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本場研發大豆初級選別機自 104年 9月推
出後，受各界農友熱烈詢問，目前全台已售出

超過 25台，為保障農友權益，農委會訂定農
機性能測定，項目包括作業能力、損傷程度、

選別精度及連續作業能力等，本機所有項目測

試結果均通過，品質更掛保證。

大豆初級選別機以簡易的物理原理與低成

本的機械平台，有效解決小農在選別作業的人

力缺口，試用過的青農柯春伎以及蘇秀蓮均表

示，機械選別效率 10位人力都抵不過，並且
本機適用性廣、價格實惠，實在是農民的好幫

手。

本 機 動 態 影 片 可 於

youtube搜尋「大豆初級選別
機」或至本場影音專頁 (可手
機掃描 QR Code)。

▲本機於農試所進行農機性能測定作業情形

通過農機性能測定 

本場大豆初級選別機品質掛保證 第 九 十 五 期

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出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季 刊

※ 歡迎下載「花宜農情 WAY」APP 粉絲團

Android 版本下載 ios 版本下載 歡迎來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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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拉近產地與餐桌的距離、享受農事活動

樂趣，本場輔導羅山有機村及鄰近的竹田、石

牌、永豐及豐南村等，擴大有機村的規模形成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並推出多樣化的有機食農

體驗活動，以在地食材為元素，開發地方特色

料理與農村體驗活動。

除了來羅山有機村必玩的泥火山豆腐、炒

米香體驗外，竹田村以在地食材及米穀粉，開

發彩色大湯圓體驗活動，從中感受客家文化傳

承及村民團結互助的合作精神；石牌村結合多

種色彩的有機蔬菜，以在地的有機農產品開發

出五行春捲，配合劈柴升火、起灶煮飯的大鼎

鍋巴飯活動，體會早年稻米收割後，農民相聚

享用美食的工作記憶；豐南村從撿鴨蛋開始行

程，結合植物染技術，開發出植染鴨蛋體驗，

並融入阿美族文化，推出傳統捕魚、護漁體驗

活動等。

更多精彩的富麗有機樂活聚落－有機食農

體驗活動及農村小故事，收錄在本場專刊「地

產地消ㄒㄧㄣ旅行－有機食農體驗

趣 (連結 QR code如右 )」，以及
本刊專文「富麗有機樂活聚落以體

驗行銷實現地產地消之實例」，歡迎於官網下

載閱讀。

各項體驗活動聯繫方式如下表。

隨著春天的腳步　體驗有機樂活食農趣

食農體驗 在地食材 聯絡人（電話）

泥火山豆腐 大豆、泥火山鹵水
大自然體驗農家 (03-8821352、0939-327628)；

玉竹軒 (03-8821360、0938-309069)

手做味噌 大豆、稻米 月荷塘鄉村民宿 (03-8821811、0916-358822)

炒米香 糙米、陳皮、花生 雞鳴園 (03-8821348、0911-761966)

客家大湯圓 圓糯米、花生 竹田社區發展協會 (0921-172629)

五行春捲、大鼎鍋巴飯 時令蔬菜、稻米 越石料理屋 (0921-862937)

植染鹹鴨蛋 鴨蛋 鴨咪別莊 (03-8831834)

阿美族傳統捕魚護魚體驗 護魚體驗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03-8831834)

1  洛葵可連續採收多月

2  原住民常取食可連續採收之水芹菜

3  紫背草採收後新芽很快長出

4  龍葵多次採收新芽生長旺盛

5  糯米糰扦插繁殖容易

6  鮮嫩的番杏適合連續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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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栽培之肥培及水份管理

野菜栽培一般對土壤要求不嚴，但以土壤

肥沃、疏鬆、排水良好、水分管理方便，富含

有機質的壤土種植，其生育、品質及產量較佳。

以缺乏有機質，通氣不良的粘質土種植則根系

發育不良，葉片及芽體較易黃化、老化。野菜

通常較耐寒、耐熱、耐濕、耐旱、耐強風、耐

豪雨及耐瘠性均強，惟高熱及光照強的環境下

容易老化，口感較差，適合食用部分減少；水

分及養分管理良好生長期可以超過 3-6個月。
　　種苗種植前宜進行深耕，每 0.1公頃田區
施腐熟堆肥 2-3公噸，整地後作畦使土壤細緻
疏鬆及畦面平整。移植成活後生長快速，採收

2-4次或每隔 3-4週追肥 1次，每 0.1公頃追
施有機質肥料 1包以促進生長，並使葉面及嫩
心芽增厚增大。經常保持土壤濕潤，乾旱時注

意灌水或噴水，遇颱風暴雨需及時排除積水，

以防植株積水太久後的強烈日照及高溫下造成

根部腐爛導致植株枯萎死亡。

不斷採摘可食用部位延緩生殖生長與

老化

野生蔬菜種子發芽後約 10-20日即可採收
或拔取嫩芽食用，採收後經 5-10日側芽及新
芽即又長出，可再採摘嫩芽和嫩莖葉食用。一

般在植株高約 10-15公分時開始抽花莖，此時
即可第一次採收，摘取上部 5-10公分的嫩莖
葉，基部留 5公分左右讓其再次萌生新芽，每
1-2週可採收一次嫩莖葉，適時採收品質幼嫩

可口，如龍葵、野莧、苦苣、土人蔘、紫背草、

番杏及小葉灰藋等皆有這種特性。如果太慢採

收，植株生育朝開花結實之生殖生長並逐漸老

化且影響食用品質及新芽抽出之營養生長。

結　語

適合連續採收之野菜耐貧瘠的土壤環境與

不良的氣候，生長期長，在東部地區夏秋多颱

風季節，可視為最佳救荒野菜，也可提供多樣

的夏季蔬菜選擇，口味及營養特殊，倘能給予

適當栽培管理及烹調料理，可以代替部份綠色

蔬菜，是特殊風味餐之最佳食材選擇；因其宿

根栽培可以採收多次，將可減少土地翻耕的次

數及成本支出，值得推廣栽培食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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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場為了擴大有機農業之發展，以羅山有

機村的建構與輔導模式為基礎架構，輔導羅山

鄰近村落包括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及豐南

村等，擴大有機村的規模形成富麗有機樂活聚

落。

隨著栽培面積及作物種類的增加及有機生

產技術的成熟，本場開始將輔導重點轉為提高

農產品附加價值及建立品牌形象，以推動地產

地消為輔導主軸，透過體驗行銷的方式提高消

費者對在地有機產品的信心與認同，進而活絡

地方經濟。因此本文將提供富麗有機樂活聚落

的體驗行銷經驗，作為促進地產地消發展的參

考。

地產地消－降低食物里程與連結生產

者與消費者的產銷模式

地產地消是指地區所生產的農產品，於該

地區消費的產銷模式，主要的特性有：

以體驗行銷實現地產地消
之策略

作者：孫正華 助理研究員、

葉人瑋 研發替代役、

王義善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副研究員兼課長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0

一、縮短農產品運輸里程

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最明顯的特性就是縮

短農產品端上餐桌的里程，除了降低運輸成本

的優點外，還能減少能源的使用及二氧化碳排

放，減輕地球暖化等環境壓力。

二、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

地產地消提供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的機

會，藉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接觸，不僅可讓

消費者獲得最新鮮的農產品，更重要的是讓生

產者有了食農教育的機會，使消費者認識產地

的農業生態價值與信任農民的生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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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絡地方經濟

