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效果。

結　論
本結構可將一般田間藤蔓攀爬棚架支柱固

定使用之觀念，經由支柱旋動座、棚架之管夾

掛勾及活動式支柱關節結合錏管，將支架改變

成固定與活動兩用，利用簡單物理機構原理，

達到固定與活動之目的。當颱風來襲時，將原

豎立式支柱改變角度，讓支柱平舖貼近地面之

一種設計。颱風過後方便支柱恢復，利於作物

繼續生長，對預防颱風災害有顯著效果，未來

具有市場性。使用簡易防颱活動式支柱關節栽

培棚架具有以下優點：

1.規格化產品便於加工組裝，提升產品品質精

度及競爭力。

2.適應颱風季節，減少損失，增加收入。

3.有專利保護，可供產業大量利用。

4.耐久性、田間架設簡單，可重覆使用安裝方

便。

簡易防颱活動式支柱關節已獲得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發明專利1件(專利號碼第I302584號 

)及新型專利4件(專利號碼第M324131號、第

M333049號、第M333050號及第M361866

號)，相關技術已透過技術移轉方式轉移給廠

商商品化量產造，嘉惠農民。

前　言
本場於 91 年起在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進

行有機村可行性之調查評估，認為該村具有全

面發展有機農業的潛力；其後經過在地的行

政、農業機構及村民的認同，組成羅山村有機

農業之發展委員會，建構了全國第一個有機農

業村。

為持續推動轄區內有機村發展，本場於

97年起針對羅山村鄰近四個村（竹田村、石牌

村、永豐村、豐南村）發展為有機村進行資源

調查及可行性評估，評估之後的結果，將作為

將來推動發展有機農業的基礎及依據。此次評

估計畫也請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管理研究

所陳紫娥教授專業研究團隊對自然景觀資源及

村民意願等進行協助調查，以期評估能更客觀

正確。

竹田村各項資源調查
人文資源

竹田村全村面積有15.2平方公里，村內

共有25鄰487戶1359人，分居於竹田（後

街）、溪埔(源和)、埔頭(富田)三個聚落，住

民以來自北部桃、竹苗的客家人居多，另有來

自中部台中、彰化等地的閩南籍，都是日治以

後才大量遷入本鄉開墾的移民，平埔族人則自

清代就已進入本村。

生態資源

竹田村除六十石山的金針作物區，500公

尺以上山區大多保持完整的原始風貌，各種類

的植物生長均十分繁茂，500公尺以下丘陵地

帶的原生植物相，則已完全被破壞，成為草本

植物與外來種植物強勢的地區。大型的獸類幾

羅山有機村產業群聚發展評估規劃

竹田村、石牌村

作者：陳源俊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5▲於石牌村可以一覽花東縱谷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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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絕跡，調查結果常見的有兩棲爬蟲類有蛙、

