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業時間：11:00~22:00 週一公休（遇假

日停休) 

 

供餐時間：平日 11:00~15:30(假日至

15:00)、17:00~20:30 

 

預約訂位：02-22911507 02-22919509

訂位請於 11:00~20:00 電洽。 

現場演唱-為回饋消費者對本餐廳的支

持與愛護，每周六晚上七點，安排歌手

現場歌唱表演，座位有限，請及早訂位。

〈備註：遇下雨或寒流時則取消表演〉 

大小包廂-希望寧靜用餐的您，怕熱怕冷

的您，這裡提供 8-70 人的大小包廂，讓

您有個愉悅的用餐環境，但記得 

先預約。 

 

四季觀音山 

01~03 月 凌雲寺、凌雲蟬寺新春祈福，

賞楓賞櫻 

04~06 月 觀音山遊客中心，觀鷹賞蝶，

營火蟲生態之旅 

05~10 月 觀音山竹筍季，品嚐竹筍大

餐、採筍太生態體驗活動 

10~12 月 觀音山硬漢嶺，登山健行賞全

台最美夜景 

碧瑤山莊位於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觀音山風景區，山莊創立於民國 80 年，全區是

以百年土牆厝為主要建築，堅持原木搭建的涼亭木屋及參天老樹，提供了一處具有鄉村自然

景觀及優雅舒適的用餐環境。在這裡可以品嚐道地的竹筍大餐及鄉土創意料理，偌大的中庭

提供陀螺、大滾輪等懷舊的親子活動，讓小朋友快樂的遊戲，大人無慮的用餐。百年古厝-

碧瑤山莊古厝係先祖楊金在創建於明志 31 年（1898 年），當時是以 50 元施工建造，屋頂

以茅草覆蓋，牆面用土牆（搗牆），是一傳統的閩南式建築，民國 64 年翻修，屋頂改以日本

宿舍舊瓦，牆面為防雨水，下堵改以水泥舖面，上堵則是白石灰。  

服務項目 

一、餐飲：觀音山竹筍大餐、鄉土料理 

二、觀音山農特產販售服務〈觀音山綠竹筍〉 

三、環境設施：鄉村庭園景觀、百年古厝、

宴會大廳、小型會議室、大小獨立包廂、樹 

  下涼亭、露天雅座、文化走廊、四季果樹、

大型停車場。 

 

 

  248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三段 112

碧瑤山莊庭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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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建葳  美編/簡秀如 

理事長的話:                

   名譽理事長、各位 OISCA的會員、理監事及顧問們，新年好!  

   承蒙各位理事的抬愛承接第十六屆理事長的重責大任，轉眼間從草

根大使加入 OISCA至今已 28個年頭了，歷經過 7屆 6位理事長的時

代；也擔任 6屆理事並帶領赴日交流研習 20年的領隊。 

   參訪過日本 OISCA的各個研習中心也促成了暑假赴日遊學；學習日

語、文化體驗、環保教育至今已舉辦 14屆了，中間因 311震災和近 2

年的疫情而停辦，參加過的學員也有百人以上，深獲參加人員的喜愛

也促成許多會員子弟到日本 OISCA高中留學進而就讀日本的大學為台

灣培育了人才。 

    希望在我這屆的任期內能把這些曾經參加留學、遊學及赴日有機

研習的團員們找回來，失聯的草根大使會員們再次聯繫交流。 

   目前國際疫情還是很嚴峻國際交流應該沒那麼快恢復，但國內的交

流比較快，我們可能會分春夏秋冬北中南東四區輪流舉辦結合食農體

驗及兒童之森植樹活動。另外我們台灣 OISCA的國際交流研習中心設

立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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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十六屆理事長吳建葳與會員共勉之 

理事長吳建葳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OISCA)中華民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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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導  

 
 

 
吳理事長帶領新團隊於 111年 1月 5日至蘆洲總部與第 15屆莊慶達理事長團

隊進行交接；並有監事李宗乾先生見證完成。 

   

文/劉又菱 美編/簡秀如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

中華民國總會第 16屆第一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於 110 年 11月

23日上午，由莊理事長主持會

議；分別選出第 16屆新任理事

長吳建葳先生和連任的常務監

事林淑敏女士，任期自 114年

11月 22日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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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3日吳理事長帶領副理事長彭立沛教授、吳建康理事一同拜會行政院農

委會國際處，國際處非常肯定 OISCA也會持續支持與合作。與農委會的專案計畫，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修正部分計畫內容，日本有機農業研習活動暫停辦理，預計

規劃會員國內交流及食農教育體驗項目。 

     
    吳理事長選任 2 位理事為副理事長分別為洪帛梧先生及彭立沛先生，一同帶領

大家在未來的四年，開創新的契機，展現新的風貌。 

 
 

 

 

OISCA以「愛護地球、保育生態、發展經濟」為宗旨， 

台灣在 1973年以中華民國總會名義加入，是 OISCA全球 36個會員國之一。 

吳理事長緊接於 1月 11 日帶

領團隊至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

會，拜會名譽理事長陳烱松先生

請益協會未來發展方向，與會有

林榮彬顧問、張麗華顧問及張麗

華執行長，名譽理事長非常肯定

吳建葳理事長，也會繼續支持協

會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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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看到我們的青菜兒，長的好快，我們對他的付出，它們好努力回報（雖 

然草兒總是不甘示弱，總是長的比菜兒還高），還有農夫臉上的喜悅，還有他對於

這土地越來越離不開的感情，身為農婦的我，也只能…… 跟著ㄌ一ㄠˊ下去了! 

     
     

    這一切對於我們都是新的開始，名片還沒印好,也還沒有正式的 DM， 

有機驗證通過預計八月取得，資材室正等著鄉公所核准，才可蓋冷藏室，好亂! 

    好雜!一切都未就緒，就只有「原有的草兒及蟲兒總是歡迎著我們」! 

    上面這段文字是職業身分由公司高階主管轉為農婦的手札紀錄。御圃有機農

場至今已成立快 9年，農場主人是林聖智，黃麗惠夫婦。我就是上面那段雜記的農

婦，每次看到這篇雜記心頭總湧上各種思緒。 

 

時間回到民國 101 年，農夫林聖智因為中年轉業，開始思索如何善用目前的資

源，創造事業第二春，想到阿公留下的 7分地農地，於是開始報名農民學院的一系

列課程，從農業概論，有機種植，堆肥製作，土壤肥分管理，水分管理，果樹栽

培……，只要跟農業相關的課程全都都報名上課，就是想要了解可以在阿公留下的 

 

從無到有的御圃有機農場 
 文/黃麗君 美編/簡秀如 

 

『炎炎夏日，採收了第一批青菜兒 

，聞到農夫身上濃濃的汗臭味，看到

農夫黝黑的皮膚，每每從農場回到

家，努力清洗指縫中的泥土，望著鏡

中農婦紅咚咚的臉，心想著用再多的

美白也沒用，想著自己幹嘛這麼辛

苦，習慣冷氣房的我，溫度調的好辛

苦。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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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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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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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可以發展甚麼樣的事業。一系列 

課程結束後，種植有機短期葉菜類的念頭 

慢慢浮現在農夫的腦海裡，隨著消費者重 

視食品安全意識的抬頭，及世界各國農業 

政策追求能永續發展，有機種植方式已經 

是農業產業發展的趨勢。台灣北部農地面 

積小且比較零散，比較適合發展精緻農業 

且桃園離北部的消費市場近，經過分析與 

討論，農夫決定從種植有機葉菜開始。 

                                 

 

 

考慮設施農業的投入成本高，又無經驗，要減少失敗的風險，最好的方式就是到經

營有成的農場去實習，農民學院上課認識的吳文岳老師，願意教導無經驗的學徒，

且吳老師農場規模 5 分地，與自有土地面積相當，對於剛開始投入的小農是很好的

學習對象，吳老師總是說，要經歷最熱的夏季，存活得下來，才能真正的務農。於

是農夫林聖智便開始了 6個月的學徒生活，每天早上 5:00出門，傍晚 7 點多回

家。臉孔變得黝黑，身材變得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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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 102年開始規劃自有農場的建置，從搭建溫網，購買農機，資材選購，生

產排程，員工招募，種菜，採菜，銷售，蔬菜給水，申請有機認證，每一件事情都

跟原本規劃不一樣，看別人做都覺得很輕鬆，怎麼自己試了就不一樣，這就是農夫

一開始遇到的挫折。這時農委會為了鼓勵青年返鄉從農，開始甄選第一屆的百大青

農，為了瞭解國家農業政策，善用公部門的資源，農夫也報考第一屆百大青農，好

運加持，農夫獲選為第一屆百大青農，也因此認識了陪伴師黃兆隆與劉又菱夫婦，

感謝陪伴師夫婦無私的教導，從生產種植，蟲害管理，水分管理，銷售通路，農場

機械化….有任何問題，陪伴師總是能給出建議，就是一本活字典，因為有陪伴師

農場的典範，墊下御圃有機農場規模化的基礎。 

 

