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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さんオイスカ理事長就任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中野副総裁よりのメッセージを送ります: 

歴史ある中華民国総会の理事長就任を祝福申し上げます 

今までの理事長の要職を引き受けて頂いた方方は政府の関係者並びに財界の方がたばかりでした

が今般本当にオイスカ活動を体験し長い間民間親善大使として毎年視察団を案内し来日されたく

さんの知人をつくられのは貴兄のみと存じます！今台湾は世界の注目の的として自由諸国が連携

を更に密接に関係を深め台湾の指示国が拡大しております。勿論日本も貴国との関係を重視特に

オイスカは台湾との断交後日本人として中華民国の最後のビザを取得し貴国に訪問した歴史をも

つ団体です。講釈が長くなりましたが貴殿の理事長就任の祝賀を兼ねて日本の会員が是非訪問団

を結成し日本の会員の声を新理事長に伝えるために訪問団を派遣したいと存じます。コロナが終

息したらと存じますが、受け入れ方のご検討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く筆をとりました。何卒よろしく

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中野利弘 

 

  

 

 

恭喜吳建葳先生就任台灣 OISCA理事長，以下是中野副總裁的賀詞: 

祝賀您就任歷史悠久的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長。 

至今擔任理事長要職的人，均為政府相關人員或商界人士，只有您真正體驗過 OISCA的活動，且長

期以來扮演民間親善大使，肩負起每年視察團的招待，讓我們結識了許多來日的朋友。目前台灣正

處於世界的焦點，愛好自由的世界各國正更加密切地聯合起來，成為台灣堅強的後盾。當然日本也

很重視與貴國的關係，特別 OISCA是中日斷交後，以日本人身分獲得中華民國最後簽證訪台的團 

體。談起歷史，話說得有點長。總而言之，我希望能夠派遣一個由日本會員組成的訪問團到台灣，

除了向您道賀外，也讓日本會員的心聲傳達給新任理事長的您。我知道必須等到新冠肺炎平息之

後，但也希望您將以上的提案納入考量及檢討。以上請多多指教。                    中野利弘                                                           

 

 中野副總裁的祝賀信  

中文翻譯 張慧莉譯 

 

 

@ 

 中野副總裁的祝賀信日文版 
@ 

 
 

 
 

首先先跟各位先進、會員朋友們說聲抱歉，今年春季刊的延

遲出刊是因為新的行政團編輯組和新的印刷廠作業流程還在適應

磨合，這期的夏季刊已恢復正常了。收到日本岡田參事轉寄的中

野利弘副總裁的當選祝賀信，喜憂參半、喜的是台灣 oisca從成

立以來他的關心從來不缺席，從中日斷交、退出聯合國、921大

地震、多次的會員大會及理事長轉換等都在在的關心；憂的是任

重而道遠目前全世界的疫情還是這麼嚴峻，我們就只能接地氣的

做做國內的交流，要如何吸引年青一代的人來入會傳承永續經營

是當前重要的課題，大家一起努力。 

理事長的話                文/理事長吳建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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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文/劉又菱  

    第 16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11年 3月 4日假新北市五股區旗竿湖農場召開。吳理事長頒

發第 16屆理監事當選證書: 

    當選理事: 莊慶達、陳國盛、黃淑華、張炳章、張麗華、黃燕良、洪帛梧、黎重利、陳朝輝、

吳建康、黃兆隆、林錦洲、吳倚豪、李淑瑛、劉清榕、李俊英、彭立沛、陳政位、李美貞、黃柏

凱。 

    當選常務監事:林淑敏。  當選監事: 李宗乾、曾文增、陳昱均、張麗華、謝宗憲、李振賢。 

    吳理事長頒發第 15屆行政團隊感謝狀及紀念品。吳理事長會中表示今年因疫情嚴峻、辦理產業

觀摩及食農教育體驗，將會依疫情情況決定是否舉辦活動。 

 

本會 111年度預定辦理工作表如下: 

預定月份 工作項目內容（含實施要點） 備 註 

3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二次) 

※OISCA日文開發教育遊學團報名 
 

4月 
※OISCA日文開發教育遊學團選拔 

※會員國內觀摩暨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南部 

5月 
※生態攝影展聯展(初展) 

※保育鳥類生態研習活動 

 

6月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東部 

7月 ※OISCA日本開發教育遊學團出團  

8月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中部 

9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三次)  

10月 

※國內有機農業研習活動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OISCA日本國際理事會(東京) 

北部 

11-12月 

※本會會員大會 

※植樹節系列活動-子供の森計劃 

※112年度農委會專案計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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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理事************************************* 

 
**************************************當選監事************************************* 

 
*************************第 15屆行政團隊感謝狀及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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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觀摩--3 月 2 日上午由黃兆隆理事及秘書長帶領台大前農學院長徐源

泰教授及碩博師生，參觀本會理事黎重利董事長的揚格食品廠。 

產業觀摩--3月 2日下午由黃兆隆理事及秘書長帶領台大前農學院長徐源泰教授及碩博師

生，參觀本會理事吳建康總經理佳麗果物公司。 

揚格

食品 

      

 

佳麗

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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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西