地產地消的產銷模式將消費者引入產地消

費，除了農產品交易及農民業外收入的增加

外，會產生新的經濟活動，活絡了地方經濟，

也提供相關行業如觀光及交通運輸等就業機

會。

體驗行銷－讓消費者能提高產品的信

心與認同感

體驗行銷有別傳統行銷，傳統行銷僅提供

產品或服務已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

所需求的是個人化的體驗，唯有以服務為舞

台、以商品為道具，設計出的體驗活動，才具

有市場區隔性與差別性，給消費者創造出難

忘、愉悅的體驗。實際上如何設計體驗活動，

如圖 1（整理自 Schmitt, 1999）所示可以透過

感官、情感、思考、行動及關聯等五個方向的

營造策略，為消費者創造不同之體驗型式。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利用體驗行銷讓消費者

能提高對在地有機產品的信心與認同，進而推

動地產地消、活絡地方經濟，是有機村聚落能

否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富麗有機樂活聚落利

用在地生產的新鮮食材，設計出一系列的體驗

活動，主要的體驗行銷可從五種策略方向：

一、感官體驗

（一）視覺

好山好水的自然景觀，讓消費者擁有賞心

悅目的視覺體驗。例如花東縱谷、羅山瀑布、

泥火山、大魚池等自然景觀。

（二）聽覺

讓消費者聆聽大自然的風聲、雨聲、蟲鳴

鳥叫聲等，增加農村旅遊樂趣。例如烏頭翁、

台灣藍鵲、朱鸝、長腳赤蛙、拉都希氏蛙、澤

蛙等豐富的野生動物鳴叫聲。

地產地消的產銷模式將消費者引入產地消費，除了農產品交易及農民業外收入的

增加外，會產生新的經濟活動，活絡了地方經濟，也提供相關行業如觀光及交通運輸

等就業機會。 

體驗行銷－讓消費者能提高產品的信心與認同感 

體驗行銷有別傳統行銷，傳統行銷僅提供產品或服務已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消費者所需求的是個人化的體驗，唯有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設計出的體驗

活動，才具有市場區隔性與差別性，給消費者創造出難忘、愉悅的體驗。實際上如何

設計體驗活動，如圖 1（整理自 Schmitt, 1999）所示可以透過感官、情感、思考、行

動及關聯等五個方向的營造策略，為消費者創造不同之體驗型式。 

 
 
 
 
 
 
 
 
 
 
 
 
 
 
 
 
 
 
 
 
 

圖 1.體驗行銷的營造方向（整理自 Schmitt, 1999） 

 

思考體驗 

經由創造驚奇、趣

味與挑戰性等活動，誘

發顧客的好奇心及延伸

思考。 

行動體驗 

設計與消費者生活

型態相關的體驗，包括

與他人互動，進而影響

購買決策。 

感官體驗 

經由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的刺

激，創造消費者正面感

受。 

情感體驗 

籍由剌激引起消費

者的情緒反應，使消費

者對品牌產生正 

面情感。 
關聯體驗 

在感官、情感、思

考、行動體驗活動後，

讓消費者對品牌產生認

同與歸屬感。

1  無汙染的稻田泥土香味讓
消費者樂於親近土地

2  體驗行銷的營造方向（整
理自 Schmit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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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嗅覺

農村田間無農藥及化學污染的氣息，讓消

費者樂於親近土地的感覺。例如花東縱谷花海

的花草香味、稻田的泥土香味、水稻香味等。

（四）味覺

讓消費者品嚐在地且最新鮮的農產品、風

味餐、特色料理等。例如有機蔬果、有機米、

客家大湯圓、泥火山豆腐、炒米香、手作味噌、

五行春捲、鹹鴨蛋等在地食材與料理。

（五）觸覺

消費者透過 DIY、農事的體驗，親手觸摸

新鮮食材進而產生不同以往的觸覺體驗。例如

搓揉客家大湯圓、手作味噌及春捲、植染鹹鴨

蛋等親手觸摸食材的體驗。

二、情感體驗

提供舊時農村復古、現實難得見到的活動

設計或服務，引出消費者的懷舊情感。例如自

己劈柴升火煮大鼎鍋巴飯，讓遊客體驗舊時田

間割稻飯的場景。

三、思考體驗

透過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慢食慢活及綠

色旅遊的機會，讓消費者獲得相關自然環境與

有機農業的知識，進而尊重土地價值與體會地

產地銷的重要。例如傳統的捕魚體驗讓遊客認

識在地的環境與生態，進一步關心、保護當地

的溪流生態。

四、行動體驗

藉由體驗活動，讓遊客因而改變生活態度

或習慣。例如選用在地有機食材，灌輸健康環

保、地產地銷的觀念，改變消費者愛用進口食

材及加工速食產品的習慣。

五、關聯體驗

經由品牌購買與使用產生連結，獲得社會

識別與歸屬。例如消費者在有機村落體驗後，

開始重視在地有機食材、認同地產地消理念。

結　語

由於國人對健康安全的飲食重視，現今的

消費者除了注重農產品的品質外，更在乎產品

以體驗行銷實現地產地消之策略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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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與安全性，因此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

模式逐漸為國人所接受。地產地消提供了生產

者與消費者交流的機會，藉由生產者和消費者

直接接觸，不僅可讓消費者獲得最新鮮的農產

品，更重要的是讓生產者有了食農教育的機

會，使消費者認識產地的農業生態價值與信任

農民的生產。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透過體驗行銷，讓消費

者對有機農業與土地價值產生關聯，明白農產

品的價值不只在食用性，對環境、文化的維護

也有其影響力。消費者體驗了精心設計的活動

後，除了願意購買有機產品、支持地產地消理

念外，更是讓農村經濟活絡起來，創造出生產

者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這也是本場期待有機

村聚落發展帶來的效益，更希望擴大富麗有機

樂活聚落的體驗行銷經驗，作為全國農村產業

發展的先行者。

3  花東縱谷自然景觀讓消費者擁有賞心悅目的視覺體驗

4  自己劈柴升火的舊時體驗

5  「花蓮 1號」大豆製作的泥火山豆腐

6  以新鮮食材製作的五行春捲

7  搓揉客家大湯圓的觸覺體驗

8  手作味噌的觸覺體驗

9  煮大鼎鍋巴飯體驗舊時場景

10  傳統的捕魚體驗讓遊客認識在地的環境與生態

6 7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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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體驗行銷實現地產地消之實例
作者：孫正華 助理研究員、

葉人瑋 研發替代役、

王義善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副研究員兼課長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0

前  言

本場為了擴大有機農業之發展，以羅山有

機村的建構與輔導模式為基礎架構，輔導羅山

鄰近村落包括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及豐南

村等，擴大有機村的規模形成富麗有機樂活聚

落。富麗有機樂活聚落的主要作物是水稻，其

他生產產規模較小的有桂竹筍、梅、李、愛玉、

有機蔬菜等，在有機作物穩定生產後，如何利

用體驗行銷讓消費者能提高對在地有機產品的

信心與認同，進而推動地產地消、活絡地方經

濟，是有機村聚落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體驗活動設計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利用在地生產的新鮮食

