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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聞遐邇的羅山有機村，是許多旅人第二

個家，除了對外推廣，本場為落實村內有機農

業永續經營，特於5月14日在羅山有機村舉辦

有機環境教育推廣活動，帶領富里國小學童親

近有機農田、了解在地產業以及友善環境理念

。

此次活動與富里國小三、四年級的鄉土課

程結合，以本場出版「有機樂活學習手冊－羅

山篇」中的田頭田尾、泥火山豆腐等單元教案

為活動主軸，由富里國小何鳳逢老師，引領學

童到有機稻田去觀察水田生態、走訪泥火山、

鬯蕨區，以及有機大豆栽培區等，並安排至農

家中學習製作炒米香與泥火山豆腐。

本場農業推廣課劉興榮助理研究員表示，

富里國小的學童雖然就住在羅山村附近，但對

村內的自然景觀以及人文特色，仍抱持著新鮮

、好奇的眼光及心情看待。例如手工製作炒米

香時，大家才了解到傳統客家點心，並沒有複

雜的技術或原料，只用日常食用的糙米以及靠

著人力，即可製作出可口米香。

另外在參觀有機大豆田區時，透過農田外

圍簡單網子以防兔子，了解有機栽培技術是尊

重生命、與自然共存的農法，其後種出來的大

豆，同樣也是用當地泥火山鹽滷，以手工方式

製作最簡單、低碳的泥火山豆腐，對照現今複

雜的商業產品，在地生產、有機的生活方式，

著實替小朋友上了精采的一課。

本場4月份於壽豐東華有機專區，舉辦平

和國小有機體驗課程，接著與富里國小合作，

舉辦羅山有機村體驗活動，此二課程皆獲得二

校老師們的肯定，其表示校園鄰近資源豐富，

經由本場有系統的進行有機推廣及教育，將生

長環境、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是很好的農業

體驗教材。本場亦樂見在地的有機產業發展與

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概念傳承給下一代，藉

此促進有機農業之永續經營。

2 從大豆有機生產源頭開始，了解到食物與環境的關

係
1 以傳統技術製作米香，學童們了解到好吃的東西往

往最天然、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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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申請有機要花好幾萬！」

「有機驗證申請很難啦，做農的人拿鋤頭比

拿筆容易，表格都看不懂啦！」

「我想申請，可是卻不知道要從何開始？」

許多農民儘管從事友善環境耕作一陣子

了，但或許是擔心驗證費用或是申請過程繁

複，亦或是不知要從何處開始著手，因此對

於申請有機驗證始終裹足不前。本文即是要

和各位農友澄清和說明，關於有機驗證申請

的一些迷思，告訴大家，申請有機驗證一點

都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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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說明驗證申請程序前，要先和大

家澄清一下名詞部份。許多農友與消費者經

常把「認證」與「驗證」混淆，根據民國96

年總統令頒布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及其相關子法，在我國現行驗證體系裡，

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最上位中央主管機關

，由農委會委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對驗證單位及檢驗機構進行「認證

」，而取得認證之驗證機構再來對農民、農

場、加工廠或運銷者進行「驗證」（圖一）

。也就是說，農友及農產品乃是通過有機「

驗證」而非「認證」。

有機「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頒布

後，凡是有機農產品與農產加工品，其生產

、加工、分裝及

流通等過程，均

需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訂定之有機

規範，若未通過

「驗證」，擅自

於農產品與農產

加工品上頭標示

「有機」字樣者

，將會被處以高

額罰款。由於有機栽培的生產較費時費工，

產量也少於慣行栽培，以上的規範，乃是為

了保障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權益而訂定，讓消

費者可以選購到真正優質的有機農產品與農

產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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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前請先進行自我評估，並準備以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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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農友需確認欲申請驗證的農地是否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所規定供農業使用之

土地，農友可查詢土地登記謄本上之「使用

地類別」項目，若符合請繼續下一步。

������

為了生產出安全的農產品，灌溉水源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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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等。工作紀錄內容需載明工作內

容，包含整地、除草、灌溉、施用

資材等，盡量清楚確實。如有購買

各種資材、種子及種苗等收據都要

保存好，以提供驗證單位查看。

農友在申請驗證前，需先仔細

閱讀有機農業相關法規，包括母法

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

證管理辦法」，與「有機農產品及

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之

附件一「有機農產品級有機農產加

工品驗證基準修正規定」，以確保

操作符合有機法規之規範。

 !"#$%

接下來就進入正式申請，步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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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驗證單位後，即可與驗證單位聯繫

，確認程序及第一步要先做什麼，並索取需

要填寫之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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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好申請書與備齊驗證單位要求的文

件資料後，寄送驗證單位正式提出申請。申

請書裡頭的問項，大多是要瞭解農友操作有

機的實際情形，例如如何進行病蟲草害與施

肥及土壤保育的管理，以及如何避免田區與

作物被污染的措施等等，這些問題其實也是

土壤之重金屬含量需符合有機農產品及有機

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規範的容許量基準（附

表一），目前各地區改良場都有提供免費之

土壤肥力與重金屬檢測分析，農友可先送改

良場檢驗，作為參考。此外，為了避免鄰田

污染，農地周圍需有隔離帶或預留緩衝帶。

-�./��01

農友可上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或農糧署

網站查詢驗證機構資料，或與其他已通過驗

證的農友交流，另外到有機店、有機專櫃或

農民市集，觀察商家與消費者對於驗證單位

的看法，也可和驗證機構詢問，或上網收集

資訊，評估各家的理念、驗證範圍、能力、

風評、產品及標示抽驗合格率、驗證時程，

以及提供的相關協助與服務情形，挑選出適

合自己需求的驗證機構來申請驗證。

2�3456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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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3個月的工作紀錄、儲藏與銷售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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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場輔導通過驗證之有機大豆深獲消費者信賴，農

友笑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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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範之事項有不同意見時，應當面提出說

明或補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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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水、土與產品檢驗均合格，並經過驗

證單位審定通過，完成簽約及繳費程序後，

就可取得「有機轉型期」之資格證書了！證

書效期為三年，每年驗證單位會進行追蹤查

驗，三年期滿需提出資料申請資格展延。不

過農友不必擔心，到時候，驗證單位都會主

動通知與寄送表格給大家，方便大家辦理這

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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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申請有機驗證的費用項目包括驗證