    這時後還在外面公司上班的假日兼職農婦，也沒閒著，就像替新生兒命名一

般，也找了師父算了筆畫，翻遍字典，想替農場取個名字，經過無數次的更新捨棄

再提出，『御圃』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為何取名『御圃』呢? 農婦說，要求自己

的產品像是古代朝貢給天子的貢品一樣，將最好的蔬菜品質提供給消費者，農夫

說，『御』有管理的意思，在生產方面希望能管理好我們自己的有機農場，這樣才

能穩定提供產品給消費者，御圃這個名字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們二個夫妻要做到的

承諾。 

 

    農場一開始只有搭建二分地，隨著學校營養午餐有機蔬菜的需求增加及宅配蔬

菜需求的穩定成長，農婦面臨是否要辭去高階主管的工作，回去當一個全職的農

婦，若不回家幫忙，農場是不可能規模化，農夫一個人無法生產銷售一手包。結果

呢，農婦我就是常接收到這樣的反應，『唉呦，你怎麼那麼笨，放著好好的高階主

管不做，跑來種田幹嘛，憨人喔』! 只要知道農婦以前的職業，十個人有九個的第

一個反應就是這樣，再經過旁人補一句說，她還是念 EMBA畢業的，『啊!你是讀書

讀到，頭殼壞去喔』，這是第二個常接收到對青年農婦的反應。 

 

 

 

 

 

 

 

 

   

    很多人問農婦要回家種田的真正原因，我總是笑著說，同時要做三份工作(正

職工作，下班兼差農婦及媽媽)，我會爆肝，這樣我兒子會被後母虐待，這是我第

一個官方說法，第二個官方說法，我現在不創業，再過五年，我怕我自己不能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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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沒勇氣。還是高中生時，一直有個夢想，自己已可出國留學，有傑出的研

究，可以海歸報效國家，回報鄉親父老，可是不才，學生時代夢想無法達成，但現

在我可以提供健康安心好吃的蔬菜給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鄉親，是不是另外一種回報

呢? 這個藏在農婦心理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怕說出來會被大家笑，您當您是救世主

喔!可是上班幫公司賺錢，跟提供健康的食物給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我們只收取合

理利潤，我覺得後者更有意義，回報我取之於這社會的一切，如果每個人都可這樣

我們台灣一定會更好。這是農婦的信念。 
 

    回顧農場從自有土地搭建二分地簡易溫網室，到現在有機驗證面積 4.9公頃，

這九年來除了辛苦外，其實壓力也很大，菜土時要煩惱銷路不好，要打掉多少棟蔬

菜，菜金時又被通路追菜追到電話要拿起來，這種心理的調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務農後深刻體會到『敬天』的重要，作物生長與大自然氣候息息相關，對自然

界多一份尊重，愛惜這個環境，我們才有永續的食物可食用。一路走來，非常謝謝

許多貴人的幫忙，因為有你們御圃有機農場才可成長茁壯。 

 

     
  
 
 
 
 

人物專訪:御蒲圃有機農場 

★黃麗君★ 

 

青出 

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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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幹新枝的義和茶葉 
           文/黃柏勝 美編/簡秀如 

義和茶葉第四代黃柏勝先生，自小即 

在父親身邊學習製茶技巧，對種植、施肥、 

灌溉、採收到製作茶葉的整個過程無不瞭 

若指掌。大學畢業後投入了飛修產業，但 

在工作一年後，柏勝毅然決然返鄉接手茶 

行家族事業，希望能夠透過新穎思維、創 

意設計等，為農業開拓新時代。 

 

 

   

 

 

 

 

 

 

 
                           

業機具不停的蓬勃發展。半自動化的耕種、製作， 

讓茶葉的產出更有效率。網路的發達也讓茶葉得 

以在各種不同的平台上人更多人去看見，也有更 

多關於茶葉的知識能夠讓大眾了解。而在這瞬息 

萬變的時代裡，唯一不變的，是那份在地的客家 

子弟時時刻刻操守著「自律、誠信、努力、謙虛 

」的精神以是各種機械沒辦法取代的智慧。而我 

從小看著爺爺跟爸爸的對茶葉的堅持，他們從零 

到有的製作方式，最初從一塊甚麼都沒有的土地 

開始翻土、種植、採收、製成，到最後茶几上那 

一杯杯「色、香、味」俱全的翠綠色茶湯，其中歷經的了很多故事。在販售上也依

靠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讓時間在其中發酵，讓口碑在其中傳述，進而讓更多的人

了解到我們在烈日下辛勤的付出，是多值得讓客人再回購這葉葉得來不易的翠綠茶

葉。 

    為了品茶人的健康以及環境的永續經營，義和茶葉於 2010年毅然決然地投入

有機產業，從事有機產業才發現有很多的問題開始出現，不管事病蟲害的困擾、 

 

 

 

義和茶葉座落於桃園市龍潭區

的一個茶工廠，茶園處於海拔 300

公尺之間，長期在雨霧繚繞滋潤

下，所製做的茶葉品質厚，香氣宜

人，生產出的茶葉有東方美人茶、

龍泉包種茶、桃映紅茶等。  

隨著時代變遷的現今，臺灣因

應農業社會的需求，各式各樣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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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的瘋狂生長、成本的提高這些都是棘手 

的問題，但最困難的遠遠不是生產的問題， 

而是銷售方面的困擾。但最後靠著爸爸的經 

驗跟一些從事有機相關的農友與學術者們慢 

慢的討論出了相對應的方法，而開始有好的 

改善。                                      
    

    東方美人茶是目前我們主要在做的茶葉 

，他的製程時間非常的冗長，從採收到製成需要 20個小時左右，茶菁原料採自受

小綠葉蟬吸食過的茶芽(一心二 葉) ，萎凋後經手工攪拌控制發酵，使茶葉產生獨

特的蜜糖香或熟果香，因茶芽白毫顯著，故又稱白毫烏龍。 

                                        

                                      東方美人盛產於夏季芒種前後 10 天 

                                  ，而他的外觀呈現五色，分別為白、綠、 

                                  黃、紅、褐色相間，形狀自然捲曲，茶湯顏 

                                  色呈現琥珀色，香氣帶有蜂蜜味，茶湯入口 

                                  滋味甘醇圓潤之熟果味，沖泡方式水溫 80 

                                 -90度，4 克的葉，150cc的水，時間約一分 

                                  鐘。 

                                  
    義和茶葉再阿公帶領至今 

也有了豐富的經驗及環境不斷 

改善的研發成果下，近年在各 

項全國東方美人茶評鑑贏得許 

多獎項，雖然東方美人茶從生 

產就相當仰賴手採及人力製茶 

，且現今茶工非常短缺，銷售 

單價也因製成費工使消費主力 

多為經濟能力高的中年人，年 

輕人則比起泡茶更偏愛手搖飲、酒及咖啡。以往銷售總以茶葉為主，若要打進年輕

市場那必然要讓外觀更有設計且以小尺寸包裝，希望讓好茶推廣給更多年輕人。  

 

 
 

老幹新枝撐起義和茶葉的世代情。 
人物專訪:黃柏勝 

 

   
日本靜岡農林大學，到義和茶廠的茶園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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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樹--景觀—淨化人心的療癒庭園 
             口述/張炳章  採訪撰稿/蕭麗瑩  美編/簡秀如 

 
      

岳父大人一直都在從事道路綠化工作,愛上美人,當然也要愛上美人的全部.包

括夫人心所愛,心所想,以及對父母的分憂解勞。不是學習樹木花草的炳章大哥也進

入了拈花惹草,扛樹木堆石頭的日子。靦腆客氣的張大哥,說起了豐功偉業,可就不

是這一回事了，笑容中充滿了自信，說起了當年勇,那真是他光彩人生的寫照。 

(1)50年代-60年代造林綠化，進入園藝行業 

   後不只發展經濟,更是不斷的學習。 

(2)60年代-70年代在工作中不斷地提升作品 

   的水準。亦除了綠化更進入美化的境界。 

(3)70年代-80年代從美化進而造園，不再只 

   是行道樹、不再是小公園，而是將藝術造 

   園的理念推向社區的發展.作品更是不勝 

   美舉-新北市議會,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公園 

  、西盛公園、四維公園、建安公園、福壽 

  公園、榮富國小、新泰國小、五華國小…  

等等,都有張大哥流汗的蹤跡,也有藝術的呈現。   

(4)80年代-90年代更加提升從公園到大廣場.文山農場的建設,中周科大的療癒 

   庭園,進而遠征澳洲美國,參與佛光山-澳洲南天寺,中天寺,美國西來寺中美 

   寺.從造園到藝術景觀的呈現更是享譽國際,獲得國際間的喝采。 

                                             2000年座落於澳洲紐省臥 

                                         龍崗市南郊之南天寺,接受臥龍                                                     

                                         崗寺政府頒贈富有特色園藝設計 

                                         獎，即是張炳章先生所率領的綠 

                                         軒景觀工程團隊獲得的努力殊榮 

                                         , 也為該寺開光五周年紀念獲得                                        

                                         最好的一份生日禮物。                                    

從這一張國外報紙的

報導,卻可看到張炳章先生

從發光的眼神中,透著驕傲

的光芒。張大哥敘述著人

生中如何與樹木.石頭.花,

解下不解之緣要從張大嫂

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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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年代-100年自景觀的設計到淨化 

