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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 有機 與 友善環境耕作，農委會投入12億元啟動六大肥料補貼措施
農委會於1月16日在嘉義縣水上鄉大崙蔗埕公園，辦
理『促進友善環境農業，善用各種肥料資材』微生物肥
料整合管理成果觀摩會，曹啟鴻前主委親臨主持，宣布
106年將投入12億元，啟動六大友善環境耕作肥料補貼措
施，與會貴賓包括中央研究院楊秋忠院士、農糧署
陳建斌署長、立委蔡易餘、嘉義縣張花冠縣
長、林良懋處長、臺中農改場林學詩場
長、縣議員林緗亭、林沐惠等人響應支
持，現場農友約330人參加。
我國目前有機質肥料年施用量約17
萬公噸，約占整體肥料施用量15％，
↑曹前主委宣佈啟動六大友善環境耕作肥料補貼措施
顯示國內農民施肥習慣仍以化肥為主。
中興大學楊秋忠教授 (中研院院士) 介
農委會為鼓勵農民朝友善、有機耕
↑黃瑞彰副研究員說明合理
紹微生物肥料應用趨勢，「土壤
作，減少化肥使用，今年預計投入12
施肥與水分濕式管理
是作物的母親，照顧好土壤就
億，提高獎勵施用有機質肥等補助，
能解決許多耕作問題」，土
從每公頃2萬拉高至3萬元，此外，還首度透過補助鼓勵
壤就像人的胃腸，而植物的
農民使用微生物肥料改善土壤，每公頃最高5000元，
根就是腸子，肥料下太重，
歡迎農友就近跟農會或農民團體申請補助。
作物沒辦法全部吸收，會留
黃瑞彰副研究員說明，本場近年來推動合理化施肥
在土壤裡變成沉澱物，讓土
及加強微生物肥料推廣使用，成果顯著，農民化學肥料
壤鹽化，此時就得靠微生物肥
↑蔡韻甄農友分享小果
施用量可減施10∼30％，增產率提高5∼35％。此外，
料讓這些沉澱物釋放出來，但
番茄肥培管理
多數農友常為提升果實糖度而過度限水，造成土
微生物肥料只是補
壤水分低，養分吸收困難，導致上方枝條變細、
充，最重要的還是
葉片變小，花序亦變小，果實產量低，此時若供
農民要建立合理化
應水分或空氣中濕度大，易造成乾濕變化大，增
施肥的觀念，減少
加裂果率。
化肥使用，土壤才
蔡韻甄農友現身說法，兩年前與好友王筱君
能常保健康。
投入農業，第一年所種植番茄裂果率達30%，植
【文/黃瑞彰
株上方花序結果差且果粒小，105年配合本場建
圖/周慶原】
議合理施肥與水分採濕式管理，適度增加鉀肥比
例，與適當熟度採收，裂果率由前年30％降低為
↑曹前主委、張花冠縣長及楊秋忠院士參觀
1∼2％，植株上方花序與果粒大小亦較為正常。
3Q麻吉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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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 品種交流會，多色系品種 超吸睛
延續2016年種苗節主題，本場與種苗改進協會共同舉
辦「花椰菜品種交流會」，考量參加的30個品種成熟天數
不同，分別於10月份及11月份各定植一批次花椰菜，第二
次品種交流會於1月20日上午舉行，吸引許多種苗業者與
民眾參加。
花椰菜與青花菜同屬於十字花科甘藍類蔬菜，同樣都
是由野生甘藍突變、演化而來，是臺灣地區秋冬季重要
的蔬菜品項，品種多元，全年均可種植，不論在內外銷
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次品種交流會展示生育日
數50天至100天左右的品種，包含有白色花球、紫色花
球、塔型、橘色花球及黃綠色花球，其中紫色、橘色、
黃綠色及塔型生育日數長達80天以上，
且遇上暖冬，12月19日第一次品
種交流會時未能及時展示，

↑種苗業者在田間對
花椰菜品頭論足

↑紫色花球花椰菜

因此第二次品種交流會除了展示中早生品種外，於10月份
定植的晚生品種亦一併展示，其中紫色及橘色花椰菜色彩
艷麗，成為全場注目焦點。
本次展示紫色花椰菜分別為博友貿易公司提供的「紫
雲」及臺灣農產企業的「紫色花椰菜」；橘色為豐田種苗
行的「金黃后」及臺灣農產企業的「橘色花椰菜」；豐田
種苗行的「寶塔」花椰菜屬於塔型花球，外型奇特，亦吸
引許多民眾詢問。
由於紫色、橘色及塔型花椰菜生育期較長，通常適合
於較冷涼之氣候環境，臺灣地區僅零星趣味栽培，在市面
上更是罕見。本次活動吸引多家種苗業者及有興趣民眾參
與，針對株型、球型及花球色澤及感病性熱絡討論，藉由
品種展示活動建立討論及交流管道，收集各方建議，以作
為品種發展及突破的參考。 【文/許涵鈞 圖/黃鵬戎】

