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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按讚！

每年 8-9 月是轄區金針花海賞花時期，不過今年富里鄉

六十石山的花況，直至 8 月底仍不如預期。因此 9 月 7 日在富

里農會張素華總幹事陪同下，本場杜麗華場長帶領楊大吉副場

長，以及作物栽培、育種、植保及土壤肥料專家，共同上山訪

視農友栽培情形及進行生理診斷。

與烏魚山莊、鐵掌櫃、964 驛棧以及德森有機農莊等農場

主訪談，並比對近 3 年氣象資料，發現今年 5 月後降雨減少，

山上甚至 6-7 月都是缺水狀態。本場園藝研究室張芝蓉助研員

表示，金針在 5月份後需要足夠的水分養分，特別是磷肥補充，

植株才能順利抽花梗，因此推測花期因缺水而整體延後。

在這樣的大環境影響下，田區的栽培管理就更為重要。作

物改良課葉育哲課長表示，若有包括肥培、雜草等良好的栽培

管理，金針生長及開花就不容易受到病蟲害影響。

在育種方面，為了延長賞花花期，本場著重選育 7 月可開

花的食用金針品種。另外氣候愈趨暖化，現有的金針品種多需

要冬季低溫促進花芽分化，本場也開始以提早開花，且低溫不

敏感的可食用金針為育種目標，為未來可能愈趨嚴厲的暖冬，

做品種更新的準備。

本場關心六十石山金針花期延遲情形

本場育成苦瓜新品種在宜蘭地區試種

多年，但是要辦理栽培示範觀摩活動時，

前後被颱風侵襲破壞，耽誤了 2 次。今年

9 月 1 日終於順利在宜蘭壯圍綠

園有機蔬菜農園，成功辦理苦

瓜新品種花蓮 7 號栽培示範觀

摩會。雖然現在已是苦瓜生育

中後期，但現場棚架上結實累

累，還是讓現場農友刮目相看。

育種人員全中和副研究員

表示，過去曾在宜蘭進行試驗

推廣苦瓜花蓮 4 號及花蓮 5 號，

但果實小較不受市場歡迎。而

這次示範的苦瓜花蓮 7 號，果

實屬中小型、特別偏白的瓜色，

以及較不苦的苦甘滋味，更富含共軛亞麻

油酸等高抗氧化力的機能性成分，非常適

合北部都會區的消費市場。

針對這點，綠園有機農園黃王杰農

友，可以站出來掛保證。因為他曾技轉苦

瓜花蓮 2 號，也曾栽培過苦瓜花蓮 6 號到

現在的花蓮 7 號，更知道本場育成的苦瓜

品種，不但高產同時品質也十分優良，花

蓮 7 號經過在北部的試售，消費者反應很

好。因此他在現場與農友分享他的栽培、

加工以及銷售經驗，指出真正是「從葉子

到果實都是寶！」

現場還與農友們分享水果苦瓜飲，以

及特別的鹹味苦瓜冰棒。在品嘗的同時大

家對配方都很有興趣，歡迎向本場農產品

加值打樣中心洽詢。

 �黃王杰農友（左）表示本場育成的苦瓜新品種，不只是
鮮果，連葉子大家都搶著要，他更將產品銷售至東南亞
市場

 �本場舉辦農村深度旅遊媒合會，將 19休閒場域及西部旅行社業者串聯起來，為消費者打造更好
的農村旅遊體驗

連旅行社業者都不知道的私房景點　本場舉辦

宜花農村深度旅遊媒合會　就是要讓你好好玩
魅力十足的農村私房景點，就是要讓

大家都知道、玩過還想再來玩！本場於 8
月 27、28 日舉辦農村深度旅遊媒合會，

將隱藏在宜蘭與花蓮秀麗農村、大山大海

中的 19 個休閒農家，介紹給西部 17 家

旅行社業者。在與農家們接觸並實際體驗

後，業者們都說好玩程度不輸日本！

精選 19個農村體驗場域

農村有多好玩？本場精選宜蘭 10 家、

花蓮 9 個休閒農場及體驗農家，都是極具

特色的在地推薦！負責人農業推廣課孫正

華副研究員表示，這些農場多由二代青年

農民接手經營，把更好的場域設計及體驗

