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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臺美農業交流

美國國會議員選區主任來場參訪
外交部北美司高琳恩秘書，於 12 月 6 日

帶領8位美國國會議員選區主任訪問團來場，

由宣大平秘書率同仁接待。

本次參訪團團員共 8 位，分別來自內布

拉斯加、華盛頓、新墨西哥、猶他、德州、

堪薩斯。團長詹姆拉先生表示，團員均來自

農業州，期待深入認識我國農業作為借鏡。

宣秘書隨後介紹本場核心業務及研究成

果，並分享自身過去至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等

單位交流水稻栽培及育種技術，表達期待未

來本場有更多機會加強與美方學術單位研究

合作。

座談時團員提出包括與美國相關農業學

術單位合作的情形、如何協助小農進行世代

交替以永續經營、對基改農產品的看法與管

理等問題，由宣秘書一一回復，讓外賓對我

國農業有更多的認識。

會後本場帶領大家至蝴蝶蘭及番茄溫室

參觀，由張芝蓉助研員及王啟正副研員解說

場內相關育種現況，團員對於相關研究感興

趣，與研究人員交流熱絡。

 13  在政策論壇中，楊大吉副場長提出里山倡議需要更多與人

的溝通，讓所有會接觸到的利害關係人，提供想法以及未

來的做法

 14  新社宮莉筠小姐分享部落內有機水稻栽培歷程

15  天賜糧源鍾雨恩先生分享富里返鄉青農的故事

 16   與富里青農交流活化農村及實踐里山精神的經驗

17  認識巴拉告生態捕魚的農業體驗發展案例

 18 認識小綠葉蟬與蜜香紅茶的互相依存關係

19  參訪吉拉米代部落的稻田文化景觀保護里山倡議研究案例

20  參訪推廣里山倡議及農村旅遊體驗案例

實地訪查  在地交流

為了深化臺灣與國際間的案例交流，第三

天的實地參訪活動，本場帶領本次研討會主講

的國內外學者專家，到光復鄉的馬太鞍濕地認

識馬太鞍休閒農業區的農業體驗發展案例－巴

拉告生態捕魚；瑞穗鄉的舞鶴臺地參訪里山倡

議研究案例「生態與經濟：認識小綠葉蟬與蜜

香紅茶的互相依存關係」；到天賜糧源富里製

作農村實驗基地，實地瞭解青農們如何利用多

種實驗活動活化農村以實踐里山精神；到豐南

的吉哈拉艾部落參訪里山倡議研究案例「吉拉

米代部落的稻田文化景觀保護」；到羅山有機

村參訪里山倡議研究案例「推廣竹林循環利用

及里山倡議農村旅遊體驗」及親自參與「有機

黃豆製作泥火山豆腐」的農業體驗，實際看到

臺灣的里山倡議與生態農業實踐案例，並與當

地農友及部落族人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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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觀賞用萱草繁殖技術之開發

2

前　言

萱草為百合科萱草屬宿根性草本植物，別

名忘憂草、黃花菜、金針等名，古時視之為母

親花，每年於母親節前後時序開花。花蓮地區

栽培萱草主要集中玉里鎮赤科山及富里鄉六十

石山，花蓮縣萱草栽培面積約 520公頃，佔全
台灣萱草栽培面積 80%(圖 2)。農民近年來搭
配政府的留花補助政策，於花蕾採收期保留部

分萱草，待其開花提供遊客觀賞，使得花蓮萱

草產業朝向休閒農業發展，每年花開時吸引大

量遊客前往，夏季花海成為主要觀光活動。

本場萱草育種之發展

為增加觀賞用萱草在花形花色之變化，利

用育種以滿足市場對於新品種之需求，本場引

進國外品種進行雜交選育及試驗，已培育出特

性優良「萱草花蓮 1-5號」，更推出「萱草花
蓮 6號 –橘之樂」，並於今年 3月提送申請品
種權，以改善現有品種花色單調且產期集中等

問題，滿足產業之需求。本場選育之「萱草花

蓮 1-6號」，花期不盡相同，同時間栽培於田
間可接續開花，除了有不同花形花色可欣賞，

賞花期可從每年 4月延續至 9月。

觀賞用萱草繁殖技術之開發

作者：張芝蓉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 :(03)852-1108轉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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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花蓮吉安鄉嘉德萱草田栽培「萱草花蓮 1-5 號」面
積達 1公頃

 2 �花蓮萱草栽培面積約 520 公頃，佔全台灣萱草栽培
面積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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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除了適合作成盆栽單株觀賞，或於露

地花壇群集栽培外，亦適合在休閒農場及庭園

景觀應用，創造萱草的休閒觀光產業。目前「萱

草花蓮 1-5號」已於花蓮縣吉安鄉的嘉德萱草
田栽植面積達 1公頃 (圖 1)，成為吉安鄉萱
草花海田，每年開花有紅、黃、粉紅及橙黃等

不同繽紛色彩，爭奇鬥艷，萱草開花期間免費

開放民眾參觀，成為吉安鄉拍照打卡旅遊新景

點，且不定期舉行萱草導覽觀光活動。

本場在選拔具優良性狀的萱草過程中，由

於植株每年產生新側芽數量有限，為利促進萱

草種苗繁殖及新品種之推展，運用花絲組織培

養消毒方法簡單且可保留原來的母株，成為萱

草大量繁殖之方法。為提升萱草單株花蕾數，

增加新品種萱草花絲組織培養之培植體來源，

本場開發使用細胞分裂素以增加萱草花蕾數量

之技術，以供農民參考。

細胞分裂素對植物的影響

細胞分裂素為植物賀爾蒙之一，植物的

生理和生化過程與細胞分裂素有關，包括抑

制頂芽優勢、細胞分裂、種子發芽、器官

形成和再生、花朵發育和植物器官老化。

6-benzylaminopurine (BA) 為人工合成的細
胞分裂素，是常用的植物生長調節劑，對於有

低溫需求和光週期感應才能開花的植物，會促

進其花芽分化與形成，增加芽體內細胞分裂素

的含量，具有打破頂芽優勢和促進分枝之作

用。

而不同植物種類對於 BA濃度反應不盡相
同，植物噴施 BA可促進花芽分化，增加花芽
數量，也會使植株產生較多花朵，花莖較粗

硬，同時也提高植株莖分枝情形，因此本場將

BA 配置成 100、300、500 及 700 mg•L-1，

共 4種濃度，對照組為使用去離子水，以本場
自行選育之萱草為材料，於萱草花莖抽出前一

個月，每週均勻噴施於萱草葉片一次，共3次，
尋找適合的 BA濃度，以提升萱草花蕾數量及
開花情形。

施用 6-benzylaminopurine (BA) 對於萱草

花期及花朵的影響

結果萱草於花莖抽出前一個月噴施 BA於
萱草葉片，其花蕾數、花梗長度、花梗直徑有

隨著濃度增加而顯著增加，且增加花朵直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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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用萱草繁殖技術之開發

