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3月春暖花開、百花齊放，亦
為蘭界大事，「2019臺灣國際蘭展」
於3月1日在臺南市後壁蘭花生物科技
園區盛大開幕，今年已邁入第15個年
頭，貴賓雲集，總統蔡英文親臨現

場，臺南市市長黃偉哲、農委會陳吉

仲主委、監察院院長張博雅、內政部

部長徐國勇、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

芳、臺灣國際蘭展大會主席陳石舜、世界蘭花會議基金

會 (WOC) 主席Mrs. Liz Johnson、國際園藝家協會秘書長
Tim Briercli�e、美國蘭花協會主席Susan Wedegaertner、國
際蝴蝶蘭聯盟 (IPA) 主席Carlos F. Fighetti等國內外嘉賓出
席典禮。

蔡總統致詞時強調，蘭花是臺灣外交及經濟的大功

臣，透過產官學界的協助，蘭花不僅讓臺灣被世界看到，

也讓臺灣走向世界，隨著明年世界蘭花會議 (WOC) 在臺
灣舉辦，將帶來更多商機，預期明年蘭花產值會有更亮眼

的表現。農委會陳吉仲主委表示，臺灣去年的蘭花產值為

1億9000萬美元，較前一年成長約8％，接下來將以臺南為
基地，讓臺灣成為全球蘭花品種研發的種苗供應中心，做

為世界蘭花流行趨勢的領導者。黃偉哲市長亦代表向國內

外嘉賓致歡迎詞，並特別感謝蔡總統在日理萬機之際親臨

臺南參與盛會，以及農委會、外貿協會蘭花業界等對蘭展

的支持，讓2019臺灣國際蘭展順利舉行。
臺灣國際蘭展與世界蘭展、東京蘭展並列為國際間3大

蘭展之一，臺灣將舉辦2020年世界蘭展，相當難能可貴。
今年蘭展以「蘭境Orchid Land 閱讀臺南」為主題，巧妙
運用各種蘭花佈置出臺南400年來悠久的人文氣息及歷史
風華，展示嘉德麗雅蘭、蝴蝶蘭、文心蘭、石斛蘭等多達

數萬株，融合臺南的文化及產業特色，相當別出心裁。

每年蘭展美不勝收的蘭花群芳競豔外，不可或缺的

是國內外學者、研究人員齊聚一堂的國際蘭花研討會，

今年主題為「蘭之樂章-生態、生產、生活」，會中邀
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包括英國邱園主任研究員Dr. Andre 
Schuiteman、農試所花卉中心吳容儀博士、臺灣野生蘭圖
鑑作者林維明先生、美國大葉蘭園負責人Peter Lin、馬瑞
耶蘭園負責人Hadley Cash、中研院施明哲博士演講，內
容包括新幾內亞石斛蘭、蘭花種原保存、泰國蘭花生態、

蝴蝶蘭育種、仙履蘭育種等，帶領聽眾進入新幾內亞、泰

國等地的原始蘭花原生地探險，也讓與會蘭花栽培、育種

及研究人員對蘭花生態、生產育種有更深入瞭解，非常充

實。藉由產官學界之交流，相信臺灣能更紮實的面對未來

產業之挑戰，再創臺灣蘭花奇蹟。

【文/圖　胡唯昭】

■ 豬事大吉福氣來～2019臺灣國際蘭展
■ 本場蝴蝶蘭參加2019國際蘭展再獲佳績
■ 「切」中要領，連續式青花菜分切展「奇」機
■ 氣候溫暖且不穩定，注意稻熱病發生
■ 108年度農民學院開跑，3月5日起開放報名
■ 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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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8年5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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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4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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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KMxB

瓜果雕刻競賽、

胡瓜、花卉與米食料理競賽

等你來挑戰！

本場優秀蝴蝶蘭參加2019年臺灣國際蘭展 (TIOS)，共
獲異屬蘭組第二獎兼銀牌獎1株，蝴蝶蘭小花組第三獎兼
銅牌獎1株及第三獎2株，可說是滿載而歸！
異屬蘭組第二獎兼銀牌獎得獎為萬代蝶蘭Vndps. Irene 

Dobkin×Phal. Ben Yu Firebird雜交後代，本株花開雙
梗、橘紅小花相當亮眼特殊。蝴蝶蘭小花組第三獎兼銅

牌獎的是本場於英國皇家園藝協會RHS登錄之優秀蝴蝶
蘭「南場金冠Phal. NanDares Gold Crown」，其花序極
長，白花瓣搭配黃唇瓣整齊劃一地排列成一長串，宛如

一條白龍飛天，令人驚艷！蝴蝶蘭小花組第三獎有2株，
第1株為本場於英國皇家園藝協會
RHS登錄，名為「南場翡翠Phal. 