服務帶回農村，創意及活力讓日本羨慕，

甚至組團來取經。

除了有新血注入農村外，其中更不乏

經營超過 50 年的老牌休閒農場，也都努

力地推陳出新，推出許多大家想不到的體

驗遊程。孫正華表示農村旅遊著重五感行

銷，例如豆腐乳 DIY 甚至要到 2 個月後

才能完成整個遊程，因此只有在地人帶領

大家深入農村，才能感受獨特魅力。

合法旅行社、強強結合

為保障農家權益，本場希望農場能與

合法旅行社合作，未來得以控管旅遊服務

品質。因此本次媒合活動特別與遊山玩水

旅行社賴燿村董事長聯絡，邀請西部行內

共 17 家業者親自到宜蘭花蓮走一趟。

他們原本經營市場偏向西部或國外旅

遊，對於宜蘭花蓮的農村是不熟悉的，因

此這次 3 天 2 夜的媒合之旅，除了與農友

們直面交流外，也親身體驗部分休閒農

場、體驗農家的服務，實在為大家打開宜

花農村的國旅新大門。

「這次來發現農村第二代、甚至第三

代出現，不但有傳統根基，創新概念也很

足夠！」賴燿村董事長、豪得旅行社曾美

智、白金旅行社洪金萍女士都樂見青年返

鄉，除了溝通方便，還有量身訂做等隱藏

版的特殊規劃；觀娛旅行社廖玉名總經

理，則看好疫情後宜蘭花蓮的戶外遊程。

本場以在地實際蹲點的角度，將轄區

特色休閒場域推廣給消費者，在 8 月 12
日於農委會舉辦記者會後，受到熱烈迴

響。因此本次特別促成媒合會，希望藉由

優質的旅行社業者的口碑行銷，更為廣而

週知。

藉此次深度農村旅遊媒合會，目前已

成功促成甲聯會遊山玩水旅行社、白金旅

行社、僑園國際旅行社與宜蘭縣三富農

場、花間茶語、勝洋農場，以及花蓮縣欣

綠農園、佳豐有機農場合作，並規劃合法

上架銷售，讓大家都有機會來宜蘭花蓮好

好玩農村。

 �農友與業者洽談後續合作方式，二代善用 3C介紹，並開 line 群組保持聯繫 �媒合現場，農友充分的準備給業者滿滿的驚喜

 �因缺水造成六十石山花期
延後，本場建議農友應注
意肥培管理避免影響產量

花蓮苦瓜新品種　宜蘭首場栽培觀摩會成功

新鮮甜美文旦上市　還有滿 600元就送柚香券
今年雨水少、日均溫高，宜蘭花蓮文

旦柚品質表現非常好，糖度破表！加上農

委會推出的最新優惠活動，今年的文旦真

是非買不可。

9 月 10 日花蓮瑞穗舉辦文旦果品評

鑑賽，結果令人驚喜，不論是慣行或是有

機文旦，甜度達到 12 度的有不少，最高

甚至有 14.9 度，有機栽培也高達 13.4 度，

是這幾年甜度最高的一次賽事。而且今年

還有全國唯一非破壞式的糖度檢測機為大

家把關，保證柚子都很甜。

暨農遊券後，農委會繼續加碼推出柚

香券優惠，只要滿 600 元就送 250 元、

買 1,000 元送 500 元，實在很划算。本場

為推廣文旦多元化利用，除了

開發柚皮糖、文旦柚果醬及茶

醬，最近更與花蓮鳳林讚炭工

坊合作試釀柚花手工啤酒，期

待不久後與大家相見！

 �本場邀請大家來購買優質甜美的宜蘭花蓮好文旦

 �宜蘭媒合會現場，
農家們先行合影

 �花蓮媒合會現場

 �本場開發柚皮糖、果醬，還有柚花啤酒，促進轄區文旦多元利用

 �文旦柚皮糖
及果醬

 �文旦柚花手工啤酒



行健有機村

農事體驗串聯周邊產業，如溯溪、

製瓷等，把人留農村

 » 農事採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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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就轄區產業問題
進行試驗研究及產品開發

