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臺灣國際蘭展以「蘭亭薈萃、以蘭會友」為
主題，融合了人文藝術與自然景觀，主展館以王羲

之蘭亭集序為發想，將蘭花巧妙融入竹亭流水的造

景中，形形色色的蘭花搭襯風雅古樸的竹籬小橋，

令人耳目一新、歎為觀止。蘭亭集序描寫的著名場

景「曲水流觴」，也在本次蘭展中重現:酒杯沿著
蜿蜒的曲水順流而下、曲流環繞滿開臺灣喜普鞋蘭

及一葉蘭的綠茵草地，映照醉心於山水間的文人雅

思。

今年蘭展更如蘭亭集序中所述之「群賢畢至，少

長咸集」，匯集了國內外學者、研究人員及育種者

齊聚一堂。2018國際蘭花研討會主題為「蘭花資源
利用與趨勢」，農委會李退之副主委主持開幕後，

針對蘭花種源的利用與自然保育，邀請國內外專家

進行演講，由加州大學名譽教授Harold Koopowitz、
日本知名蘭花育種家山崎守勝，講述利用仙履蘭原

生種創造出品種新趨勢，再由科博館李勇毅博士、

德國蘭花協會Olaf Gruss、辜嚴倬雲保種中心陳俊銘
經理等人介紹蘭花種源保存與復育。

2018年國際蘭展藉由產官學界各方努力、國內外
業者的互動交流，創造出興榮壯觀的活動盛況，同

時也為2020年的世界蘭展奠定良好基礎，期待為臺
灣蘭花產業迎來更美好的前景。 【文/圖　楊颺】

「2018臺灣國際蘭展」於3月2∼12日在臺南市後壁區蘭花
生物科技園區盛大舉行，今年已邁入第14年頭。開幕當天副總
統陳建仁親臨現場，臺南市李孟諺代市長、農委會胡忠一主

任秘書、外貿協會黃志芳董事長、臺南市賴美惠議長等長官

及上百位外國貴賓，包括英國皇家園藝學會蘭花審查會Clare 
Hermans、Johan Hermans、美國蘭花協會主席George Hat�eld、
國際蝴蝶蘭聯盟 (IPA) 理事長Carlos F. Fighetti等國內外嘉賓出
席典禮。

胡忠一主任秘書致詞時指出，蘭花是臺灣外交及經濟的大功

臣，臺灣蘭花2017外銷將近1.8億美元，在世界蘭花的品種與
種苗發展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另外今年度於蘭花園區新成

立的「臺灣蘭花品種商業服務中心」，結合產官學界力量，未

來將針對蘭花產業提供各種諮詢輔導。最後由陳建仁副總統致

詞，並帶領眾多貴賓按下蘭展開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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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花海暢幽情～2018臺灣國際蘭展

泝海內外貴賓一起為2018蘭展
揭開序幕

沴蘭展以「蘭亭集序」為主題，

結合蘭花與人文氣息的造景

十分引人入勝

沊蘭亭集序的著名場景「曲水

流觴」也在本次蘭展中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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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蘭展為國際3大蘭展之一，臺灣並已爭取到2020年世界蘭展的主辦
權，2018國際蘭展同時也是為即將到來的世界蘭展做暖身，因此今年的競賽花
分組及審查方式皆大幅更新、全面比照世界蘭展規格，邀請了超過50位外國
審查委員與數十位國內評審，對參展蘭花進行更加精細嚴謹的評比與授獎。

本場蝴蝶蘭優良品種參加2018臺灣國際蘭展 (TIOS)個體花競賽，共有5株
花得獎、抱回6個獎項。得獎品種包括1株紫紅蠟質小花，為原生種
violaceae與商業小紅花Sogo Vivien雜交而來，遺傳了原生種的香味與
色澤，並結合商業品種的良好花型，獲大會頒發小花組第三獎以

及個體花審查銀牌獎 (SM)。另一株淺粉迷你小花則遺傳了親本
姬蝴蝶蘭equestris的多花性，小巧的植株配上繡球般的錦簇花朵，
亦獲得小花組第三獎。另外三株獲獎花為兄弟株，皆是本場今年