3  萱草施用 N6-Benzyladenine(BA) 對花蕾數量之影響

 4  萱草施用 N6-Benzyladenine(BA) 對花朵大小之影響

 5  萱草施用 N6-Benzyladenine(BA) 對花莖形成之影響

 5a  未處理的觀賞用萱草為單花莖

 5b  觀賞用萱草 BA 處理後產生花莖 2分支情形

 5c  觀賞用萱草 BA 處理後產生雙花莖情形

 5d  觀賞用萱草 BA 處理後產生三花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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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影響花蕾大小 (圖 3和圖 4)。在花芽分化
初期與花芽發育期，外施細胞分裂素有較明顯

效用，能有效地誘導花芽分化及發育，本場施

用濃度 500 mg•L-1 BA增加花蕾數量最多，
如圖 3所示，平均為 15.4個，可以提高 40%
花蕾數，且無造成產生畸型花或花朵變小之情

形。圖 5可見對照組花莖自葉腋抽出，萱草通
常一植株抽一支花莖，花莖長度依品種不同而

有差異，本場萱草使用 BA噴施後，產生花莖
2分支，或自葉腋抽出雙花莖或三花莖等情形，
並有少數萱草會產生葉片簇生的現象。

結　語

萱草植株在開花後，其地下短縮莖會產生

側芽，再從基部發根後形成新的植株，因此生

長多年的萱草呈現叢生狀，並用分株法進行繁

殖，另有些品種會從葉腋長出走莖，自走莖尖

端發育形成新植株。施用 BA可提升花期時之
花蕾數量，除可增加萱草的組織培養之培植體

來源，更可強健花莖生長，增加觀賞花朵數量，

以加快新品種的推廣與發展，提升花蓮萱草觀

光休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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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颱風等災害對青蔥之損害，本場改

進現行設施栽培模式，發展實用可行之防減災

設施，迄今已開發四款防減災設施，包括簡易

防颱網室、鋼構防颱網室、鋼構防風網以及水

平式防護網等，防減災效果良好，茲將本場開

發之青蔥簡易水平式防護網防減災設施介紹如

下：

1

前　言

青蔥為宜蘭縣重要蔬菜作物之一，因其性

喜冷涼氣候，夏季栽培不易，且近年來溫室效

應日益嚴重，夏季最高溫一再攀升，再加上颱

風、豪雨、乾旱等天然災害，導致青蔥價格波

動不已，一旦遭遇天然災害，青蔥價格往往成

為熱門新聞。

宜蘭地區青蔥採用高畦栽植，蔥管中空，

極易受颱風、強風、豪雨及連續降雨影響而造

成葉片折損，且因栽培期較一般葉菜類長，由

定植至採收平均需約 3個月，故災後復耕期
長、缺貨時間亦較久，影響民生問題甚鉅，為

近年來宜蘭縣天然災害損失金額及現金救助金

額最高的作物。

作者：楊素絲 副研究員
　　　蘭陽分場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989-9707轉 201

青蔥簡易水平式防護設施栽培技術

 1 �颱風期間將水平式防護設施的百吉網固定，以保護
網內青蔥，颱風過後設施旁緊鄰之青蔥受損嚴重

青蔥簡易水平式防護設施栽培技術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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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蔥簡易水平式防護設施栽培技術

青蔥水平式防護設施

為降低防減災設施成本，於 106年另開
發設置成本低且易拆裝之水平式防護設施；採

用 1吋鍍鋅錏管為主要結構管材，配合 6分鍍
鋅錏管做支撐，試驗田每 3畦設置 1組 1.2公
尺高水平式遮雨防風網，披覆 50%百吉網平
時固定於後方，颱風來襲前進行包覆以減少豪

雨、強風造成之折損。

106年 7月 29日晚間 7時尼莎中颱自蘇
澳鎮登陸，預先於發佈海警後將百吉網防包覆

固定以防護青蔥，尼莎颱風對宜蘭縣青蔥造成

之平均災損約為 40%，而定植於防風網內之青
蔥無災損，防颱效果良好，達成防減災目標，

106年 8月 1日召開宜蘭地區青蔥防災說明
會，可見到露天栽培青蔥於尼莎颱風後葉片破

損與折損嚴重，水平式防護設施內所植青蔥無

災損。

106年 8月 24日進行試驗青蔥調查結果，
水平式防護設施內所植青蔥平均單欉重雖略低

於露天對照，但植株無災損，露天對照之青蔥

植株則有高達 62 %之葉片破損及折損，影響
其品質甚鉅。

2 3

4

108年將青蔥水平防護設施改良為活動式
易拆組件，平時為無架設水平方向之錏管支柱

蔥田，方便農友巡田及病蟲草害管理，颱風警

報發布後再架設錏管與百吉網進行防護，可有

效降低栽培管理之不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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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式防護設施設置成本與簡易防颱網室

比較，設備資材成本每分地自 33萬元減為 11
萬元，降低資材成本比例達 66.7%，搭設人力
每分地自每日 56人工減至 20人工，降低建置
人力搭設成本比例達 64.3%，明顯降低防災設
施成本。