蜥類、蛇類、龜類；鳥類則有鷿鵜、鷺、雁

鴨、鷲鷹等百餘種；魚類則於九岸溪中，多為

五公分以下的幼魚，大魚多在長成後即遷徙至

秀姑巒溪主流間生存；昆蟲類十分繁多，主要

有直翅目、蜻蛉目、半翅目、同翅目、鱗翅

目、鞘翅目、雙翅目、膜翅目等。

景觀資源

竹田村自然景觀多分佈於六十石山台地與

黑暗部落，其中六十石山於每年八月中至九月

中為金針花開時節，一片花海呈現美麗的山區

風貌，猶如歐洲的瑞士一般，不但風景十分迷

人，中海拔的氣候亦舒適涼爽，金針花開時的

美麗景色，加上攝影家時常以六十石山為攝影

主題，更讓六十石山享有盛名，夏天金針花開

時，遊客不遠千里慕名而來非常熱鬧。黑暗部

落乃因部落至今沒電而稱之，穿越六十石山金

針園區後，續往六十石山脈稜線下的河谷地，

越過九岸溪水源頭的過水橋，來到海拔約650

公尺至700公尺的成廣澳山麓，就是「黑暗部

落」的所在地。因路途較遙遠且難行，較少人

為破壞，可為將來觀光新地點。人文特色資源

主要為宗教建築最多，以及一些古厝。

農業資源

竹田村灌溉水源主要來自九岸溪，其水

源乾淨無汙染，因此此區域為有機耕作可發

展之區域。竹田村之水田面積廣達305公頃，

其中有機水稻驗證耕作面積有12.8公頃（轉型

期）。東側六十石山高山台地，平均海拔在

六百公尺以上，現為本鄉金針專業區，面積有

300公頃，有機驗證栽培區有2公頃。茶葉栽

種面積13公頃、桂竹50公頃、箭筍10公頃、

梅子10公頃。

展

▲竹田村的浣衣亭裡有名詩人葉日松所提的浣衣

頌

▲六十石山金針花海

石牌村各項資源調查
人文資源

石牌村全村面積只有4.28平方公里，全村

現有13鄰356戶1153人，因地勢上與鄉治中

心富里村緊密相連，在聚落的發展上，兩村實

已互相聯合不分彼此，成為富里村未來發展的

主要腹地。本村居民以客家籍居多，平埔族次

之，檨子寮（中興）一帶的新興聚落裡，則已

屬現代都市型態的人口聚集地。

生態資源

石牌村境內多為三百公尺以下的平地或

台地，且多已開墾，因此生態資源較竹田村為

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禾本科、百合科、

茄科等14種類科，闊葉林較普遍的有山黃麻、

樟、榕、楓等8種喬木。動物資源有兩棲爬蟲

類之蛙類、蜥類，蛇類與龜類發現較少；鳥類

有鷿鵜、鷺、雁鴨、雉、秧雞等；昆蟲種類則

與竹田村相似。

景觀資源

石牌村因腹地較小，村內地勢不高，自然

特色景觀較少。人文方面則有三級古蹟的公埔

遺址為主要有名的景點，還有一些宗教的建築

也可於將來納入文化之旅景點。

農業資源

石牌村之水田面積廣達220公頃，其中有

機水稻有機驗證耕作面積有20公頃，其他作物

尚有桂竹30公頃，養雞有500隻。

有機產業群聚可行性評估結果
根據現場調查、村民問卷與文獻資料之分

析後，設定生產因素、農場經營、需求條件、

相關產業、機會、政策等六大評比項目及其標

準，對兩村有機產業群聚發展可行性進行評

估。評估結果整體來看以竹田村的條件最佳，

其次為石牌村。兩村在「已發展有機農業」項

目中，由兩村作物栽培現況得知目前已發展有

機農業面積上，兩村之有機耕作面積皆佔全耕

作面積在25％以下，而有機驗證面積以石牌

村有機稻作20公頃較竹田村為多（有機水稻

驗證12.8公頃），故於將來推動水稻有機驗證

部份，石牌村較竹田村容易推動。在「可耕作

人口」中皆因人口老化及青壯年人口外移，從

事有機耕作人口缺乏。在需求條件方面，有機

農業的耕作方式可使自然環境得改善，有機農

產品可保障消費者的安全與健康，且通過有機

驗證的農產品優勢也較高，所以兩村的條件皆

佳；相關產業方面，竹田村六十石山在住宿與

餐飲之發展已蓬勃之發展，加上當地深厚的客

家文化，將來可以發展客家美食、傳統文化體

驗以及歷史導覽等相關休旅服務；而石牌村目

前提供遊客住宿與餐飲之服務不足，但有發展

的空間，如石牌村越南新娘較多，可開發越南

特色餐，且社區有家政班組織，對於餐飲之開

發有發展之潛力。其他在機會與政策方面皆為

優等。整體評估結果，二村推展有機產業之可

行性高。

▲具有三千年歷史以上的公埔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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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絕跡，調查結果常見的有兩棲爬蟲類有蛙、