   心靈的療癒庭園，南投碧山巖寺、佛 

   光山的永和講堂,中國宜興大覺寺， 
   更可在作品中透出心靈的靈性昇華。 

   
 

(6)身心靈的園藝治療是張大哥現階段所忙碌的心願，無聲勝有聲,花草樹木的 

   沉默竟能靜靜修復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心靈上的建造。在花草叢林間,園藝 

   治療是用生命來醫治生命。走進花花世界進入張大哥的療癒庭園，先療癒自 

   己再療癒別人。 

人家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覺得炳章大哥是樹中自有張大嫂,樹中自有心靈屋。  

進入大哥的療癒庭園，身心靈的調適才是真健康。 

 

 
 
 
 

 
 

 

樹中自有心靈屋的療癒庭園 

人物專訪:綠軒景觀工程 

★張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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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ISCA 學到的人生觀            
                  文/劉欣佩  美編/簡秀如 

    從小就很喜歡日本的文化與生活，家庭生長 

的背景祖父母們接受一段時間的日本教育，會告 

訴我們一些日本的生活方式，觀念等等，在高中 

時期有機會接觸到了 OISCA這個 NGO的團體，到 

了日本讀書也在這個學校學習了許多日本文化及 

語言。 
     

     OISCA 是一個融入日本人思想的學校，在校 

內我們不只學到的是日本語言的部分，和一般日 

語學校最大的不同，是讓我們能了解日本人的文化與教育各方面，從早上的打掃，

晨會，中餐和晚膳，每一個環節都融入了日本文化的習慣。例如我們 每天早上起

床的打掃與晨會，都會被要求乾淨，整齊，並大聲地報告每一個團隊的狀況，就好

像開啟了一天學習的鑰匙。吃飽早餐，充飽電力準備學習，三餐的部分也會使用當

地的食材，我們會輪流進廚房與廚房的人員一起烹煮， 我很喜歡輪到廚房， 從小

喜歡吃東西和料理的我，在廚房裡除了學習料理之外，更可以了解日本人烹調不浪

費，充分利用食材的道理，珍惜食物，就像小孩學習日文的方式，用日文學日文，

讓我到現在都可以很自然的去說明生活中課本學不到的食材的日文，有時候日本人

也會很驚訝，我為什麼可以使用到這樣的日文，這就是與一般語言學校的不同。  

                                         

                                        課程的部分，OISCA給我很大的日文                                     

                                    啟發是，不只是語言的翻譯，文字的語                   

                                    意，而是文字和語言後面的文化交流， 

                                    我有去過很多的國家，每個國家有不同 

                                    的風俗民情，例如在台灣如果吃東西吃 

                                    得很大聲，表示不禮貌，但在日本吃拉 

                                    麵要發出很大的聲音表示好吃……等等                                     

                                    。當我在翻譯時，會常常用我當時在當                            

                                    地生活的方去想像我應該如何翻譯或是 

                                    說明對方想表達的語意，日本的文化及 

生活方式比較保守，不喜歡當面拒絕別人，有時候口頭說好，但是可以在表情，語

調，說話的速度中表達出不喜歡，或是有困難，那我們若只在語意上翻譯，就會造

成許多誤會，這是目前我在職場上，生意上覺得受益良多的部分，我了解各國不同

的文化，所以更能比其他人更懂得交涉，並應用在職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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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利用課餘時間，去參加 

日本當地的特殊文化活動，參觀日 

本的歷史文物，我最喜歡在課堂上 

，老師講解完地方歷史以後，帶我 

們去參觀日本悠久的寺廟，神社等 

等，例如江戶時代，德川家康建立 

的名古屋城，運送成噸的巨石，建 

築用材及花費了巨大的人力，即使 

在科技進步的現在也是令人嘆為觀 

止的建築，也在建築的細節上看出 

 

，德川家康的封建，在城牆的石雕上，刻雕 

著圖文，表示忠心，我也喜歡尋覓著這些歷 

史的圖文，當時的武力盔甲等等了解日本的 

歷史，及文化的演變。 我是一個不愛看書的 

人，但這些文圖並茂，不只是文字的事物， 

在看書時，引起了許多的興趣，在瀏覽這些 

文物時，不知不覺日文也跟著進步了。  
 

     

我覺得語言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也能成為一個很強的技能，如何使用拿手的

語言並能發揮使用在課業上，工作上是一個很直得學習的事情。現在在職場上，有

些年輕人會覺得有拿到證照和合格證書就沒有問題了，但我覺得例如多益考了近滿

分，或是日文拿到了一級，只是一個入場卷，進入一個領域的入場卷， 如何利用

這張證照去學習更多的事物，增強自己的技能會是能影響之後工作表現，升遷的一

個很重要的關鍵。若只拿到證照後就停滯，滿足而步前進，就會枉費了這些考證照

的努力。在職場上，我看到了許多成功的人士，利用了語言的技能，並能充實專業

知識，成為了一個領域無可被取代的角色，絕對不會因為科技的進步知識的發達而

被淘汰。  
 

    OISCA 帶給我的世界觀，OISCA是一個世界的 NGO組織，在世界各國都有辦事

處，我也去過泰國的事務所，泰國又是一個與日本截然不同的國家，文化水平，生

活機能遠遠的差了日本，雖然到大都市感覺不到太大的差異性，我跟 OISCA 的當地

事務所的幹部們，深入到泰國的偏鄉，我記得當時是海嘯後，普吉島遭受巨大的災

害，OISCA 有負責部分的當地重建。到了當地，我體會到了我在台灣完全沒有辦法

想像的生活， 沒有自來水，洗澡也沒有地方能夠遮蔽，第一天在驚嚇之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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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慢慢我了解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如何幫助 

他們生活步入軌道，我也融入了當地的生活。 

回想起當時的感悟是一直覺得理所當然的生 

活，對當地人來說是多麼的奢侈，我們更是 

需要珍惜手邊擁有的，懂得幫助別人，懂得 

體諒別人，在自己有充裕的生活時，能有一 

顆慈愛的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哪怕是一 

個言語，一個小小的動作，都是能溫暖人心 

的激勵人心的一個動力。 

 

 

                                          現在國際間的交流，網路資訊的                                             

                                      發達，更快能豐富我們的國際觀，讓 

                                      我們更可以了解到不同國家的文化。 

                                      從小因為環境被灌輸了需要認真讀書， 

                                      從小學、國中，到大學研究所，父母 

                                      師長都會告訴我們努力讀書出人頭地 

                                      ，有時被生活、課業壓到喘不過氣時， 

                                      鼓勵大家也能多參與國際間…等不同 

                                      的交流活動，看看不同的世界，增加 

                                      國際觀，並找尋下一個衝刺的動力，

OISCA融入了不同的文化產業，還有一群很有愛地球，永續經營的理念分布在世 

界不同的國家，當專注在一個事物上，總是會疲倦，倦怠，不彷在閒暇時停下忙碌 

的腳步，看看不同的世界，不只是汲汲營營的面對電腦、手機，忙碌的工作、課

業，放慢腳步也許能感受到另外一種溫暖，找尋更多豐富人生色彩的元素。 

 

 

 

 

 
 

 

 

 

 

 
 

 

  
 

OISCA融入了不同的文化產業， 

還有一群很有愛地球，永續經營的理念分布 

在世界不同的國家，串起時間縱橫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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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市買來的櫻花，適合種在自家的環境嗎? 
吳安娜 副研究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美編/簡秀如 