宜蘭花蓮農村有多好玩　19家特色
休閒農場、體驗農家等你來

為解決轄區產業問題，本場研究人員

針對轄區主要產業，進行品種選育、有機

栽培、非農藥病蟲害防治以及智能農業等

研究。並於 8 月 24、26 及 31 日，進行宜

蘭花蓮場內外考評，期間除了長官、同仁

建議及交流外，更獲得各個試驗合作農友

們的感謝。

目前轄區主要大宗作物，包括青蔥、

文旦、龍鬚菜及西瓜等，分別有病蟲害及連作障礙、次級品加工去化、夏季生長障礙

以及生育衰弱等問題，對此本場除了跨課室共同解決問題外，亦針對其研擬不同研究

計畫因應，部分試驗研究納入本次考評行程。

在青蔥方面，本場試驗顯示土壤施用炭化稻殼，並搭配微生物製劑，可改善連作

障礙；文旦則以人工及藥劑進行除花試驗，以減少過剩產量，並開發文旦多元化利用，

除了分析格外品果皮精油成分外，同時開發柚皮精油高效提取設備。龍鬚菜耐熱試驗

以遮陰可維持夏季產量，但因為成本問題，本場將朝簡易設施研發。另外針對龍鬚菜

病毒病及其他土傳病害，本場自非耕地採取土樣，分離篩選出可用拮抗微生物。

在品種選育方面，本場蒐集宜蘭地方種黑豆，經選拔後已找出抗倒伏、高產的品

系。與世界蔬菜中心合作育種的辣椒雜交品系，經過業者初選 3 個夏季較不辣、耐炭

疽病品系，目前已定植於田間，待後續製作成剝皮辣椒後再次品評。

為因應會內農藥減半政策，本場研發植物源除草劑，目前進行殘留測試，植物源

殺菌劑今年度則針對韭菜銹病進行防治測試，後續將與市售資材搭配以提升效益；在

設施番茄及甜椒防治害蟲方面，本場施放天敵昆蟲草蛉及小黑花椿象，防治效果良

好，可減少油類資材使用頻度，大為提升果實品質。

考評期間，有許多的試驗合作農友到

場協助說明，並表達感謝之情。尤其宜蘭

五結鄉簡萬登農友，十分滿意栽培滿江紅

為綠肥作物，他表示二期休耕期長，栽培

田菁會有湛水後流失問題，滿江紅卻可延

續整個休耕期作，而且每公頃可提供 30 公

斤的氮素，他期望未來可納入休耕綠肥作

物選項。

藉此本場也感謝協助試驗及提供場域的農友，包括五結簡萬登、頭城陳文正、頭

城林天錫、頭城農場卓陳明、礁溪游淑珍、員山李建東、三星林東海、鳳林陳東輝、

玉里陳錦竹、玉里黃欽洲、光復施清瀧、壽豐李菡茂，以及其他未列名農友。

 �本場為解決轄區農產業問題，進行試驗研究場內外考評，並感謝合作農友參與（圖為與種植雙
色紅龍果的玉里鎮黃欽洲班長夫婦合影）

星源茶園

以茶為本，農場研發紅

茶牛舌餅、茶香枕頭，

同時壯大一、二及三級

產業

 » 中英導覽

 » 綠茶冰淇淋 DIY，搖

滾動起來

三富休閒農場

有豐富的蛙類及生態，

近日引入高空繩索挑

戰，拓展多元客源

 » 場域重新翻修規劃，

可提供 180-280 人住宿

 » 日夜生態導覽

花間茶語

生產型製茶專業戶，結

合文創產品，讓生產與

休閒並續

 » 水耕茶苗 DIY

 » 互動外拍機，可自製

明信片

旺山休閒農場

400-500種的南瓜品種，
一年四季都可賞瓜、品

瓜

 » 南瓜隧道

 » 多肉盆栽組

勝洋休閒農場

53年的老牌休閒農場，
周邊水鳥資源豐富，值

得一訪再訪

 » 生態水草球

 » 原木手工筆 DIY

御品蓮休閒農莊

身著青蛙裝、口喝蓮花

茶、品嘗蓮花豆腐，羅