農會 

新農民 

市  場 

義和 

茶葉 

產業觀摩--3月 9日下午

由黃兆隆理事及秘書長帶

領台大前農學院長徐源泰

教授及碩博師生。參觀關

西農會仙草加工廠及新農

民市場由農會林兆輝總幹

事接待。 

產業觀摩--3月 9日下午

由黃兆隆理事及秘書長

帶領台大前農學院長徐

源泰教授及碩博師生 

參觀本會會員黃柏勝的

義和茶葉研製所。 

5月 9日吳理事長賢伉儷帶領本會監事李宗乾先生、理

事李淑瑛小姐林錦洲先生黃兆隆先生及秘書處團隊參加

由本會共同舉辦的 2022群英飛羽世界鳥類在蘆洲國民運

動中心攝影展開幕茶會。群英飛羽攝影團隊成員來自全

國各地喜好鳥類攝影者，參展者 155人，展圖 204幅。

展出攝影作品包含國內外各地鳥類圖像，分 3期展出，

每期不分海內外展出約 70餘幅。第一展期 5/01~6/10  

第二展期 6/12~7/15  第三展期 7/17~8/26。歡迎會員前

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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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光譜檢測技術把關農產品安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殘留管制組    副研究員     曾昭銘博士 
國人對健康的重視，也高度關注農產品的農藥殘留，然而食安問題的把關，除了政府的加強稽查

外，最重要的是應該回溯到源頭管理。現行農藥檢測的標準方法係國家公告的多重農藥分析方法，以

精密的質譜儀定性定量，檢驗 380 種以上的農藥，然而所需時間長達 3 到 5 天，且數千元的檢測費
用，對檢驗人員的素養要求高，很難作為產地自主把關，但若以農藥抑制酵素原理快速篩檢農藥殘留，

儀器試劑價格雖然便宜，也能現場即時檢測，但除了對於有機磷類與氨基甲酸鹽類兩類農藥有足夠的

靈敏度外，難以有效檢出其他類農藥，成為把關的缺口。 
 
產官學合作共創檢驗新技術 

 為了提升農產品品質安全，農委會所屬研究單位之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以下簡稱藥毒所)近年
來整合快速萃取套組專利技術、臺北科技大學的專利表面增強拉曼散射晶片、以及汎鍶科藝公司拉曼

光譜儀檢測雲端平臺，共同開發出可攜式的拉曼光譜農藥即時檢測系統，得以快速檢測蔬果中的農藥

殘留，從萃取、淨化、濃縮、滴附、量測到判讀，僅需十分鐘左右就能檢驗出殘留於蔬果、穀類及農

用資材中的微量農藥，並能依使用者需求，客製化檢測群組並持續擴增目標化合物，由於單次檢驗的

耗材費用約 350元，在儀器操作與樣品處理上都容易上手，很適合導入農產品供應鏈的上游生產端，
強化自主把關品質安全，並藉此建立品牌區隔市場價值。負責這項技術整合及方法驗證的藥毒所曾昭

銘副研究員進一步表示，這項技術除了可以提供果菜批發商、生鮮超市及團膳業者快速把關食材安全

外，也可以提供當地的產銷班、合作社或農會進行更精準的田間使用農藥管理。 
 
創新科技讓檢測更精準  
早從民國 104年開始，汎鍶科藝公司即與藥毒所投入拉曼光譜農藥檢測系統的檢測元件，利用奈

米金屬柱狀結構堆疊的晶片，可將吸附在上頭的待分物的拉曼圖譜增加百萬倍，謂之「表面增強拉曼

光譜」（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更能夠用於檢測濃度 ppm(百萬分之一)的殘留
農藥，在經歷二年建立 2百多種農藥圖譜資料庫後，逐步針對各種作物的基質特性，建立其相對應的
快速前處理技術，蔬果樣品經表面淋洗萃取後，以淨化套組(FaPEx)去除對光譜造成干擾的基質分子， 
 
 
 
 
 
 
 
 
 
 
操作流程的易操作化，符合產地把關需求，讓作物在採收前能瞭解農藥的殘留狀況，以決定是否延後

採收，避免進入拍賣市場蒙受被檢出農藥超標而被退貨或銷毀的損失。著眼於對農藥超標的安全把關，

並能建立企業品牌價值，開始有農會、產銷班、農產運銷公司甚至農產加工業者開始導入這項技術，

目前消費者可透過QRCode可以選購到具有產銷履歷的農產品，而此技術平臺可以讓集貨商、通路商
透過雲端平台上看到蔬果產品的檢測結果，以決定採收供貨時間。 

即可有效呈現目標農藥得拉曼光譜訊號。上述快 
速檢測平台不僅可在田間進行農藥監測管理，也 
能作為蔬果進料的批次快篩，相對於目前法定公 
告的氣相層析儀(GC)或液相層析儀(LC)搭配質 
譜儀(MS)方法，具有操作容易、建置簡易及即時 
測定等優勢;目前已針對葉菜類、豆菜類、瓜果 
菜、米類等作物開發其標準檢測手法，並建置拉 
曼系統檢測平臺，藉由雲端資料庫的比對模式， 
不僅有效率增建農藥圖譜，也能持續收集樣本圖 
譜，優化比對的演算模式，強化篩檢的精準度。  圖 1_簡介拉曼光譜儀的農藥殘留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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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承三代的優質好米把關 

 

 

專業包裝，為通路蔬菜生鮮即時把關 
位於國內最重要的蔬果產地的雲林縣內，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是擁有二十餘年農產運銷