結　語

本場為了減少夏季青蔥因天然災害導致受

損減產的情形，經過多年研究，陸續開發出四

款防颱效果良好且適合在夏天種植青蔥的防減

災設施，試驗合作農友林東海表示，103年第
一次用網室種植青蔥，即發現種在網室裡的夏

季青蔥生育情形比露天栽培的好、死亡率較

低、也比較沒有葉尖枯萎的情形，104-106年
雖陸續遭遇數個颱風直接侵襲宜蘭地區，很慶

幸在颱風過後防災設施內的青蔥幾乎沒受損。

本項技術於 108年 11月 7日本場因應氣
候變遷技術成果發表會展出，推廣蔥農觀摩及

應用採行，試驗結果發現另可降低強風、豪雨

等惡劣氣候對青蔥之折損，可保障蔥農收益並

穩定青蔥供應。

 
 
 
 
 
 
 
 
 
 
 
 
 
 
 
 
 
 
 
 
 
 

 

※ 青蔥水平式防護設施結構圖說 
 (5*27 公尺 / 組，每分地 6 組 )

1 吋鍍鋅錏管  1.5 公尺高，約隔 208 公分 1 支

6 分鍍鋅錏管  6 公尺長

6 分鍍鋅錏管 + 壓條  6 公尺長

　�

2 �青蔥簡易水平式防護設施搭設及拆裝簡易

 3 水平式防護設施內之青蔥於尼莎颱風後無受損，防
護效果良好

4 �水平式防護設施內所植青蔥植株無災損 (左 )，露
天對照之青蔥植株之葉片破損及折損嚴重 (右 )

5 �本場舉辦觀摩會及記者會，向農友實際展示水平式
防護設施，並解說搭設方式以及保護效果

5

 �颱風期間將水平式防護設施的百吉

網固定，以保護網內青蔥，颱風過

後設施旁緊鄰之青蔥受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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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農改場 x 紐約大學 - 共同發掘微生物相與農業應用的可能性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作者：劉亭君 助理研究員、
　　　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邱淑媛 副研究員兼課長、
　　　沈昌輝 紐約大學教授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602

花蓮農改場x紐約大學 -共同發掘
微生物相與農業應用的可能性

前　言

本場推動有機友善農法相關研究及推廣已

行之有年，近年來更進一步著眼於生態農業效

益的探討，從地表上宏觀大尺度的地景，小至

調查寄生蜂等天敵，均顯示生態工法操作可顯

著增進生態系統服務。而在我們腳底下所踩著

的土壤，其實也蘊含著許多豐富的微生物，值

得我們細細去了解；因此，本場於 108年 11
月 5-7日特地邀請紐約市立大學沈昌輝教授從
美國回臺蒞場演講及進行交流，共同探索微生

物的奧秘。

土壤微生物管理以營造智慧永續農業

11月 5日沈昌輝教授於本場之演講主題
為「Managing soil microbiomes for smar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土壤微生物管理
以營造智慧永續農業 )，杜麗華場長對於沈昌
輝教授願意為花蓮家鄉農業研究貢獻一己之力

表示相當感謝 (圖 1)，提到本場近年著力於
生物農藥及生物肥料相關研發，為進一步產業

化落實予農友應用。相關的技轉案也陸陸續

續開花結果，包括如：防治細菌性軟腐病 HL_
B01、促進蘇力菌產孢技術、誘導抗病資材，
以及防治柑橘黑點病之 HLST合劑等。
在演講中，沈教授提到利用 NG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次世代定序  
*

)評估
土壤生物的多樣性 (圖 2)，以及探討植物抵禦
病蟲害相關機制的研究，並指出農事操作及栽

*　NGS，次世代定序又稱第二代定序，與第一代定序
技術相比，具有高通量、成本低之特性，可快速且大

量的定序，對於解析人體或巨量核酸之樣本相當便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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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同為花蓮人之紐約大學沈昌輝教授 (左三 )來場交

流並提供農業新知

 2 �沈教授提到利用 NGS 評估土壤生物的多樣性，與會
者反應熱烈

 3 以培養方式僅能得到土壤中少量微生物

4 抽取土壤核酸跑電泳可見大量核酸

培作物品系與土壤微生物的多樣

性息息相關，NGS能分析土壤中
核心菌叢 (core microbiota)之
組成，而核心菌叢在土壤營養循

環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部分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但可推測，未來能藉由分析並複

製生長旺盛之田區土壤核心菌

叢，導入種植障礙田區，營造土

壤良好微生物相，就像現今市面上盛行食用益

生菌改善人體腸道之菌叢進而維持身體健康一

樣，藉由 NGS偵測土壤內微生物相，補充該
田區適合之微生物資材或營造適合有益菌相生

長之環境，以好菌競爭病原菌的生存空間，應

是未來智慧化農業操作的願景之一。

土壤微生物相分析及對作物生長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猶如一個寶庫，內藏許多未知

寶藏，但利用傳統培養分離手段取得之土壤微

生物 (圖 3)，可能僅占土壤總菌量不到百分之
一，土壤中之微生物組成細菌佔 97%，真菌
3%，Luiz 等人於 2007 年估算 1公克土壤可能
有超過 800百萬種不同的細菌，這些細菌有超
過 99% 無法人工培養。因此，利用大量且快

速的定序工具解析土壤萃取之核酸，分析土壤

中微生物的種類與比例，將是未來研究趨勢。

抽取土壤核酸後 (圖 4)，藉由 NGS分析
土壤核酸，能得到土壤中所含微生物之核酸序

列，再經過資料庫比對，可詳列出目標土樣中

所含之微生物種類及比例。因此，我們可利用

NGS分析來對比不同地區土壤的菌相，並探
討微生物對作物之影響力。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一○期 /108.12 月號 /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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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農改場 x 紐約大學 - 共同發掘微生物相與農業應用的可能性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研究發現，不同地區玉米田區土壤菌相，

會因緯度、土壤酸鹼值、有機質含量、土質特

性等因子變化相當大；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土

壤微生物能誘導植株產生抗病蟲效果，抗蟲玉

米品系會由根部分泌抗蟲物質到土壤中。這些

抗蟲物質造成土壤微生物相改變，再將這類的

土壤微生物移至其他本來不具抗蟲效果之玉米

田，發現玉米可被誘導產生同樣之抗蟲物質。

發掘微生物創意運用的可能性

11 月 6 日的演講主題為 Developing 
biosensors for the detection of toxic 
chemicals(發展生物感測器偵測毒性化學物
)，包括利用酵母菌作為即時測得危害人體基
因毒性化學物之生物感測器 (圖 5)，以避免人
體健康受到危害，以及利用微生物結合螢光反