蜥類、蛇類、龜類；鳥類則有鷿鵜、鷺、雁

鴨、鷲鷹等百餘種；魚類則於九岸溪中，多為

五公分以下的幼魚，大魚多在長成後即遷徙至

秀姑巒溪主流間生存；昆蟲類十分繁多，主要

有直翅目、蜻蛉目、半翅目、同翅目、鱗翅

目、鞘翅目、雙翅目、膜翅目等。

景觀資源

竹田村自然景觀多分佈於六十石山台地與

黑暗部落，其中六十石山於每年八月中至九月

中為金針花開時節，一片花海呈現美麗的山區

風貌，猶如歐洲的瑞士一般，不但風景十分迷

人，中海拔的氣候亦舒適涼爽，金針花開時的

美麗景色，加上攝影家時常以六十石山為攝影

主題，更讓六十石山享有盛名，夏天金針花開

時，遊客不遠千里慕名而來非常熱鬧。黑暗部

落乃因部落至今沒電而稱之，穿越六十石山金

針園區後，續往六十石山脈稜線下的河谷地，

越過九岸溪水源頭的過水橋，來到海拔約650

公尺至700公尺的成廣澳山麓，就是「黑暗部

落」的所在地。因路途較遙遠且難行，較少人

為破壞，可為將來觀光新地點。人文特色資源

主要為宗教建築最多，以及一些古厝。

農業資源

竹田村灌溉水源主要來自九岸溪，其水

源乾淨無汙染，因此此區域為有機耕作可發

展之區域。竹田村之水田面積廣達305公頃，

其中有機水稻驗證耕作面積有12.8公頃（轉型

期）。東側六十石山高山台地，平均海拔在

六百公尺以上，現為本鄉金針專業區，面積有

300公頃，有機驗證栽培區有2公頃。茶葉栽

種面積13公頃、桂竹50公頃、箭筍10公頃、

梅子10公頃。

展

▲竹田村的浣衣亭裡有名詩人葉日松所提的浣衣

頌

▲六十石山金針花海

石牌村各項資源調查
人文資源

石牌村全村面積只有4.28平方公里，全村

現有13鄰356戶1153人，因地勢上與鄉治中

心富里村緊密相連，在聚落的發展上，兩村實

已互相聯合不分彼此，成為富里村未來發展的

主要腹地。本村居民以客家籍居多，平埔族次

之，檨子寮（中興）一帶的新興聚落裡，則已

屬現代都市型態的人口聚集地。

生態資源

石牌村境內多為三百公尺以下的平地或

台地，且多已開墾，因此生態資源較竹田村為

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有禾本科、百合科、

茄科等14種類科，闊葉林較普遍的有山黃麻、

樟、榕、楓等8種喬木。動物資源有兩棲爬蟲

類之蛙類、蜥類，蛇類與龜類發現較少；鳥類

有鷿鵜、鷺、雁鴨、雉、秧雞等；昆蟲種類則

與竹田村相似。

景觀資源

石牌村因腹地較小，村內地勢不高，自然

特色景觀較少。人文方面則有三級古蹟的公埔

遺址為主要有名的景點，還有一些宗教的建築

也可於將來納入文化之旅景點。

農業資源

石牌村之水田面積廣達220公頃，其中有

機水稻有機驗證耕作面積有20公頃，其他作物

尚有桂竹30公頃，養雞有500隻。

有機產業群聚可行性評估結果
根據現場調查、村民問卷與文獻資料之分

析後，設定生產因素、農場經營、需求條件、

相關產業、機會、政策等六大評比項目及其標

準，對兩村有機產業群聚發展可行性進行評

估。評估結果整體來看以竹田村的條件最佳，

其次為石牌村。兩村在「已發展有機農業」項

目中，由兩村作物栽培現況得知目前已發展有

機農業面積上，兩村之有機耕作面積皆佔全耕

作面積在25％以下，而有機驗證面積以石牌

村有機稻作20公頃較竹田村為多（有機水稻

驗證12.8公頃），故於將來推動水稻有機驗證

部份，石牌村較竹田村容易推動。在「可耕作

人口」中皆因人口老化及青壯年人口外移，從

事有機耕作人口缺乏。在需求條件方面，有機

農業的耕作方式可使自然環境得改善，有機農

產品可保障消費者的安全與健康，且通過有機

驗證的農產品優勢也較高，所以兩村的條件皆

佳；相關產業方面，竹田村六十石山在住宿與

餐飲之發展已蓬勃之發展，加上當地深厚的客