櫻花通常是指觀賞之櫻亞屬(Ceresus)植物， 

在冬末初春盛花時，全株無葉、花開滿樹的習 

性，且花型花色多，被認為是觀賞性極高的景 

觀樹種。國人因鄰近日本，在日治時期曾在阿 

里山與陽明山有造櫻花林的歷史，大量種植臺 

灣原生山櫻花、染井吉野櫻及其他觀賞品種； 

光復後政府也在國有林地與城市景觀造林政策 

的推廣下，臺灣山櫻花遍及全台中、低海拔山 

區景觀路樹及國家森林遊樂風景區、休閒農場 

或私人庭園，也造就了臺灣賞櫻休閒活動。近 

30 年來，多種日本櫻花品種也透過民間文化交 

流協會及民間個人的引入，以及民間栽培者自行育種，在臺灣適應生長的櫻花品種

也不少。 

                                  櫻花屬於溫帶氣候植物，然而在臺灣因 

                              有高山地形且氣候型態多樣，與日本、中國、 

                              韓國及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均有原生種的分 

                              佈，是北半球櫻花原生分布的最南限。本島 

                              內具景觀效益的之原生櫻花有山櫻花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太平山櫻花 

                             （Prunus matuurai Sasaki）、霧社山櫻花 

                             （Prunus taiwaniana）、阿里山櫻花（Prunus  

                              transarisanensis Hayata）及拉拉山櫻花 

                             （Prunus takasagomontana Sasaki，又名山白 

櫻）五個族群。其中生長於中海拔 1,000～2,000 公尺的太平山櫻花、阿里山櫻花和

拉拉山櫻花三族群數量已少，經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的研究(1997 年)結果顯示，以

RAPD 分子生物技術鑑定後應屬同一物種，因地域環境條件不同，外觀性狀略有不

同。 

在本島海拔 300 以上山區，臺灣山櫻花(亦稱緋寒櫻)當成路樹或風景區造景很

常見，中部以北低海拔的都市公園或景觀綠地景觀樹更是普遍，長花梗、桃紅色花

瓣及鐘型萼筒，是山櫻花特有的花型，花期 1 月到 3 月。經長期自交、雜交開花結

果繁衍，山櫻花有重瓣花型及白花色的變異種，重瓣花型種俗稱‘八重櫻’與白花山

櫻也分別常見於都市及中低海拔的山區，盛花期一般在 2 月中旬。霧社櫻原生中高 

海拔，花色純白、萼筒呈葫蘆型、有毛是其特性，盛花期 2 月中至下旬，無法適應 

 
圖 2. 白花山櫻純白花色，也能適應低

海拔氣候。 

 
圖 1. 原生山櫻花景觀工程常用，但不

是開花特性穩定園藝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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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海拔暖冬氣候，只能適應中高海拔風景山區。 

除了原生種櫻花，常見的栽培品種多來自日 

本，包括花瓣由粉白轉深粉的寒櫻，盛花 1 月下 

旬至 2 月上旬；淡粉紅大花的河津櫻，盛花 2 月 

上旬至中旬；粉紅、花型開張的香水櫻和淡粉紅 

花色的大寒櫻、大漁櫻，盛花於 2 月上中旬至 2 

月下旬；粉紅色、開張花型而花瓣長橢圓的昭和 

櫻、富士櫻及粉紅佳人，在 2 月中至下旬盛開； 

粉紅、花型開張而花瓣圓形的千島櫻，在 2 月下 

旬至 3 月上旬盛開；粉紅吉野櫻、白粉花色有葫 

蘆型萼筒的染井吉野櫻、白花的大島櫻和白花轉 

粉紅花暈的御車返，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盛開；複瓣花型粉白大花的松月櫻、普

賢象，在 4 月上旬盛開；粉桃紅色、花瓣數極多的關山櫻，最後在 4 月下旬至 5 月

上旬盛花。臺灣能見到的櫻花品種不算太少，其中千島櫻、染井吉野櫻、大島櫻、

松月櫻、普賢象和關山櫻，栽種賞花的氣候條件較挑剔，必須是中高以上海拔高山，

才能正常生育開花，表現其特有的花姿。 

 

上述提及的櫻花品種在特定風景區群植，盛花期景致很美，可以捕獲不少愛花

人的心，在花市苗圃也很容易購得，但您知道您買回家的品種，可以在居家環境種

好並順利生長開花嗎?筆者須提醒您，大部分日本引進的櫻花品種，如千島櫻、染井

吉野櫻、大島櫻、御車返、松月櫻、普賢象、關山櫻等，以及本土種粉紅佳人，因

低海拔地區屬亞熱帶型氣候，冬季氣溫經常 15℃以上，是無法滿足這些開花前需低

溫(7.2℃)累積 3 週以上的品種生理生長需求，也無法使其順利開花、長出新葉的環

境。在不適合生長開花氣候條件的櫻花樹苗，生長勢很快會出現衰敗或無法抵抗病

蟲害的侵害而死亡，這點賞花的消費者應該要知道。 

 

 

 

 

 

 

 

 

 

 

                                

 

 

 

 
圖 3. 八重櫻是山櫻花的花型變異品

種，適合都市景觀利用。 

 
圖 4. 桃園 3 號春緋是本土頗受歡迎的都市

景觀新品種。 

 

 
圖 5. 寒櫻花色為淺粉白，是都市近郊常見

的賞櫻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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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筆者的櫻花育種與氣候條件相關的研究與觀察經驗，臺灣氣候型態，能讓

櫻花順利生長並開花的冬季累積低溫條件(<15℃)，歸類如下： 

1. 大部分的山櫻花單株及本土育成品種並流通 

的桃園 1 號-報春、桃園 2 號-紅梅、桃園 3 

號-春緋、桃園 4 號-紅華，外來種寒櫻，需 

連續 14 天。 

2. 八重櫻、白花山櫻、本土新育成品種童顏櫻 

和外來河津櫻、香水櫻，需連續 21 天。 

3. 大寒櫻、大漁櫻、昭和櫻、富士櫻需累積 28 

天。 

4. 粉紅吉野櫻需 35 天。 

 

由此可知，許多外來的櫻花品種，通常開花前所需的低溫需冷累積量較高。建

議消費者買櫻花樹苗種植之前，應先了解品種開花生長的氣候條件需求，需有適地

適種的概念。所以您到花市買櫻花苗時，應該知道要買甚麼品種了嗎? 

 

 

 

 

 

 

 

 

 

 

 

 

 

 

 

 

 
 

 
 

先了解品種開花生長的氣候條件需求， 

適地適種是櫻花種植的重要概念。 

 
圖 6. 香水櫻花瓣平開，略帶香氣，適

應中低海拔氣候的品種。 

 

 
圖 7. 富士櫻花大色粉，是近年來拉拉山風景區

主要賞櫻品種。 

 
圖 8. 染井吉野櫻是日本櫻花代表，阿里山風景

區主要賞櫻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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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金之旅—龍潭一日遊 
文/蕭麗瑩 美編/簡秀如 

    這次的專訪人物中有一小帥哥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義和茶廠的第四代小茶

農。最近幾位老朋友聊起.慢慢進入中年的我們,看見下一代已開始創造自己的人生

計劃,卻願意接承上一代的足跡,創新這一代的商機,讓我真是佩服,也使我想去尋訪

一下孕育這地靈人傑的地方--龍潭。 

 

     愛玩的我當然要計劃一天的行程,從早玩到晚,太陽公公下山去,月亮娘娘升起

時。來個茶金之旅吧!龍潭大池>>>三坑老街>>>石門活魚街>>>義和茶廠>>>邱咖啡

>>>大北坑>>>乳姑山>>>滿足回家睡覺覺 

 

(1)龍潭大池—來到龍潭當然一定要到， 

因此大池而命名的景點,聽說乾隆時 

期,修築霄裡大圳及靈潭埤蓄水來灌 

溉龍潭一地，來龍潭當然就以此為 

出發景點。 

 

(2)三坑老街—被喻為龍潭第一條街的三坑子.是道地的客家村,昔日三坑子是河道

上最繁華的碼頭之一,不過現在來到三坑老街就要騎鐵馬在舊街道上,大嗑古早味, 

菜包, 牛汶水,草仔粿,可都別放過,再到永福宮,青錢第來個復古照。 
 

 

 

 

 

 

 

 

 

 

(3)石門活魚街—山好水好的龍潭,除了大池有名 

更響亮的就是石門水庫了,賞景賞楓更不能錯 

過肥美的石門活魚,活魚街上各家餐廳各顯技 

藝,你覺得魚能有幾吃,真的假的,21吃法.我 

到要嘗嘗看,中餐活魚吃到飽。 

 

 

   

 

小

編

旅

遊

特

刊

:

茶

金

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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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義和茶廠—重頭戲來了,今天的主角要上場了, 

小帥哥學的是修飛機,但可是從小父母就以茶 

師傅來培養,哈哈製茶苦活沒少做,聊起製茶經 

驗可不含糊,難怪可把茶經變茶金。 

 

(5)邱咖啡—喝完了中國的茶飲料,來個不同的風格及風味,義和茶廠旁就有如外國

風貌的渴望園區,漫步綠地中如在歐洲的童話森林,找找如歐式教堂建築的邱咖啡,

歇歇腳,下午小點,小蛋糕換個飲料享受異國風情。 
 

 

 

 

 

 

 

 

 

 

 (6)大北坑休閒農業區—龍潭是茶的原鄉,得天獨厚的地質及氣候,茶歷史可回溯到

清同治時期,小茶農告訴我們每年的二-三月茶樹間是茶農播下的魯冰花開期.魯冰

花用以當綠肥之用,去看看注重水土保持的大北坑農業區,找找魯冰花. 