材，設計出一系列的體驗活動，使地區產業呈

現豐富多樣之面貌，更實質增加農家收入，包

括：

一、竹田村－客家大湯圓

在本場的輔導下，竹田有機村發揮創意結

合傳統大湯圓及在地有機食材，設計彩色客家

大湯圓體驗活動。在農忙之餘，由竹田社區發

展協會以及家政媽媽們共同帶領體驗活動，運

用有機村農產來推廣傳統客家美食與點心，不

但表現客家文化特色，亦增加地方農產之應

用，活絡有機村地方經濟，提高婦女參與機會

與收入。

二、羅山村

（一）泥火山豆腐

製作泥火山豆腐的材料是在地生產的「花

蓮 1 號」大豆和天然的泥火山鹵水，早年家家

戶戶都會做，但隨著人口外移這技藝也逐漸失

傳，在本場輔導體驗農家後，村民重新找回這

技藝並設計成體驗活動，讓遊客能體驗傳統泥

火山豆腐的好滋味。

（二）炒米香體驗

在本場輔導農民轉型體驗農家的過程中，

1

2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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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下，親手將在地新鮮蔬菜捲入春捲內，

藉由體驗活動認識當地食材。

在地食材：是時令鮮蔬、芋仔蕃薯、地瓜、

南瓜、小黃瓜、山苦瓜、碗豆、山藥、洛神花、

甜菜根

（二）大鼎鍋巴飯

越石料理屋的家政媽媽從傳統農村生活發

想，以記憶中農忙過後美味的割稻飯為主體，

結合有機米的生產和農村生活技藝，設計出

「大鼎鍋巴飯」的體驗活動，遊客從劈柴、升

火，到煮出一鍋美味的白飯，在動手製作美味

餐點的同時從中獲得喜悅與成就感，憫懷古時

刻苦耐勞精神。

羅山村設計傳統的炒米香體驗，舊時都是用螺

仔溪（羅山有機村的主要水源）純淨無汙染的

溪砂來炒米香，後期為了讓遊客感受到乾淨、

衛生的體驗活動，才改用鹽巴取代砂子炒出金

黃色的米香，以古法製作米香打響了名號，讓

許多遊客慕名前來。

（三）手作味噌

現任羅山有機村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冷孟臻

原是上班族，在 2007 年時參與本場舉辦的漂

鳥營活動，讓她開始憧憬純樸的田園生活，在

2008 年時毅然辭職全家搬到羅山有機村。為

了推廣羅山有機農產與串連在地農家，她結合

有機米及大豆，與家政媽媽們開發手作味噌的

體驗活動，除了能使產品多樣化之外，也讓遊

客對羅山有機村保有新鮮感。

 三、石牌村

（一）五行春捲

由於石牌有機村內有許多外籍配偶，帶來

多元的文化內涵，家政媽媽們於是將台灣傳統

農家餐中融入越南料理，成立越石料理屋，在

農忙之餘有額外的收入。在本場邀及有機村成

員共同討論開發農業體驗活動後，家政媽媽李

金女開始結合在地食材與新住民文化，開發出

地料理體驗―五行春捲。遊客可以在家政媽媽

1  體驗客家大湯圓製作活動的過程（在地食材：圓糯
米、花生）

2  體驗泥火山豆腐製作活動的過程（在地食材：「花
蓮 1號」大豆、泥火山鹵水）

3  體驗炒米香製作活動的過程（在地食材：有機糙米、
陳皮、花生）

4  體驗手作味噌製作活動的過程（在地食材：有機米、
大豆）

5  體驗五行春捲製作活動的過程

6 五行春捲成品 (在地食材：如文 )

3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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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美族傳統捕魚、護漁體驗

豐南有機村結合了在地的景觀、生態、農

業與傳統原住民文化，發展生態旅遊的套裝行

程。在地的村民為遊客設計出傳統特殊的捕魚

體驗活動，搭配生動的生態解說，讓遊客認識

阿美族的捕魚技術及護漁理念，成為豐南有機

村特色體驗活動之一。

結  語

地產地消提供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的機

會，藉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接觸，使消費者

認識產地的農業生態價值與信任農民的生產。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利用有機米食、雜糧、梅果

研發成米香、仙草年糕、豆腐乳、豆腐、梅粉、

梅精等產品，並設計出羅山村泥火山豆腐、炒

米香體驗與手工豆腐乳；竹田村客家大湯圓；

石牌村五行春捲及大鼎鍋巴飯活動；豐南村撿

鴨蛋、植染鴨蛋等體驗活動，消費者體驗了精

心設計的活動後，除了願意購買有機產品、支

持地產地消理念外，更實質增加農家收入。

2014 上半年度富麗有機樂活聚落有機米產值

已高達 1.2 億元，加上伴手禮與農家體驗，收

入增加五百多萬元，讓農村經濟活絡起來，成

為實踐地產地消的成功案例。

 四、豐南村

（一）鹹鴨蛋 DIY

在本場積極輔導富麗有機樂活聚落開發農

業體驗活動下，豐南家政班班長潘金菊設計出

鹹鴨蛋 DIY 體驗活動，為了實現地產地消概念

並解決鴨蛋供應問題，與家政班共同成立養鴨

人家收購鴨蛋，且將閒置的豬舍改建為「鴨咪

別莊」，作為體驗空間，讓遊客體驗的同時還

能感受古早味養鴨的情境，瞭解鴨子的生態。

（二）植染鹹鴨蛋

羅玉梅是豐南家政班的成員，在本場輔導

體驗活動開發討論中，與家政媽媽們一同提出

植染鹹鴨蛋，為鴨咪別莊設計出植染鹹鴨蛋的

體驗活動。羅玉梅積極研究植物圖鑑，避免使

用對人體有害的植物，並測試出適合植染鹹鴨

蛋的素材，如玫瑰的葉子、果園的金桔、行道

樹的落羽松，能染出特殊的紋理；紅茶、綠茶、

烏龍茶、薑黃、洋蔥、醬油等不同的素材能把

鴨蛋染色，讓參與體驗活動的遊客充滿驚喜。 

7  體驗大鼎鍋巴飯製作活動的過程（在地食材：有機
米）

8  體驗鹹蛋 DIY 的過程（在地食材：鴨蛋）

9  體驗植染鹹鴨蛋製作活動的過程（在地食材：鴨蛋）

7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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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米蘭世博系列－從產地到餐桌的解說方法

看見米蘭世博系列

從產地到餐桌的解說方法
作者：孫正華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0

前　言

近年來隨著食品安全意識的抬頭，國人對

食材的安全性與來源日益重視，現在的農業旅

遊型態逐漸轉變，強調連結產地與餐桌的「食

材旅行」的概念也應運而生。所謂的「食材旅

行」就是讓遊客直接到食材產地，從認識食材

到農業體驗，使遊客認識產地的農業生態價值

與信任農民的生產。本文以 2015 米蘭世博會

場上的解說標示與佈置展示實例，介紹如何將

從產地到餐桌的意識，透過解說媒體與工具的

運用，表現在農場的環境布置與體驗歷程。

解說媒體種類與特性

凡是傳達某種內容的物理性媒介都可稱為

媒體（Media），而廣義的媒體則包括使用這

些物理性媒體，去引起接受者反應的手段及方

法。本文所稱之解說媒體是指將解說訊息、主

題，傳達給遊客的方法及工具。

解說媒體的設置主要有下

列三項目的：

（一） 協助遊客對其所造訪的

地方，發展出一種敏銳

的認知、瞭解與欣賞，

使其獲得豐富而愉悅的

經驗。

（二） 達成經營管理的目的，減少遊客對資源

的衝擊。

（三） 每個解說設置單位都有訊息想要傳達給

社會大眾，良好的解說可以促進大眾對

它形象、目標與宗旨的瞭解。

在沒有人員（或非伴隨）解說的情況下，

為了讓遊客能認識農場的環境與理念，就需要

運用各種解說媒體去對遊客說明，而不經由解

說人員直接接觸遊客的解說服務方式，常見的

有視聽器材、解說牌誌、解說出版品、自導式

步道、自導式汽車導遊及展示等六種。

1  在「米」場館牆上的解說牌誌－介紹餐桌上的米種
類、營養價值及烹飪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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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米蘭世博如何展示「從產地到餐