費用、檢驗費用以及其他費用（標章費）。

農糧署這幾年都有辦理有機農業輔導措施，

依據102年度之辦法，新申請者，將會補助

2/3之驗證費與檢驗費用。惟所有費用，需

由申請者預先支付，待驗證通過後，驗證單

位會主動向農糧署申辦，補助費用將會直接

匯到申請者的金融帳戶，十分便利。

另外，依據102年「調整耕作制度活化

農地計畫」之規定，合於該計畫認定基準之

農地，除了轉（契）作補貼與一期休耕給付

在協助農友再一次檢查自己的操作過程，是

否有缺漏處，可以進行改善，確保自己的產

品安全無虞。

P��60QRSTUV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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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項目
灌溉水質

（毫克／升 ）
土壤

（毫克／公斤）
砷（As） 0.05 15
鎘（Cd） 0.01  0.39
鉻（Cr） 0.1 10
銅（Cu） 0.2 20
汞（Hg） 0.002  0.39
鎳（Ni） 0.2 10
鉛（Pb） 0.1 15
鋅（Zn） 2.0 50

資料來源：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

證管理辦法第六條附件一〈有機

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

準修正規定〉（中華民國98年

12月31日公告）

-�c�d�

驗證單位收到農友的申請書後，會和申

請者約定好時間，進行田間實地稽核，並會

採集土壤、灌溉水以及產品（作物）送檢。

稽核過程中，申請者如對稽核員提出之不符

A�B60��efg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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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輔導團隊又出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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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包括新北市中小學與公私立機構

企業，陸續開辦有機營養午餐或有機餐廳，

有機店與有機農民市集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展

開，各大超商也紛紛設立有機專櫃，國內有

機市場需求愈來愈高。有機耕作已經很辛苦

了，取得驗證資格後，就不用再擔心得應付

消費者質疑，通路也可以更廣。加上政府這

幾年都有針對有機進行各項補貼，現在申請

，正是時候！

希望以上的說明，能幫助農友第一次申

請有機驗證就上手。若大家對於驗證申請有

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諮詢

，電話：03-8521108；東部地區農友亦可

洽農糧署東區分署，電話：03-8523191，

也可直接聯繫各驗證單位詢問。

有機耕作是良善與良心事業，本場願意

做農友的後盾，一起為地球環境及糧食安全

努力。

外，取得有機轉型期驗證者，每公頃還會另

加15,000元之補貼與給付。關於以上之補助

辦法，農友若有疑問，可向農糧署各區分署

洽詢。

hijkl�

就如同商品當中的名牌一樣，有機絕對

是農產品界的優質品牌。有機農業的意涵，

不只是最終產品「無毒」而已，為了確保農

作物未受到污染，因此需確保從田區到包裝

、儲藏、運輸、配售等各個環節之「有機完

整性」。此外，根據IFOAM（國際有機農業

運動聯盟）提出的「健康」、「生態」、「

公平」以及「謹慎」有機農業四大原則，將

人類與地球健康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強調自然生態循環永續利用，及以一種公平

且負責的態度來管理有機農業，確保環境與

人類和後代子孫的健康及福利。因此，有機

不僅僅是一種農法或者生產方式，還包含重

視人類「生活」的和諧，以及自然環境「生

態」平衡的重要內涵。

為了協助轄區有機農友，除了栽培技術

外，本場也有專人提供驗證諮詢服務。驗證

輔導人員與農改場技術專家經常組成團隊一

同下鄉，深入各農村、社區及部落，直接到

田間與農友家中，提供各項協助。若您有看

到農改場人員拿著一堆紙和彩色筆，和農友

坐在田邊

或路邊畫

圖，請不

要覺得奇

怪，那是

農改場的 2 本場有專人提供有機驗證申請輔導諮詢

2

※建議參考網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首頁> 有機農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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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有機相關資訊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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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場整合資訊系統(可查詢有機農產品生產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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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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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是目前政府極力推廣的農作物

栽種方法，在栽培過程中不能使用任何農藥

及化學肥料，是一種取得環保生態及產量平

衡的生產方式，可以維護環境、保持土壤的

健康，對於消費者而言，更有著高品質的意

涵及食用安全的保證，因此極受到消費者的

喜愛而廣受青睞。而在現今栽種過程中，只

要著重田間管理以及改用有機肥料的施作方

式，便可以有效達到有機栽培的要求，可是

現今在全程有機栽培的實施過程中，卻面臨

一急需解決的課題，那就是種子的來源問題

。尤其瓜果類作物的市場需求量極大，而其

種子往往附有蟲害及許多病原菌，在栽培發

芽之前都必須進行消毒殺菌的程序，藉以清

除許多的病蟲害，才能確保瓜果種子順利發

芽，並在將來避免成株的用藥。開發成功之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以物理方法代

替化學藥劑消毒，可消除西瓜種子本身感染

的蔓割病及果斑病、南瓜種子本身感染的立

枯病及苦瓜種子本身感染的萎凋病、葉枯病

及炭疽病等病害所引起之損失，減少農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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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對環境污染，全面推廣每年可節省藥劑

費用1億元以上，提升生態效益及經濟效益

。試驗結果利用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

消毒處理後再浸種、催芽、播種，結果顯示

比慣用法提早2天發芽，比慣用法提早2∼3

天移植，且根系生長旺盛，殺菌消毒效果良

好。

op!qrstuvwx0=
yz

離心式瓜

果種子溫湯消

毒機之溫湯槽

是可密封正、

負加壓的結構

，溫湯槽內部

並設置離心旋轉槽可容置種子袋，藉由溫湯

槽與冷、熱水槽、真空泵浦、鼓風機、排水

管、排氣管、溫度控制系統及微電腦控制器

等之結構連結，可將熱水導入溫湯槽進行瓜

果種子的消毒，並經由脫水、烘乾程序取出

無菌的瓜果種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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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冷水槽：係具有泵浦之連結及供冷水進

入溫湯槽管道的水槽。

五、  真空泵浦：係連結溫湯槽之啟動而可讓

溫湯槽形成真空之設計。

六、  鼓風機：係於管道中具有加熱器之設計。

七、  控制箱：係配置時間、溫度、壓力、開

關控制器以連

動各構件之電

路箱。

八、  透明視窗：係

於溫湯槽一側

設置透明視窗

，以利直接透

視內部離心旋

轉槽的狀態。

藉由上述之構

件，溫湯槽係結合

開關閥控制開關狀

態的熱水槽、冷水

槽、真空泵浦、鼓

風機、排氣管之管

道，以及位於溫湯

槽下方的排水管，

並由控制箱的線路

取出種子進行包裝

啟動離心旋轉槽，抽出溫湯槽空氣及雜質(負壓)