東不只有夜市喔！

 » 夏季採蓮體驗

頭城休閒農場

農場可以隨時吃、隨時

玩，讓大家如同回到阿

嬤家般親切

 » 共煮共食

 » 海漂創作

官老爺休閒農場

將童年記憶轉化成體驗

活動，並採用田董米維

護周邊候鳥生態

 » 炒冰

 » 划竹筏及秧桶船

民豐有機米

有機水稻產業的食農教

育，三寶米品嘗讓小朋

友都愛吃

 » 三寶米茶 DIY

 » 五彩米罐 DIY

佳豐有機農場

氣候轉變讓農事越來越

辛苦，也更要愛惜食物。

因此農場以食農教育加

深人和土地的連結

 » 農事體驗

 » 品嘗有機蔬果

嘉茗茶園

因為友善的照顧大地，

員工葉小蟬 (小綠葉蟬 )
也兢兢業業的反饋，讓

蜜香紅茶享譽世界

 » 一次品嘗 14 種不同的

風味茶

天賜糧源

一群極具創意的年輕

人，維護著最傳統的米

食生產，在明亮場域及

稻田美景下，遊人流連

往返

 » 碾米、米食體驗

彌勒有機果園

不吃辣的老闆，卻做出

最好吃的辣椒醬

 » 水果爆爆珠 DIY，分

子料理特神奇

 » 農事體驗

紅糯米生活館

只有太巴塱當地才有的

紅糯米，可品嘗到阿美

族最傳統也最創新的料

理

 » 酒釀 DIY

 » 阿美族野菜市場導覽

吉林茶園－好茶咖啡
工作室

結合自家茶園以及鄰近

加納納咖啡的小空間，

何不來休息一下，了解

更在地的瑞穗

 » 酸柑茶 DIY

米 86

從葛鬱金開始，體驗織

羅部落的阿美族農事與

傳統文化

 » 葛鬱金粉 DIY

 » 雪花糕 DIY

欣綠農園

將阿美族傳統捕魚及煮

魚的方式，自然有趣的

融入休閒體驗

 » 巴拉告體驗

 » 石頭火鍋

大自然體驗農家

用取自泥火山的鹽滷，

將自家栽培大豆製作成

豆腐，一切都透露著純

樸的自給自足

 » 泥火山豆腐 DIY

宜蘭農村好好玩

10個好玩地點
宜蘭是休閒農業的起源

地，可說是一直被模仿、從

未被超越。20-30 年經驗的
累積，加上二代接手，既有

傳統根基又有創新火花。

 �從品系、設施、病害篩檢及防治，全方面解
決龍鬚菜夏季生長障礙問題

 �簡萬登農友（左四）十分推崇，宜蘭二期休
耕湛水田區栽培滿江紅為綠肥作物

打破你以往對農村的認知及印象，本場精選宜蘭

花蓮 19 家休閒農場及體驗農家，給您最新鮮的在地

食材、新奇手作分子料理、農村特色著裝以及農事採

摘活動等，既有傳統又有創新的特色體驗，讓大家以

不同的角度深入農村。( 更多內容請連結 QRcode)

花蓮農村好好玩

９個好玩地點

花蓮的自然環境與多元
族群，讓農村具有不同的
風情與文化傳承。而這些
造就了農家們平實不花俏
的體驗活動，卻更能深入
人心，彷彿自己就是天生
地長的在地花蓮人。



行健有機村

農事體驗串聯周邊產業，如溯溪、

製瓷等，把人留農村

 » 農事採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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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就轄區產業問題
進行試驗研究及產品開發