桌」的實例

2015 世 博 會 的 主 題 為「 潤 養 地 球，

滋 養 生 命（Feeding the planet, energy for 
life）」，因此整個展覽會場的議題就是人類、

地球和食物之間的連結，因此會場的解說設計

及場地布置可作為展示「從產地到餐桌」意識

的借鏡。

一、解說牌誌

在世博會場中有一個專門介紹世界各國稻

米的場館，在入口牆上則標示了各種稻米的產

地、品種特性、營養成分及可烹調的種類，透

過文字、統計圖表及實物照片的解說，讓參觀

的遊客可以快速的瞭解水稻從各國產地到餐桌

的過程（圖 1），這種解說海報可用於農場入

口或體驗教室牆面上，讓遊客能在無人陪伴解

說時自行瀏覽。

在「米」場館的前方則設置許多實體的水

稻田，讓遊客能直接看到產地的水稻生長狀

況，而在水稻田前的解說牌則擔負了重要的導

覽任務（圖 2），為了讓遊客能在一個解說牌

上認識水稻從產地到餐桌的歷程，牌面上除了

有水稻的特性與烹飪方式描述外，還放置碾製

後的白米實體，讓遊客可以透過解說牌將眼前

的水稻植株連結到餐桌上常見的白米食材。

 在展覽會場常見各種植物的實體展示，但

尚未到達開花結果期，於是展方利用各種吊掛

型的解說牌誌，讓遊客快速的認識植物與其生

產的食材，以圖 3 的油桃（義大利文：Pesca 
Noce）為例，除了實體果樹及文字解說外，

在樹上吊掛著各種生長期的油桃照片，可以讓

遊客將油桃樹與餐桌上常見的油桃食材印象連

結在一起。

除了一般的解說牌外，也能應用 3C 解說

媒體協助解說，例如摩洛哥場館將平板電腦吊

掛在無花果樹模型上，播放著無花果生長、採

收、加工及包裝等內容（圖 4）。

 二、解說展示

在解說媒體中的「展示」（Exhibits）是

運用公開性的展出空間，經過規劃與佈置技

巧，對遊客陳列相關資訊的一種解說方式。其

目的為希望遊客在參觀之後，可以對管理區域

的資源及管理方式，產生一個整體的觀念。「展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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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稻田前方設置解說牌，除了介紹米的特性與烹飪

方式外，還放置碾製後的白米

3  在油桃樹前設置多個標示牌，除了品種特性介紹外

還放上桃子不同成熟期的照片

4  在無花果樹上吊掛平板播放採果、加工到包裝上市

的流程

5  透過模型展示豬肉從養殖場的活豬、分切及加工過

程

6  展示活豬分切、加工後成為餐桌上的豬肉、臘腸及
火腿等食材

4

6

5

示」通常被設計陳列於農場遊客中心、自然教

室及某些特殊的地點，以二度平面的鑲板、三

度空間的物體、生態造景（Dioramas）及模型

等方式，表現農場區域整體或某一特殊主題的

內涵。

在米蘭世博會就有許多從產地到餐桌的展

示實例，圖 5~8 是肉製品與乳製品的展示實

例，不必使用文字解說，遊客就能從圖 5 的模

型中，認識豬肉製品在產地的養殖狀況，活豬

經過屠宰分切及加工上架後，就能製成圖 6 各

種餐桌上常見的豬肉、臘腸及火腿等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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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的模型則是展示出傳統牛舍，遊客能

從中認識乳牛養殖與擠乳的過程，牛奶經過加

工後就能製成圖 8 各種餐桌上常見的鮮奶、起

司及乳製品等食材。

而在整個世博會場中最吸睛、最巨大的展

示模型就是英國的「蜂巢」館，英國館的設計

理念就是想告訴遊客蜜蜂與食物的關聯性，在

我們常吃的蔬果中，有 1/3 以上的作物是需要

靠蜜蜂授粉才能生存，「蜂巢」館的設計模擬

了一個蜜蜂居住的環境，遊客走入蜂巢可以瞭

解蜜蜂的生存環境，也能認識蜜蜂提供人們的

食物。

蜂巢外仿造蜂蜜產地情形，營造蜜源的花

園與草地，當遊客漫步在園中，可以從外部端

詳蜂巢、聽見模擬蜜蜂的嗡嗡聲，順著道路進

入蜂巢後，能感受模擬的蜂巢內部，另外也設

計互動的體驗設施，讓遊客可以透過傳導棒接

觸振動器，透過傳導到頭骨的不同振動頻率，

認識蜜蜂如何溝通與傳遞訊息。

10

9

8

7 透過模型展示牛奶從牛舍的擠奶及收集過程

8  展示牛奶加工後成為餐桌上的鮮奶、起司及乳製品
等食材

9  英國館布置為一個大型蜂巢，讓遊客親身體驗蜜蜂
生活及認識蜂蜜的來源

10  透過傳導到頭骨的振動，感受蜜蜂如何溝通與傳遞
訊息

7

結　語

要使解說媒體能夠發揮功能，首先須吸引

遊客前往觀看，讓遊客能主動地體會農場環境

及主題意涵，一個好的解說設計，不在於遵守

一成不變的教條式設計準則或規範，而是能夠

切中主題，將其特性、發展過程、現況特徵等，

經由各種解說媒體型式，做一生動扼要的說

明。本文蒐集 2015米蘭世博現場所見有關「從

產地到餐桌」主題的解說展示範例，希望能作

為農場解說設計的參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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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食物生產資訊透明化的未來超市

作者：孫正華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經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190

前　言

食安議題喚起了民眾對飲食安全的重視，

消費者開始對餐桌上的食物來源、農產品生產

過程以及如何選購健康食材等議題產生高度興

趣。而為了回應消費者需求，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保護消

費者「食」的安全，透明化農漁畜產品的生產

資訊，消費者透過產銷履歷追溯號碼，可以查

詢到生產者從農場到餐桌的資訊與詳細生產記

錄，讓消費者能夠吃得安全、吃得安心。

為了喚起全球對食物問題的重視，

2015 世博會的主題為「潤養地球，滋養生命

（Feeding the planet, energy for life）」，整

個展覽會場的議題就是人類、地球和食物之間

的連結，其中如何讓食物生產資訊透明化亦是

本次世博會討論的焦點，最具代表性的就屬義

大利最大連鎖超市集團 Coop Italia 及德國館所

1  在未來超市裡，消費者透過電腦資料庫可立即獲得
產品從生產到上架的資訊

2  消費者舉起產品，可立即從螢幕上看見產品的生產
資訊

1

2

看見米蘭世博系列

設計的未來超市概念館，本文將逐一介紹這些

國家如何利用最新的科技與資訊技術，將食物

生產資訊透明化的想法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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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 Italia 的未來超市－滿足消費