經驗的蔬果供應商，上千坪的大廠房內忙碌的工作人員正分裝小黃瓜、白花椰菜、蒜頭與葉菜類，新

鮮的蔬菜從農場採收後，送到這裡集貨、整理、包裝和配送。太陽生鮮不僅和農場合作，也從國外進

口蔬菜，以供應國內連鎖量販店、超市及農產批發市場的需求，負責全公司產品安全檢測把關的沈柏

叡組長表示:「隨著食安問題連環爆，消費者重視蔬菜的農藥殘留，我們也順應通路的要求，積極導入
拉曼光譜農藥即時檢測技術為食材安全把關。」 
 
運用於蔬果集貨拍賣管理 
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下稱花蔬)所經營的花蓮果菜市場，是花蓮地區最重要的蔬果農產品運銷

樞紐，不僅提供花蓮民眾生活所需，亦負責供應花蓮縣內國中、小校園學童營養午餐，及國軍副食蔬

果食材，為加強市場對生鮮蔬果安全把關的能力，於108年獲農糧署輔導補助建置「表面增強拉曼光
譜之農藥即時檢測系統」，成為全臺第一個使用「拉曼光譜快檢」進行蔬果農藥殘留檢驗的批發市場，

搭配市場內原有的蔬果農藥殘留檢驗室，過去每月利用生化快篩檢驗平均約三千餘件，導入拉曼光譜

快檢技術後，可以補足生化檢驗的品項缺口，藉由系統內建的農藥圖譜資料庫比對，在數分鐘內研判

作物中的農藥殘留種類及超標的風險高低。近兩年更與藥毒所持續精進檢測流程效率及光譜判讀模

式，應用機器學習訓練辨識圖譜，提升對不合格農產品的檢出率，強化篩檢的有效度，以確保民眾的

食安權益。 
 
建構國人安心採購環境 
科技翻轉創新，拉曼光譜在農藥即時檢測上的應用，從第一線產地到供應商導入拉曼光譜即時檢

測技術，不僅為守護食安，藥毒所也規劃將此技術用於檢測食品的防腐劑、致病微生物、以及植物病

原菌偵測等範疇，期以創新技術為食安把關的同時，替產地農民的生產模式做升級，相信透過生產端

提升自主管理觀念，更能讓國人安心享用蔬果，並形塑台灣農產品的優質形象。 

    

 圖3_於產地示範講解拉曼快檢操作    圖4_技術榮獲2018年台北生技獎       圖5_快檢技術應用於源頭管理 

傳承三代的三光米廠，最早是從碾米起家，後來與稻農契作生產優質

好米，並引進日本高端精米設備與技術，為消費者提供安心、美味又健康

的三光米，林肇榮總經理堅持從一顆種子開始，從源頭就開始嚴選好米。

過去在沒有汙染的苗栗三灣設立碾米廠，後來為了擴大經營，遷廠到濁水

溪上游，找到豐沛水源沖刷的黑壤土以孕育優質米。   
林總經理有感於稻農們總是習慣僅憑經驗或農藥商推薦，而施用到非

推薦藥或過量施用農藥，因此林總經理很早就輔導契作農戶建立有系統的

農藥施用模式，並在107年起開始導入拉曼光譜檢測技術，作為稻米收購前
的把關工具，除了把關農藥殘留外，他更希望能幫助農民逐步做到農藥減

量，與自然生態共生，找尋最平衡的耕作方式，以期在自己與子孫生活的

美好土地上，孕育出最安全的優質米。 
圖 2_裝置內建電池 

可攜至產區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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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杏鮑菇世界/荃賀生技農場 
文/林隺  

產業介紹 
一、 台灣菇類市場 

    台灣生鮮菇類市場幾乎都屬於內銷，有明顯的淡旺季之別，屬於 

淺碟型的市場。近年來菇類菌種老化及全球氣候變遷之因素導致產能 

下降，加上農業缺工問題導致迫切面臨轉型。 

二、 環控栽培菇類 

    在菌絲培養及子實體栽培階段，利用感測器偵測以及控制環境環 

境參數，主要控制參數為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及光照，常見以 

環控栽培的菇類有金針菇、杏鮑菇、鴻喜菇及雪白菇….等。 

三、杏鮑菇的介紹 

杏鮑菇的有效栽種技術，在 1993年時，引進到日本變成一個商業栽培菇類。1996年農業試驗

所彭金騰利用雜交培育新品種，因其有杏仁香氣及鮑魚口感而得名，以此申請專利命名為杏鮑菇，

目前傘小柄大的改良品種為台灣的杏鮑菇。杏鮑菇因為營養豐富及口感美味，適合各種方式的烹

煮，是近十年來市場成長最快的菇類之一。 

與菇類的相遇 剛出生的我，跟可愛的菇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民國七十年初，外公從日本引

進設備及技術，開始以工廠化栽培的方式種植金針菇。小時候最喜歡的就是假日到外公的金針菇農

場探險。在我就讀國小的時候，父親因為做蔬菜批發的工作接觸到了新興的菇類—杏鮑菇，在外公

的支持下，父親與母親也毅然決然的投入菇類栽培這個產業。看著父母親全年無休的農忙以及親自

體會到務農的辛苦，我時常告訴自己長大後一定不要從農；求學階段也背著父母期望就讀理工相關

的科系。 

返家務農 在兵役結束後，當時沒有返家務農的意願，跟著朋友做了幾個月的保險業務，也因為

興趣接觸了木工裝潢及室內設計，在出社會的這兩年我拿到了三張保險銷售證照、木工裝潢乙級及

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執照。105年我正在準備考取室內設計乙級執照時，父親因腰椎開刀必須休