應以快速廣泛地定位地雷位置，可降低掃雷所

需成本及安全性風險，且此創意發想及重要技

術已申請美國專利。

藉由以上沈昌輝教授團隊所研發這兩項實

例應用之技術，除引領場內同仁難得從農業以

外之領域學習到微生物多元化利用情形，杜麗

華場長也鼓勵同仁互相腦力激盪發想出微生物

相在農業上應用的無限可能。待講座結束後，

本場研究人員也與沈教授繼續熱烈討論農業相

關研究，且再從會議室內踏足到田裡，親至吉

安龍鬚菜產區了解作物生長情形 (圖 6)，並採
集樣本進行後續 NGS分析 (圖 7)，農友也向
沈教授及本場環境課植保同仁討論產業所面臨

之問題與挑戰 (圖 8)。

土壤微生物在農業的實際應用

往昔對土壤之研究，多著重於土壤之物理

化學性質、有機質含量、酸鹼度、微量元素比

例與植物間之關係，隨著微生物各種功能的發

現，例如由土壤中分離得到拮抗菌 (圖 9)、
溶磷、溶鉀菌等等，均顯示未來土壤微生物應

用的潛力無窮。包括可製成生物農藥防治病蟲

害、分解養分以利植物吸收之生物肥料、做為

益生菌成為飼料添加物；甚至幫助淨化水質等

各種功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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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酵母菌偵測毒化物，上圖為無毒性結果，下圖為有
毒性結果，可見慧星般拖尾。(沈昌輝老師提供 )

 6 �沈昌輝教授親至龍鬚菜產區了解作物生長情形

 7 �沈教授與本場植保人員挖取土壤樣本

 8 沈教授與農民交流作物生產與產業實際情況

 9 �土壤分離得拮抗菌對病原生長具抑制力

若以市面上農友可取得的農用微生物，可

依功能性分為生物農藥及生物肥料。以生物肥

料而言，研究最多的在溶磷、溶鉀的能力，因

無機態的磷常與土壤中的鈣、鐵、鋁結合，形

成磷酸鈣、磷酸鐵、磷酸鋁等難溶型態，不易

被植物吸收利用而大量累積在土壤中，溶磷菌

可把無效性磷轉變為有效性磷，進而提高磷肥

的利用，對於高磷肥需求之作物，如：胡瓜、

苦瓜、番茄、甜椒等產量幫助甚大。同理，溶

鉀菌則可以把礦物性鉀分解為水溶性鉀，增加

鉀吸收，以替代部分肥料施用，降低成本提高

收益。

此外，土壤微生物還有許多種類，如固氮

菌、菌根菌等。為因應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氣

候，作物育種朝著對環境逆性之耐性，如：耐

熱、耐旱、耐鹽、耐淹水等方向進行。而菌根

菌能與作物根部形成共生，由植物提供光合作

用產生之養分供給菌根菌，而菌根菌則以外生

菌絲分解土壤有機質，幫助植物吸收水分、養

分，有類似根毛的作用，並分泌生長激素促進

植株生長。經由菌根菌的寄生能誘導植物產生

對環境逆境的耐性。根據前人研究，人為接種

菌根菌可以對植物產生許多效果，包括促進植

物生長、增加水分養分吸收、增加環境耐性、

減輕土壤有毒物質危害、增加根部抗病、減少

肥料用量等。

結　語

土壤是植物生長之根本，藉由研究微生物

與土壤、植物間的關係，並開發創新之植物健

康生產技術將是作物因應氣候變遷下的重要突

破口。相信未來有機會可藉由監測土壤元素和

微生物相等，反映土壤健康狀況，來提醒農友

即時採取相對應的作為 (如：施用微生物農藥
)。在土壤保健觀念與日新月異的分析技術進
步下，本場可更積極回應農民及產業經營之需

求，持續努力研發創新之防治手段。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一○期 /108.12 月號 /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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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之研發與推廣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之研發與推廣

前　言

近年農委會積極推動農地活化與大糧倉計

畫，鼓勵轉作雜糧栽培，大豆即是農友轉作的

熱門選項之一。全國大豆栽培面積從 100年
55公頃成長為 107年 3,023公頃，成長快速。
但因土地成本、機械化及規模化不足等因素，

相較進口大豆生產成本仍高。在機械化推動部

分，本場於 104年研發成功大豆初級選別機舒
緩小農收穫後選別需求，但隨著栽培面積增加

及單位產量的增加，小型選別機已無法滿足農

友的選別需求。因此本場積極研製大豆選別分

級設備 (圖 1)，將作業效率提升 4倍至每小時
200公斤以上，且可串聯其他設備連續作業，
降低人力成本且減輕農事辛勞。

設計理念

前一代大豆初級選別機屬慢工出細活，選

別準確率高，深得農友喜愛，但是處理量低，

每小時僅能選別 50公斤大豆，適合小面積農
戶使用。新研發大豆選別分級設備同樣採用圓

潤度選別原理，但以多層次分流處理的概念，

分別設置上層快速選別與下層精致選別兩種不

同功能選別平台。上層有雙層選別平台，平行

處理大豆讓作業量加倍，利用成熟大豆圓潤飽

滿但雜質不易滾動的特性，快速篩選出大部分

飽滿良品大豆及雜質 (扁豆、枯枝梗、石礫、
豆莢等 )。而其他混合物料則是進入到下層選
別系統再次選別，經過仔細挑選，最終將大豆

總分級為良品、次良品、劣品、雜質等四類 (
圖 2)。

作者：簡宏諭 研究助理、
　　　張光華 副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農業機械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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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結構設計有儲料桶、螺旋進料系統、