者對食物生產資訊透明化的需求

「Coop Italia」是消費者運動起家的義大

利消費合作社連鎖超市，擁有八百萬會員及超

過千個銷售點，年營業額 130 億歐元，是義大

利市占率第一的連鎖超市。即使消費合作社已

經成為現代化的大型通路商，仍秉持以消費者

為主體的精神，為了滿足消費者對食物生產資

訊透明化的需求，因此在 2015 年米蘭世界博

覽會請來了建築師 Carlo Ratti 設計了一個未來

超市 (Future Food District) 的概念館 ( 圖 1)。
未來超市將生鮮蔬果、禽畜品、水產品、

各式加工品、飲品、香料等數千種產品的生產

與使用資訊，建置在電腦資料庫中，消費者手

指著有興趣的產品，頭上的螢幕立刻顯示出這

產品的生產資訊，如價格、生產者、產地來源、

生產過程產生了多少二氧化碳以及是如何來到

貨架上的 ( 圖 2)，還包括產品的使用、烹飪方

法及營養資訊 ( 圖 3) 等，所有的資訊都由電腦

統一處理，然後以易讀的圖表形式展現出來，

讓消費者不再只是走到貨架前拿起產品、買完

就走，而是像過去上傳統市場購物般，可以從

農夫口中瞭解食物所有的生產資訊。

預測未來的人力缺乏及效率提升趨勢，未

來超市也提出以機械取代繁複的工作及人工服

務的概念，例如在現場的機械手臂展示能為消

費者提供自動包裝蔬果的服務 ( 圖 4)，結帳櫃

檯全程電子化沒有收費員，消費者利用產品條

3

4

7

6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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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自己刷條碼付款 ( 圖 5)，在傳統超市裡，這

些工作都是由工作人員來服務，在這間未來超

市裡展示出節省人力的概念，人的作用被機

器、資訊取代，營造出科技、便利的購物環境。

德國館的未來超市－價格不是消費者

選擇商品的唯一參數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能源部長 Sigmar 
Gabriel 在世博德國館的官網上說，德國是創

新的國度，在世博會上德國從政治、產業和社

會角度提出了為因應未來糧食挑戰的想法和解

決方案。德國館中設有食品、水、土地、生物

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等展區，每個區域都展示出

未來糧食問題與挑戰、解決方案以及德國目前

所採取的行動等，結合了國家政策、科技研發、

社會實踐等大量資訊，有很強的知識性和教育

性 ( 圖 6-7)。
因此德國館不像是一個能讓遊客娛樂放鬆

的地方，館內多媒體及互動裝置展示的是對保

護水資源、土壤、生物多樣性等嚴肅話題的

思考和探索，德國的「未來超市」不像 Coop 
Italia 是以實際購物體驗的方式來展示，而是

以一個概念館的方式來展現 ( 圖 8)。
德國的未來超市概念館牆面上，設有許多

模擬的購物車 ( 圖 9)，購物車底部裝設有觸控

螢幕，參觀者推動購物車可以在螢幕上看見商

品的圖片，在觸控螢幕上點選想瞭解的商品圖

片，電腦螢幕立即顯示產地來源、加工處理、

產品成份及品質等資訊 ( 圖 10)，消費者可通

過電腦顯示的參數來選擇商品，而不是比較價

格，這樣能有助於滿足消費者的個別需求、避

免食物浪費。

結　語

在未來超市的概念館中，從食物的生產、

配送、烹調、消費的每個環節都因為資訊的透

明化及多樣化，讓食物與消費者及生產者之間

有更多的認識與信任，更喚起了消費者對消費

行為的重視，消費決策不再只衡量「價格」這

個因素，消費者可以為了重視環境保護選擇碳

排放最少的產品，或者因為廚藝不佳而選擇最

方便烹飪的食材，更可能為了家人的健康以營

養成分作為購物指標。因此借鏡於米蘭世博的

未來超市概念，我們應更重視農產品生產資訊

的透明化及多樣化，不是只需提供生產的流程

及配送上架記錄，更要做到滿足各種消費者對

食物資訊的需求，幫助消費者認識食物及生產

者，更有助於提高消費意願、增加農民所得。

98

10

3  消費者在螢幕上可立即獲得使用、烹飪方法及營養
資訊

4  機械手臂展示為消費者提供自動包裝蔬果的服務

5  結帳全程電子化，消費者利用產品條碼自己刷條碼
付款

6  德國館的魚菜共生模型，展示食物生產的方法

7  食物烹飪檯以多媒體展示食物烹調的各種方式

8  德國館的未來超市概念館，牆面模擬商品擺設並有
裝載螢幕的購物車穿梭

9  概念館牆面上，設有許多模擬的購物車讓消費者模
擬購物情境

10  購物車模型上裝載觸控螢幕，消費者選擇商品後立
即顯示食物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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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仙草，相信生長於台灣的大家應該都對它

很熟悉，無論是夏天的仙草冰或是冬天的燒仙

草，仙草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不可以或缺的

角色。仙草，是少數原生於台灣的作物。但因

進口仙草的成本與價格低廉，大量吞噬國產仙

草的市場，所以大家平常市面上吃到的各式仙

草產品多為進口仙草製作而成。農委會為活化

休耕農地，提高國家糧食及農產品自給率，鼓

勵休耕農地栽培進口替代作物，2014 年起將

仙草納入轉 ( 契 ) 作進口替代作物補貼項目，

每公頃休耕地轉 ( 契 ) 作仙草，可獲 45,000 元

補貼，有機栽培另加 15,000 元，大佃農再加

10,000 元。期望可以增加台灣本土仙草栽培面

積，提高國產仙草自給率。

仙草之生育環境與性狀

仙草為唇形花科仙草屬草本植物，原產於

台灣本島中低海拔地區，性喜溫暖濕潤，不耐

低溫。早期台灣田野山麓，甚至農田旁邊田埂

上便可發現野生仙草蹤跡，所以仙草另一俗稱

為田草。但因數十年來除草劑的廣泛使用、人

為的採集以及外來強勢植物競爭等因素，讓原

生於台灣的仙草，野生族群從台灣田野快速消

活化休耕地 栽培有機仙草
作者：游之穎 助理研究員、

余德發 副研究員(已退休)、

詹庭筑 計畫助理 

作物改良課

原住民農業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41

失，野生的仙草已越來越不容易見到。但仙草

利用性佳，已普遍被人為栽培利用，尤以客家

聚落常可見到仙草的栽培利用。

仙草外觀性狀變異大，植株形態有直立

型、半直立型及匍匐型，莖方形，被毛，紫紅

色或綠色。葉對生，葉片狹卵形或卵形，葉緣

具鋸齒。花為輪生總狀花序，顏色為白色、淡

紫色或紫紅色。

仙草有機栽培簡介

一、選地：仙草喜濕潤，種植仙草宜選擇灌溉

方便或水源無虞之土地，前期為水田者，

可降低雜草及病蟲害之發生，以水旱輪作

為佳，土壤酸鹼度以偏酸性為宜。

二、種植時期：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扦插，取

二至三節枝條為插穗，扦插育苗約 1 個

月，根系發育完整後。於 3 月中旬至 4 月

中旬溫度逐漸回升，即可定植於田間。自

行育苗的取穗母本前一年應修剪花芽避免

1

2

活化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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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炎炎夏日仙草茶配仙草冰消暑又退火