養半年的時間，農場又面臨缺工問題，在農場迫切需要人力及父母的期望之下，我回到了農場幫忙

開始學習栽培杏鮑菇。 

父親的意外受傷 杏鮑菇生產階段，從原物料挑選、培養基製作、高溫滅菌、無塵室接種、菌

絲培養、子實體栽培、採收及分級包裝出貨，每一個階段都有相當多的細節要注意，只要其中一個

階段把關不夠仔細，很容易就會影響整體的產量及品質。 

回農場的第一年，我開始學習培養基製作及菌種培育的工作。在經過一年半的學習，這兩個階

段我已經可以獨立去管理。父親也準備教導我環控參數的調整及子實體栽培的技術。 

在 107年 3月 14日早上 11點多，父親在巡視庫房時，從高處跌落，造成腦部多處出血，緊急

送醫急救，在經過兩週的加護病房搶救及將近 2個月的住院觀察，父親終於沒有生命危險可以出院

了，但是，他已經不是以前那個萬能的父親了。 

腦傷後的父親，再也沒有指導過我任何的栽培經驗了，剛出院時，甚至連生活的都無法自理，

母親也必須二十四小時的照顧著他。突然的變故讓我更珍惜現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更珍惜與家人

相處的每一刻，更努力地經營好父母這一生的心血—荃賀生技農場。 

 

 

 

 

 

 

 

 
 

品質優良的瓶栽杏鮑菇 

從農的困境 在 107年 3月 14之後，我開始接手經營農場，在生產

端我遇到了技術的斷層，父親意外的受傷，所有的栽培經驗甚至連紙本

筆記都沒有，我一切從零開始，從上網找資料、訂購相關的書籍，拜訪

同業前輩們、慢慢開始累積我自己的栽培經驗。在沒有任何經驗下，杏

鮑菇的品質及產量雙雙都跌到低谷，每天都煩惱著怎麼改善生產品質、

煩惱著大量次級品要怎麼銷售、更煩惱著農場到底能不能撐下去。 
 

到中國瀋陽學習液體菌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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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斷層，提升生產技術 經營農場後，菌絲培養良率一直不夠高，發現了農場周遭都是農
田，容易孳生菇螨及帶菌害蟲，其會導致菌絲培養良率低及品質不好。將這些害蟲會隨人員進出及

門縫將雜菌帶入室內，直接造成菌絲感染、產量下降等問題。在技術方面，我添購了最新的液體接

種設備，將最新的液體接種技術引進農場，提升菌種活性並嚴格管理人員進出及工作流程，目前培

養良率達到９９%以上。 

多角化經營提高獲利 生鮮菇類主要為內銷，淡旺季明顯，生鮮又不耐儲存，淡季時容易滯

銷，獲利很差。近兩年又因疫情的關係讓生鮮需求降低，滯銷風險更大，為了減少生鮮的銷售壓

力，我也開始研發了各種的加工品，如冷凍杏鮑菇粥、冷凍湯品、杏鮑菇零食．．．等。為了延長

杏鮑菇的保鮮期，提高獲利、減少賣壓。 

結合在地青農，推廣食農教育 擔任后里菇類產銷班第一班班長、后里青農聯誼會會長、

台中市青農北區區長（包括大甲、大安、外埔、神岡、后里等 5區）。 

    推廣在地作物與在地的青農合作，項目有 

花卉、果樹、蔬菜、雜糧類等。推廣在地農產 

品及食農教育體驗與在地農會、國小、國中及 

社區大學配合，建立讓大家愛物惜物及保護生 

態環境的意識。 

    近年也常與各縣市青農做產業交流，希望 

能藉此共同提升產業進步。雖然從農過程歷經 

波折卻從未想過要放棄，以前所經歷的失敗與 

挫折如今變成了我成長的養分，在未來希望我 

經營的農場—荃賀生技農場，不只是一間生產 

杏鮑菇的農場，而是能為台灣農業更盡一些心 

力，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正向的能量。 

  

           

獲選第五屆
百大青農與
陳吉仲主委
合照

媒體採訪-

東森財經新聞

台中市農民節
表現傑出受到
肯定，與台中
市長合影

 
 

彰化縣青農蒞臨農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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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 讓我視野更寬廣了 

文/黎萬鴻 

    2013 年，那時還是高中二年級的我，在同年級的學生開始為報考大學準備的同時，我也開始在

為我的未來作打算。那時也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喜好，但比起跟大家一起參加會考，然後考到哪裡分

到哪裡，那不如先出去看看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後再做決定。就是這樣，我打算高中畢業後出國留