宜蘭花蓮農村有多好玩　19家特色
休閒農場、體驗農家等你來

為解決轄區產業問題，本場研究人員

針對轄區主要產業，進行品種選育、有機

栽培、非農藥病蟲害防治以及智能農業等

研究。並於 8 月 24、26 及 31 日，進行宜

蘭花蓮場內外考評，期間除了長官、同仁

建議及交流外，更獲得各個試驗合作農友

們的感謝。

目前轄區主要大宗作物，包括青蔥、

文旦、龍鬚菜及西瓜等，分別有病蟲害及連作障礙、次級品加工去化、夏季生長障礙

以及生育衰弱等問題，對此本場除了跨課室共同解決問題外，亦針對其研擬不同研究

計畫因應，部分試驗研究納入本次考評行程。

在青蔥方面，本場試驗顯示土壤施用炭化稻殼，並搭配微生物製劑，可改善連作

障礙；文旦則以人工及藥劑進行除花試驗，以減少過剩產量，並開發文旦多元化利用，

除了分析格外品果皮精油成分外，同時開發柚皮精油高效提取設備。龍鬚菜耐熱試驗

以遮陰可維持夏季產量，但因為成本問題，本場將朝簡易設施研發。另外針對龍鬚菜

病毒病及其他土傳病害，本場自非耕地採取土樣，分離篩選出可用拮抗微生物。

在品種選育方面，本場蒐集宜蘭地方種黑豆，經選拔後已找出抗倒伏、高產的品

系。與世界蔬菜中心合作育種的辣椒雜交品系，經過業者初選 3 個夏季較不辣、耐炭

疽病品系，目前已定植於田間，待後續製作成剝皮辣椒後再次品評。

為因應會內農藥減半政策，本場研發植物源除草劑，目前進行殘留測試，植物源

殺菌劑今年度則針對韭菜銹病進行防治測試，後續將與市售資材搭配以提升效益；在

設施番茄及甜椒防治害蟲方面，本場施放天敵昆蟲草蛉及小黑花椿象，防治效果良

好，可減少油類資材使用頻度，大為提升果實品質。

考評期間，有許多的試驗合作農友到

場協助說明，並表達感謝之情。尤其宜蘭

五結鄉簡萬登農友，十分滿意栽培滿江紅

為綠肥作物，他表示二期休耕期長，栽培

田菁會有湛水後流失問題，滿江紅卻可延

續整個休耕期作，而且每公頃可提供 30 公

斤的氮素，他期望未來可納入休耕綠肥作

物選項。

藉此本場也感謝協助試驗及提供場域的農友，包括五結簡萬登、頭城陳文正、頭

城林天錫、頭城農場卓陳明、礁溪游淑珍、員山李建東、三星林東海、鳳林陳東輝、

玉里陳錦竹、玉里黃欽洲、光復施清瀧、壽豐李菡茂，以及其他未列名農友。

 �本場為解決轄區農產業問題，進行試驗研究場內外考評，並感謝合作農友參與（圖為與種植雙
色紅龍果的玉里鎮黃欽洲班長夫婦合影）

星源茶園

以茶為本，農場研發紅

茶牛舌餅、茶香枕頭，

同時壯大一、二及三級

產業

 » 中英導覽

 » 綠茶冰淇淋 DIY，搖

滾動起來

三富休閒農場

有豐富的蛙類及生態，

近日引入高空繩索挑

戰，拓展多元客源

 » 場域重新翻修規劃，

可提供 180-280 人住宿

 » 日夜生態導覽

花間茶語

生產型製茶專業戶，結

合文創產品，讓生產與

休閒並續

 » 水耕茶苗 DIY

 » 互動外拍機，可自製

明信片

旺山休閒農場

400-500種的南瓜品種，
一年四季都可賞瓜、品

瓜

 » 南瓜隧道

 » 多肉盆栽組

勝洋休閒農場

53年的老牌休閒農場，
周邊水鳥資源豐富，值

得一訪再訪

 » 生態水草球

 » 原木手工筆 DIY

