，本場已於

104年底出版發行「有機水稻
栽培管理技術」專刊，歡迎

農友洽購。

【文/圖　陳榮坤】

進財封‘猴’福齊天，萬丈波‘蘭’迎新年！進財封‘猴’福齊天，萬丈波‘蘭’迎新年！

有機米產業座談會～永續稻米產業發展

臺灣青花菜冷凍分切場通常會將冬季盛產期之青花菜，分切成小花後急

速冷凍，以供出口外銷，或於夏季出貨替代進口產品。為了解決切菜缺工問

題，農糧署作物生產組去年補助廠商引進荷蘭Sweere公司所生產之青花菜分切機，並於
105年1月20日在嘉義縣鹿草鄉下潭村嘉鹿
果菜生產合作社辦理青花菜截切機作業觀

摩會，由李蒼郎署長親自主持，邀請農委

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及相關廠商與會。

觀摩會當天鑫義機械公司展示兩台分切

機的示範作業，分切機最快速度可達68顆
/分鐘，但需要配合人工前端置放及後端
修切。與會業者展現高度的採購興趣，認

為可提高青花菜種植意願，增加秋冬季作

物種類。 【文/圖　李健】

←人工放置青花菜於載盤

↓後端人工做修整

青花菜截切機作業觀摩會

有機米產業座

談會現場與會

人士熱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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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介紹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

研究所碩士畢業，

曾任職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欣

樺種苗公司、退輔會福壽山農

場。102年公務人員高等三級
考試園藝類科，105.2.4到職，

現職作物改良課果樹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石佩玉

本場人事動態

張錦興 104.12.2調昇副研究員兼雲林分場分場長

張汶肇 104.12.2調任果樹研究室主持人

陳昇寬 104.12.9調昇副研究員

本場官網 粉絲頁

105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規劃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班共8梯次，包括初階班
2梯次、進階選修班6梯次，可提供288個參訓名額。即日起陸續開放網路線
上報名，名額有限，請有意從農青年及在職農民把握機會，儘速報名，以

免向隅，報名相關問題可電洽農民學院客服專線：(02)2301-6858。各班報
名及上課時間如下表，實際日程以「農民學院」網站 (http://academy.coa.gov.
tw/) 公告為主。  【文/圖　李郁淳】

105年度農民學院開跑，本場首班～水稻進階班即日起開始報名

階 層 別 訓練班名
上課
天數

報名日期
公告錄取
日期

上課日期

進階選修

農業優質水稻生產技術班 5 天 3月02日∼ 4月01日 4月08日 5月02日∼ 5月06日

有機蔬菜班 5 天 3月30日∼ 4月29日 5月06日 5月30日∼ 6月03日

有機果樹班 5 天 4月20日∼ 5月19日 5月26日 6月20日∼ 6月24日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 5 天 7月05日∼ 8月04日 8月11日 9月05日∼ 9月09日

設施莖葉菜栽培管理班 5 天 7月26日∼ 8月25日 9月01日 9月26日∼ 9月30日

文旦柚栽培管理技術班 3 天 8月11日∼ 9月10日 9月19日 10月11日∼10月13日

初　　階
有機農業班(一) 10天 8月17日∼ 9月16日 9月23日 10月17日∼10月28日

有機農業班(二) 10天 9月07日∼10月06日 10月13日 11月07日∼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