啟動離心旋轉槽，抽出溫湯槽空氣及雜質(負壓)

種子放入溫湯槽內的離心旋轉槽中並上蓋密封

熱水注入溫湯槽(正壓)，進行種子消毒

熱水排出、冷水注入溫湯槽，冷卻洗淨種子

離心旋轉槽進行脫水、鼓風機烘乾種子

op!qrstuvwx08Ref

op!qrstuvw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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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主要包括溫

湯槽、離心旋轉槽、熱水槽、冷水槽、真空

泵浦、鼓風機及控制箱等裝置所構成。

一、  溫湯槽：係設置於機台上之容槽，於槽

口處設有密封環，並於上方設有一可昇

降控制的上蓋（經由油壓缸帶動），可

經由槽口周緣的複數固定夾予以結合上

蓋。

二、  離心旋轉槽：係設置於溫湯槽內部而受

動力啟動之多孔槽，槽內分4等分之容

槽，並具有對應的槽蓋進行鎖固。

三、  熱水槽：係具有加熱器及供熱水循環進

、出溫湯槽管道的水槽。

2

3

4

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全貌

溫湯槽內之離心旋轉槽裝置

南瓜種子經溫湯消毒處理後與對照組比較明顯無立

枯病發生

南瓜種子經溫湯不同溫度與時間處理後發芽提早且

根系生長良好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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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所控制操作。首先將種子袋放入離心旋

轉槽之各容槽中，再由槽蓋鎖固而將種子袋

定位於容槽的內部，控制箱下降上蓋與溫湯

槽結合，固定夾鎖固上蓋而形成密封，啟動

離心旋轉槽轉動並將溫湯槽內的空氣經由真

空泵浦抽取出，使種子袋內的一部份雜質先

行排出，讓種子的毛細孔形成真空狀態（負

壓），此時在關閉真空泵浦及其管道後，熱

水槽的泵浦將熱水注入溫湯槽並加壓（正壓

）浸泡瓜果種子（熱水的溫度經由循環、加

熱器加熱而保持恆溫，壓力經熱水槽泵浦的

輸入而形成加壓），使瓜果種子在離心旋轉

槽的轉動中被熱水強力沖洗、揉搓，達到充

份洗淨的效果，讓熱水藉由加壓而更順利滲

透入瓜果種子的毛細孔進行洗淨、殺菌、消

毒。直至熱水浸泡、沖洗的時間完成後，即

可由排水管排出熱水並啟動冷水槽之泵浦，

讓溫湯槽一邊排出熱水一邊注入冷水而冷卻

、浸泡，讓旋轉中的瓜果種子瞬間快速藉由

冷水而降溫、洗淨雜質，等到冷水停止注入

並完全排出後，啟動鼓風機注入熱風、開啟

排氣管，不僅可由離心旋轉槽的旋轉離心力

提供脫水的效果，而且持續輸入的熱風順利

滲入瓜果種子之間，快速烘乾瓜果種子，讓

水氣經由排氣管排出，直到瓜果種子完全乾

燥後，即可停止鼓風機、離心旋轉槽、鬆放

固定夾，再將上蓋上昇、取下槽蓋，而拿出

種子袋，以利立即進行分裝作業，達到一貫

化作業的完整功能。

��}

開發成功之離心式瓜果種子溫湯消毒機

，以物理方法溫湯消毒代替化學藥劑消毒，

可適用於有機及慣行栽培之種子消毒，減少

農藥的使用及對環境的污染，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農民收益，提供有機栽培健康優質種

苗。使用該機可消除西瓜種子本身感染的蔓

割病及果斑病、南瓜種子本身感染的立枯病

及苦瓜種子本身感染的萎凋病、葉枯病及炭

疽病等病害所引起之損失，提升生態效益及

經濟效益。試驗結果利用離心式瓜果種子溫

湯消毒機消毒處理後播種，結果顯示比慣用

法提早2天發芽，比慣用法提早2∼3天移植

，且根系生長旺盛，殺菌消毒效果良好。本

機已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專利

號碼第I362274號），相關技術已透過非專

屬授權方式技術移轉「三群有限公司」商品

化量產製造，以嘉惠農民，所以「離心式瓜

果種子溫湯消毒機」的推出，對農民及消費

者都是一大福音。

苦瓜種子經溫湯處理後育苗期間無病害發生且生長

整齊旺盛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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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民眾參與有機深度體驗旅遊，也進一步提

升官網之服務品質，方便農友隨時掌握地區

重要農業資訊。

60~�������

本場積極在上述有機村辦理有機相關示

範觀摩或講習訓練活動，活動後發布新聞稿

讓大眾知悉當地發展現況，也出版有機聚落

在後山、豐富樂活遊探訪大豐大富村、玩味

羅山體驗農家趣、東華有機體驗趣、樂活有

機學習手冊等專刊，深入淺出引導大眾認識

有機村及有機專區。此外，更利用網路推廣

本場推動有機樂活廊道之成果，及促進當地

有機深度遊之發展，已將花蓮縣富里鄉有機

村群聚、光復鄉大豐大富地區、壽豐鄉東華

有機專區及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等4個園區

及其中相關景點、美食及住宿等資料上傳至

農業易遊網，透過該農業旅遊熱門網站傳播

有機旅遊資訊，並得利用該網站豐富之資料

庫及功能，提供民眾更多相關旅遊景點資訊

及行程安排建議。

m�n

本場自民國91年起輔導花蓮縣富里鄉

羅山村成為全國第一個有機村，97年起為擴

大經營效益，陸續輔導周邊村落形成富麗有

機樂活聚落。花蓮縣光復鄉「大豐大富地區

」及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亦有經營有機

村之意願，98年納入本場規劃並開始進行各

項輔導工作，當地有機生產面積已逐步增加

。而壽豐鄉志學村推動「東華有機專區」，

其有機驗證面積達63公頃，是花蓮縣最大的

有機蔬果生產區。在此基礎上，本場亦積極

輔導這些地區發展伴手禮、農場導覽、農事

體驗等活動，推展有機教育，以促進當地休

閒旅遊發展，期能由點而線帶動花宜地區形

成有機樂活廊道。

因應行動通訊及智慧型手機應用蓬勃發

展，本場規劃於智慧型手機上開發「有機樂

活廊道成果展示平台-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APP）」，打造花宜地區有機休閒農場體