上層選別系統、下層選別系統、毛刷開口調整

器、調整機構組、三相馬達、馬達開關 &變頻
器、良品出料口、次良品出料口、劣品出料口、

雜質出料口等。結構配置如圖 3所示。
機械在研發過程經過多次改良 ,每一次的

改進都會針對選�精度、作業能力、連續操作

耐用性、原物料適用性等性能進行測試。同時

從農友回饋意見中，改良機械的操作友善性及

保養維修便利性。例如快速調整傾斜角度的搖

臂機構可快速調整以因應選別不同品質大豆；

半開放的機械結構可方便清潔保養及障礙排

除；安裝移動輪及水平儀方便設備搬移及水平

調整。

機械性能與效益分析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作業能力達每小時 200
公斤以上，選別精度達 99%。相較前一代大豆
初級選別機作業效率提高 4倍以上。經試驗得
知，本機適用於選別分級花蓮 1號、花蓮 2號、
高雄 10號、十石 (金珠 )、台南 3號等轄內主
要大豆品種。

以處理 20公噸待選別大豆及時薪 150元
試算，大豆選別分級設備操作人力成本約 1萬
5千元，與日本進口選別機相當，而大豆初級
選別機則是6萬元。本機可提高效益4倍以上，
同時減少 300小時農時。因為機械由國內生產
製造販售，價格具有市場競爭力，大幅減少設

備成本 60%以上。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之推廣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於開發完成後，

旋即至台南學甲地區的幸福糧食及花蓮

玉里地區的東豐拾穗農場進行選別試

驗，分別完成 20公噸與 10公噸大豆選
別作業，試驗成效良好，符合產業需求，

3

初級選別機 選別分級設備 日本進口選別機

作業能力 (公斤 /小時 ) 50 200-300 200-300

選別性能 除雜、飽滿度選別 除雜、飽滿度選別 除雜、飽滿度選別、 
粒徑分級

選別精度 (%) 98% 99% 使用者自行調校

操作成本 *( 元 / 20 公噸 ) 6 萬 1.5 萬 1.5 萬

設備成本 (元 ) 6 萬 25 萬 66 萬

表、各式選別機之比較
*操作成本以時薪 150元計算

 1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2  大豆經設備選別後依飽滿圓潤度可分為四級

3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結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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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之研發與推廣

並就近舉辦示範觀摩會推廣研發成果 (圖 4、
圖 5)。幸福糧食劉場長在觀摩會中分享，使
用大豆選別分級設備可大幅縮減選別時間與成

本，不再擔心會影響出貨及加工時序 (圖 6)。
東豐拾穗農場則表示大豆經機械選別後可分級

應用及銷售，如良品可做為鮮豆販售及加工為

黑豆茶包；次良品可製作成豆漿、豆包、豆奶

等 (圖7)，使農場的有機產品更加多元且豐富。
除了舉辦設備示範觀摩會，本場亦積極參

與 2019桃園農業博覽會 (圖 8)、2019創新
技術交易展 (圖 9)、全國農業機械展等展覽。
展覽期間各地農友及民眾詢問不斷，在推廣創

新農機的同時亦可讓社會大眾了解台灣農業機

械之現況，其實務農已不再是高勞力密集的產

業，只要有合宜的農機代勞，務農也可以是一

件輕鬆的事。

結　語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不僅可以提高選別作業

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節約農時、提高產品品

質，而且適用多種大豆品種，相當適合具栽培

規模的農戶、產銷班及豆類處理廠使用。本機

已取得新型專利，並技術移轉予「統農機械有

限公司 
*

」量產販售。

*　統農機械有限公司。電話 (04)2778-7119。

 4 於台南學甲辦理示範觀摩會介紹機械選別原理與效能

 5 花蓮玉里觀摩會中說明大豆採後處理流程

 6 劉場長分享選別設備使用心得

7 會場展示有機大豆加工產品

 8 參與 2019 桃園農業博覽會展出

 9 2019 創新技術交易展展覽

8

9

7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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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場見習計畫推動成果及展望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1

作者：林正木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1960

花蓮區農場見習計畫
推動成果及展望

前　言

新進農民對經營農

業有興趣，在尚未投入

農業或剛起步之際，可

選擇參加農民學院入門

班、初階班、進階班、

高階班為出發點。在參

加一系列系統化課程

後，養成了作物栽培管

理與農場經營管理的基

本知識。但也發現長期培養產業界實務經驗卻

是在農民學院課程較為欠缺，因此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辦理農場見習訓練

計畫，提供為期 4至 12個月與產業接軌的實
務課程，奠定從農場經營實務能力。本場配合

農委會協助辦理農場見習實務訓練，召集相關

 1 �一對一的師徒制農場見習，場主指導學員黃豆適宜
的生長環境及田間管理作業　�

 2 農場見習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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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場見習計畫推動成果及展望

3

單位進行審查作業，確保農場見習品質，並保

障見習學員權益，以下將介紹近年來推動成果

及未來展望。

農場見習查核工作

為了確保農場見習品質，保障見習學員權

益，本場辦�農場�習實務訓�查核工作扮演

重要角色，見習農場查核工作流程及工作項

目。首先由全國中小企業總會（以下簡稱總會）

提供新申請見習農場資料，包含見習農場申請

書、訓練實施計畫等，傳送予各區農業試驗改

良場（所），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接獲通知

後，召集相關單位，包含農糧署各區分署、縣

市政府等單位，針對農場教學環境、訓練計書

內容等，共同進行現場審查。之後再連繫接受

查核的農場，確定查核的日期，最後通知審查

相關單位及農場查核行程，經評分及格者即為

通過，並將查核資料送總會憑辦，最後由農委

會核備為簽約立案之見習農場。

近年來推動的成果

本場自 2009至 2018年配合推動農場見
習作業之查核工作，經歷 10年的實施已有不
少簽約立案的花蓮宜蘭之見習農場，以及來自

全國各地的見習學員到花蓮、宜蘭進行見習。

本場經向維護農民學院網站系統的冠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蒐集歷年來的轄區申請見習農場及

見習學員相關資料，經整理及統計如表一。由

於花蓮地區環境低污染及具備天然屏障等關

係，農業都偏向友善農耕類型，因此都是申請

農糧類的見習農場，累計共有 12家，其中有
機農場 9家，見習學員數累計 30位。

宜蘭地區農業則也因特殊環境、離都會區

近及交通發達等關係，農業都偏向多元發展，

申請的類別包含農糧類、休閒類、特作類等。

宜蘭地區見習農場數，累計共有 17家，見習
學員數累計共有 56位。為了追蹤見習學員留
農情形，經調查結訓後從事農業相關工作者有

31位（36%），未從事農業相關工作者有 40
位（47%），未連繫到 15位（17%），故結
訓後有 3成 6的見習學員留在農業相關領域工
作，為農業注入一股新血，並達成農民學院課