2  不使用除草劑，以砍草方式除草而倖存的野生
仙草植株

3  直立型仙草植株形態

4  匍匐型仙草株型

5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取仙草頂芽 2-3 節扦插育
苗情形

開花，或是過年後直接跟

育苗業者訂購。

三、整地：視土地實際情形需

要調整，若為長期休耕

地，至少需整地 2-3 次，

每次間隔約兩週，讓雜草

殘株腐爛並消耗土壤中雜

草種子，最後一次整地完

成後作畦，畦面寬約 1 公

尺，並做好田間排水。為

便於後續雜草管理，可鋪

設銀黑塑膠布，抑制雜草兼具土壤保濕。

四、肥培管理：施肥量需視土壤肥力而定，

依據作物施肥手冊仙草三要素推薦量為

N:P2O5:K2O=130-150:40-60:60-80。若以

有機質肥料取代化學肥料，其施用量可依

下列公式估算而得：有機質肥料施用量 (
公斤 )＝氮肥推薦量×(100÷堆肥乾物中

氮素成分 )×(1÷ 堆肥乾物含量 %)×2.0
或 1.25。 以 N:P2O5:K2O=4.9:2.1:1.9 含

量之有機質肥料為例，每公頃約需 5,500- 
6,500 公斤，可於基肥一次施用，施用時

間於定植前半個月均勻撒布，並隨即整地

掩埋入土。

五、行株距：仙草採一畦一行，一穴一株方式

種植，行距 1.2 公尺 ( 半直立型 ) 或 1.4
公尺 ( 匍匐型 )，株距 0.6 公尺 ( 半直立

型 ) 或 0.9 公尺 ( 匍匐型 )，每公頃種植

約 7,940-11,900 株。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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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灌排水管理：仙草性喜濕潤，尤以定植後，

應立即灌溉。生育期間應保持濕潤，以利

生長。但若積水根系缺氧，會導致生長遲

滯、葉片脫落，甚至腐爛。因此整地時，

應做好田間排水，避免發生積水情形。

七、病蟲害管理：仙草生育期間無嚴重病蟲害，

一般無需特別病蟲害防治，適合有機栽

培。

八、收穫：植物一般在開花前期，次級代謝物

含量較高，故仙草以頂芽及腋芽長出花蕾

時為採收適期。台灣南北部採收時間不

同，南部約 8 月底至 9 月初，北部在 10
月中旬前採收，東部採收期約在 10 月中

上旬。因採收後需乾燥，採收時以連續晴

朗天氣為佳。收穫時以從基部切斷，以減

少砂土雜質。仙草乾燥葉片易脫落，曝曬

時下方可墊帆布或尼龍網，曬乾後綁成小

捆或以方形空箱擠壓成長方體，再以繩子

捆緊，置於儲藏室內，保持通風乾燥，避

免受潮發霉。今仙草也有類似茶葉採收方

式，可多次修剪上方枝葉，經烘乾切碎等

處理，縮短仙草熟成時間。

九、儲藏：傳統上，仙草乾草通常會經一段儲

藏期間後，可提高仙草的凝膠強度及香

氣。儲藏場所應選乾燥通風之場地，底部

墊高保持通風，並在仙草乾草上覆蓋黑色

9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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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仙草採一畦一行，一穴一株方式種植，行距 1.2 公

尺 ( 半直立型 ) 或 1.4 公尺 ( 匍匐型 )，株距 0.6

公尺 (半直立型 )或 0.9 公尺 (匍匐型 )

7  收穫後乾燥，以方形空箱擠壓成長方體，再以繩子

捆緊，置於儲藏室內，保持通風乾燥，避免受潮發

霉

8  在田埂上復育原本就生長於田埂的仙草 ( 田草 )，

不僅可間作增加收益，還有景觀與生態功能

9  果園下栽培仙草，不僅可增加收益，還可減少其他
雜草生長，一舉數得

10  仙草開花，花數眾多，有淡紫色至紫紅色，媲美薰

衣草

11  仙草開花時，吸引大量蜜蜂前來覓食

12  宜蘭青農何政儒初次嘗試仙草栽培，覺得仙草栽培

不難且省工，開花壯觀漂亮

13  花蓮青農楊道明首次栽培仙草，覺得仙草開花就像
「台灣薰衣草」，未來可配合當地觀光休閒，還吸

引大量的蜜蜂，「仙草蜜」似乎也是個特色

塑膠布以防潮濕變質。因為仙草乾草一般

需要經過儲藏時期，所以和其他農產品需

在新鮮時銷售不同，有較長的儲架壽命，

可調節產銷壓力，但需要有可以儲藏的空

間。

仙草的用途與功能

一、食用功能：仙草是少數冷、熱、甜、鹹都

合宜的食材，夏天「仙草茶」、「仙草凍」

清涼退火，也可煮成暖暖的「仙草雞湯」，

冬天更是一定要吃「燒仙草」。有許多以

仙草為主軸的店家，開發多樣化的仙草餐

點如「炸仙草」、「仙草水餃」、「仙草

粄條」、「仙草年糕」等。

二、保健功能：仙草的清涼退火、解渴消暑功

能，最廣為人知，許多農友表示夏天喝仙

草茶，有助於預防中暑。許多本草書籍中

有相關記載，如本草求原記載「清暑熱，

解臟腑結熱毒。治酒風。」中國藥植圖鑑

記載：「為清涼解渴除暑劑，全草煎服治

糖尿病。」

10 11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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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功能：仙草植株型態多樣，有直立型、

半直立型及匍匐型，有些植株形態優美，

可應用於庭園花壇。仙草開花時，抽出大

量淡紫色、紫紅色花序，猶如薰衣草花田

般，極具景觀功能。

四、生態功能：仙草田開花時，嗡嗡聲不絕於

耳，西洋蜂、中國蜂齊來採花蜜、花粉。

仙草花不僅讓蜜蜂回來了，小灰蝶、蜻蜓

和食蚜蠅也來湊熱鬧，蜘蛛悄悄地在一旁

守候。仙草花讓蕭瑟的秋天，豐富活潑起

來。

五、水土保持功能：早期仙草常見於田埂邊坡、

果園下層，覆蓋土壤表面，減少雨水逕流

沖蝕土壤。仙草匍匐走莖的不定根可以抓

住土壤，保護水土，有助於調節土壤微氣

候與微生物環境。

結　語

仙草利用方式多元，國內需求量大，加上

仙草栽培管理粗放，是有機栽培不錯的選擇。

另仙草植株型態優美，開花時花數眾多，大量

的紫色花穗可媲美薰衣草。開花時會吸引大量

蜜蜂前來，是很好的蜜源植物，兼具景觀與生

態功能。匍匐型的仙草更可以種植在梯田邊坡

或是果園中，當做水土保持地被植物。仙草是

兼具飲食、保健、觀賞及生態等功能之臺灣原

生植物，是活化台灣休耕農地的好選擇。

14  西洋蜂 (左 )與中國蜂 (右 )都前來採集仙草花蜜
與花粉，蜘蛛也來覓食

15  仙草開花吸引多樣化的昆蟲前來覓食 (a: 蜻蜓；
b: 蜘蛛；c: 食蚜蠅 )

14 15a

15b

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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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花蓮地區為全台最大之有機大豆產區，每