驗的旅遊指南之平台工具，藉由行動化導覽

，強化推廣花宜地區有機農業輔導成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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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式（Application，縮寫為APP）也應

運而生，吸引男女老少使用這些讓生活更

便利的行動裝置，依據行政院研考會的

101年數位機會調查結果，顯示隨著觸控

式螢幕科技興起，當電腦及網路操作介面

親和性及便利性獲得大幅提升後，資深

公民上網亦逐漸增加，即使在小小朋友，

也常見到人手一機把玩各種APP。維基百

科上記載「低頭族」一詞，即是指隨身低

頭拿著行動電話、平板電腦或其他行動裝

置，機不離手，不管在什麼場合，只要空

閒便拿出電子設備低頭盯著玩遊戲、發簡

訊、瀏覽網站等（http://zh.wikipedia.org/

wiki/%E4%BD%8E%E9%A0%AD%E6%97%8F）

，可見行動裝置已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不可或

缺的配備。

因應此一趨勢，全國各級政府機關陸續

開發出各種便民服務之APP，提供Android及

iOS兩種或其中一種作業系統版本讓民眾自

由下載使用，政府入口網（http://APP.www.

gov.tw/）目前收錄之政府APP，類別分為出

生及收養、求學及進修、求職及就業、開創

事業、婚姻、投資理財、休閒旅遊、交通及

通訊、就醫、購屋及遷徙、生活安全及品質

、公共資訊等12大類，其中以休閒旅遊最

多，有123項APP，公共資訊次之，有77項

APP （2013年4月10日上網）。

在農業推廣方面，目前也開發了多種

APP，如農旅玩家、農村好讚、田邊好幫手

、搶鮮機等，以農委會農業易遊網開發之「

農旅玩家」APP為例，其具備Android及iOS

持續擴充本場在google地圖建立之「花

宜地區休閒導覽」，增加該4個園區相關資

料，建立有機村特色資源資料庫，本場將持

續上傳相關導覽訊息，歡迎各界多加利用。

今年度也強化本場官網內「花宜地區休閒導

覽」網頁，以地圖視覺化的方式將前述農業

易遊網及google地圖的資料結合呈現，可在

地圖上依鄉鎮別查詢宜花地區有機或休閒農

業相關地點資訊。

��H�	��APP��

近年來，行動通訊及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應用蓬勃發展，多樣化的行動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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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APP在規劃之初即以永續經營為主要

考量，故為減輕日後維運人力負擔，盤點現

有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官網及農委會農業易遊

網等相關資料，做為未來做為「有機樂活廊

道成果展示平台」APP資料來源參考，目標

使用對象包括消費者及農友，期望在官網之

外，提供更即時、便利的資訊服務，同時強

化推廣花宜地區有機村輔導成果，引導民眾

參與有機深度體驗旅遊。預定開發作業系統

版本包括Android及iOS，以符合目前大眾需

求。

本APP程式命名為「花宜自然有機樂活

fun頌遊」，在有限開發經費下，其主要功

能與內容規劃分為(1)最新消息(2)樂活園區

(3)精選旅遊(4)出版品資訊(5)其他等五大項

。

(1)  最新消息：提供本場最新公告、近期活

動、最新訊息、刊物出版等訊息，以利

農友與民眾快速掌握到第一手消息。

(2)  樂活園區：提供民眾有關樂活農夫、有

機村、農村旅遊景點等資訊，讓民眾知

道有機農產業小人物及各個特色景點小

故事，也會提供地圖導覽、延伸介紹等

資訊。

兩種版本，提供遊客多項貼心便利旅遊服務

，如即時顯示遊客所在地之吃、住、玩、買

資訊，編輯個人化遊程，收集周邊6公里內

之旅遊相關優惠券等，在吃住玩買資訊查詢

方面，提供列表、鏡頭及地圖等3種模式檢

視，方便遊客尋找周邊旅遊資訊，並可進一

步加入遊程編輯，彈性調整旅遊路徑。這些

方便好用的APP，非常值得大家試一試，感

受政府無所不在的行動化服務。

2

在地圖上點選個別鄉鎮可查詢有機休閒相關資訊

政府入口網提供各種政府APP介紹及下載連結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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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選旅遊：提供民眾不同特色、主題的

旅遊資訊，民眾可以選擇時間的長短，

或是特色旅遊，走訪花宜地區的有機村

，採買當地特色產物，放鬆自己去享受

假期。

(4)  出版品資訊：提供本場食譜、專刊、農

情月刊、農技報導、農業專訊、年報等

出版品資訊，方便民眾隨時以行動裝置

閱覽這些刊物。

(5)  其他：將本場的簡介、位置、通訊方式

放在此頁，讓民眾更清楚本場的相關資

訊。也提供農旅玩家、農村好讚及搶鮮

機等農業相關APP下載連結，方便民眾

運用其他農業推廣資源。

���

隨著資訊通訊技術日新月異，資訊傳播

的管道與方式也愈形多樣化，如何讓民眾快

速取得相關資訊，是官方或民間不斷努力的

目標，以達到政策宣導或商業行銷的目的。

目前國人使用行動裝置人口快速成長，透過

這些裝置進行各種宣傳成為主流，本場預定

於今年下半年推出「花宜自然有機樂活fun

頌遊」APP，期望透過隨身的行動載具及觸

控式螢幕直覺化的操控方式，方便消費者及

農友即時獲得本場各項農業推廣訊息，並將

有用資訊帶著走。

系統架構圖

APP畫面模擬圖4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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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國家糧食自給率，活化休耕農

