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臺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於7月21日到24日在
臺北南港展覽館4樓舉行。今年農委會以「創新智慧新
農業、永續共享新價值」為主軸，規劃了農業科技主題

館，分為農業生技主題區及產業展示區二大區域。農業

生技主題區整體呈現四大主軸─智慧科技、科技農業、

健康農業、永續農業，展示農委會試驗研究機關及農科

院近年最新的研發成果。

黃副主任委員金城主持「農業科技主題館」開幕，今

年共展出68項最新研發成果，農科院並與業界簽訂2項國
際合約；產業展示區則由來自進駐屏科園區及農業創新

育成中心的16家廠商共襄盛舉，呈現農業
科技商品化或產業化之綜效。

黃副主任委員帶領記者團視察

主題館，本場參展項由王仕賢場

長解說最新研發成果，包括智

慧農業中設施農業展示區的

「設施蘆筍周年生產技術－冬

季不留母莖產期調節措施，將

傳統在春夏秋三季生產模式，

改變為冬春夏三季生產模式，

收益可提增5％以上」、健康農業中生物防治展示區的
「柑橘窄胸天牛防治技術－由柑橘窄胸天牛生態習性著

手，導入非農藥防治法-木板誘卵法之資材可每年重覆利
用，除了安全生產的價值外，更有環境保護及永續農業

的意義」，及科技農業中動植物新品種與種苗展示區的

「洋桔梗臺南1∼6號－以育種的方法選育耐熱品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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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啟鴻主任委員於7月22日下午親臨現場視察瞭解各單
位研發成果，本場由鄭榮瑞副場長擔任解說，曹主委親

切嘉勉及鼓勵現場同仁。展示期間陳保基前主委及

陳文德前副主委亦親臨現場關心農業生技成果。

研發創新是支持我國農業不斷進展的原動

力，藉由生技展出能讓社會大眾瞭解農委會

在農業科技研發成果外，並以技術加值為產

業創造新藍海，相關農業科技產業扶育計畫

的廠商，可藉此機會與研發人員直接聯繫溝

通洽談，增加產業合作雙贏契機。

【文/楊藹華　圖/彭瑞菊、楊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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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媽媽並不是人名，它是一個意象與品牌，是由農委

會輔導農村婦女利用農閒與地方優質之農特產品開發的美

食品牌，透過具農業生產特質的產銷班及具烹調技能的

「家政班」人才，利用在地新鮮與美味的農產品素材，設

計開發具地方特色的風味料理，讓人品嚐到新鮮健康又有

媽媽味的田園風味料理，留下滿滿幸福的感覺！

為了讓農村豐富的在地食材與田媽媽手藝與農村旅遊

行程結合，吸引農業旅遊的遊客前往消費及品嚐在地風味

料理，本場於7月22日辦理「臺南區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
台南場次」，強化在地食材利用與研發，衛生管理與行銷