御品蓮休閒農莊

身著青蛙裝、口喝蓮花

茶、品嘗蓮花豆腐，羅

東不只有夜市喔！

 » 夏季採蓮體驗

頭城休閒農場

農場可以隨時吃、隨時

玩，讓大家如同回到阿

嬤家般親切

 » 共煮共食

 » 海漂創作

官老爺休閒農場

將童年記憶轉化成體驗

活動，並採用田董米維

護周邊候鳥生態

 » 炒冰

 » 划竹筏及秧桶船

民豐有機米

有機水稻產業的食農教

育，三寶米品嘗讓小朋

友都愛吃

 » 三寶米茶 DIY

 » 五彩米罐 DIY

佳豐有機農場

氣候轉變讓農事越來越

辛苦，也更要愛惜食物。

因此農場以食農教育加

深人和土地的連結

 » 農事體驗

 » 品嘗有機蔬果

嘉茗茶園

因為友善的照顧大地，

員工葉小蟬 (小綠葉蟬 )
也兢兢業業的反饋，讓

蜜香紅茶享譽世界

 » 一次品嘗 14 種不同的

風味茶

天賜糧源

一群極具創意的年輕

人，維護著最傳統的米

食生產，在明亮場域及

稻田美景下，遊人流連

往返

 » 碾米、米食體驗

彌勒有機果園

不吃辣的老闆，卻做出

最好吃的辣椒醬

 » 水果爆爆珠 DIY，分

子料理特神奇

 » 農事體驗

紅糯米生活館

只有太巴塱當地才有的

紅糯米，可品嘗到阿美

族最傳統也最創新的料

理

 » 酒釀 DIY

 » 阿美族野菜市場導覽

吉林茶園－好茶咖啡
工作室

結合自家茶園以及鄰近

加納納咖啡的小空間，

何不來休息一下，了解

更在地的瑞穗

 » 酸柑茶 DIY

米 86

從葛鬱金開始，體驗織

羅部落的阿美族農事與

傳統文化

 » 葛鬱金粉 DIY

 » 雪花糕 DIY

欣綠農園

將阿美族傳統捕魚及煮

魚的方式，自然有趣的

融入休閒體驗

 » 巴拉告體驗

 » 石頭火鍋

大自然體驗農家

用取自泥火山的鹽滷，

將自家栽培大豆製作成

豆腐，一切都透露著純

樸的自給自足

 » 泥火山豆腐 DIY

宜蘭農村好好玩

10個好玩地點
宜蘭是休閒農業的起源

地，可說是一直被模仿、從

未被超越。20-30 年經驗的
累積，加上二代接手，既有

傳統根基又有創新火花。

 �從品系、設施、病害篩檢及防治，全方面解
決龍鬚菜夏季生長障礙問題

 �簡萬登農友（左四）十分推崇，宜蘭二期休
耕湛水田區栽培滿江紅為綠肥作物

打破你以往對農村的認知及印象，本場精選宜蘭

花蓮 19 家休閒農場及體驗農家，給您最新鮮的在地

食材、新奇手作分子料理、農村特色著裝以及農事採

摘活動等，既有傳統又有創新的特色體驗，讓大家以

不同的角度深入農村。( 更多內容請連結 QRcode)

花蓮農村好好玩

９個好玩地點

花蓮的自然環境與多元
族群，讓農村具有不同的
風情與文化傳承。而這些
造就了農家們平實不花俏
的體驗活動，卻更能深入
人心，彷彿自己就是天生
地長的在地花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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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按讚！