地，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增加產值及創造就

業機會，政府自民國102年起針對連續休耕

農地5萬公頃，請地主自行復耕一個期作或

出租給有耕作意願與能力者種植轉（契）作

作物，將原休耕給付經費轉為轉（契）作作

物補貼活化農地，開創台灣農業發展之新方

向。

硬質玉米被視為復耕契作進口替代作物

的重要選項之一。硬質玉米實際上就是農民

熟知的飼料玉米。過去玉米主要供作飼料用

而稱為飼料玉米，但國內農民種植的馬齒種

或硬粒種在加工上亦可供製作玉米澱粉，玉

米糖漿等用途，因其質地硬實，現在改稱之

為硬質玉米。本文就臺灣地區目前主要推廣

的硬質玉米栽培品種介紹其特性如下： 

���HIJ./
��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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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農1 號於民國76年育成推廣，屬單

雜交品種，生育日數106∼130天，籽粒橘

黃色，行列數14∼16行，平均公頃產量6∼

6.5公噸，在花蓮地區平均公頃產量3∼4公

噸。抗倒伏，苞葉易剝，且籽粒不易破碎，

適合機械採收。本品種具有抗普通型銹病、

葉斑病之特性，但不抗露菌病、矮化型嵌紋

病及南方型銹病，適合本省雲嘉南及花東地

區栽培，惟花蓮地區春作在生育期間有煤紋

病發生，需注意和預防。

1 32

3

硬質玉米臺農1號田間生長情形

臺農1號之果穗著生情形

臺農1號之果穗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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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地區平均公頃產量3.5∼4.5公噸。

本品種優點為植株性狀整齊，高產及適應性

廣，抗倒伏，適合機械採收；其葉片濃綠寬

大，對玉米重要病害如露菌病、莖腐病、銹

病、葉斑病等均具抗性；缺點為生育日數比

臺農1號及臺南20號晚熟。臺南24號苞葉枯

黃時籽粒含水量約30∼32%，尚須等待7∼

14天再採收，籽粒才不易破損。植株在乾枯

時一般不會發生倒折現象，適合以機械採收

，在花蓮地區春作生育期間有煤紋病發生，

應加強注意預防。

��3�

明豐3號為國內私人種苗公司自國外引

進的硬質玉米品種，亦為雜交品種，植株高

大強健，抗倒伏性強，抗銹病及葉斑病，莖

稈及苞葉為紫紅色。成熟期約為140∼160

��20�

臺南20號於民國87年育成推廣，為單

雜交品種，生育日數112∼130天，半硬粒

種，籽粒橘黃色，行列數16行，平均公頃產

量6.5∼7.5公噸，在花蓮地區平均公頃產量

4∼4.5公噸。本品種葉片綠且直立，透光性

佳，具有抗露菌病、莖腐病、銹病及玉米螟

之特性，其莖稈粗壯，具抗倒伏，生育期較

臺農20號晚7∼15天，在花蓮地區春作生育

期間需注意煤紋病之預防外，在植株乾枯時

可能會發生倒折現象，不利機械收穫。

��24�

臺南24號於民國98年育成推廣，屬三

系雜交品種，生育日數春作116∼120天，

秋作130∼140天，平均公頃產量7∼8公噸

4 65

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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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為晚熟品種，籽粒為橘色硬粒種。每公

頃乾籽實產量約為7∼9公噸，在花蓮地區預

估公頃產量約5公噸。明豐3號生育期較臺農

1號晚約20∼30天，生育期較長，種植時需

注意播種時期之調整，才不致影響下一期作

之栽培時期。明豐3號苞葉枯黃時籽粒含水

量約30%，尚須等待7∼14天再採收籽粒才

不易破損。植株在乾枯時不會發生倒折現象

，適合以機械採收。

���

品種的適合與否，為決定產量的關鍵因

素之一，目前推廣栽培之硬質玉米均為雜交

品種，利用雜種優勢提高玉米產量。為了使

生長性狀一致，以確保其產量、品質及易於

進行栽培管理，千萬不可自行留種，自行留

種會導致性狀改變影響產量及抗病性，不利

於田間管理。臺農1號、臺南20號及臺南24

號等3品種為國內自行育成，農友可透過各

地農會向種苗改良繁殖場（02-25811311）

購買種子，明豐3號則請至民間種子行購買

。

10 1211

硬質玉米臺南24號田間生長情形

臺南24號之果穗著生情形

臺南24號之果穗

8

9

7

6

硬質玉米臺南20號田間生長情形

臺南20號之果穗著生情形

臺南20號之果穗

5

4

硬質玉米明豐3號田間生長情形

明豐3號之果穗著生情形

明豐3號之果穗

11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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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塊，以利種子發芽及根部生長。東部

花、東地區及西部台南縣部份鄉鎭於水

稻收成後馬上種植玉米，可採不整地栽

培，降低生產成本。

二、 播種及栽培密度

(1) 播種期：春作：12月下旬至翌年2月

下旬；秋作：8月下旬。

(2) 播種密度：行株距以75×20∼25公

分，即每公頃66,000∼53,000株為

宜。

(3) 播種量：人工播種者，每穴播2粒，

播種量每公頃25公斤種子；機播者

，每公頃種子用量較少，以不超過

20公斤為宜。播種後須注意鳥害防

範，尤其在播種後至玉米發芽後1∼

m�n

玉米原屬熱帶性作物，性喜溫暖而多日

照的氣候，對各種環境的適應性頗強。花蓮

地區5∼6月適逢梅雨，夏季颱風頻繁又多雨

，病蟲害易滋生危害，不利玉米生產，冬季

東北季風強勁，且低溫不適合玉米栽植。因

此，花蓮地區硬質玉米栽培主要在春、秋兩

季。玉米對土壤的選擇不甚嚴格，但以土層

深厚，排水良好，富有機質之砂壤土為佳。

至於土壤酸鹼度以pH值6.0∼7.0為宜。

����

一、  整地：玉米根系分佈廣且深，耕犁宜深

，前作物收穫後，應以耕耘機翻耕一次

。播種前均勻施堆肥，耕入土中並碎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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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別 基肥 追肥