能力，落實「從產地到餐桌的綠色餐飲」概念。

7月22日一早，來自雲林縣、嘉義縣及台南市各區農會
家政推廣人員、家政班員及田媽媽班員共計70位，聚集在
本場農業推廣大樓，由王仕賢場長開訓勉勵與會的姐妹

們，有感於民眾對餐點之營養與安全的重視，期待上完課

能為健康加分，為食安把關！

開訓典禮後，兩輛遊覽車載著大家浩浩蕩蕩出發至官

田區時生永續農場尋找在地當令有機食材，李惟裕場長領

著大家參觀食材的產地，看看當令食材秋葵、小黃瓜、

印度絲瓜 (俗稱蛇瓜) 的栽培環境及生育情況，看到農場
裡豐富的生態，有雞、鴨、鵝悠閒的在農場漫步，聽著蛙

鳴鳥叫合奏，此行的重頭戲就是讓大家採收露天栽培的

秋葵，大伙分組拿著剪刀到田間，仔細比對和

中指等長的秋葵，就是可以採收的標準，就在

大家認真採收秋葵的同時，突然從腳邊跳出一

隻貢德氏赤蛙，更加確認產地生態的多樣及安

全，剪下秋葵的那一刻，也剪掉了對食安的疑

慮，盡情體驗採收的樂趣！

採收回來的秋葵、蛇瓜及小黃瓜等食材，

就是下午料理課程的盤中主角，遠東科技大學

李尚穗副主任利用上述主食材，現場示範烹調

「秋葵咖哩」及「醬脆瓜」兩道料理，帶點日

式風味的咖哩醬汁，加入原產印度的蛇瓜，讓

口感更加豐富；醬脆瓜則是利用夏季當令的小

黃瓜，以薄鹽醬油、甘草及醋等配料，成為一道爽口開味

的醃漬料理。李老師除了教大家做出一手好菜之外，更教

大家說菜技巧，一道美味的料理除了色香味俱全外，如果

搭配說菜人介紹，將扮起畫龍點睛的角色，讓顧客在享用

美食的同時，也了解每道菜背後的意涵和典故，更能貼近

廚師的心意，不僅吃飽更講究吃巧，現場試吃這兩道料理

時，口味令大家驚豔，忍不住想要配上一口白飯及白粥，

大快朵頤一番！

最後一堂課由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營養科學系鄭富元

主任，以上述兩道菜餚為例，教導學員如何計算餐點的營

養組成，以符民眾對餐點健康養生的期待；另有鑑於國人

對食安的重視，在餐飲法規部分，食品衛生管理法及食品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更顯重要，鄭主任並針對之前田媽媽

餐廳及廚房評核常見缺失進行提點，落實餐飲衛生源頭管

理。

值得一提的是，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趁南下嘉義

行程之餘，特地前來本場參與本次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

與家政推廣人員及田媽媽班員見面，勉勵與會的每一位皆

是食農教育的第一線，重新建立人與食物、人與土地的關

係，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培養選擇食材的能力，並且對農

業生產者有更豐富、立體的認識，而食農教育正是達成這

些多元目標的手段。

↑農委會輔導處張致盛處長結訓後與學員在本場開心合影

田媽媽養成培育訓練～實踐從產地到餐桌的綠色餐飲

↑時生永續農場李惟裕場長解說農場內

生產栽培模式及現況

↑農場人員解說秋葵的採收標準 ↑現場架設攝影機實況錄影，讓大家能

清楚看到老師的示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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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每季的農產品都自主送

檢驗單位做農藥殘留檢驗，一

方面自我管理，另一方面給消

費者多一份信心。在銷售通路

上，除傳統的行口商及拍賣市場之外，亦經營宅配

直銷通路，紹維利用「下田吧農場」的臉書 (facebook) 粉
絲專頁，不定期分享作物狀況、務農心得與趣事，提供

農產品預購消息，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紹維經由參加

104年臺灣農業精品展，讓逛展場民眾實地接觸用心生產
的優質蔬果，提高自家產品知名度。

回首這18個月的青農專案輔導歷程，讓初入農業經營
的他，從生產技術至行銷管理，透過陪伴輔導師和本場

專家的技術教導，得到完整協助。紹維認為輔導計畫是

政府的良好政策，這段輔導期間經由雲林縣在地青農組

織，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農民，彼此扶持鼓勵，

技術上互相切磋支援，在經營上遇到問題，總能及時得

到多方的解答，少走許多冤枉路。未來希望能擴大經營

規模，更增進產品的品質與多元化。「天道酬勤」，辛

苦必定能得到回報，祝福青農界新神鵰俠侶–呂紹維和楊
喬雯豐收時機的到來。

過去農業給人收入不高，看不到未來的印象，正如林

強「向前走」歌曲所描述的，在80、90年代，年輕人離
開農村，來到都市奮鬥打拼，追尋自己的夢想。對紹維

而言，農業是他的志趣，雖然農場規模

不大，卻已滿載他和女友的夢想，透過

百大青農輔導計畫、農委會農民學院和

各級農政機關的支持，讓他心中的一畝

夢田逐漸成形。盼望紹維的務農歷程能

扭轉大家對農業的刻板印象，吸引更多

有志從農的年輕人投入農業，成為新一

代的「綠色新貴」。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時序已過大暑，陽光特別炙熱，在雲林虎尾溫室設施裡更