每年 8-9 月是轄區金針花海賞花時期，不過今年富里鄉

六十石山的花況，直至 8 月底仍不如預期。因此 9 月 7 日在富

里農會張素華總幹事陪同下，本場杜麗華場長帶領楊大吉副場

長，以及作物栽培、育種、植保及土壤肥料專家，共同上山訪

視農友栽培情形及進行生理診斷。

與烏魚山莊、鐵掌櫃、964 驛棧以及德森有機農莊等農場

主訪談，並比對近 3 年氣象資料，發現今年 5 月後降雨減少，

山上甚至 6-7 月都是缺水狀態。本場園藝研究室張芝蓉助研員

表示，金針在 5月份後需要足夠的水分養分，特別是磷肥補充，

植株才能順利抽花梗，因此推測花期因缺水而整體延後。

在這樣的大環境影響下，田區的栽培管理就更為重要。作

物改良課葉育哲課長表示，若有包括肥培、雜草等良好的栽培

管理，金針生長及開花就不容易受到病蟲害影響。

在育種方面，為了延長賞花花期，本場著重選育 7 月可開

花的食用金針品種。另外氣候愈趨暖化，現有的金針品種多需

要冬季低溫促進花芽分化，本場也開始以提早開花，且低溫不

敏感的可食用金針為育種目標，為未來可能愈趨嚴厲的暖冬，

做品種更新的準備。

本場關心六十石山金針花期延遲情形

本場育成苦瓜新品種在宜蘭地區試種

多年，但是要辦理栽培示範觀摩活動時，

前後被颱風侵襲破壞，耽誤了 2 次。今年

9 月 1 日終於順利在宜蘭壯圍綠

園有機蔬菜農園，成功辦理苦

瓜新品種花蓮 7 號栽培示範觀

摩會。雖然現在已是苦瓜生育

中後期，但現場棚架上結實累

累，還是讓現場農友刮目相看。

育種人員全中和副研究員

表示，過去曾在宜蘭進行試驗

推廣苦瓜花蓮 4 號及花蓮 5 號，

但果實小較不受市場歡迎。而

這次示範的苦瓜花蓮 7 號，果

實屬中小型、特別偏白的瓜色，

以及較不苦的苦甘滋味，更富含共軛亞麻

油酸等高抗氧化力的機能性成分，非常適

合北部都會區的消費市場。

針對這點，綠園有機農園黃王杰農

友，可以站出來掛保證。因為他曾技轉苦

瓜花蓮 2 號，也曾栽培過苦瓜花蓮 6 號到

現在的花蓮 7 號，更知道本場育成的苦瓜

品種，不但高產同時品質也十分優良，花

蓮 7 號經過在北部的試售，消費者反應很

好。因此他在現場與農友分享他的栽培、

加工以及銷售經驗，指出真正是「從葉子

到果實都是寶！」

現場還與農友們分享水果苦瓜飲，以

及特別的鹹味苦瓜冰棒。在品嘗的同時大

家對配方都很有興趣，歡迎向本場農產品

加值打樣中心洽詢。

 �黃王杰農友（左）表示本場育成的苦瓜新品種，不只是
鮮果，連葉子大家都搶著要，他更將產品銷售至東南亞
市場

 �本場舉辦農村深度旅遊媒合會，將 19休閒場域及西部旅行社業者串聯起來，為消費者打造更好
的農村旅遊體驗

連旅行社業者都不知道的私房景點　本場舉辦

宜花農村深度旅遊媒合會　就是要讓你好好玩
魅力十足的農村私房景點，就是要讓

大家都知道、玩過還想再來玩！本場於 8
月 27、28 日舉辦農村深度旅遊媒合會，

將隱藏在宜蘭與花蓮秀麗農村、大山大海

中的 19 個休閒農家，介紹給西部 17 家

旅行社業者。在與農家們接觸並實際體驗

後，業者們都說好玩程度不輸日本！

精選 19個農村體驗場域

農村有多好玩？本場精選宜蘭 10 家、

花蓮 9 個休閒農場及體驗農家，都是極具

特色的在地推薦！負責人農業推廣課孫正

華副研究員表示，這些農場多由二代青年