程與產業無縫接軌。

場主、見習學員及查核意見的建議事項

為了瞭解場主及見習學員對農場見習計劃

相關意見及建議，做為農委會改進農場見習計

畫，本場及總會在現場查核工作時，同時進行

意見調查，經整理相關意見，彙整表如表二。

地區 申請類別 見習農場數 見習學員數

花蓮 農糧類 12 30

宜蘭 農糧類 5 20

休閒類 5 34

特作類 1 2

合  計 29 86

表一、近年轄區申請見習農場及見習學員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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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場見習查核流程及工作項目

 4 �追蹤見習學員情形

 5 �與新簽約農場進行文件書審，詳細向場主說明計畫
內容及規定

 6 �與場主進行現地審核，瞭解見習環境是否符合學員
見習

未來展望

推動農場見習計畫的良窳，關係到農業人

才進入農村發展，化解農業人力斷層，改善農

業勞動力結構，促進傳承農業技術及經驗。以

下針對農場�習計畫，提出幾點未來展望及方

向：

一、持續蒐集相關建議，促進計畫推動

隨著時空背景變遷、作業要點調整等，見

習農場場主及見習學員也會有不同的反映，因

此每年持續蒐集相關意見及建議，為解決見習

農場及見習學員問題，提出最大公約數方案，

使規範符合現代需求，計畫才能跟隨民意腳步

調整。因此，本場可以透過現場審查機會及配

合研究計畫，將場主及見習學員的意見滾動式

紀錄，做為未來政策制定或修改的參考依據，

促進計劃推動。

表二、場主、見習學員及查核的建議事項彙整表

5

6

4

建議單位 建議事項

場主對計畫
相關意見
宜蘭

1. 提高每月的見習指導費，並依農場規模大小調整

2. 可依不同作物有不同的見習時程，不受限在 4個月至 12 個月的規定

3. 雖有見習機會公告於網站，仍然難以招到見習學員到農場學習

4. 完成農場見習並取得證書的見習學員，未來可以優惠獲得輔導相信措施。

見習學員對
計畫相關意
見

1. 提供資金協助、土地租賃，以及通路的媒合

2. 見習薪資除了至少比照基本工資外，如依農忙程度及工作表現適時調整

3. 外地見習學員想要在花蓮宜蘭的見習農場進行見習，但因未提供住宿而無意願見習

4. 見習學員資格條件應放寬，如具備農家子弟身份者也可以報名

5. 提供農業相關產銷課程，彌補見習農場未學到的知識

本場查核相
關意見

1. 農場主參與見習農場的動機以獲得農場所需人力及利用見習指導費分擔工資支出為居多

2. 學員參與見習學員動機為學習農業技能與體驗農業職涯，但到農場見習的學員，對與場
主的教學方式與內容有抱怨聲，雙方對於教與學的認知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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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場見習計畫推動成果及展望

 7 �與續約農場討論執行計畫的困難處，做為計畫推動
改進參考

 8 不定期到農場關心學員的見習狀況，並提供相關輔
導及協助

 9 場主指導學員使用背負式割草機後，並在旁邊指導
及驗收成果

二、引薦農民學院課程，滿足知能需求

農場的經營項目不同，特色也會不同，場

主的專業背景及理念也會跟著不同。惟場主非

全能農業經營者，農業技術及經營管理知識有

限，為因應見習學員踏入農業前旺盛的求知慾，

建議見習學員多面向學習及探索，深度評估從

農的條件及能力，為從農奠立基礎。因此，見

習學員要不斷充實本職學能，見習期滿或見習

期間，建議輔導單位引薦見習學員相關的農民

學院課程資訊，彌補在見習期間無法在農場得

到的知識及技能，滿足迫切的知能需求。

三、加強後續輔導資源，提升留農比例

農場見習計畫的精神在於讓見習學員彌補

實務經驗，減少走冤枉路，迅速獲得產業界知

識。結訓之後，見習學員要開始面對收成、通

路的問題，甚至土地及資金，都需要有配套輔

導措施因應，尤其是非農二代重零開始的新進

農民，這些都是取得進入農業的入場卷，因此

加強後續輔導資源，可以提升留農比例。見習

學員未來有欲從事農業，建議輔導單位在其見

習期間，可以先提供土地及資金輔導訊息，讓

新進農民取得所需資源，增進留農意願及信心。

結　語

農場見習計畫是延續農民學院的農業專業

訓練課程，著重於協助初階訓練結訓學員、農

業相關科系畢業生及其他農業專業訓練結訓之

新進農民在投入農業經營前，先至見習農場進

行實務操作及瞭解農場營運。除了應用農民學

院所學的知識與技術驗證所學外，最重要的是

學習農場經營管理實務，與產業接軌。未來要

把計畫推動的更為順利及成效卓著，相關建議

能給予圓滿解決及修訂外，結訓後建立配套輔

導措施，以及完善堅強的後盾支援，是提高見

習學員留農比例的要素，為農業注入新的活水

及氣象。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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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農業在穩定糧食供應、維護生態環境、保

障食品安全、維繫社會文化等多功能價值，與

全民生活與福祉息息相關。面臨氣候變遷加劇

的影響，從自然環境、農漁業生產、社會經

濟，每一環節彼此牽連，是全球須共同面對的

挑戰。如何維持人類生計同時兼顧環境永續，

是全球急需尋找的答案。臺灣與亞太地區農業

近年來面臨農業從業人口老化、全球氣候變遷

及生態環境威脅等挑戰，如何吸引青年回流農

村、穩定農村經濟收入並同時永續農村生態，

成為臺灣政府與亞太地區政府共同的課題。

其中一個努力的方向就是 2010年聯合國
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中，日本所提出的

「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理念。
里山（Satoyama）的定義是由山（自然資源
豐富的山林）和里（人類居住的農村）這些環