是酷熱難耐，只見兩位年輕人專注著整理瓜藤，笑著對我們

說：「這些網紋洋香瓜再兩個禮拜就能採收了」，言談中透

露出豐收的喜悅。他是呂紹維，26歲自嘉義大學園藝研究所
畢業後，便和女友楊喬雯一起務農，共築一畝夢田。

紹維是嘉義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畢業，相較於同儕職

場志向，他願意從農學以致用，令老師另眼相看。

102年2月畢業後受僱於樂禾蘭業，負責種
苗栽培管理，在工作期間萌發自營農場的

意念。103年紹維入選農委會第2屆百大青農
專案輔導，經由輔導計畫的支持實踐自己夢

想。紹維評估資源與農業現況，決定要採行設

施生產安全高品質的農產品，但面臨到一個大

難題：「找不到適合的農業設施」，加上沒地

緣關係，想貸款購地搭建溫室更是難上加難，

幾經波折，在虎尾農會蔡武吉主任大力協助下，

終於租到適合的農業設施，讓從農初期的資金運

用順暢，不用背負龐大經濟壓力。

有了穩定的生產基地，紹維的生產模式為夏季甜瓜、

洋香瓜和冬季玉女番茄、夏南瓜的輪作，設施栽培的節水

滴灌技術難度不低，但紹維農業科班出身，把理論和實作

融會貫通，加上有2009年十大神農獎得主-李惟裕擔任陪
伴顧問師，再困難的種植技術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輔導期

間李顧問也帶領他到其他青農處交流學習，擴展他的人

脈，也教導如何計算成本和提高獲利，以求務實經營。農

閒之餘，紹維參加臺南場的觀摩講習會，以及雲林在地青

農組織辦理的相關課程，多方學習新知，了解作物品種特

性及田間實務經驗。紹維如同海綿一樣努力吸收新知識，

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心中對未來的農業藍圖愈來愈清

晰。

3分地的農場事務繁重，無法由1人獨自負擔，紹維身
旁有個得力的助手-女友楊喬雯小姐。同是嘉大園藝系畢
業，願意陪伴下田務農，倆人一起完成農場所有大小事，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有佳人相伴，紹維心中也踏實

許多。生產安心、安全的優質農產品，是倆人念茲在茲

下田吧!! 青農呂紹維追築一畝夢田

↑進行「吊瓜」作業，提昇洋香瓜 
商品價值

↑觀察洋香瓜果形作為肥培水分管理 
的參考

↑青農界新神鵰俠侶–呂紹維和
楊喬雯與「下田吧農場」

「下田吧
農場」

品牌宅配
商品-洋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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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為第二年開辦高農學生暑期農業職涯探索體驗計