學，日本留學也是我其中一個選項，回去與父母討論後他們也非常支持我出去走走看看。所以隔幾

天就去報名了日文補習班，開始學習日文。高中的學校食品科的陳麗瑄主任知道我有去日本留學的

考慮後，就介紹我參加 OISCA的暑期靜岡遊學體驗團。     

到了遊學團出發的當天，我們早上在桃園機場集合。這是我人生第二次出國，而且這次是自己

沒有家人同行搭乘飛機心中不禁有些緊張，還好當時有吳理事長有陪同讓我們這些學生與家長們都

安心許多。坐了兩個多小時的飛機，我們中午就到達名古屋中部機場。我們搭乘巴士就直接前往目

的地—浜松 OISCA高校，開啟了為期三週的遊學生活。 

到了 OISCA學校的當天，我們下了 

巴士後就被帶到學校食堂，享用了我們 

第一個食堂晚餐，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 

品嚐到日本人一般吃的家庭料理，雖然 

以前有來過日本一次，但參加的是商業 

展覽團所以用餐都是在飯店的餐廳裡， 

沒有真真正正吃過日本的家庭料理，簡 

的主菜—個煎魚、生菜沙拉、兩個配菜 

及無限量供應的白飯跟味噌湯，讓我體 

驗到台日兩國飲食文化和習慣上的不同。晚餐結束後，我們被學長姐帶到男生和女生宿舍，因為在

這次遊學團中我是唯一有一點點日文基礎的男生，所以我只能用我學到不夠一個月的日文，勉強強

強的當了一回翻譯。當地有一位菲律賓的學長，用簡單的日文加上一些肢體語言，介紹宿舍環境、

大通舖、公共澡堂、家電等宿舍設施，然後我們就早早的入浴休息，結束在浜松的第一天。 

    開學的第一天，我們早上七點在操 

場集合，開始跳日式健康早操（ラジオ 

体操）。這是一個能讓你頭腦清醒的熱 

身早操，這也是之後每天上課前的例行 

公事。跳完早操就開始依各自的語言能 

力分配教室學習日文。為期三週、一週 

五天、一天六小時的日文課程，比起台 

灣補習班的日文教室這三週的全日文教 

學大幅增進了我的日文聽說能力。一週 

五天的課程中也穿插了幾天的校外教學 

   

每日的食堂飯菜                男生宿舍放學遊玩 

  
日文老師上課有趣模樣          花火大會浴袍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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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觀了日本的神社、穿過高大亮麗的鳥居，迎面而來的是清幽的森林，到最後面抵達古老莊

嚴的神宮，是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我們也參觀了浜松市的豐田、鈴木汽車博物館，還有富士山下的忍耶八海，都讓我

對靜岡和浜松的人物歷史和自然景觀有所大概的了解，每個景點都讓我印象深刻，有機會還想要再

去造訪。造訪了這麼多地方最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學校附近的風景跟自然生態。OISCA高校在浜松

浜名湖的湖畔，自然景觀豐富，每日的夕陽更是美不勝收，附近的小溪甚至是溝都清澈乾淨，也孕

育了許多生物，在這我看到了跟金魚一樣大的牛蛙蝌蚪，也看到了數不清的招潮蟹。招潮蟹還會不

時沿著下水管道偷偷跑來澡堂與我們一起泡澡非常愜意。 

結束一週的日文課後終於迎來二天的休假，這次的遊學行程中給了我們許多的自由時間，希望

我們自行探索發掘日本不同的面貌。迎來的第一個假期，我也跟同學搭乘巴士前往了市中心，浜松

車站附近的商區逛逛。第一次在日本搭乘大眾交通，自由的走在日本都市中心，望眼看出去的事物

都特別的新奇。在這期間也順複習一下這週學習的日文，有沒有好好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健忘的我

在回程的路上還把自己的錢包給弄丟了，幸好有學校老師的幫忙，幫我用電話打給巴士公司，確認

錢包在回程的巴士中。學校的千葉老師在休假時還特地陪我一同去領回錢包，讓我感受到日本人的

親切以及日本良好的治安。 

    三週的遊學生活，隨著最後一晚的花火大會，很快的就要踏進尾聲了。在朝夕的相處下，才剛

剛和這段時間的夥伴們熟絡，很快就要分開了，第一次與家人以外的朋友生活了這個說長不長說短

不短的時間難免有些感傷，遊學的夥伴除了來自台灣的我們以外也有來自香港的朋友。這一別離，

這一生可能就沒機會再見面了，這讓我深深感受到要把握生命中遇到的每個人和珍惜彼此相處的時

間。三週的日文課程，讓我體驗用日文上課的節奏，也沒之前這麼害怕聽和說日文了日文能力也進

步了些許。三週的日文體驗，讓我更加認識日本文化了解到日本除了城市觀光地以外還有許多美麗

的鄉村一般住宅區；除了握壽司、拉麵、豬排飯以外，還有家常的烤魚、生菜、味噌讓我更貼近日

本當地的生活，讓我想更了解這個美好的地方我深深感受到一個地方的美好都是源自每一個小細

節。 

    2013年遊學回台後，我在 2016年也決定到北海道留學了。有了上次前往浜松的經驗，這次獨

自一人到北海道就沒有這麼緊張了也很快就習慣了當地的生活。一樣生活在學生宿舍的我，看著朋

友們們各自回國來來去去心中也堅強了許多，沒有以前太多的感傷更多的是開心的回憶，因為有過

遊學的經驗讓我在當地大學上課時更快的適應，更容易了解到老師教課的重點。到現在開始在日本

上班，遊學時的經驗也讓我更能體會到日本人注重細節的用心以及與日本人的相處之道。 

    遊學除了增進我的日文能力，更讓我了解到不同的日本文化，最重的是培養了自己的獨立能力

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讓我明白展開視野的重要性，人要離開安逸的生活圈挑戰自己才能更進 

一步。 

 

宿舍頂樓看出去的浜名湖夕陽  



13 
 

農藥殘留質譜快檢技術 即時把關守護食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殘留管制組  副研究員  林韶凱  

 
壹、前言 

農產品中的農藥殘留，向來是消費者非常關注的問題，目前國際間採行的檢驗分

析技術為化學質譜方法，是利用化學方法將農產品中的農藥抽取出來，在經由精密儀

器設備分析是哪一種農藥、以及有多少殘留量，這個方法也是唯一可以精準分析農作

物中農藥殘留的方法，經過多年來技術的發展與演進，我國現行化學農藥殘留檢測方

法係以衛生福利部於 2019 年 5 月 10 日部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修正「食品中