氮素 50 50

磷酐 100 0

氧化鉀 50 50

P-� �V��O(V��K^
          £¤/ �¥

肥料別 基肥 追肥

硫酸銨
31公斤
（0.78包）

31公斤
（0.78包）

過磷酸鈣
56公斤
（1.4包）

0

氯化鉀
7.5公斤
（0.19包）

7.5公斤
（0.19包）

四、  間苗：播種發芽後，株高15∼20公分

時進行間拔，每穴留一株。

五、  中耕培土及除草：中耕培土及除草之次

數應視田間雜草發生情形而定，於播種

後25∼30天施用追肥並同時中耕培土

。若雜草發生過多，於播種後45∼50

天進行第二次中耕培土。中耕勿過深，

以免切斷根部。玉米生育期間如遇降雨

，雨後應即中耕，增加土壤水分滲透，

促進根部發育。

2週最為嚴重。又野生動物保護法令

實施之後，若干防鳥措施又可能觸

法，請農友留意。

(4) 播種深度：播種深度以2.5∼5公分

最佳；砂質壤土或土壤水分含量較

少時宜深播，黏質壤土或土壤較濕

潤時宜淺播。播種覆土後1∼2天內

萌芽前，可選用3公斤的50%施圃草

脫淨可濕性粉劑，每公頃稀釋至600

公升，或4公斤的50%撲多草乳劑稀

釋250倍後，均勻噴施於土面以防除

雜草。

三、  施肥量與方法：整地前一個月採取土壤

樣品分析，依據作物需求及土壤檢驗結

果推估施肥量。

花蓮地區栽培硬質玉米之氮、磷、鉀三

要素推薦施用量、施用時期及分配率與

單質肥料用量列於表一、表二及表三，

為了方便計算，基肥亦可以台肥39號

複合肥料每分地施用40.0公斤，於整地

時均勻施用並翻耕入土中。在播種後

25∼30天（植株長到約膝蓋的高度，

約8∼9片葉片）時為追肥適期，每分

地施用台肥1號複合肥料40.0公斤。施

肥位置在玉米植株旁5∼8公分為宜。

P�� �V����-¦§�¨OK^
          £©ª/ �¥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13 10 9

整地

機械播種、施基肥及地下害蟲藥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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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發生。

防治方法：使用80%錳乃浦（Maneb

）可濕性粉劑，每公頃用量2.5∼3.0

公斤，稀釋400倍，間隔10天施藥一

次，連續噴灑4∼5次。

(2)玉米銹病

銹病有普通型及南方型銹病，普通

型銹病多發生於秋天涼爽季節，病

斑多見於葉片，葉鞘也會發生。

防治方法：合理化施肥，勿施用過

多的氮肥。當發病初期可參照植物

保護手冊使用11.8%護汰芬水懸劑

2,000倍及45.5%待普克利乳劑5000

倍，依施藥方法及注意事項用藥。

(3)玉米螟

螟蟲為玉米最重要害蟲，在3∼9月

間播種的玉米被害較嚴重，被害植

株除容易倒折之外，螟蟲幼蟲啃食

六、  灌排水：分別於生育中期、雄花孕穗期

及吐絲期視田間狀況各進行一次。在灌

溉後應做好田間排水，在驟雨後應加強

排水，避免田間積水影響生育。玉米生

育初應注意田間排水，不可讓田間積水

影響幼苗發育。

七、  病蟲害管理：病蟲害的發生與氣候環境

息息相關，因此病蟲害管理需配合玉米

的整體栽培進行，並在病蟲害可能發生

時期之前就進行必要之防護。臺灣西部

硬質玉米栽培時多不噴藥防治病蟲害，

但花蓮地區硬質玉米春作易發生煤紋病

及螟蟲為害，需進行必要的防治，方法

簡述如下：

(1)玉米煤紋病

通常於抽穗後發生，葉片形成大線

型狀或不規則略呈橢圓形之病斑，

本病藉病葉及空氣傳播。春作生長

中期3月下旬至5月中旬，濕度大時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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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紋病病斑

銹病病徵

玉米螟為害狀

田間釋放玉米螟赤眼卵寄生蜂

機械採收硬質玉米

玉米穗

4

5

7

6

8

3

收穫之果穗，應先乾燥至水分含量達

20%，利用脫粒機脫粒後，將子粒再充

分乾燥至水分含量達13%以下以利貯藏

。亦可利用大型收穫機進行採穗、去苞

葉及脫粒等一貫作業採收玉米。如以機

械採收，宜俟子粒水分降至28∼30%時

進行機械採收，以免籽粒破損過多。

���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及糧食供應不穩定，

為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活化休耕，鼓勵農田

復耕，推廣種植大量進口之替代作物，提昇

自給率，維護農業生態環境。硬質玉米為土

地利用型作物，栽培管理容易。雖然花蓮地

區日照不足及溫度偏低，硬質玉米之單位產

量較西部地區低，但利用優良品種及栽培技

術改善，仍可提高產量，增加農民收入。

常導致果穗不能飽滿。

防治方法：可利用玉米螟赤眼卵寄

生蜂防治，自播種後15∼30天（

株高20∼30公分）起至雄花抽穗，

每隔7∼8天釋放蜂片一次，共4∼

5次，每公頃每次釋放75片，蜂片

應以小釘書機固牢於玉米略彎垂之

葉片（第3∼7葉）背面中央部位，

卵面朝外，蜂片應平均配置於玉米

田內，間隔8∼9行（6∼7公尺），

行間每隔6∼7公尺處釋放蜂片，每

次釋放點應稍微變動。目前國內台

糖公司花蓮觀光糖廠（原光復糖廠

，電話03-8703195或03-8704125

轉504）有生產赤眼卵寄生蜂片，

請農民自行洽詢。另於輪生後期或

吐絲期、乳熟期時可施用蘇力菌（

16,000IU/mg）可濕性粉劑600倍稀

釋液，可減少玉米螟危害，或參考

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使用。

八、  收穫：當玉米果穗苞葉枯白、子粒堅硬

、用指甲加壓已無汁液滲出時，即約當

子粒水分含量達到30%時為收穫適期。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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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活化休耕農地

政策之業務推動，本場積極投入硬質玉米多

項試作計畫，並選在101年12月開始於花蓮

縣鳳林鎮徐明堂農友試驗田區進行的不同硬

質玉米新品種比較試作，共種植了台南20號

、台南24號、明豐3號、明豐103號、明豐

104號以及農興688等6個國內外不同品種來

mn

台灣每年的硬質玉米進口量約為450萬

公噸，年年都需要支付數百億元來購進外國

玉米。因為目前國產的自給率不到百分之

一，面對這樣的情況，運用休耕地來種植硬

質玉米、逐步增加自給率正是時機。農委會

為推動活化休耕農地政策，減少休耕地之面

積，鼓勵農民種植作物，以增加土地之利用

性並提高糧食自給率。其中硬質玉米屬於契

作進口替代作物之一，種植硬質玉米之農民

給予每期作之補貼金額每公頃為45,000元，

若是小地主大佃農之大佃農農友則補貼金額

為 55,000元。

®¯°�V��«8«�z
±

花蓮地區由於日照不足等環境因素之影

響，硬質玉米之單位面積產量通常較西部地

區低。為了提高轄區硬質玉米產量，本場自

97年起便針對硬質玉米新品系在花蓮地區進

行適應性及生產潛力之研究，也建立玉米的

有機栽培法。為配合農委會「調整休耕制度

活化農地計畫」政策，自101年11月起花蓮

場更於場內、外共設置8處田區進行了一連

串的相關試驗計畫(如表一)，希望能找出最

適合花蓮地區推廣種植的硬質玉米品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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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並邀請臺南改良場朴子分場游添榮分場長針