到收成時皆造成搶購熱潮，但因產量有限，每

每供不應求，因此售價高達每公斤 300 元。近

年投入種植的農友與面積不斷的增加，以 104
度來說種植面積已達 100 公頃，成為花蓮地區

最夯的農作物之一。雖然大豆產業生產技術純

熟，但收成後的挑選與分級作業卻仍然仰賴大

量人力，農友常因為挑選作業來不及而錯過不

少訂單，也因無足夠人力挑豆不敢擴大種植面

積。

經深入探討後，得知花蓮地區有機大豆產

業目前遇到的困境，其一是耕地規模較小，農

田大多是公頃級以下，且相對畸零、分散，無

法像西部大規模的集約種植及管理，因此難形

成農機代耕、代選的產業。而現有昂貴的農機

大豆初級選別機之研發
作者：張光華 助理研究員、

簡宏諭 研究助理、

余德發 副研究員 (已退休 ) 

作物環境課

農業機械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81

也非小農所能負擔，有機大豆產業因此機械化

程度較低。其二為東部平均日照時間較西部

短，且二期作常有颱風的危害，因此產量只有

西部慣行農法的一半。由於無適用的選別機

械，轄內農友依舊採用最傳統的人工挑選，但

因農村勞動力不足，且作業效率低，往往緩不

濟急，挑選作業儼然成為有機大豆產業中最艱

辛的工作 ( 圖２)。在了解農友的需求後，本場

針對小規模農場，研發適用的小型選別設備，

以解決產業人力不足的缺口。

1

2

1  大豆初級選別機操作輕鬆、快速又準確

2  農友戴著老花眼鏡吃力挑選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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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初級選別機的原理與操作

大豆初級選別機的設計原理，是利用飽滿

大豆滾動效果較好，乾扁大豆滾動效果差的差

異性，設計可以調整的傾斜輸送檯面，使大豆

在輸送檯面上依滾動效果不同，將良品大豆與

劣質品大豆分流，達到挑選之目的。

主要結構包括無段速調整直流馬達組、儲

料桶、輸送帶組、良 ( 劣 ) 品收集槽、鼓風機

等 ( 圖 3)，作動原理是直流馬達帶動傳動軸使

輸送帶行進，大豆由儲料桶經螺旋出料，在輸

送檯斜面上依據飽滿度多方向滾動，良品大豆

粒徑渾圓飽滿滾動快，因此會快速滾落到良品

收集槽。劣質品、枯枝、枯梗等的滾動效果差

或完全不滾動，被輸送帶送至最末端進入劣質

品收集槽。本機採用工業常用的輸送帶為主

體，耐用不易損壞且價格便宜，可降低機台的

生產成本。機械結構已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之新型專利及技術報告保護。

大豆初級選別機操作簡單，首先選擇一個

半開放且平整的空間放置選別機，避免粉塵汙

染及地面不平整影響選別效率。視水平氣泡調

整腳架，使機台保持水平。將收集槽套上收集

袋後，在儲料桶放入待選大豆，打開馬達及鼓

風機電源開關，即可開始挑選。期間僅需更換

已滿之收集袋及補充待挑選之大豆，便可以輕

鬆完成選別作業 ( 圖 1)。

效能與經濟效益分析

目前大豆挑選方式有機器選別及人工選別

兩種方式，在機器選別的部分，國內常見的是

日本進口的大型選別機，其選別量約每小時

500-1,000 公斤，適用於大規模生產，不過使

用者需依自身需求，自行調校輸送帶角度及速

度等參數。而人力選別需先層層過篩，最後再

挑選出劣質大豆，每人每小時最多僅能挑選 8
公斤。本場研發之大豆初級選別機，作業能力

每小時達 50 公斤以上，選別準確率達 9 成以

無段速調整馬達組

劣品蒐集槽

良品蒐集槽
次良品蒐集槽

輸送帶組

鼓風機

儲料桶3

活化休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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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有效挑除枯枝、枯梗、扁豆、蟲蛀之

大豆等劣質品及異物 ( 圖 4)。本機的價格與處

理量更貼近小農的需求，選別效能比較如表 1
所示。

對於公頃級以下的小農來說，購買進口選

別機價格高且使用的時間太短，投入的設備成

本難以回收，而以人工選別則是效率太低，生

產規模因此受限。以每公頃收穫 1200 公斤有

機大豆試算，單單人工挑選大豆的成本就需要

18,000 元 (1,200 公斤 /8 公斤 / 小時 x 120 元

/ 小時 )，且需耗費一個月以上的時間。大豆初

級選別機僅需 3-4 天即可完成，可降低人力成

本且作業輕鬆。

大豆初級選別機售價約 6 萬元左右 ( 實
際售價依廠商報價為準 )，為日本進口機器的

1/10 左右，農友僅需幾期收穫所節省之人力成

本即可快速回收。對於有機大豆產業而言，引

進大豆選別機可補足大豆選別的人力缺口，提

昇產業機械化程度。

結　語

大豆初級選別機作業能力及準確率高，且

操作容易，可節省農時及減輕農友辛勞。因購

置成本及效能合宜，適合中、小型農場使用。

目前已知除了大豆，本機也適用於黑豆、豌豆

及紅豆等圓粒狀農作物的選別作業。為確保機

械品質，本機已申請且通過「農機性能測定」，

符合農機補助的條件，可降低農友購置成本。

機械已取得經濟部智財局的新型專利與技術報

告保護，並技術轉移予「統農機械有限公司」

量產 *，農友如有小型豆類選別需求，可向廠

商詢問。

*　統農機械有限公司。電話 (04)2778-7119。

3  大豆初級選別機構造

4  選別後良品 (左 )與劣品 (右 )的成效

 大豆初級選別機 日本進口選別機 人工挑選 

作業方式 輸送帶滾動 多層輸送帶滾動 手工挑選 

作業能力 50 公斤以上/小時 500 公斤以上/小時 8 公斤/小時 

剔 除 物 
枯枝梗、雜質、未飽滿及破

損大豆 

枯枝梗、雜質、未飽滿及破

損大豆 

枯枝梗、雜質、未飽

滿及破損大豆、紫斑

病大豆 

分  級 分良、次良、劣質等三級 分大、中、小、劣質等四級 依需求自行分級 

選別效率 95%以上 使用者自行調整 100% 

價  格 6 萬 約 65 萬 120/小時 

 

表 1、選別方式及效能比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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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野生植物被採摘作為野菜食用的種類繁