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五 )」 (MOHWP0055.04)。於 2020 年 1 月 1 日

實施後，可同時於農產品中檢出 380 種農藥殘留，目前是我國用來確認農產品中農藥

殘留是否違規、執法用途的主要方法，也是作為國際間農產品輸銷的依據。然而，隨

著國人對食安檢驗要求與食安的挑戰與日俱增，需要開發更快速的檢驗方法，用以提

升整體的農藥殘留檢驗效率與量能。目前國際通用及公認最快速之農藥殘留檢驗技術

為 QuEChERS (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and Safe)方法，我國多重

殘留分析方法 (五 )也是相同的原理，每件樣品整體完成檢驗及出具報告時間，急件大

約需要 3 天，一般件大約 7 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委會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藥

毒所 )在農委會科技計畫經費的支持下，於 2019 年完成殘留農藥質譜快速檢驗技術，

大幅縮短農作物中殘留農藥檢驗時程，每件樣品平均分析時間由 3-7 天縮短至 10 分

鐘。同時也是一項低成本、綠色環保節能之農藥殘留檢驗新技術。  

 

貳、農藥殘留化學分析的演進與現況  

   有鑑於民眾對農藥殘留問題一直有很深的疑慮，各國都有相對應的安全管理制

度，用來減低民眾疑慮。對於農產品中的農藥殘留分析檢測，已有 40 多年的歷史，

從最早期用蒼蠅與農作物放在一起方式，看看蒼蠅的死亡率推斷農藥殘留，逐步進入

儀器分析時代，包括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公告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多重殘留分析

法 (Ⅱ )(CNS 13570-2)進行分析。使用檢測儀器為氣相層析儀附火焰光度檢出器

（ GC/FPD）、氣相層析儀附電子捕獲檢出器（ GC/ECD）及高效能液相層析儀附螢光檢

出器（ HPLC/FLD），並以氣相層析質譜儀（ GC/MS）及液相層析質譜儀（ LC/MS）進行

藥劑確認，此方法分析藥劑種類 103 種。由於，日本於 2006 年實行食品衛生法規新

制，大幅擴增輸入農產品藥物殘留檢驗項目，歐盟區域亦同，此舉造成我國欲外銷農

產品至上述區域，必須全面性地提升檢測之質與量。藥毒所因應此趨勢，採用食品中

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參考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公告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法 (四 )進行分析，使用檢測儀器為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 GC/MS-

MS）及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 LC/MS-MS），同時進行定量分析及藥劑確認。該方法

定性測定依照歐盟相關規範進行，因儀器可同時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可增進分析準

確性及時效性。於 2012 年，此方法可同時分析藥劑種類約 251 種，但過程需要使用

約 200 毫升的化學溶劑。近年來藥毒所也共同與衛生福利部 (衛福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食藥暑 )持續研發「多種農藥殘留同時檢測技術」，開發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五 )，由

衛福部公告可同時檢驗 380 種農藥的，且化學溶劑的使用大幅減少至 12 毫升，是一

項符合世界潮流的檢驗技術。綜觀農藥檢驗技術而言，早期分析農藥種類多數偏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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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磷類與有機氯類農藥，而因農藥發展迅速，新藥劑不斷推出，分析方法亦需推陳

出新，與時俱進。  

 

叁、農藥殘留化學檢驗流程與質譜快檢技術研究  

    現今農藥檢驗方法已可同時檢驗數百種藥劑，也較以往更環保快速，但仍需時較

長。農產品中農藥殘留之檢測涉及食品安全把關，檢測技術的精準及其即時性，向來

為各國政府及科學界追求進步的課題。各種產品的農藥殘留檢驗包括「樣品的破

碎」、「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及淨化」、「質譜儀檢測分析」及「數據研判」等 4

個重要流程 (圖 1)，由於「樣品破碎」流程以目前技術已可壓縮在 5 分鐘內。故可進

行優化的步驟包括「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及淨化」、「儀器檢測分析」及「數據研

判」等 3 大步驟，本研究分別進行優化及縮短時程如下：  

「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及淨化」流程的淨化效率 (包括雜質干擾去除及速度 )則影響

後續儀器的分析效能及檢測結果的可靠性。由農產品中萃取農藥有許多方法，現今國

際間最廣泛使用的是 QuEChERS 方法，此方法已是國際間快速簡便的萃取技術，但平

均每件樣品萃取時間平均仍需 20 分鐘以上。綜觀技術的發展，農藥萃取的新技術必

然朝向更環保、更快速有效的方向進行。藥毒所為農方建立農產品農藥殘留檢驗技術

的研發及檢驗單位，多年來致力於檢驗分析技術之精進，根據 QuEChERS 方法的原

理，進行相關化學成分組合、比例調整、外觀組裝、充填方式及淨化效能比較，成功

研發出適用於化學檢驗分析的農藥殘留快速萃取淨化套組，將現行所需的 2 階段萃

取、淨化步驟，整合成 1 階段完成 (one step)，後續可直接以質譜分析儀器進行殘留

農藥的定性及定量，與 QuEChERS 萃取技術相較下，樣品中殘留農藥的萃取淨化時間

縮短達 85%以上，平均每件樣品處理時間約 3 分鐘，為獨步全球最快速的萃取淨化新

技術 (圖 1)。僅需將樣品破碎、加入溶劑後直接以快速套組過濾後即完成萃取淨化，

無需要額外的儀器設備，每人每日可操作樣品件數達 40 件以上，為目前可操作件數

的 3 倍以上，萃取所需之有機溶劑 (organic solvent)使用量可減少 50%，也減少傳統

淨化流程所需的玻璃及塑膠器皿的使用數量。本項殘留農藥萃取技術命名為

FaPEx®(Fast Pesticides Extraction)，已獲得台灣、美國、中國、日本、歐洲

(英、德、法 )等國發明專利 (如圖 3)，並完成境內製造專屬授權予巨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境外製造專屬授權予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與加拿大 SiliCycle Inc.，且已於