 

 

 

 

 

 

 

 

 

                                 (7)乳姑山—出大北坑是乳姑山的小山頭, 

                                 天已漸黑,海拔不高的乳姑山,到是北台灣 

                                 看夜景的聖地,在楊梅龍潭的交界處,天晴 

                                 之夜晚竟然可遠眺到 101大樓，太美的夜 

                                 景了!龍潭就等你來走走, 喝茶喝咖啡, 踏 

                                 踏青歇歇腳喔!                                   
 

 

 

   

   

 

小編旅遊特刊:夏季有約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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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建葳  美編/簡秀如 

理事長的話:                

   名譽理事長、各位 OISCA的會員、理監事及顧問們，新年好!  

   承蒙各位理事的抬愛承接第十六屆理事長的重責大任，轉眼間從草

根大使加入 OISCA至今已 28個年頭了，歷經過 7屆 6位理事長的時

代；也擔任 6屆理事並帶領赴日交流研習 20年的領隊。 

   參訪過日本 OISCA的各個研習中心也促成了暑假赴日遊學；學習日

語、文化體驗、環保教育至今已舉辦 14屆了，中間因 311震災和近 2

年的疫情而停辦，參加過的學員也有百人以上，深獲參加人員的喜愛

也促成許多會員子弟到日本 OISCA高中留學進而就讀日本的大學為台

灣培育了人才。 

    希望在我這屆的任期內能把這些曾經參加留學、遊學及赴日有機

研習的團員們找回來，失聯的草根大使會員們再次聯繫交流。 

   目前國際疫情還是很嚴峻國際交流應該沒那麼快恢復，但國內的交

流比較快，我們可能會分春夏秋冬北中南東四區輪流舉辦結合食農體

驗及兒童之森植樹活動。另外我們台灣 OISCA的國際交流研習中心設

立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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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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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OISCA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十六屆理事長吳建葳與會員共勉之 

理事長吳建葳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OISCA)中華民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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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報導  

 
 

 
吳理事長帶領新團隊於 111年 1月 5日至蘆洲總部與第 15屆莊慶達理事長團

隊進行交接；並有監事李宗乾先生見證完成。 

   

文/劉又菱 美編/簡秀如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

中華民國總會第 16屆第一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於 110 年 11月

23日上午，由莊理事長主持會

議；分別選出第 16屆新任理事

長吳建葳先生和連任的常務監

事林淑敏女士，任期自 114年

11月 22日止。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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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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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3日吳理事長帶領副理事長彭立沛教授、吳建康理事一同拜會行政院農

委會國際處，國際處非常肯定 OISCA也會持續支持與合作。與農委會的專案計畫，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修正部分計畫內容，日本有機農業研習活動暫停辦理，預計

規劃會員國內交流及食農教育體驗項目。 

     
    吳理事長選任 2 位理事為副理事長分別為洪帛梧先生及彭立沛先生，一同帶領

大家在未來的四年，開創新的契機，展現新的風貌。 

 
 

 

 

OISCA以「愛護地球、保育生態、發展經濟」為宗旨， 

台灣在 1973年以中華民國總會名義加入，是 OISCA全球 36個會員國之一。 

吳理事長緊接於 1月 11 日帶

領團隊至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

會，拜會名譽理事長陳烱松先生

請益協會未來發展方向，與會有

林榮彬顧問、張麗華顧問及張麗

華執行長，名譽理事長非常肯定

吳建葳理事長，也會繼續支持協

會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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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看到我們的青菜兒，長的好快，我們對他的付出，它們好努力回報（雖 

然草兒總是不甘示弱，總是長的比菜兒還高），還有農夫臉上的喜悅，還有他對於

這土地越來越離不開的感情，身為農婦的我，也只能…… 跟著ㄌ一ㄠˊ下去了! 

     
     

    這一切對於我們都是新的開始，名片還沒印好,也還沒有正式的 DM， 

有機驗證通過預計八月取得，資材室正等著鄉公所核准，才可蓋冷藏室，好亂! 

    好雜!一切都未就緒，就只有「原有的草兒及蟲兒總是歡迎著我們」! 

    上面這段文字是職業身分由公司高階主管轉為農婦的手札紀錄。御圃有機農

場至今已成立快 9年，農場主人是林聖智，黃麗惠夫婦。我就是上面那段雜記的農

婦，每次看到這篇雜記心頭總湧上各種思緒。 

 

時間回到民國 101 年，農夫林聖智因為中年轉業，開始思索如何善用目前的資

源，創造事業第二春，想到阿公留下的 7分地農地，於是開始報名農民學院的一系

列課程，從農業概論，有機種植，堆肥製作，土壤肥分管理，水分管理，果樹栽

培……，只要跟農業相關的課程全都都報名上課，就是想要了解可以在阿公留下的 

 

從無到有的御圃有機農場 
 文/黃麗君 美編/簡秀如 

 

『炎炎夏日，採收了第一批青菜兒 

，聞到農夫身上濃濃的汗臭味，看到

農夫黝黑的皮膚，每每從農場回到

家，努力清洗指縫中的泥土，望著鏡

中農婦紅咚咚的臉，心想著用再多的

美白也沒用，想著自己幹嘛這麼辛

苦，習慣冷氣房的我，溫度調的好辛

苦。 

人

物

專

訪

:

御

圃

有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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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黃

麗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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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可以發展甚麼樣的事業。一系列 

課程結束後，種植有機短期葉菜類的念頭 

慢慢浮現在農夫的腦海裡，隨著消費者重 

視食品安全意識的抬頭，及世界各國農業 

政策追求能永續發展，有機種植方式已經 

是農業產業發展的趨勢。台灣北部農地面 

積小且比較零散，比較適合發展精緻農業 

且桃園離北部的消費市場近，經過分析與 

討論，農夫決定從種植有機葉菜開始。 

                                 

 

 

考慮設施農業的投入成本高，又無經驗，要減少失敗的風險，最好的方式就是到經

營有成的農場去實習，農民學院上課認識的吳文岳老師，願意教導無經驗的學徒，

且吳老師農場規模 5 分地，與自有土地面積相當，對於剛開始投入的小農是很好的

學習對象，吳老師總是說，要經歷最熱的夏季，存活得下來，才能真正的務農。於

是農夫林聖智便開始了 6個月的學徒生活，每天早上 5:00出門，傍晚 7 點多回

家。臉孔變得黝黑，身材變得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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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 102年開始規劃自有農場的建置，從搭建溫網，購買農機，資材選購，生

產排程，員工招募，種菜，採菜，銷售，蔬菜給水，申請有機認證，每一件事情都

跟原本規劃不一樣，看別人做都覺得很輕鬆，怎麼自己試了就不一樣，這就是農夫

一開始遇到的挫折。這時農委會為了鼓勵青年返鄉從農，開始甄選第一屆的百大青

農，為了瞭解國家農業政策，善用公部門的資源，農夫也報考第一屆百大青農，好

運加持，農夫獲選為第一屆百大青農，也因此認識了陪伴師黃兆隆與劉又菱夫婦，

感謝陪伴師夫婦無私的教導，從生產種植，蟲害管理，水分管理，銷售通路，農場

機械化….有任何問題，陪伴師總是能給出建議，就是一本活字典，因為有陪伴師

農場的典範，墊下御圃有機農場規模化的基礎。 

 

    這時後還在外面公司上班的假日兼職農婦，也沒閒著，就像替新生兒命名一

般，也找了師父算了筆畫，翻遍字典，想替農場取個名字，經過無數次的更新捨棄

再提出，『御圃』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為何取名『御圃』呢? 農婦說，要求自己

的產品像是古代朝貢給天子的貢品一樣，將最好的蔬菜品質提供給消費者，農夫

說，『御』有管理的意思，在生產方面希望能管理好我們自己的有機農場，這樣才

能穩定提供產品給消費者，御圃這個名字時時刻刻都在提醒我們二個夫妻要做到的

承諾。 

 

    農場一開始只有搭建二分地，隨著學校營養午餐有機蔬菜的需求增加及宅配蔬

菜需求的穩定成長，農婦面臨是否要辭去高階主管的工作，回去當一個全職的農

婦，若不回家幫忙，農場是不可能規模化，農夫一個人無法生產銷售一手包。結果

呢，農婦我就是常接收到這樣的反應，『唉呦，你怎麼那麼笨，放著好好的高階主

管不做，跑來種田幹嘛，憨人喔』! 只要知道農婦以前的職業，十個人有九個的第

一個反應就是這樣，再經過旁人補一句說，她還是念 EMBA畢業的，『啊!你是讀書

讀到，頭殼壞去喔』，這是第二個常接收到對青年農婦的反應。 

 

 

 

 

 

 

 

 

   