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
增進人類福祉　國際研討會紀實

 1  國際研討會參與貴賓包括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 (左

四 )之外，還包括亞太糧肥林國慶主任 (右四 )、

林務局林華慶局長 (左三 )、林試所張彬所長 (右

三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羅文龍處長 (左二 )、東

華大學李光中副教授 (左一 )、臺灣大學李玲玲教

授 (右一 )、本場杜麗華場長 (右二 )，以及水保

局花蓮分局分局長陳淑媛、花蓮林管處處長楊瑞

芬、農糧署東區分署秘書潘月葉、蕭美琴立委辦公

室黃培軒先生 (如圖 2)

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國際研討會紀實

作者：孫正華 副研究員、
　　　袁浩雲 研究助理、
　　　葉美慧 研究助理
　　　農業推廣課

　　　農村經營發展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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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所組成的環境，為許多野生動物的

棲息地，也有助於防災、集水區保護

及其他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里山一

詞雖源自日本，但在全球各地皆有里

山基本原則管理的永續案例，希望推

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及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工作目標。此外為了建立對半

自然環境的價值認同，並發展出與自

然和諧共生的永續農村社會模式，為了提倡農

村價值與國際合作交流，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

所與日本政府，提議建立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

係 網 絡（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
本場響應里山倡議，於 2016年加入國際

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IPSI)，是臺灣第一個
加入 IPSI會員的政府機構，並持續與推動里山
倡議理念的公私部門如林務局、水土保持局、

農糧署、東華大學、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富里鄉農會等公私部門與民間非營利事業團體

合作，輔導農民友善耕作以保存農田生態環

境。期望共同促進農業永續發展，兼顧資源循

環利用及生態環境保育，發揮農業多元價值，

提振農村多元產業及文化。

為了借鏡亞太地區推動里山倡議的經驗，

本場與亞洲太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FFTC)、林務局、林業試驗所，以及里山倡
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於 2019年 9月
17-19日在本場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為期三
天之「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

人類福祉」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亞太地區專

家，一起探討目前實行里山倡議的現況及未來

展望，並與花蓮在地農友與部落族人交流里山

倡議及生態農業推動的經驗。

里山倡議的推動與挑戰  交流改善農村經

濟與生態環境的經驗

本次國際研討會為了讓與會者了解國內外

里山倡議的推動情形，以及所面臨的挑戰，

邀請臺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路（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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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
祉」國際研討會聚集了關心農村經濟及生態環境議

題的專家學者

 3 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 (右一 )特地參加研討會並致
詞表示，里山精神對農業而言，主要是指在生產之

餘，也須維護生物多樣性，這是我們不能推卸的責

任

4 �李光中副教授分享 TIPSI 在臺灣的推動情形，他表
示臺灣里山倡議的行動中 TIPSI 扮演非重要的支持

角色，有助於北中南東區域的 IPSI 多元權益關係

人平台經驗交流及相互合作，共同解決農村面臨的

挑戰與問題

 5 �姚盈芳博士說明里山倡議是為了達成生物多樣性公
約所發展的行動，2020 年將與生物多樣性全球架

構接軌，持續與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 (IPBES)、聯合國教育科學以

及文化組織 (UNESCO)、聯合國農糧組織 (FAO) 等

重要組織合作推動，並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 (UNCCD) 等保持

一致的發展目標、發揮加乘的效應，共同推動可永

續發展的未來，因此鼓勵有相同理念的夥伴加入

IPSI 會員共同行動

TPSI）的主要推手東華大學李光中副教授發表
專 題 演 講「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 l -be ing:  Ta iwan´ s 
Experience(中譯：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
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臺灣經驗 )」，以
及 IPSI秘書處的聯合國大學可持續性高等研
究所研究員姚盈芳（Dr. Evonne Yiu）博士
發表專題演講「Conserving Biod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Futures - Perspectiv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atoyama Initiative( 中
譯：為永續未來保護生物多樣性：國際里山倡

議的觀點 )」。
其後區分四大主題，分別為知識強化、政

策與能力建構、各國實際案例分享、以及政策

論壇，有來自亞太地區包括印度、日本、馬來

西亞、菲律賓、臺灣及泰國的實際參與成功個

案的講者，分享各國推動里山倡議計畫、改善

農村經濟與生態環境相關政策與措施之經驗。

主題 I 知識及技術強化：傳統生態技術

系統及相關現代科技結合

首先由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陳琦玲研究

員發表「Evaluating the Benefit of Practice 
for Satoyama Init iative by Applying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Technology (ICT) ( 中譯：利用資通訊技
術 (ICT)評估里山倡議的實踐效益 )」；以
及日本農研機構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NARO) 楠 本

良 延 博 士 (Dr. Yoshinobu Kusumoto) 發
表「Biodivers i ty  Maint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Tea-Grass Integrated System in 
Shizuoka, Japan(中譯：日本靜岡縣傳統茶
草場農法維護的生態多樣性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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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本場林立助理研究員發表「Study 
on Rice Paddy Agroecosystem in Different 
Cultivation Method and Landscape(中譯：
不同栽培方法及地景之稻田農業生態系統研究

)」，說明不同栽培方法所形成的農業地景，
會呈現不同的稻田農業生態系統。並發現有機

及生態農法，可提高生物多樣性、病蟲害控制

能力，進而降低農藥使用。農業地景的異質性，

特別是田埂植被的存在可維護稻田生物多樣

性，反之田埂水泥化或建築物及道路較多，則

會降低生物多樣性，建議在淺山地區的農地以

友善農法管理，因為此地會有較多物種。

主題 II：政策研究及能力建構

首先由日本全球環境策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高橋康夫研究員發表「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for the 
Satoyama Development Mechanism: A 
self-assessment by the SDM Secretariat(中
譯：里山發展機制（SDM）的成就、挑戰和前
景：SDM秘書處的自我評估結果 )」。
國內部分則是林務局保育組石芝菁科長

發 表「Taiwan Ecological Network and 
Satoyama Initiative(中譯：臺灣國土生態
綠網與里山倡議 )」介紹臺灣如何推動里山
倡議的行動計畫－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計

畫，結合農委會各單位及跨部會機關共同打

造，串聯森－川－里－海地景，調和生產、

生活與生態，達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緊接

著由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徐霈馨博士後研

究 員 發 表「Authenticity, Satoyama and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中譯：觀光中的真
實性、里山與永續性 )」，介紹國內外在里山
地景中發展的休閒農業案例，探討農村發展休