畫，本場仍借重國立嘉義大學園藝技藝中心做為培訓場

所，由北港農工及民雄農工推薦有意願參與的學生，於7
月4∼6日至嘉義大學參加為期三天的「農業經營管理實務
訓練班」。

本課程主要以業師為主，讓同學獲得不同於學校的實

務知識，並由本場洽請學校鄰近的相關農產業業者，提供

育苗技術、蝴蝶蘭栽培管理、農產加工廠作業流程以及農

產觀光工廠之行銷服務等面向，供學生依興趣自由選擇暑

期農業體驗類別，並由農產業者實地協助指導學生，讓學

生利用暑假在工作中學習，俾進一步深入了解農業職場環

境。

7月4日一早，遊覽車接送這21位幸運的學生至國立嘉
義大學。本場王仕賢場長先發，讓尚屬就學階段的農業

小菜鳥，對台灣現階段農業發展方向與目標有初步的了

解與認識；接著由嘉義大學生物事業管理學系盧永祥教

授，將農業經營及行銷管理以幽默風趣的口吻，讓高農

學生聽得津津有味；一心生物科技公司王炳勳場長以學

長的角度，向同學分享蝴蝶蘭園實際生產流程及蝴蝶外

銷美國的儲運技術；嘉大張岳隆主任帶領學生參觀園藝

技藝中心，解說中心的運作方式及栽培流程，示範蝴蝶

換盆技術，並讓學生實際動手操作。

第二天邀請呂紹維分享青年從農之路，呂紹維102年
從嘉大園藝系碩士畢業之後，先至學長的樂禾蘭業實地

從事田間工作吸取經驗，103年底入選第二屆百大青農，
104年6月於雲林縣虎尾鎮創立「下田吧農場」，從農
地與資金的取得、農法與作物的選擇，

乃至銷售通路方式，以農學畢業的

背景，讓高農的小菜鳥看到從農的未

來，可以這麼走！上盛自動化蔬果育苗

場侯嘉靖與賴淑惠夫婦，除了向學弟妹

們介紹台灣育苗產業概況及其育苗場營

運現況外，亦帶來番茄及茄子苗株，現

場示範番茄嫁接茄子砧木的操作技術。

下午起安排農場實地參觀，第一站雲林縣虎尾鎮金億

陽洋菇栽培農場，在16℃的洋菇菇舍，看到黑色培養土栽
培床上冒出雪白渾圓的洋菇，及包裝場分級包裝過程。

第二站斗南鎮的綠川青森企業公司，是本場輔導的第一

屆百大青農李星辰所創立，主要做綠竹筍及玉米等鮮食

加工，參觀綠竹筍從進廠後冰鎮及人工快刀切筍法，了

解到農產品加工生產流程及附加價值，更現場品嚐真空

包裝的超甜玉米。

最後一天安排到嘉義民雄的旺萊山鳳梨酥觀光工廠，

除了實地到鳳梨田了解不同品種的鳳梨植株生育特性

外，張世亮經理更開放工廠，讓同學們了解鳳梨酥的生

產過程；第二站前往民雄金桔觀光工廠，了解小小的金

桔如何經過不同的加工方式，蛻變成金桔醬、金桔餅、

金桔酥等等各式各樣的農產品，體會如何營造及維護偌

大園區的生態環境，讓遊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下午來到一心生物科技公司古坑蝴蝶蘭園區，王炳勳

場長示範如何應用水份測定儀於蝴蝶蘭外銷前偵測及控

制水份，說明蝴蝶蘭如何運銷至國外；最後一站上盛自

動化蔬果育苗場，先到嫁接室看看原來在商業化育苗場

中，操作人員是如此熟練快速的進行番茄苗嫁接工作，

並參觀嫁接癒合室及自動化播種設備。

回顧三天來，這群農業小菜鳥，從第一天初入大學

校園上課的新鮮及雀躍，到第三天的農場參訪，聽著、

看著教授及學長姐們以過來人實務經驗，分享農業的點

滴，這些內容是平常在校園內聽不到也看不到的實蹟，

希望他們在與農產業主的互動中，開拓未

來職涯的眼界。

本場更提供履歷表範例，讓學生即早

模擬未來進入職場的要件，數位同學表

達有意願參與後續暑期農業體驗，紛紛

回寄履歷表，希望藉由本場的媒合，能

獲產業主錄取，於暑假期間至心目中

理想的農場進行農業體驗，給自己一

個蛻變的暑假！   【文/圖　李郁淳】

農業小菜鳥暑假學習趣～高農學生暑期職涯探索

↑同學們在嘉大園藝技藝中心學習

蝴蝶蘭換盆操作技術

↑侯嘉靖場長在教室現場示範番茄

嫁接技術

↑金桔農莊前開心大合照

一心生物
科技公司

王炳勳場
長示範

水份測定
儀操作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