    很多人問農婦要回家種田的真正原因，我總是笑著說，同時要做三份工作(正

職工作，下班兼差農婦及媽媽)，我會爆肝，這樣我兒子會被後母虐待，這是我第

一個官方說法，第二個官方說法，我現在不創業，再過五年，我怕我自己不能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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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沒勇氣。還是高中生時，一直有個夢想，自己已可出國留學，有傑出的研

究，可以海歸報效國家，回報鄉親父老，可是不才，學生時代夢想無法達成，但現

在我可以提供健康安心好吃的蔬菜給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鄉親，是不是另外一種回報

呢? 這個藏在農婦心理的另一個真正原因，怕說出來會被大家笑，您當您是救世主

喔!可是上班幫公司賺錢，跟提供健康的食物給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我們只收取合

理利潤，我覺得後者更有意義，回報我取之於這社會的一切，如果每個人都可這樣

我們台灣一定會更好。這是農婦的信念。 
 

    回顧農場從自有土地搭建二分地簡易溫網室，到現在有機驗證面積 4.9公頃，

這九年來除了辛苦外，其實壓力也很大，菜土時要煩惱銷路不好，要打掉多少棟蔬

菜，菜金時又被通路追菜追到電話要拿起來，這種心理的調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務農後深刻體會到『敬天』的重要，作物生長與大自然氣候息息相關，對自然

界多一份尊重，愛惜這個環境，我們才有永續的食物可食用。一路走來，非常謝謝

許多貴人的幫忙，因為有你們御圃有機農場才可成長茁壯。 

 

     
  
 
 
 
 

人物專訪:御蒲圃有機農場 

★黃麗君★ 

 

青出 

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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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幹新枝的義和茶葉 
           文/黃柏勝 美編/簡秀如 

義和茶葉第四代黃柏勝先生，自小即 

在父親身邊學習製茶技巧，對種植、施肥、 

灌溉、採收到製作茶葉的整個過程無不瞭 

若指掌。大學畢業後投入了飛修產業，但 

在工作一年後，柏勝毅然決然返鄉接手茶 

行家族事業，希望能夠透過新穎思維、創 

意設計等，為農業開拓新時代。 

 

 

   

 

 

 

 

 

 

 
                           

業機具不停的蓬勃發展。半自動化的耕種、製作， 

讓茶葉的產出更有效率。網路的發達也讓茶葉得 

以在各種不同的平台上人更多人去看見，也有更 

多關於茶葉的知識能夠讓大眾了解。而在這瞬息 

萬變的時代裡，唯一不變的，是那份在地的客家 

子弟時時刻刻操守著「自律、誠信、努力、謙虛 

」的精神以是各種機械沒辦法取代的智慧。而我 

從小看著爺爺跟爸爸的對茶葉的堅持，他們從零 

到有的製作方式，最初從一塊甚麼都沒有的土地 

開始翻土、種植、採收、製成，到最後茶几上那 

一杯杯「色、香、味」俱全的翠綠色茶湯，其中歷經的了很多故事。在販售上也依

靠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讓時間在其中發酵，讓口碑在其中傳述，進而讓更多的人

了解到我們在烈日下辛勤的付出，是多值得讓客人再回購這葉葉得來不易的翠綠茶

葉。 

    為了品茶人的健康以及環境的永續經營，義和茶葉於 2010年毅然決然地投入

有機產業，從事有機產業才發現有很多的問題開始出現，不管事病蟲害的困擾、 

 

 

 

義和茶葉座落於桃園市龍潭區

的一個茶工廠，茶園處於海拔 300

公尺之間，長期在雨霧繚繞滋潤

下，所製做的茶葉品質厚，香氣宜

人，生產出的茶葉有東方美人茶、

龍泉包種茶、桃映紅茶等。  

隨著時代變遷的現今，臺灣因

應農業社會的需求，各式各樣的農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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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的瘋狂生長、成本的提高這些都是棘手 

的問題，但最困難的遠遠不是生產的問題， 

而是銷售方面的困擾。但最後靠著爸爸的經 

驗跟一些從事有機相關的農友與學術者們慢 

慢的討論出了相對應的方法，而開始有好的 

改善。                                      
    

    東方美人茶是目前我們主要在做的茶葉 

，他的製程時間非常的冗長，從採收到製成需要 20個小時左右，茶菁原料採自受

小綠葉蟬吸食過的茶芽(一心二 葉) ，萎凋後經手工攪拌控制發酵，使茶葉產生獨

特的蜜糖香或熟果香，因茶芽白毫顯著，故又稱白毫烏龍。 

                                        

                                      東方美人盛產於夏季芒種前後 10 天 

                                  ，而他的外觀呈現五色，分別為白、綠、 

                                  黃、紅、褐色相間，形狀自然捲曲，茶湯顏 

                                  色呈現琥珀色，香氣帶有蜂蜜味，茶湯入口 

                                  滋味甘醇圓潤之熟果味，沖泡方式水溫 80 

                                 -90度，4 克的葉，150cc的水，時間約一分 

                                  鐘。 

                                  
    義和茶葉再阿公帶領至今 

也有了豐富的經驗及環境不斷 

改善的研發成果下，近年在各 

項全國東方美人茶評鑑贏得許 

多獎項，雖然東方美人茶從生 

產就相當仰賴手採及人力製茶 

，且現今茶工非常短缺，銷售 

單價也因製成費工使消費主力 

多為經濟能力高的中年人，年 

輕人則比起泡茶更偏愛手搖飲、酒及咖啡。以往銷售總以茶葉為主，若要打進年輕

市場那必然要讓外觀更有設計且以小尺寸包裝，希望讓好茶推廣給更多年輕人。  

 

 
 

老幹新枝撐起義和茶葉的世代情。 
人物專訪:黃柏勝 

 

   
日本靜岡農林大學，到義和茶廠的茶園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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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樹--景觀—淨化人心的療癒庭園 
             口述/張炳章  採訪撰稿/蕭麗瑩  美編/簡秀如 

 
      

岳父大人一直都在從事道路綠化工作,愛上美人,當然也要愛上美人的全部.包

括夫人心所愛,心所想,以及對父母的分憂解勞。不是學習樹木花草的炳章大哥也進

入了拈花惹草,扛樹木堆石頭的日子。靦腆客氣的張大哥,說起了豐功偉業,可就不

是這一回事了，笑容中充滿了自信，說起了當年勇,那真是他光彩人生的寫照。 

(1)50年代-60年代造林綠化，進入園藝行業 

   後不只發展經濟,更是不斷的學習。 

(2)60年代-70年代在工作中不斷地提升作品 

   的水準。亦除了綠化更進入美化的境界。 

(3)70年代-80年代從美化進而造園，不再只 

   是行道樹、不再是小公園，而是將藝術造 

   園的理念推向社區的發展.作品更是不勝 

   美舉-新北市議會,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公園 

  、西盛公園、四維公園、建安公園、福壽 

  公園、榮富國小、新泰國小、五華國小…  

等等,都有張大哥流汗的蹤跡,也有藝術的呈現。   

(4)80年代-90年代更加提升從公園到大廣場.文山農場的建設,中周科大的療癒 

   庭園,進而遠征澳洲美國,參與佛光山-澳洲南天寺,中天寺,美國西來寺中美 

   寺.從造園到藝術景觀的呈現更是享譽國際,獲得國際間的喝采。 

                                             2000年座落於澳洲紐省臥 

                                         龍崗市南郊之南天寺,接受臥龍                                                     

                                         崗寺政府頒贈富有特色園藝設計 

                                         獎，即是張炳章先生所率領的綠 

                                         軒景觀工程團隊獲得的努力殊榮 

                                         , 也為該寺開光五周年紀念獲得                                        

                                         最好的一份生日禮物。                                    

從這一張國外報紙的

報導,卻可看到張炳章先生

從發光的眼神中,透著驕傲

的光芒。張大哥敘述著人

生中如何與樹木.石頭.花,

解下不解之緣要從張大嫂

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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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年代-100年自景觀的設計到淨化 

   心靈的療癒庭園，南投碧山巖寺、佛 

   光山的永和講堂,中國宜興大覺寺， 
   更可在作品中透出心靈的靈性昇華。 

   
 

(6)身心靈的園藝治療是張大哥現階段所忙碌的心願，無聲勝有聲,花草樹木的 

   沉默竟能靜靜修復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心靈上的建造。在花草叢林間,園藝 

   治療是用生命來醫治生命。走進花花世界進入張大哥的療癒庭園，先療癒自 

   己再療癒別人。 

人家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覺得炳章大哥是樹中自有張大嫂,樹中自有心靈屋。  

進入大哥的療癒庭園，身心靈的調適才是真健康。 

 

 
 
 
 

 
 

 

樹中自有心靈屋的療癒庭園 

人物專訪:綠軒景觀工程 

★張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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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ISCA 學到的人生觀            
                  文/劉欣佩  美編/簡秀如 