閒產業的對維護里山地景的可持續性與方向。

8 9 10 11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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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陳琦玲研究員從農林業角度出發，介紹資訊與通信
科技於里山倡議案例的應用，包括比較慣行及有機

農法 (以草覆蓋根部的農法 )對於環境、生物多樣

性及農業產值的影響，以及氮素汙染地下水監測等

 7 �楠本良延博士說明日本靜岡茶草場實踐情形，他表
示這樣的農法保留了草原，維護生物多樣性，同時

讓農民也維持了經濟能力，是里山倡議很好的典範

8 高橋康夫研究員介紹里山發展機制 (The�Satoyama�
Development�Mechanism,�SDM) 的成就、挑戰和前

景，並在分析各國里山案例後，評估 SDM 與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及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SDGs) 的關聯性，期望這些

實驗型計畫未來可規模化，促成社會性改革

9 Ms.�Maya�Izar�BINTI�Khaidizar�介紹馬來西亞

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院 (MARDI) 在糧食和農業植物

遺傳資源 (PGRFA) 農場保護及生態工程倡議的經驗

10 菲律賓 Juan�Magboo�Pulhin 博士介紹 Kalahan 教
育基金會關於森林及文化保護的執行情形

11 泰國 Pongsak�Hengniran 博士提供泰國推動以經濟
林種植及小型綠色能源生產學習中心支持當地社區

永續發展的經驗

12 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的研究員 Siddharth�Edake
發表透過社區保育區實施里山計劃－來自印度那加

蘭邦的成功案例

主題 III：各國實

際案例分享

本次研討會邀

請馬來西亞、菲律

賓、泰國、印度學者

及研究人員，向大

家介紹各國的案例

及經驗，包括馬來

西亞農業研究與發

展研究院Ms. Maya 
Izar BINTI Khaidizar

發 表「PGRFA On-farm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Initiative: MARDI's 
Experience(中譯：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
源（PGRFA）農場保護及生態工程倡議：馬
來西亞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院（MARDI）之
經驗 )」；菲律賓 Kalahan教育基金會 Juan 
Magboo Pulhin 博 士 發 表「The Kalah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Ground 
Initiative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Culture Preservation(中譯：菲律賓的卡拉漢
教育基金會：關於森林保護和文化保護的基礎

倡議 )」；泰國農業大學 Pongsak Hengniran
博 士 發 表「Promoting of Economic 
Forest  P lantat ion and Smal l  Green 
Energy Production Learning Center for 
Supporting Loc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譯：推廣經濟林種植與小
型綠色能源生產學習中心以支持地方社區永

續發展 )」；印度能源與資源研究所的研究
員 Siddharth Edake 發 表「Implementing 
Satoyama Initiative through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 (CCAs)- A Success Story 
from Nagaland, India(中譯：透過社區保育

12
區實施里山計劃－來自印度那加蘭邦的成功案

例」。

國內部分則是兩位實際在農村經營的農民

分享臺灣的案例與經驗，包括花蓮縣豐濱鄉新

社部落有機水稻田工作者宮莉筠，分享從新社

水稻田產業的復甦，部落的文化、傳統祭儀的

傳承等經驗。以及參與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多元權益關

係人平台後，在地農民更是自發地成立潛水隊

伍，監測梯田下珊瑚礁健康，共同維護山與海

的自然生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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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鍾

雨恩農友，分享富里返鄉青農們為振

興農村產業，藉由每年舉辦的穀稻秋

聲音樂節，與藝術家、景觀師合作，

並結合公部門資源，連結農民、家屋、

民宿、作物、體驗活動及自然景觀，

透過音樂、在地美食、豐富的農村生

活意象傳達，創造富里獨特的休閒觀

光產業，獲得更多人關注活化農村的

議題。

主題 IV：政策論壇

歷經兩日的案例分享與理念溝

通，藉由最後一項主題「政策論壇」

進行綜合討論及提出推動里山倡議以

促進生物多樣性及增進人類福祉的建

議，由 FFTC林國慶主任主持，邀請
代表 IPSI的姚盈芳博士、Mr. Yasuo 
Takahashi、李光中副教授、本場楊
大吉副場長、林務局夏榮生處長、臺

灣大學李玲玲教授、以及中興大學柳

婉郁副院長在會中進行交流。並開放

與會人員參與，共同討論政府如何扮

演推動里山倡的角色，讓良好的政策

及輔導力量，支持社區持續促進生物

多樣性保育，同時維持居民生計。

14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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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政策論壇中，楊大吉副場長提出里山倡議需要更多與人

的溝通，讓所有會接觸到的利害關係人，提供想法以及未

來的做法

 14  新社宮莉筠小姐分享部落內有機水稻栽培歷程

15  天賜糧源鍾雨恩先生分享富里返鄉青農的故事

 16   與富里青農交流活化農村及實踐里山精神的經驗

17  認識巴拉告生態捕魚的農業體驗發展案例

 18 認識小綠葉蟬與蜜香紅茶的互相依存關係

19  參訪吉拉米代部落的稻田文化景觀保護里山倡議研究案例

20  參訪推廣里山倡議及農村旅遊體驗案例

實地訪查  在地交流

為了深化臺灣與國際間的案例交流，第三

天的實地參訪活動，本場帶領本次研討會主講

的國內外學者專家，到光復鄉的馬太鞍濕地認

識馬太鞍休閒農業區的農業體驗發展案例－巴

拉告生態捕魚；瑞穗鄉的舞鶴臺地參訪里山倡

議研究案例「生態與經濟：認識小綠葉蟬與蜜

香紅茶的互相依存關係」；到天賜糧源富里製

作農村實驗基地，實地瞭解青農們如何利用多

種實驗活動活化農村以實踐里山精神；到豐南

的吉哈拉艾部落參訪里山倡議研究案例「吉拉

米代部落的稻田文化景觀保護」；到羅山有機

村參訪里山倡議研究案例「推廣竹林循環利用

及里山倡議農村旅遊體驗」及親自參與「有機

黃豆製作泥火山豆腐」的農業體驗，實際看到

臺灣的里山倡議與生態農業實踐案例，並與當

地農友及部落族人進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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