對硬質玉米之新品種研發進行介紹，觀摩會

吸引對硬質玉米栽培及契作有興趣的農民來

賓共約180位前來參加，現場反應熱烈，農

友確實感受到硬質玉米優良的生長狀況，了

解種植硬質玉米是一項相當具有潛力的作物

，可以做為農民一項種植的新選擇。

作比較。結果顯示，籽實產量以明豐3號品

種表現最佳，每公頃產量7.5公噸、明豐103

號為6.8公噸、明豐104號為6.5公噸、農興

688為6.4公噸，臺南20號為6公噸，產量最

低之臺南24號品種，亦有4.6公噸之表現，

顯示花蓮地區栽培硬質玉米只要有良好的管

理及選擇適當的品種，亦可提高玉米之產量

。另青割玉米鮮株產量方面，以明豐103號

每公頃73公噸最高、明豐3號68公噸、臺南

20號61公噸、明豐104號59公噸、農興688

為58公噸及臺南24號45公噸，均表現優良

，值得推薦給農友參考(如表二)。

�V��²³s(9)�´Fµ
¶·¸

為了推廣硬質玉米的栽培，本場於4月

16日召開「硬質玉米新品種（系）田間示範

觀摩會」，觀摩會由黃鵬場長親自主持，由

本場講解硬質玉米之栽培管理技術，農糧署

東區分署就活化休耕之政策向與會農友詳細

說明，請合作農友進行栽培管理經驗分享，

硬質玉米試作期間，場長黃鵬(右二)多次前往田間

了解農友種植情況

明豐3號不僅產量高，而且莖桿粗，不易倒伏

觀摩會中，台南農改場朴子分場分場長游添榮(左

一)，針對硬質玉米新品種進行介紹。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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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計 畫 名 稱 設 置 地 點

97~98 飼料玉米新品種適應性之研究
新城鄉、吉安鄉(本場)、鳳林鎮、
光復鄉、瑞穗鄉

99 飼料玉米新品系在花蓮地區適應性之研究 吉安鄉(本場)、瑞穗鄉、卓溪鄉
100-101 飼料玉米有機栽培法之建立 吉安鄉(本場)
101 高產潛力硬質玉米新品種適期播種試作 鳳林鎮
101 硬質玉米新品種比較試作 鳳林鎮
102 硬質玉米新品種產量比較試驗 吉安鄉(本場)
102 硬質玉米新品種適期播種試驗 吉安鄉(本場)
102 硬質玉米新品種栽培密度試驗 吉安鄉(本場)
102 硬質玉米肥培試驗 吉安鄉(本場)
102 硬質玉米肥培試驗 鳳林鎮
102 硬質玉米肥培試驗 光復鄉

21花蓮區農業專訊第八十四期 月號

活化休耕地－選適合花蓮地區栽培的硬質玉米



式進行了「不同品種比較試驗」、「適期播

種試驗」、「栽培密度」以及「肥培試驗」

等硬質玉米栽培技術試驗，以作為硬質玉米

推廣之依據。

本場也同時進行了硬質玉米之合理化施

肥，以場內外的3處田區，分別進行了「肥

培試驗」以及「完全肥料試驗」。經初步觀

察顯示，花蓮地區春作硬質玉米栽培之氮肥

施用量應酌量減少，約100公斤/公頃即已足

夠，氮肥太多，植株較易感病，反而造成減

產。

��

硬質玉米是一種栽種管理簡易且較粗放

的土地利用型作物，也是一種較省工栽培作

物。有意願種植硬質玉米的農友可在規定期

間內至當地農會辦理申報契作硬質玉米後，

由農會再與中華民國農會簽訂契作合約；另

外農友亦可自行與飼料廠、畜牧廠或食品加

工廠簽妥銷售契約後，檢附契約收購證明文

件申報種植契作硬質玉米。不僅如此，政府

對種植硬質玉米的轉(契)作補貼也相對較其

他作物高，在種種條件相互配合之下，對農

民來說，種植硬質玉米可說是一項非常好的

耕種新選擇。

��3�¾^i

除了品種比較試作之外，本場積極投入

硬質玉米多項試作計畫。結果顯示，花蓮地

區春作最適的播種期在12月到3月之間，籽

粒產量較高。另外春作硬質玉米在生育期間

，由於花蓮地區氣候較為潮溼，3月下旬到

5月是玉米煤紋病的好發期，本(102)年度花

蓮地區天氣正好多雨潮濕，故有煤紋病發生

，此與西部春作栽培硬質玉米發生葉斑病迥

異。試作結果顯示明豐3號之籽實產量高，

且莖桿粗，不易倒伏，對於病蟲害的耐性較

好、適應性也佳，為花蓮地區適合種植及推

廣的品種。

另外在本場

內也積極投入進

行硬質玉米相關

試驗，分別以無

病蟲害防治的方 農友徐明堂(前)認真照顧田地產量出現好成績

明豐3號之果穗

4

5

P���V��¿À³s=QÁ�ÂÃdP

品種
株高
(公分)

穗位高
(公分)

青割玉米鮮株產量
（公噸/公頃）

硬質玉米籽實產量
（公噸/公頃）

臺南20號 253 138 61 6.0
臺南24號 252 130 45 4.6
明豐3號 247 140 68 7.5
明豐103號 256 141 73 6.8
明豐104號 241 110 59 6.5
農興688 230 110 58 6.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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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能讓坐在桌旁的人感到絕對的優閒。還