農民接手經營，把更好的場域設計及體驗

服務帶回農村，創意及活力讓日本羨慕，

甚至組團來取經。

除了有新血注入農村外，其中更不乏

經營超過 50 年的老牌休閒農場，也都努

力地推陳出新，推出許多大家想不到的體

驗遊程。孫正華表示農村旅遊著重五感行

銷，例如豆腐乳 DIY 甚至要到 2 個月後

才能完成整個遊程，因此只有在地人帶領

大家深入農村，才能感受獨特魅力。

合法旅行社、強強結合

為保障農家權益，本場希望農場能與

合法旅行社合作，未來得以控管旅遊服務

品質。因此本次媒合活動特別與遊山玩水

旅行社賴燿村董事長聯絡，邀請西部行內

共 17 家業者親自到宜蘭花蓮走一趟。

他們原本經營市場偏向西部或國外旅

遊，對於宜蘭花蓮的農村是不熟悉的，因

此這次 3 天 2 夜的媒合之旅，除了與農友

們直面交流外，也親身體驗部分休閒農

場、體驗農家的服務，實在為大家打開宜

花農村的國旅新大門。

「這次來發現農村第二代、甚至第三

代出現，不但有傳統根基，創新概念也很

足夠！」賴燿村董事長、豪得旅行社曾美

智、白金旅行社洪金萍女士都樂見青年返

鄉，除了溝通方便，還有量身訂做等隱藏

版的特殊規劃；觀娛旅行社廖玉名總經

理，則看好疫情後宜蘭花蓮的戶外遊程。

本場以在地實際蹲點的角度，將轄區

特色休閒場域推廣給消費者，在 8 月 12
日於農委會舉辦記者會後，受到熱烈迴

響。因此本次特別促成媒合會，希望藉由

優質的旅行社業者的口碑行銷，更為廣而

週知。

藉此次深度農村旅遊媒合會，目前已

成功促成甲聯會遊山玩水旅行社、白金旅

行社、僑園國際旅行社與宜蘭縣三富農

場、花間茶語、勝洋農場，以及花蓮縣欣

綠農園、佳豐有機農場合作，並規劃合法

上架銷售，讓大家都有機會來宜蘭花蓮好

好玩農村。

 �農友與業者洽談後續合作方式，二代善用 3C介紹，並開 line 群組保持聯繫 �媒合現場，農友充分的準備給業者滿滿的驚喜

 �因缺水造成六十石山花期
延後，本場建議農友應注
意肥培管理避免影響產量

花蓮苦瓜新品種　宜蘭首場栽培觀摩會成功

新鮮甜美文旦上市　還有滿 600元就送柚香券
今年雨水少、日均溫高，宜蘭花蓮文

旦柚品質表現非常好，糖度破表！加上農

委會推出的最新優惠活動，今年的文旦真

是非買不可。

9 月 10 日花蓮瑞穗舉辦文旦果品評

鑑賽，結果令人驚喜，不論是慣行或是有

機文旦，甜度達到 12 度的有不少，最高

甚至有 14.9 度，有機栽培也高達 13.4 度，

是這幾年甜度最高的一次賽事。而且今年

還有全國唯一非破壞式的糖度檢測機為大

家把關，保證柚子都很甜。

暨農遊券後，農委會繼續加碼推出柚

香券優惠，只要滿 600 元就送 250 元、

買 1,000 元送 500 元，實在很划算。本場

為推廣文旦多元化利用，除了

開發柚皮糖、文旦柚果醬及茶

醬，最近更與花蓮鳳林讚炭工

坊合作試釀柚花手工啤酒，期

待不久後與大家相見！

 �本場邀請大家來購買優質甜美的宜蘭花蓮好文旦

 �宜蘭媒合會現場，
農家們先行合影

 �花蓮媒合會現場

 �本場開發柚皮糖、果醬，還有柚花啤酒，促進轄區文旦多元利用

 �文旦柚皮糖
及果醬

 �文旦柚花手工啤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