NanDares Emerald」，其黃綠小花配濃黃唇瓣，淡雅高
潔、排列優美。另外1株則為黃底紫暈的Phal. Kenneth 
Schubert×Phal. KS Balm，雙梗小花除觀賞佳，
還帶有甜蜜香氣，可說是一舉兩得！

【文/圖　胡唯昭】

本場蝴蝶蘭參加2019國際蘭展再獲佳績

2月21日辦理本場「107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會」，涵蓋包括優質作物育種、作物安全生產、智慧用肥與省工
農機研發、高效生產與經營管理等4個主題、15個研究題目，講者用心準備，聽者也非常踴躍，計153人參加。在
推廣課大廳並展示海報、實物及新型農機，民眾與研究人員互動交流熱絡，希望藉此機會讓大家接觸本場研發成

果，提供業界應用。

【圖/黃鵬戎】
→與會人員合影

↓研發成果海報、實物展示

107年科技研發成果發表

異屬蘭組第二獎兼銀牌獎為

本場萬代蝶蘭Vndps. Irene 
Dobkin×Phal .  Ben Yu 
Firebird，本株花開雙梗、
橘紅小花相當亮眼特殊

蝴蝶蘭小花組第三獎兼銅牌

獎「南場金冠Phal. NanDares 
Gold Crown」，花序極長，
白花瓣搭配黃唇瓣整齊劃一

地排列成一長串，宛如一條

白龍飛天，令人驚艷！

Phal. Kenneth Schubert× 
Phal. KS Balm獲第三獎，
雙梗小花除觀賞佳，還帶有

甜蜜香氣

「南場翡翠Phal. 
NanDares Emerald」，
黃綠小花配濃黃唇瓣，

淡雅高潔、排列優美，

獲得第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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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要領，連續式青花菜分切展「奇」機
為了加速解決青花菜大量收貨時

的生產遲滯問題，本場歷經三年研

發，推出國產設計的第一台專利青花

菜分切機。目前正逢青花菜產季，本

場特別在2月21日於農委會舉辦記者
說明會，展示國產專利青花菜分切

機，如何「切」中生產需求要領，使

產業鏈效率翻倍跟進，成為協助締造

產能效率的「奇」機！

近五年冷凍青花菜每年進口平均

近6,000公噸，農糧署輔導農民冬季轉作種
植產銷履歷青花菜面積約300公頃，可產
製3,000至3,600公噸的產銷履歷冷凍青花
菜，期可取代進口冷凍青花菜。然而青花

菜採收後保存不易，產線來不及紓解時，往

往會造成品質不佳。因此本場積極研發連續式

青花菜分切機，以高作業效率解決保鮮的時間壓力，

與生產旺季時的缺工困擾。

本場研發成功的國產專利青花菜分切機一分鐘最高可

分切30顆以上，能節省傳統人工6至7人。此外，國產分
切機零件製作成本約為國外設計的1/2∼1/3，且製造商能
針對需求對象彈性製作，掌握成本和客製化兩大優勢。

該機台設計採用本場獨創的專利切割及分離整合機構，

一具弧切刀座可同步達到分切小花及分離菜芯的功能。

搭配輸送帶後可供連續輸送作業，並可於後端針對廠商

需求附掛直切刀加工模組，其控制系統亦可自動辨識置

放盤狀態及偵錯。

農糧署將補助購買分切機一半的費用，相關資訊可透

過農糧署與冷凍蔬果公會取得。目前該分切機已推廣12台
至雲林、彰化、嘉義、高雄、屏東等各地冷凍蔬果廠，

並且超越由國外引進的分切機數量，成為提升國產冷凍

青花菜生產效率的幕後功臣，期望協助產業鏈的品質效

率升級，更帶來農民收益與消費者便利享用國產優質農

產的多重保障！ 
【文/李健　圖/李健、黃惠琳】

近日天氣不穩定，日夜溫差大，且今年溫度較為偏

暖，請農友密切注意葉稻熱病之發生，農友可先觀察田區

旁放置之秧砧是否發病，或者注意田間水

稻欉間基部葉片是否有病斑，若有發現應

即時進行防治工作，避免田間感染加大。

防治水稻葉稻熱病之不二法門為預防

性防治，勝於罹病後再行治療，可利用秧

砧稻苗監測稻熱病的發生，當秧砧稻苗葉

片出現病斑後約7∼10天，本田的稻欉將
會出現罹病症狀，故農友可據此即刻進行

預防性施藥，有效減緩葉稻熱病對水稻的

危害。部分農友沒習慣留下秧砧，可密切

注意水稻欉間基部葉片，該部分葉片因微

氣候溼度較高故較上位葉會提早發病。發

病初期稻熱病先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如

環境適合則擴大成紡錘形。農友應於秧砧稻苗葉片出現

灰綠色感病型病斑時，選用下列藥劑進行

防治，如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
41.7%三賽唑水懸劑1,500倍、40%亞賜圃
乳劑1,000倍 (加展著劑新利農3000倍)、
45%喜樂克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CS-7 
2000倍)、48%丙基喜樂松乳劑1,000倍或
50%護粒松乳劑1,000倍等，其他防治藥劑
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或於本場網站查詢。