    從小就很喜歡日本的文化與生活，家庭生長 

的背景祖父母們接受一段時間的日本教育，會告 

訴我們一些日本的生活方式，觀念等等，在高中 

時期有機會接觸到了 OISCA這個 NGO的團體，到 

了日本讀書也在這個學校學習了許多日本文化及 

語言。 
     

     OISCA 是一個融入日本人思想的學校，在校 

內我們不只學到的是日本語言的部分，和一般日 

語學校最大的不同，是讓我們能了解日本人的文化與教育各方面，從早上的打掃，

晨會，中餐和晚膳，每一個環節都融入了日本文化的習慣。例如我們 每天早上起

床的打掃與晨會，都會被要求乾淨，整齊，並大聲地報告每一個團隊的狀況，就好

像開啟了一天學習的鑰匙。吃飽早餐，充飽電力準備學習，三餐的部分也會使用當

地的食材，我們會輪流進廚房與廚房的人員一起烹煮， 我很喜歡輪到廚房， 從小

喜歡吃東西和料理的我，在廚房裡除了學習料理之外，更可以了解日本人烹調不浪

費，充分利用食材的道理，珍惜食物，就像小孩學習日文的方式，用日文學日文，

讓我到現在都可以很自然的去說明生活中課本學不到的食材的日文，有時候日本人

也會很驚訝，我為什麼可以使用到這樣的日文，這就是與一般語言學校的不同。  

                                         

                                        課程的部分，OISCA給我很大的日文                                     

                                    啟發是，不只是語言的翻譯，文字的語                   

                                    意，而是文字和語言後面的文化交流， 

                                    我有去過很多的國家，每個國家有不同 

                                    的風俗民情，例如在台灣如果吃東西吃 

                                    得很大聲，表示不禮貌，但在日本吃拉 

                                    麵要發出很大的聲音表示好吃……等等                                     

                                    。當我在翻譯時，會常常用我當時在當                            

                                    地生活的方去想像我應該如何翻譯或是 

                                    說明對方想表達的語意，日本的文化及 

生活方式比較保守，不喜歡當面拒絕別人，有時候口頭說好，但是可以在表情，語

調，說話的速度中表達出不喜歡，或是有困難，那我們若只在語意上翻譯，就會造

成許多誤會，這是目前我在職場上，生意上覺得受益良多的部分，我了解各國不同

的文化，所以更能比其他人更懂得交涉，並應用在職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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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利用課餘時間，去參加 

日本當地的特殊文化活動，參觀日 

本的歷史文物，我最喜歡在課堂上 

，老師講解完地方歷史以後，帶我 

們去參觀日本悠久的寺廟，神社等 

等，例如江戶時代，德川家康建立 

的名古屋城，運送成噸的巨石，建 

築用材及花費了巨大的人力，即使 

在科技進步的現在也是令人嘆為觀 

止的建築，也在建築的細節上看出 

 

，德川家康的封建，在城牆的石雕上，刻雕 

著圖文，表示忠心，我也喜歡尋覓著這些歷 

史的圖文，當時的武力盔甲等等了解日本的 

歷史，及文化的演變。 我是一個不愛看書的 

人，但這些文圖並茂，不只是文字的事物， 

在看書時，引起了許多的興趣，在瀏覽這些 

文物時，不知不覺日文也跟著進步了。  
 

     

我覺得語言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也能成為一個很強的技能，如何使用拿手的

語言並能發揮使用在課業上，工作上是一個很直得學習的事情。現在在職場上，有

些年輕人會覺得有拿到證照和合格證書就沒有問題了，但我覺得例如多益考了近滿

分，或是日文拿到了一級，只是一個入場卷，進入一個領域的入場卷， 如何利用

這張證照去學習更多的事物，增強自己的技能會是能影響之後工作表現，升遷的一

個很重要的關鍵。若只拿到證照後就停滯，滿足而步前進，就會枉費了這些考證照

的努力。在職場上，我看到了許多成功的人士，利用了語言的技能，並能充實專業

知識，成為了一個領域無可被取代的角色，絕對不會因為科技的進步知識的發達而

被淘汰。  
 

    OISCA 帶給我的世界觀，OISCA是一個世界的 NGO組織，在世界各國都有辦事

處，我也去過泰國的事務所，泰國又是一個與日本截然不同的國家，文化水平，生

活機能遠遠的差了日本，雖然到大都市感覺不到太大的差異性，我跟 OISCA 的當地

事務所的幹部們，深入到泰國的偏鄉，我記得當時是海嘯後，普吉島遭受巨大的災

害，OISCA 有負責部分的當地重建。到了當地，我體會到了我在台灣完全沒有辦法

想像的生活， 沒有自來水，洗澡也沒有地方能夠遮蔽，第一天在驚嚇之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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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慢慢我了解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如何幫助 

他們生活步入軌道，我也融入了當地的生活。 

回想起當時的感悟是一直覺得理所當然的生 

活，對當地人來說是多麼的奢侈，我們更是 

需要珍惜手邊擁有的，懂得幫助別人，懂得 

體諒別人，在自己有充裕的生活時，能有一 

顆慈愛的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哪怕是一 

個言語，一個小小的動作，都是能溫暖人心 

的激勵人心的一個動力。 

 

 

                                          現在國際間的交流，網路資訊的                                             

                                      發達，更快能豐富我們的國際觀，讓 

                                      我們更可以了解到不同國家的文化。 

                                      從小因為環境被灌輸了需要認真讀書， 

                                      從小學、國中，到大學研究所，父母 

                                      師長都會告訴我們努力讀書出人頭地 

                                      ，有時被生活、課業壓到喘不過氣時， 

                                      鼓勵大家也能多參與國際間…等不同 

                                      的交流活動，看看不同的世界，增加 

                                      國際觀，並找尋下一個衝刺的動力，

OISCA融入了不同的文化產業，還有一群很有愛地球，永續經營的理念分布在世 

界不同的國家，當專注在一個事物上，總是會疲倦，倦怠，不彷在閒暇時停下忙碌 

的腳步，看看不同的世界，不只是汲汲營營的面對電腦、手機，忙碌的工作、課

業，放慢腳步也許能感受到另外一種溫暖，找尋更多豐富人生色彩的元素。 

 

 

 

 

 
 

 

 

 

 

 
 

 

  
 

OISCA融入了不同的文化產業， 

還有一群很有愛地球，永續經營的理念分布 

在世界不同的國家，串起時間縱橫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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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市買來的櫻花，適合種在自家的環境嗎? 
吳安娜 副研究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美編/簡秀如 

櫻花通常是指觀賞之櫻亞屬(Ceresus)植物， 

在冬末初春盛花時，全株無葉、花開滿樹的習 

性，且花型花色多，被認為是觀賞性極高的景 

觀樹種。國人因鄰近日本，在日治時期曾在阿 

里山與陽明山有造櫻花林的歷史，大量種植臺 

灣原生山櫻花、染井吉野櫻及其他觀賞品種； 

光復後政府也在國有林地與城市景觀造林政策 

的推廣下，臺灣山櫻花遍及全台中、低海拔山 

區景觀路樹及國家森林遊樂風景區、休閒農場 

或私人庭園，也造就了臺灣賞櫻休閒活動。近 

30 年來，多種日本櫻花品種也透過民間文化交 

流協會及民間個人的引入，以及民間栽培者自行育種，在臺灣適應生長的櫻花品種

也不少。 

                                  櫻花屬於溫帶氣候植物，然而在臺灣因 

                              有高山地形且氣候型態多樣，與日本、中國、 

                              韓國及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均有原生種的分 

                              佈，是北半球櫻花原生分布的最南限。本島 

                              內具景觀效益的之原生櫻花有山櫻花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太平山櫻花 

                             （Prunus matuurai Sasaki）、霧社山櫻花 

                             （Prunus taiwaniana）、阿里山櫻花（Prunus  

                              transarisanensis Hayata）及拉拉山櫻花 

                             （Prunus takasagomontana Sasaki，又名山白 

櫻）五個族群。其中生長於中海拔 1,000～2,000 公尺的太平山櫻花、阿里山櫻花和

拉拉山櫻花三族群數量已少，經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的研究(1997 年)結果顯示，以

RAPD 分子生物技術鑑定後應屬同一物種，因地域環境條件不同，外觀性狀略有不

同。 

在本島海拔 300 以上山區，臺灣山櫻花(亦稱緋寒櫻)當成路樹或風景區造景很

常見，中部以北低海拔的都市公園或景觀綠地景觀樹更是普遍，長花梗、桃紅色花

瓣及鐘型萼筒，是山櫻花特有的花型，花期 1 月到 3 月。經長期自交、雜交開花結

果繁衍，山櫻花有重瓣花型及白花色的變異種，重瓣花型種俗稱‘八重櫻’與白花山

櫻也分別常見於都市及中低海拔的山區，盛花期一般在 2 月中旬。霧社櫻原生中高 

海拔，花色純白、萼筒呈葫蘆型、有毛是其特性，盛花期 2 月中至下旬，無法適應 

 
圖 2. 白花山櫻純白花色，也能適應低

海拔氣候。 

 
圖 1. 原生山櫻花景觀工程常用，但不

是開花特性穩定園藝品種。 

春

季

刊

農

業

新

知

: 