首度育成開花的新品種，淺綠色花朵配上鮮黃的唇瓣，十分清新優

雅，分別獲得蝴蝶蘭新花組新品種個體獎、個體

花審查銅牌獎 (BM)。
今年蘭展參賽花近1400株，僅蝴蝶蘭組

就超過500株花參與競賽，本場蝴蝶蘭
品種在如此激烈的戰況中脫穎而出，

是各試驗改良場所中參賽蝴蝶蘭唯一

有得獎的，顯示本場長年致力育種的

努力已水到渠成。【文/圖　楊颺】

本場蝴蝶蘭參加2018國際蘭展再獲佳績

美國在臺協會 (AIT) 來訪
3月5日美國在臺協會 (AIT) 農業組組長Mark Petry、副組長Andrew 

Anderson-Sprecher由農委會陳怡良技正陪同，上午參訪畜試所，下午拜會本
場，王場長率主管接待，引導參訪成果展示廳、臺荷溫室小番茄、魚菜共

生、星辰花及紫羅蘭育種試驗圃。結束後再由黃惠琳研究員陪同前往瓜瓜

園、台灣燈會；3月6日參訪蘭展及亞蔬。
Mark Petry組長來台8個多月，對臺

灣印象極佳，此行主要為農委會安排參

訪南部農業研發單位，提供交流會談機

會，對日後台美農業合作奠定互信、互

利的基礎。 【圖/黃鵬戎】

蝴蝶蘭104-10-1
小巧多花，獲頒

小花組第三獎

蝴蝶蘭新品種

104-39-2、
104-39-3花色
清新，獲個體

花審查銅牌獎

蝴蝶蘭103-41-2色澤
艷麗、帶濃郁香氣，

獲得小花組第三獎與

個體花審查銀牌獎

蝴蝶蘭新品種104-
39-1，綠色花朵 
配上鮮黃唇瓣、小

巧多花，獲新 
品種個體獎

泝參觀魚菜共生的水耕蔬菜

沴參觀紫羅蘭育種圃

沊AIT貴賓與本場及畜試所長
官、同仁合影

沝參觀台灣蘭展，臺南市農業

局許漢卿局長親自接待，農

委會張致盛處長亦同行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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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臺灣燈會活動於3月2日至
11日於嘉義太保燈區舉行，本場應
嘉義縣政府邀請於燈區進行主題佈

置，設計主題為「嘉義之美」，以

嘉義特色美景結合本場研究項目，

請中華花藝研究推廣基金會林雅惠

老師進行設計及佈置。嘉義最知名

的是阿里山，從起點觸口，經阿里

山公路沿途呈現各種不同的地貌，

直至祝山雲海日出，林老師思考眾多的嘉

義美景又能和農改場的研究成果相呼應，

最終挑出天長地久吊橋及姐妹潭為主題，

配合景觀佈局來呈現嘉義之美。

為配合燈會預展，本場於1月2日開始現
場土壤改良及先期作業，撿拾石塊集中作為

佈置材料，以泥炭土進行土壤改良，播種蕎麥種

子並安裝噴灌管路，發芽後呈現綠意，和之前的荒地相差甚多。2月5日
至7日在現場搭建天長地久吊橋及涼亭，出動怪手挖姐妹潭，以竹林密
徑為背景，以枯木造型搭配草花及玉米穗，以秧苗呈現綠意，已長成

的蕎麥草原點綴著星辰花，姐妹潭水的鏡面倒影造成視覺的延伸，

遊客可走入天長地久吊橋，從兩旁的造景感受嘉義之美。

此次燈會以科技結合藝術呈現，本場展區是唯一以真實的植

物呈現農業成果的展覽，不僅白天觀賞具有意境，在夜間以

燈光投射後，不僅讓人一眼看出阿里山地標及自然環境的意

義，更能體會由作物造景呈現的美感，撩起對嘉義的印象

及記憶。                     【文/張元聰　圖/王仕賢、林良懋】

泝以雙涼亭呈現阿里山

姊妹潭意象

沴布展完工場長率工作

團隊在「天長地久

橋」合影留念

沊「嘉義之美」夜間璀

燦的燈光效果

2018台灣燈會布展～嘉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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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受鋒面影響氣候不穩定，濕度增高，鋒面過後可能有