台、美、日、中、歐等地註冊 FaPEx®商標權。  

「質譜儀檢測分析」則是應用最新的層析與質譜分析技術，採用 C18， 1.6 µm 充填材

質、內徑 2.1 mm × 5 cm 的層析管柱，建立一套可於 5 分鐘完成儀器分析的方法，檢

驗的農藥以藥毒所過往 3 年資料庫中曾檢出的 198 種農藥為標的加以整合，且每年依

據藥毒所檢驗數據資料庫動態調整，數量上雖然看似與公告方法 380 種農藥檢驗項目

將近 1 倍的差異，但公告方法須同時考量禁、限用或已無登記證的農藥種類，故依據

藥毒所檢驗資料庫篩檢過去 3 年台灣曾檢出的藥劑，已可有效涵蓋絕大多數現行本地

及進口農產品農藥殘留的藥劑類別，整合及減少需要檢驗的農藥種類，方可有效縮短

質譜儀檢測分析時間，由過去每件樣品儀器分析時間約 20-40 分鐘，縮短到每件僅需

5 分鐘，達到質譜快速檢驗的目的。  

「數據判讀」的流程涉及人員專業及其經驗，也是整體質譜檢驗專業度要求最高、花

費時間最久以及檢驗影響效率的關鍵步驟之一，過去人工分析每一件樣品農藥殘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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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數據的時間平均約需 40-60 分鐘。藥毒所開發一套類人工智慧的自動化演算程式，

可將分析農藥殘留樣品產生的儀器原始機械碼自動上傳雲端，經由演算程式計算各種

農藥的殘留濃度，並自動與我國農產品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比較，直接判定產品是否

符合標準，可 24 小時高效率運作，採批次演算分析時間，平均每件樣品約 1 分鐘即

可完成，除可全自動產生檢驗報告外，也降低了農藥殘留質譜檢驗的技術門檻，使質

譜快檢技術可應用於大型果菜通路及食品業者自主檢驗，且本技術亦取得台、美、日

3 國發明專利 (如圖 2)，技術領先各國。  

 

肆、質譜快檢技術的推廣與應用  

    質譜快檢技術將原先需要 3-7 天才可完成農藥殘留檢驗報告，縮短至平均每件

10 分鐘，檢驗效率大幅提升，為確保檢驗方法可順利推廣，作為田間及業者自主管理

應用，故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提送相關數據資料予食藥署，食藥署於 2019 年 6 月 5

日召開專家討論，同年 6 月 28 日將質譜快篩檢驗方法公開為我國農藥殘留建議檢驗

方法 -「食品中殘留農藥之檢驗方法 -質譜快速篩檢技術 (TFDAP0013.00)」 (圖 3)。透

過跨部會的積極合作，共同建立 1 項可強化源頭與產品流通過程可即時檢驗的方法，

提供業者產品自主把關之新利器，此項創新技術發揮農產品先檢驗、後銷售之效果，

守護消費者健康安全，使農安把關技術邁入全新里程碑。  

此外，本技術技術也成功導入及應用於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北農公司 )，這項

工作可視為國際間的創舉，由藥毒所負責技術指導北農公司建置質譜儀專業檢驗室，

從 2018 至 2019 年度測試期間，由北農公司派 5 名種子人員至藥毒所受訓，藥毒所協

助商請設備廠商無償借用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於北農公司現場技術實測，北農公司

藉由拍賣前各類蔬果樣品抽驗，本團隊以大數據比對及檢核分析誤差，累計至 2019

年 4 月檢驗件數逾三千件，證實技術高度可行且具實際應用價值。實測完成後，本技

術於食藥署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同年 7 月份北農公司正式應用實

施，每天可於拍賣前檢驗 70 件樣品，並即時獲知檢驗結果，當下攔截不合格產品、

銷毀及通知供貨人，搭配實名制的推動，該供貨人停止供應 10 天，從源頭停止該批

農產品再採收上市，並輔導農民安全用藥，確保消費者健康安全。此模式建立後，未

來將有助於擴大推動至全國各地大型果菜通路業者或民營業者，為農安把關。也由於

北農公司的成功案例，同一年度屏東縣九如果菜批發市場加入實施， 2020 年 10 月新

北市果菜運銷公司開始實施、 2021 年 4 月台中市果菜運銷公司也加入實施，現已有

17 家公、民營實驗室共同參與，分別於田間採收前及批發市場拍賣前即時檢驗，守護

國人食安。  

除了前述大型果菜公司的現場把關應用外，質譜快檢技術也可應用於田間蔬果採收前

的檢驗，農委會農糧署 (農糧署 )2019 年度積極推動農作物化學質譜快檢計畫，規劃執

行 1 萬件，應用於生產追溯農產品田間採收前檢驗，可於採收前得知檢驗結果，不符

合的農產品延後採收或避免其上市。為提升質譜快檢技術應用於源頭把關的效益，

2020 至 2022 年，每年規劃推動 2 萬件。且現行公告方法每件成本約 2700-6000 元，

質譜快檢每 1 件約 800-1200 元，除了檢驗效率大幅提升外，成本也大幅降低，應用

於田間檢驗與食品及通路業者進出貨管理，可發揮具體功效。  

此外，為了提升連續採收作物的農安管理機制， 2019 年度農糧署與藥毒所合作，以福

興鄉農會豌豆產銷班為推廣對象，試辦豌豆質譜快檢合格產品加值化方案，於採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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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送檢，質譜快檢合格則發給當批次特定數量的專用包裝紙箱，並可於質譜快檢系