有一區是利用果樹來進行景觀美化，利用修

剪整枝的果樹營造成一排排似防風林的綠籬

，也有空間隔絕的作用(圖3)。也有用漿果

類的醋栗果樹綠籬作為小空間的綠化區隔，

該綠籬內令人產生與世隔絕的隱蔽感，使參

訪者能優閒的用餐或休息，這與綠籬外熙來

人往的遊客形成強烈對比(圖4)。這類利用

綠籬阻隔的作法，與花蓮場轄內推廣有機田

區周圍種植綠籬，以與慣行田隔離的作法有

異曲同工之妙，但這次展出的綠籬形式更具

美觀的景觀美化效果。

m�n

本文為筆者執行荷蘭花卉生產技術研習

時，利用假日前往Floriade 2012世界園藝博

覽會朝聖，同時希望獲取國外著名博覽會的

新知與新觀念。Floriade 2012為每10年舉辦

一次的世界園藝博覽會，今年舉辦地點為位

於荷蘭南部與德國邊境交界的小鎮Venlo，

博覽會展期為2012年4月5日至2012年10月

7日，為期半年。該博覽會可謂園藝界一大

盛事，該會不但利用新型態的景觀布置技巧

或素材來呈現一意象主題，會內還展示許多

景觀綠化的新技術及園藝發展的新議題。

ÄÁÅÆ	ÇÈ

這次展出的主題與一般園藝展較不同的

是標題為Relax & Heal之展項，該主題類似

近幾年興起的園藝治療，展出的項目讓參訪

者能利用的五官去感覺週遭的自然氣息。像

是利用簡單的綠化，放幾張躺椅就能營造讓

人放鬆的氛圍(圖1)，連平凡無奇的草皮都

能讓赤腳踩在上面的人們享受與自然接觸的

樂趣(圖2)，草地利用地形落差，再擺張桌

Floriad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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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單綠化就能營造放鬆氛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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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ade園區內的景觀布置，除了由各

個國家自行設計的造景區及主題式的景觀區

外，幾乎都是以英國式自然造園的方式呈現

花草佈置(圖5)。這與一般大型園藝展，如

台灣的國際花博使用幾何對稱式的花草種植

3

5

6

2

4

方式不同。自然式

造園表現得更貼近

大自然，也更具禪

意，符合本次展項

Relax & Heal的概

念。另外這次的展

覽很強調居家空間

綠化的概念，像是

利用多肉植物作為

屋頂綠化隔熱的環

保技術(圖6)。還

有居家空間，從客廳的沙發到廚房的餐桌都

能利用植物進行綠化的意象(圖7)。當然也

有介紹家庭園藝型小溫室的栽培模式，以及

食用蕈家庭DIY種植的商品展示(圖8)。另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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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或果樹作為綠籬亦是可行的方向。綠籬

修剪整枝的方式，亦可參考Floriade展出的

作品，除了達到隔絕外，更可達到農村景觀

美化的效果。在Floriade 2012的展覽會場同

時販售許多對象為觀光客的花卉商品。這些

商品除了包裝吸引消費者目光，同時也設計

得便利觀光客購買攜帶。像是九重葛或朱槿

切口塗蠟的切枝，不但具有特色且適合消費

者長途攜帶。花蓮場轄區同樣是以觀光休閒

著名，每年都能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前來，

這種美麗且有特色的綠化商品應具有其消費

市場，值得進一步來開發。另外，前文所述

作為景觀綠籬修剪後的枝條，未來也可以應

用作為切枝商品，讓農村美麗的景觀綠籬也

能產生另一種附加價值。

，本次世界園藝博覽會的各國主題景觀佈景

區，台灣方面亦有展出項目，農委會利用蝴

蝶蘭佈展(圖9)，成功傳達蝴蝶蘭王國的美

麗給來自世界各國愛好園藝的遊客。相較於

其他國家的展區門可羅雀，台灣展區前的民

眾則是爭先恐後的占據最佳拍照位置，以將

蝴蝶蘭王國的美麗映像紀錄留念(圖10)。

���

Floriade 2012利用許多綠籬設計，使綠

籬內外隔絕並產生隱蔽感。這與花蓮場轄內

推廣有機田種植綠籬，以與慣行田隔離的作

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但Floriade展出的綠籬

更具景觀美化效果，因此未來在推廣有機田

種植綠籬時，除了賞花灌木外，利用漿果類

98

10

赤腳踩草皮接觸自然樂趣

果樹綠籬營造空間隔絕作用

醋栗綠籬產生隔絕的隱蔽感

英國式造園的自然花草佈置

多肉植物作屋頂綠化隔熱

家庭的植物綠化意象

食用蕈家庭DIY商品

來自台灣的蝴蝶蘭佈展

台灣展區前遊客絡繹不絕

2

3

7

5

9

4

8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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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培育新進農民亦或增進專業農民之

專業知識，農民學院自100年至今已培育無數

人才，為關心學員後續從農現況，本場黃鵬場

長4月26日至宜蘭探訪4位農民，為其解決困

難並加油打氣。

陳帥之自101年有機初階班結業後，目前

於宜蘭三星經營2公頃有機水稻、1公頃有機

蔬果，農產品目前供應晶英酒店、永豐餘契作

以及部分宅配，更與本場蘭陽分場配合進行「

稻蟹共生」栽培試驗，本場建議其應盤點客群

及通路需求計畫性生產，以利人力調節與運用

。

謝炘紘結業於98年有機栽培技術與經營

管理班，目前於宜蘭三星種植7公頃有機米、

3公頃良質米以及1分地的溫室種植番茄、美

濃瓜等，另種植芋頭等多元化作物。有機米以

產銷班「稻鴨米」品牌銷售，良質米則繳交公

糧為主，本場建議應強化自有品牌，增加顧客

忠誠度，朝向客製化商品及通路發展。

本場農業經營管理顧問專家劉興榮助理研

究員，除關心農民學院學員，同時輔導各農業

經營專區及產銷班，故此次拜訪包括五結鄉有

機米產銷班第四班的趙紳傑農友，以及礁溪鄉

蔬菜產銷班第四班林榮福農友。黃場長除適時

給予建議，並鼓勵農友與本場保持聯繫，可隨

時提供栽培技術或經營管理問題等協助。

 本場黃鵬場長（左圖左三）關心農民學院陳帥之學員（左圖右一）以及礁溪鄉蔬菜產銷班第四班林榮福農友

（右圖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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