較大的溫度變化，使水稻罹稻熱病機會增加，請農友注意葉稻

熱病的發生，若發現本田或秧砧出現病斑，應即早進行防治措

施、正確用藥，不要過量施用氮肥，以避免稻熱病發生嚴重。

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葉舌，發病初期於葉

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若環境適合病勢進展，則擴

大呈紡錘型，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重時葉片

枯萎，如感染稻穗則造成榖粒不充實。稻熱病於相對溼度

高時容易發病，溫度高低變化劇烈時，水稻的抵抗力降

低，使病害更加嚴重。稻熱病在一期作較容易發生，一

般而言，水稻插秧後35至50天最容易遭受感染，尤其在
施用高量氮肥、密植而通風不良的稻田更容易發生，因

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間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病勢進

展，應立即施藥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  
【文/圖　林國詞】

溫度變化大，注意防範水稻稻熱病

↑水稻葉稻熱病病徵

時間：107年5月5日 (星期六)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7年4月3日17時止
受理報名：臺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06-2925890
簡章及報名表下載：https://goo.gl/Vsa8R5

瓜果雕刻競賽、
米與豆巧遇料理競賽

等你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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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農民學院開跑，3月31日起開放報名
107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規劃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班共10班次，包括入門班1班、初階班1班、進階選修班8班，提

供360個參訓名額。自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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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報名 (https://academy.coa.gov.tw/)，報名相關問題可洽農民學院客服專線：02-2301-2308。各班報名及上課時間
如下表，實際日程以「農民學院」網站公告為主。 【文/李郁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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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門 都市農業班 3天 3月31日∼ 4月16日 4月18日 4月30日∼ 5月 2日

初　　階 有機農業班 10天 3月31日∼ 4月21日 5月 4日 5月21日∼ 6月 1日

進階選修

優質水稻班 5天 3月31日∼ 4月16日 4月23日 5月 7日∼ 5月11日

施肥原理班 3天 4月12日∼ 5月12日 5月28日 6月12日∼ 6月14日

有機果樹班 5天 4月25日∼ 5月25日 6月 8日 6月25日∼ 6月29日

非化學農藥班 (一) 3天 5月10日∼ 6月10日 6月25日 7月10日∼ 7月12日

非化學農藥班 (二) 3天 7月 3日∼ 8月 3日 8月17日 9月 3日∼ 9月 5日

有機蔬菜班 5天 7月10日∼ 8月10日 8月24日 9月10日∼ 9月14日

文旦栽培管理班 5天 8月 1日∼ 8月31日 9月14日 10月 1日∼10月 5日

設施果菜班 5天 8月22日∼ 9月22日 10月 5日 10月22日∼10月26日

為了讓以口頭約定方式使用

他人農業用地之實際耕作者得以

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農保)，
農委會於107年2月12日訂定發布
「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

認定作業要點」，並自107年2月
21日生效。未來實耕者將可依本
要點向各區農業改良場申請實際

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件 (從
農工作證明)，並檢具該證明文
件，向戶籍所在地農會申請參加

農保。申請年齡、資格、經營規

模條件如右圖。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

農友如有相關問題可洽本場06-
5912901轉209、208、212、201。

【圖片提供 /農傳媒】

農委會新制
輔導實際從農者
參加農保

農保新制申請資格 ３步驟判別

第１關
年齡條件

第２關
資格條件
(4擇1)

第３關
經營規模條件
(3擇1)

農委會選拔的
百大青年農民

農民學院管理系統

建檔資料完備的

在地青年農民聯誼

會 (分會) 成員

通過以下驗證的農民：

◆四章一Ｑ：有機驗證、

產銷履歷、CAS台灣優

良農產品、吉園圃安全

蔬果或具有台灣農產品

生產追溯QR	Code

◆其他友善環境認證

配合農委會
農業政策的
農民

本人全年實際銷
售農產品金額達
25萬元以上

本人投入農業生
產資材達15萬
元以上

農業用地經營
面積認定基準
(範例如右)

作物／栽培方式 經營面積／認定方式

水稻 2.0公頃

雜糧 1.3公頃

茶 0.6公頃

蔬菜 0.4公頃

花卉 0.3公頃

果樹 0.4公頃

設施栽培
檢附申請前１年內開
立的銷售農產品或購
買農業生產資材憑證

可向各區農改場申請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文件，

再向戶籍所在地農會申請參加農保

初次申請須為65歲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