請農友加強注意秧砧是否出現病斑，

施藥防治後，將罹病秧砧移除或埋入土

中，清除田間感染源。 
【文/圖　林國詞】

氣候溫暖且不穩定，注意稻熱病發生

↑水稻欉間基部罹病葉片

泝青花菜分切機在加工

廠實際操作情形

沴鄭場長在記者會接受

媒體專訪

沊研發人員李健在記者

會實際操作示範本場

青花菜分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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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農民學院開跑，3月5日起開放報名
108年度本場農民學院規劃辦理之農業專業訓練班共9班次，包括入門班2班、初階班1班、進階選修班6班，

提供324個參訓名額，另為因應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之幸福主軸結論，建立分群、分級輔導培育機制，本年度
本場特別加開1門都市農業入門班 (婦女專班)，讓對都市農業有興趣的女性具備優先錄取的資格。自3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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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開跑囉…
農委會為促進臺灣與印尼友好關係，提升印尼青農農業技術與管理知能，透過引進印尼

青農在我國農場技術實習，寄宿我國農村家庭，讓他們更深入瞭解我國農村文化並促進臺

灣印尼青農交流，進而改善印尼青農素質，亦可適度補充我國農業人力。

農委會擬於中南部創先開辦「印尼青農在臺實習計畫」，希望引進年齡在18至36歲，具
高中以上學歷及至少一年實際耕作經驗，具基本中文溝通能力的印尼青農來臺進行一年的

農業實習。而我國能接待印尼青農進行農業實習的農場則需具備以下條件之一：(一)依農場登
記規則取得農場登記證之農場或領有相關事業許可證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農場、種苗場、畜

牧場、禽畜種原生產場所。(二)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完成登記之農業產銷班。(三)本會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輔導
之大專業農。(四)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經營或作業場所。(五)農業企業機構。(六)經本會完成專案輔導之青年農民。
為即將前來的印尼青農在臺灣尋求有意願且符合資格之農場主，本場於2月中旬在轄內雲林、嘉義及臺南各舉辦一

場說明會，邀請農委會人力辦公室直接向農友詳細說明計畫內容，並與農友雙向問答交流。截至2月27日止，轄內的農
場、產銷班、農友的申請十分踴躍，共計收到60份申請書及實習計畫書，預計申請108位印尼青農前來寄宿實習。本場
安排於3月中下旬，邀集農委會、縣市政府及農會伙伴共同實地審查農場現況，針對農場主提出的實習課程規劃、提供
予印尼青農實習生的權益與福利，以及農場經營現況、軟硬體設備、住宿環境，以及工作環境安全性等面向逐一審查，

希望能提供優質的實習及住宿場域給前來本國進行農業實習的印尼青農。

通過實地審查的農場，將彙整其需求，提供給印尼農業部遴選合適的青農。來臺後，先經密集短期的專業訓練後，再

媒合予適當的農場主，希望未來農場主能夠友善的接待他們，給他們像家一樣的溫暖，讓他們對臺灣農村濃濃的人情味

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印象，也期許他們經過一年在臺的農業實習後，農業技術與管理知能皆能提升，回國後亦能在農業方

面有所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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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專班) 3天 3月 5日∼ 4月 4日 4月10日 4月23日∼ 4月25日

都市農業班 3天 3月 7日∼ 4月 7日 4月12日 5月 7日∼ 5月 9日

初　　階 有機農業班 10天 3月20日∼4月20日 4月29日 5月20日∼ 5月31日

進階選修

有機果樹班 5天 4月24日∼ 5月24日 6月 4日 6月24日∼ 6月28日

雜糧及特用作物栽培管理班 3天 5月 9日∼ 6月 9日 6月17日 7月 9日∼ 7月11日

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 5天 7月 2日∼ 8月 2日 8月12日 9月 2日∼ 9月 6日

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 5天 7月23日∼ 8月23日 9月 3日 9月23日∼ 9月27日

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 3天 8月 3日∼ 9月 3日 9月10日 10月 3日∼10月 5日

芒果栽培技術管理班 5天 8月21日∼ 9月21日 9月30日 10月21日∼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