櫻

花 

篇 



17 

低海拔暖冬氣候，只能適應中高海拔風景山區。 

除了原生種櫻花，常見的栽培品種多來自日 

本，包括花瓣由粉白轉深粉的寒櫻，盛花 1 月下 

旬至 2 月上旬；淡粉紅大花的河津櫻，盛花 2 月 

上旬至中旬；粉紅、花型開張的香水櫻和淡粉紅 

花色的大寒櫻、大漁櫻，盛花於 2 月上中旬至 2 

月下旬；粉紅色、開張花型而花瓣長橢圓的昭和 

櫻、富士櫻及粉紅佳人，在 2 月中至下旬盛開； 

粉紅、花型開張而花瓣圓形的千島櫻，在 2 月下 

旬至 3 月上旬盛開；粉紅吉野櫻、白粉花色有葫 

蘆型萼筒的染井吉野櫻、白花的大島櫻和白花轉 

粉紅花暈的御車返，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盛開；複瓣花型粉白大花的松月櫻、普

賢象，在 4 月上旬盛開；粉桃紅色、花瓣數極多的關山櫻，最後在 4 月下旬至 5 月

上旬盛花。臺灣能見到的櫻花品種不算太少，其中千島櫻、染井吉野櫻、大島櫻、

松月櫻、普賢象和關山櫻，栽種賞花的氣候條件較挑剔，必須是中高以上海拔高山，

才能正常生育開花，表現其特有的花姿。 

 

上述提及的櫻花品種在特定風景區群植，盛花期景致很美，可以捕獲不少愛花

人的心，在花市苗圃也很容易購得，但您知道您買回家的品種，可以在居家環境種

好並順利生長開花嗎?筆者須提醒您，大部分日本引進的櫻花品種，如千島櫻、染井

吉野櫻、大島櫻、御車返、松月櫻、普賢象、關山櫻等，以及本土種粉紅佳人，因

低海拔地區屬亞熱帶型氣候，冬季氣溫經常 15℃以上，是無法滿足這些開花前需低

溫(7.2℃)累積 3 週以上的品種生理生長需求，也無法使其順利開花、長出新葉的環

境。在不適合生長開花氣候條件的櫻花樹苗，生長勢很快會出現衰敗或無法抵抗病

蟲害的侵害而死亡，這點賞花的消費者應該要知道。 

 

 

 

 

 

 

 

 

 

 

                                

 

 

 

 
圖 3. 八重櫻是山櫻花的花型變異品

種，適合都市景觀利用。 

 
圖 4. 桃園 3 號春緋是本土頗受歡迎的都市

景觀新品種。 

 

 
圖 5. 寒櫻花色為淺粉白，是都市近郊常見

的賞櫻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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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筆者的櫻花育種與氣候條件相關的研究與觀察經驗，臺灣氣候型態，能讓

櫻花順利生長並開花的冬季累積低溫條件(<15℃)，歸類如下： 

1. 大部分的山櫻花單株及本土育成品種並流通 

的桃園 1 號-報春、桃園 2 號-紅梅、桃園 3 

號-春緋、桃園 4 號-紅華，外來種寒櫻，需 

連續 14 天。 

2. 八重櫻、白花山櫻、本土新育成品種童顏櫻 

和外來河津櫻、香水櫻，需連續 21 天。 

3. 大寒櫻、大漁櫻、昭和櫻、富士櫻需累積 28 

天。 

4. 粉紅吉野櫻需 35 天。 

 

由此可知，許多外來的櫻花品種，通常開花前所需的低溫需冷累積量較高。建

議消費者買櫻花樹苗種植之前，應先了解品種開花生長的氣候條件需求，需有適地

適種的概念。所以您到花市買櫻花苗時，應該知道要買甚麼品種了嗎? 

 

 

 

 

 

 

 

 

 

 

 

 

 

 

 

 

 
 

 
 

先了解品種開花生長的氣候條件需求， 

適地適種是櫻花種植的重要概念。 

 
圖 6. 香水櫻花瓣平開，略帶香氣，適

應中低海拔氣候的品種。 

 

 
圖 7. 富士櫻花大色粉，是近年來拉拉山風景區

主要賞櫻品種。 

 
圖 8. 染井吉野櫻是日本櫻花代表，阿里山風景

區主要賞櫻品種。 

 



19 

茶金之旅—龍潭一日遊 
文/蕭麗瑩 美編/簡秀如 

    這次的專訪人物中有一小帥哥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義和茶廠的第四代小茶

農。最近幾位老朋友聊起.慢慢進入中年的我們,看見下一代已開始創造自己的人生

計劃,卻願意接承上一代的足跡,創新這一代的商機,讓我真是佩服,也使我想去尋訪

一下孕育這地靈人傑的地方--龍潭。 

 

     愛玩的我當然要計劃一天的行程,從早玩到晚,太陽公公下山去,月亮娘娘升起

時。來個茶金之旅吧!龍潭大池>>>三坑老街>>>石門活魚街>>>義和茶廠>>>邱咖啡

>>>大北坑>>>乳姑山>>>滿足回家睡覺覺 

 

(1)龍潭大池—來到龍潭當然一定要到， 

因此大池而命名的景點,聽說乾隆時 

期,修築霄裡大圳及靈潭埤蓄水來灌 

溉龍潭一地，來龍潭當然就以此為 

出發景點。 

 

(2)三坑老街—被喻為龍潭第一條街的三坑子.是道地的客家村,昔日三坑子是河道

上最繁華的碼頭之一,不過現在來到三坑老街就要騎鐵馬在舊街道上,大嗑古早味, 

菜包, 牛汶水,草仔粿,可都別放過,再到永福宮,青錢第來個復古照。 
 

 

 

 

 

 

 

 

 

 

(3)石門活魚街—山好水好的龍潭,除了大池有名 

更響亮的就是石門水庫了,賞景賞楓更不能錯 

過肥美的石門活魚,活魚街上各家餐廳各顯技 

藝,你覺得魚能有幾吃,真的假的,21吃法.我 

到要嘗嘗看,中餐活魚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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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義和茶廠—重頭戲來了,今天的主角要上場了, 

小帥哥學的是修飛機,但可是從小父母就以茶 

師傅來培養,哈哈製茶苦活沒少做,聊起製茶經 

驗可不含糊,難怪可把茶經變茶金。 

 

(5)邱咖啡—喝完了中國的茶飲料,來個不同的風格及風味,義和茶廠旁就有如外國

風貌的渴望園區,漫步綠地中如在歐洲的童話森林,找找如歐式教堂建築的邱咖啡,

歇歇腳,下午小點,小蛋糕換個飲料享受異國風情。 
 

 

 

 

 

 

 

 

 

 

 (6)大北坑休閒農業區—龍潭是茶的原鄉,得天獨厚的地質及氣候,茶歷史可回溯到

清同治時期,小茶農告訴我們每年的二-三月茶樹間是茶農播下的魯冰花開期.魯冰

花用以當綠肥之用,去看看注重水土保持的大北坑農業區,找找魯冰花. 

 

 

 

 

 

 

 

 

 

                                 (7)乳姑山—出大北坑是乳姑山的小山頭, 

                                 天已漸黑,海拔不高的乳姑山,到是北台灣 

                                 看夜景的聖地,在楊梅龍潭的交界處,天晴 

                                 之夜晚竟然可遠眺到 101大樓，太美的夜 

                                 景了!龍潭就等你來走走, 喝茶喝咖啡, 踏 

                                 踏青歇歇腳喔!                                   
 

 

 

   

   

 

小編旅遊特刊:夏季有約值得期待! 



 

 

台北永康店及台北天母店 

自家生產萊姆自製飲料販售 

 

真心 

推薦 

農場還有 DIY

活動喔! 
住址/302新竹

縣竹北市港安街

二段 130號 

 

電話/03-

5563646 

台北永康店: 
台北市永康街 4巷

14號   

外送專線:02-

23587881                

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天母西路 3號

1F -27 

外送專線:02-

28748886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 16 號 7F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191號 4F 

E-mail: liushian100@gmail.com 

TEL:02-29694882  FAX:02-29685143 

公 園 綠 地 

庭 園 造 景 

景 觀 設 計 

 

 

mailto:liushian100@gmail.com
tel:02-29694882


 

松樺香魚養殖場 

宜蘭南澳靠山最乾

浄的空氣，最純浄

的山泉水生產最好

的香魚，靠海最乾

浄的海生產，最甜

的白蝦，最細嫩的

石鯛魚，可宅配到

府，歡迎訂購。              

 

訂購專線： 
0933-118-756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