↑橘色花球花椰菜

↑塔型花球花椰菜

2016設施小果番茄競賽頒獎 暨 105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
本場在1月20日辦理「105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
會」，發表會開始前安排「2016健康優質設施小果番茄
競賽」頒獎，由王仕賢場長、臺灣種苗改進協會王振茂
理事長、農友基金會賴三省秘書長分別頒發獎牌及獎
金，並請冠軍沈榮福先生發表經驗談。得獎的小番茄產
品亦在現場提供品嚐，分享冠亞軍的滋味！嘉義縣再度
蟬聯比賽的大贏家，幾乎是「整碗捧去」，甚至有媒體
下標「嘉義來的比較強」，讓農業處林良懋處長
笑得合不攏嘴。
↗2016設施小果番茄競賽
「105年農業研究成果發表」內容主分為技
所有得獎人合影
術創新與品種研發兩大主軸，發表題目有：夏
→冠軍沈榮福先生除分享
南瓜臺南1-4號、設施蘆筍產期調節、仙履蘭
他的冠軍小番茄，還自
製「番茄阿伯」臉書標
與苞舌蘭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細胞膜熱穩定
語，歡迎按讚！
性技術應用於篩選早花耐熱蝴蝶蘭、連續式花椰
菜分切機、利用農業廢棄物生產蚓糞堆肥、外銷
結球萵苣生理障礙克服及採收不落地效率評估、雲嘉南
地區水稻及硬質玉米大專業經營效益分析等8個研究主題，讓與會人員
了解本場目前已成功發展的新興品種與新技術。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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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雲林臺灣燈會布展，快樂農村主題 搶鮮看

1

2

本場配合西螺鎮農會及虎尾鎮農會，於雲林
臺灣燈會農博園區展示研發成果，設計主題為
「快樂農村」，以農村生活特色，結合本場重
點發展項目，請中華花藝研究推廣基金會林雅
惠老師，利用花藝設計原理，以最美的方式呈
現給大家，在現場布置大量的作物，和別的展 3
區完全不同，呈現特別的風格。
現場展示所搭建之農舍，配合主題年有許多公雞，背
景用玉米、高粱及臺灣紅藜，農舍的前方用草花設計成河
流，以本場培育的紫羅蘭、風鈴花、星辰花營造色塊，並
規劃秧苗排列成雞年彩繪，加上燈光的設置，整個展區成
為會場最吸睛的區域。

泝迷你版西螺大橋+2017雞年
稻田彩繪 (空拍圖)
沴本場主展區懸掛以米、綠豆、
胡麻、水晶花拼貼成的LOGO
沊以本場紫羅蘭、風鈴花、
星辰花營造色塊
沝以硬質玉米裝飾的茅草涼亭

4

為了這次展覽，本場於3個月前就開始栽培要展示的作
物，以具有香氣或顏色明亮，適合在夜間配合燈光以符合
燈會要求，並於ㄧ個月前到現場種植部分花卉，展覽前幾
天更是動員同仁，眾志成城，才能有這麼好的效果，不僅
展示本場成果，也配合燈會提供大家休閒好去處。
【文/張元聰 圖/黃鵬戎】

浪漫唯美的新興切花～風鈴花
本場雲林分場引
進耐熱早生的風鈴
花切花品種，經過
多年的栽培試驗，
成功地在秋天利用
涼溫育苗及夜間電
照，隔年春天開
花，每年三月盛花
時總是吸引大批民 ↑雲林分場溫室栽培的風鈴花
眾賞花拍照。
原產在南歐的風鈴花 (草) 又名彩鐘花，英名為
Canterbury Bells或bellflower，為桔梗科的二年生草本植
物。一般用於盆植或花壇，而高性品種可用於切花，為高
級的花材。風鈴花在日本是切花作物，在臺灣風鈴花都以
盆花為主，目前冬季在臺灣中南部平地已可成功栽培。
臺灣設施栽培愈來愈普遍，本場早期在雲林虎尾地區
利用設施推廣夏菜冬花模式，在秋冬季生產洋桔梗及多花
菊，為產地花農打開極佳的外銷市場及利潤。為讓更多有
興趣農業的朋友能投入高經濟產值的精緻化農業，在秋冬
季種植風鈴花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栽培風鈴花的優點是種植所需的種苗數較洋桔梗少，
加上病蟲害不多，管理成本遠低於洋桔梗。未來除了能

↑在2017臺灣燈會期間即將盛開的風鈴花

供應國內市場需求，因為臺灣冬季栽培成本遠低於日
本，外銷日本等國外的市場指日可待。
本場雲林分場試種的風鈴花預計在三月盛開，屆時
歡迎大家到場觀賞品評比較。除了切花利用外，風鈴
花亦是優良的盆花、花壇植物。2017臺灣燈會在虎尾
燈區的農博場域，由本場及虎尾鎮農會、西螺鎮農會
合力打造一處「農村風情燈區」，利用本場培育的風
鈴花、星辰花及紫羅蘭臺南1號、2號等特色花卉，搭
配各種藝術造景，盛花時萬紫千紅，美不勝收，愛花
的民眾不要忘了在燈會期間 (2月11∼19日) 前往賞花
拍照。
【文/圖 陳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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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走過60年～風華一甲子 雲嘉南家政推廣教育創佳績！