家文化，將來可以發展客家美食、傳統文化體

驗以及歷史導覽等相關休旅服務；而石牌村目

前提供遊客住宿與餐飲之服務不足，但有發展

的空間，如石牌村越南新娘較多，可開發越南

特色餐，且社區有家政班組織，對於餐飲之開

發有發展之潛力。其他在機會與政策方面皆為

優等。整體評估結果，二村推展有機產業之可

行性高。

▲具有三千年歷史以上的公埔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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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有機農業的推動，為實現政院農業委員會

所推動的「健康、效率、永續經營」政策之具

體作為。而發展有機村群聚，先期的評估與規

劃是很重要的一環。透過資源盤點與村民意願

調查，讓我們能夠瞭解竹田村與石牌村對於發

展有機村的方向是肯定與願意配合推動，之後

加上相關單位輔導以及村民共識下一同推動，

則有機群聚區將指日可待。

作者：楊素絲　副研究員

蘭陽分場

蔬菜研究室

電話：(03) 9899707轉106

公埔遺址

黑暗部落

六十石山浣衣亭

韓國溫室設施栽培技術介紹

前　言
設施栽培係利用環境控制裝置來改善傳

統露地栽培容易受氣候因子影響的一種生產技

術，因其可提供作物最適宜之生長環境，具有

提高產量，改善品質、調節產期、增加單位面

積產值等優點，惟近年來因設施材料及能源價

格日益高漲，致使農民因投資成本大增而降低

使用設施栽培之意願，因此，尋求符合各地區

環境條件與節能減碳之先進溫室農業技術為目

前十分迫切與重要之課題。有鑑於此，亞洲

生產力組織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委託韓國生產力中心 (Korea Production 

Center) 舉辦「溫室農業先進技術」多國性考

察研習會，針對韓國溫室農業現代化技術與成

功案例進行介紹與實地參訪，期能使各會員國

代表從中獲得有用經驗，並提供未來研究發展

之應用。

參訪見聞
本次溫室農業先進技術多國性考察研習於

2009年2月16～20日在南韓首爾舉辦，共有

中華民國、印度、印尼、伊朗、寮國、馬來西

亞、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

泰國及越南等12個會員國共23人參加，其中2

天為韓國溫室之參訪行程，為分享這個難得的

經驗，以下依序介紹實地參訪韓國溫室設施栽

培技術之見聞。

一、Hwaseong 21農場

Hwaseong 21農場已成立12年，採用設

施為荷蘭Venlo型玻璃溫室，面積共25,000平

方公尺，估計目前溫室造價需高達8千萬美

元，此設施具有完全自動化環控設備，具備天

窗、風扇水牆降溫與集中式加熱系統等，但無

人工照明設備；主要栽培作物為彩色甜椒，栽

培系統採用自荷蘭引進以養液滴灌之無土栽培

技術，栽培介質為岩棉，並進行病蟲害綜合

防治(IPM)，搭配使用黃色黏板及捕食性生物 

(Phytoseiulus persimilis 2000) 等，所有資材 (

種子、介質、滴灌設備、黏蟲板、捕食性生物

與環控軟體等) 都由荷蘭進口。農場之彩色甜

椒可周年生產，年產量達600公噸，僱用15名

▲Hwaseong 21農場彩色甜椒之生產情形

▲竹田村、石牌村位置圖及資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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