多，其中草本野菜從海灘到山邊各有不同種

類，如海邊常見的番杏、濱蘿蔔、林投等；田

野常見的龍葵、野莧、苦苣、土人蔘、山芹菜、

昭和草、紫背草、小葉灰藋等；山野溝邊的糯

米團、過溝菜蕨、山蘇花等，野溪裏如水芹菜、

豆瓣菜等，這些野菜生命力強，生長期長，繁

殖容易，是鄉下老人家及原住民常採摘甚至種

植的植物，這些植物也是近幾年來被認為是具

有耐逆境，可連續採收且適合開發的植物。

野生蔬菜之繁殖與種植

龍葵、野莧、苦苣、土人蔘、山芹菜、昭

和草、紫背草、小葉灰藋、水芹菜等野菜種子

繁殖容易，只要在開花結實的適當季節很容易

採收到大量種子，一般野菜種子落地遇到濕潤

的環境就會發芽。

適合連續採收之野菜栽培

作者：全中和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00

大部分的野菜都可以用扦插繁殖，包括龍

葵、野莧、土人蔘、紫背草、糯米團、番杏及

豆瓣菜等採新鮮枝條 1-2 節扦插於穴盤，枝條

剪下後即插於濕潤之泥碳土等介質上，置於陰

涼處，早晚各噴一次水，保持濕潤，即容易成

活，待長出新芽具 3-5 片新葉時即可定植於田

間。或選擇陰涼天氣可以直接取長枝條扦插於

畦面上，每 2-3 支枝條扦插於同一穴，扦插後

保持畦面濕潤，容易成活。

種植時期春季宜在 2 月底至 4 月初，秋季

宜在 10 月份，採作畦栽培，畦寬約 1.0-1.2 公

尺，行株距 20 公分 × 20 公分，選株高 3-5
公分 (3-5 片葉 ) 健康種苗移植為宜。一般開春

後進行育苗後再移植之方式生育最佳，可延長

營養生長期和採收期。作畦栽培時，因初期植

株生長緩慢易被雜草覆蓋造成生長勢弱化，畦

面覆蓋雜草抑制蓆、稻殼或稻草可有效防止雜

草蔓延，適當密植亦可減少雜草競爭力並可提

高單位面積產量。

1

2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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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拉近產地與餐桌的距離、享受農事活動

樂趣，本場輔導羅山有機村及鄰近的竹田、石

牌、永豐及豐南村等，擴大有機村的規模形成

富麗有機樂活聚落，並推出多樣化的有機食農

體驗活動，以在地食材為元素，開發地方特色

料理與農村體驗活動。

除了來羅山有機村必玩的泥火山豆腐、炒

米香體驗外，竹田村以在地食材及米穀粉，開

發彩色大湯圓體驗活動，從中感受客家文化傳

承及村民團結互助的合作精神；石牌村結合多

種色彩的有機蔬菜，以在地的有機農產品開發

出五行春捲，配合劈柴升火、起灶煮飯的大鼎

鍋巴飯活動，體會早年稻米收割後，農民相聚

享用美食的工作記憶；豐南村從撿鴨蛋開始行

程，結合植物染技術，開發出植染鴨蛋體驗，

並融入阿美族文化，推出傳統捕魚、護漁體驗

活動等。

更多精彩的富麗有機樂活聚落－有機食農

體驗活動及農村小故事，收錄在本場專刊「地

產地消ㄒㄧㄣ旅行－有機食農體驗

趣 (連結 QR code如右 )」，以及
本刊專文「富麗有機樂活聚落以體

驗行銷實現地產地消之實例」，歡迎於官網下

載閱讀。

各項體驗活動聯繫方式如下表。

隨著春天的腳步　體驗有機樂活食農趣

食農體驗 在地食材 聯絡人（電話）

泥火山豆腐 大豆、泥火山鹵水
大自然體驗農家 (03-8821352、0939-327628)；

玉竹軒 (03-8821360、0938-309069)

手做味噌 大豆、稻米 月荷塘鄉村民宿 (03-8821811、0916-358822)

炒米香 糙米、陳皮、花生 雞鳴園 (03-8821348、0911-761966)

客家大湯圓 圓糯米、花生 竹田社區發展協會 (0921-172629)

五行春捲、大鼎鍋巴飯 時令蔬菜、稻米 越石料理屋 (0921-862937)

植染鹹鴨蛋 鴨蛋 鴨咪別莊 (03-8831834)

阿美族傳統捕魚護魚體驗 護魚體驗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03-8831834)

1  洛葵可連續採收多月

2  原住民常取食可連續採收之水芹菜

3  紫背草採收後新芽很快長出

4  龍葵多次採收新芽生長旺盛

5  糯米糰扦插繁殖容易

6  鮮嫩的番杏適合連續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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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栽培之肥培及水份管理

野菜栽培一般對土壤要求不嚴，但以土壤

肥沃、疏鬆、排水良好、水分管理方便，富含

有機質的壤土種植，其生育、品質及產量較佳。

以缺乏有機質，通氣不良的粘質土種植則根系

發育不良，葉片及芽體較易黃化、老化。野菜

通常較耐寒、耐熱、耐濕、耐旱、耐強風、耐

豪雨及耐瘠性均強，惟高熱及光照強的環境下

容易老化，口感較差，適合食用部分減少；水

分及養分管理良好生長期可以超過 3-6個月。
　　種苗種植前宜進行深耕，每 0.1公頃田區
施腐熟堆肥 2-3公噸，整地後作畦使土壤細緻
疏鬆及畦面平整。移植成活後生長快速，採收

2-4次或每隔 3-4週追肥 1次，每 0.1公頃追
施有機質肥料 1包以促進生長，並使葉面及嫩
心芽增厚增大。經常保持土壤濕潤，乾旱時注

意灌水或噴水，遇颱風暴雨需及時排除積水，

以防植株積水太久後的強烈日照及高溫下造成

根部腐爛導致植株枯萎死亡。

不斷採摘可食用部位延緩生殖生長與

老化

野生蔬菜種子發芽後約 10-20日即可採收
或拔取嫩芽食用，採收後經 5-10日側芽及新
芽即又長出，可再採摘嫩芽和嫩莖葉食用。一

般在植株高約 10-15公分時開始抽花莖，此時
即可第一次採收，摘取上部 5-10公分的嫩莖
葉，基部留 5公分左右讓其再次萌生新芽，每
1-2週可採收一次嫩莖葉，適時採收品質幼嫩

可口，如龍葵、野莧、苦苣、土人蔘、紫背草、

番杏及小葉灰藋等皆有這種特性。如果太慢採

收，植株生育朝開花結實之生殖生長並逐漸老

化且影響食用品質及新芽抽出之營養生長。

結　語

適合連續採收之野菜耐貧瘠的土壤環境與

不良的氣候，生長期長，在東部地區夏秋多颱

風季節，可視為最佳救荒野菜，也可提供多樣

的夏季蔬菜選擇，口味及營養特殊，倘能給予

適當栽培管理及烹調料理，可以代替部份綠色

蔬菜，是特殊風味餐之最佳食材選擇；因其宿

根栽培可以採收多次，將可減少土地翻耕的次

數及成本支出，值得推廣栽培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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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本場研發大豆初級選別機自 104年 9月推
出後，受各界農友熱烈詢問，目前全台已售出

超過 25台，為保障農友權益，農委會訂定農
機性能測定，項目包括作業能力、損傷程度、

選別精度及連續作業能力等，本機所有項目測

試結果均通過，品質更掛保證。

大豆初級選別機以簡易的物理原理與低成

本的機械平台，有效解決小農在選別作業的人

力缺口，試用過的青農柯春伎以及蘇秀蓮均表

示，機械選別效率 10位人力都抵不過，並且
本機適用性廣、價格實惠，實在是農民的好幫

手。

本 機 動 態 影 片 可 於

youtube搜尋「大豆初級選別
機」或至本場影音專頁 (可手
機掃描 QR Code)。

▲本機於農試所進行農機性能測定作業情形

通過農機性能測定 

本場大豆初級選別機品質掛保證 第 九 十 五 期

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出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季 刊

※ 歡迎下載「花宜農情 WAY」APP 粉絲團

Android 版本下載 ios 版本下載 歡迎來按讚

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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