1

2

臺灣農村家政推廣之萌
芽，始於民國44年由臺灣省
農會擬定「農家生活改善方
案」，隔年起該會推廣組成
立家政課，農村社區開始有
組織的家政推廣教育工作， 4
迄今已走過一甲子的風華。
隨著臺灣農業發展，家政推廣落實了終身學習的理
念，在「生活品質提昇」和「生計改善」之兩大目標下，
家政推廣領域擴展到開創農家副業、提昇農家婦女經營農
業能力、教育高齡者生活改善，以及倡導居家美化與環保
等議題，更提升了婦女的能力與自主性，對農村社區的生
活改善貢獻極大。
為紀念臺灣家政推廣教育走過一甲子風華，農委會特
別在「臺灣農業精品暨農村輔導成果聯合展」中，規劃出
「食在好家」區，完整展現農業推廣家政體系60周年之豐
盛與甘甜的成果，現場有田媽媽班展售三高一低的農村特
色美食，還有農村巧藝各式手工藝品的展售，並於大會舞
臺區表揚「十大特色家政班」、「家政推廣績優人員」以
及「料理食譜說故事競賽」之績優團隊及個人等獎項。
本場轄區嘉義縣布袋鎮農會所籌 組的「永安里家政
班」及臺南市仁德區農會籌組的「仁德家政班」皆獲得全
國十大特色家政班的殊榮。永安里家政班以「皂化無毒心
生活」為該班宗旨，因為手工皂讓班員聚在一起，自製無
毒手工皂及防蚊液等相關產品，班員們皆踴躍參加義賣展
售活動，藉義賣展售過程訓練膽識及增廣人際互動，並
捐出所得協助弱勢團體，如此發揮所長協助弱勢團體，
「皂」出班員們的精采人生。仁德家政班源起於民國100
年參加千歲啦啦隊，獲得極高評價而組成一班，以帶領高
齡者做各項表演和公益服務為宗旨，展現熱情關懷服務，
享受服務中學習成長，高齡的班員們獲邀在活動現場表

3

泝仁德區農會仁德家政班獲十大特色家政
班，現場表演「歡樂人生甘蜜甜」舞臺
劇，劉秀珠指導員獲家政推廣績優人員
沴布袋鎮農會永安里家政班獲十大特色家政
班，許菊月指導員獲得家政推廣績優人員
沊臺南市官田區田媽媽-菱成粽藝坊在現場展
售菱角粽等特色農村美食
沝朴子市農會高齡創新班獲邀表演烏克麗麗
結合非洲舞，極具創意與逗趣十足

演「歡樂人生甘蜜
甜」舞臺劇，讓與會者看
到“活到老學到老”以及“要活就要動”的最佳典範。
在「家政推廣績優人員」部分，從全臺灣遴選出來的
20位得獎者中，就有6位來自雲嘉南地區，佔了近三成，
顯示雲嘉南地區家政推廣教育之成效有目共睹。這六位
農村家政班的重要推手分別是雲林縣二崙鄉農會廖彩伶
指導員、莿桐鄉陳美村指導員、嘉義縣布袋鎮許菊月指
導員、東石鄉農會柯秀芳指導員、臺南市鹽水區農會丁
淑玲主任以及仁德區農會劉秀珠指導員，其中布袋鎮及
仁德區農會除了帶領其家政班獲得十大特色家政班外，
家政指導員本身亦獲得家政推廣績優人員之殊榮，可謂
雙喜臨門大贏家！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家政推廣工作，在農村高齡化趨
勢下，家政班員及家政幹部亦隨之老化，近年透過基層
農會輔導家政班進行班組織重整，從班會紀錄數位化、
招募外配新班員、鼓勵男性班員加入、規劃年邁幹部退
休、或鼓勵成立農村青年婦女新班等工作，還有規劃多
元化課程及學習專業技能等內容，來吸引年輕新班員加
入，帶給家政班新生的機會。在社會發展的趨勢中，本
著「創新、服務、做中學」的理念，再次與時俱進，順
應時代趨勢與個人、家庭的每日生活需求，將是「家政
推廣」重要的新啟航。
【文/圖 李郁淳】

2017臺灣國際蘭展以「Discover Sustainable Orchids：台南 • 台蘭生生不息」為
主題，展現臺南是一座以生態為核心發展的智慧城市，提升蘭花產業的能見度，
搭配國際研討會及論壇、蘭花品種展示與競賽等活動，讓更多的國際買家與從業者共襄盛舉。
＊展覽地點：臺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
＊展覽時間：106年3月4日至106年3月13日，9:00～18:00（3月13日開放至16:00）
＊相關展覽資訊請見官網：http://www.tios.org.tw

2017臺灣國際蘭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