統列印檢驗合格條碼張貼於紙箱上方，此運作模式除可確保箱內產品符合國家標準

外，送達北農公司還可取得優先拍賣權利，有助於提高售價，增加農民收益 (圖 4)。

此加值示範方案未來可加以擴大推動，應用高風險農作物以及其他作物的採收前管

理，確保農產品合格再上市，提升農產品安全。  

 

伍、結論  

   農作物殘留農藥質譜快檢技術，由原先 3-7 天出具檢驗報告縮短至平均每件 10 分

鐘。由於整體程序簡化且快速，已直接應用於北農公司，每天抽檢 30 件樣品，避免

不合格產品流通，技術已領先各先進國家，是一項為國人農安把關的創舉。此外，質

譜快檢技術也應用於生產追溯農產品的採收前檢驗把關，合格才上市，且配合連續採

收作物質譜快檢合格產品以專用紙箱包裝的加值示範專案，除有助於增加農民收益，

同時也確保消費者健康安全。展望未來，將持續擴大質譜快檢技術的應用，藉以導正

生產源頭農作物栽培安全管理的觀念，使消費者更有保障、更安心。  

 

 
 

圖1、藥毒所質譜快檢技術優化示意圖 圖 2、FaPEx®及質譜自動演算技術的各國發明專利證

書 

  
圖3、衛福部食藥署公開食品中殘留農藥質譜快速篩檢技

術為建議檢驗方法 
圖 4、質譜快檢合格產品加值化示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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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認識—自家烘焙入門 
文/邱木丹 

    咖啡在我的求學與教職過程中它是屬於果樹的範圍，卻因辛樂克颱風開啟了另一視角走上學習

咖啡焙煎之路。 

➢ 咖啡豆的基礎認識 

尋找我們平日喝入口中咖啡的根，來區分何謂「好咖啡」、「壞咖啡」。 

◼ 咖啡屬於茜草科咖啡屬的常綠灌木主要分為三大類  

1.阿拉比卡種：原產衣索匹亞高原全世界咖啡中約占 75―80%，風味與香氣絕佳、對環境抵抗力  

  低、特別易得葉鏽病，主要產地為南美洲、中美洲非洲亞洲〈葉、門印度、巴布亞新幾內〉。 

2.羅布斯塔種：非洲剛果發現的耐葉鏽病品種，對環境適應力佳產量高，果實 

  具獨特的羅布異味與苦味，咖啡因含量約 3.2%遠高於阿拉比卡種的 1.5%， 

  一般被用於即溶咖啡、罐裝咖啡、一體咖啡等工業生產。 

3.賴比瑞亞種：僅西非少部分國家國內交易買賣或提供研究用。 

    有個名詞叫做咖啡帶，全世界咖啡生產國約有 60 餘國，其中大半皆位於南北緯 23 度 27分

的熱帶、副熱帶區域範圍內，年平均氣溫約 20 度以上，若低於 20 度無法健全生長。 

咖啡豆的果實是由外果皮、果肉、內果皮及包著銀皮的種子所組成，而種子就是實際作為咖啡原料

的生豆，一般來說 5 公斤的咖啡果實約可取得 1 公斤的咖啡生豆。 

◼ 果實採收後的處理方法有三  

1.乾燥式：果實採收後經自然日曬或機械乾燥法去殼取出生豆。葉門的「摩卡瑪莉塔」就是自然乾

燥的代表。目前台灣日曬豆也是採此方式乾燥，可保留果實原有的果香。 

2.水洗式：果肉除去後利用發酵槽去除內果皮上的黏膜經水洗清除再乾燥，水洗式精製法設備成本

相對提高且發酵過程中需相當小心過度發酵以免影響豆子的風味。 

3.半水洗式：為乾燥雨水洗得折衷，先將果實水洗再用機械去除果皮果肉，在使用日光或機械乾。 

➢ 咖啡生豆的挑選 

咖啡生豆處理過程中常混入雜質與瑕疵豆若烘焙前未經處理就烘焙飲用。原本咖啡的味道就會被破

壞所以在煎焙前能事先精製生豆會讓煎焙後的咖啡更加美味。 

◼ 一般常見的瑕疵豆：發霉豆、發酵豆、死豆、未熟豆、貝殼豆、蟲蛀豆、黑豆、帶殼豆、石頭

等。 

➢ 咖啡豆的烘焙 

決定咖啡味道的主因八成來自咖啡生豆，另兩成取決於烘焙，而烘焙最難之處在於拿捏停手下豆的

最佳時間點。 

➢ 咖啡烘焙程度  

1.輕度烘焙〈Light Roast〉：此烘焙度凸顯咖啡強烈的酸味接近豆子的第一次爆裂。 

2.肉桂烘焙〈Cinnamon Roast〉：又稱淺度烘焙，烘焙度約第一爆的中期。 

3.中等烘焙〈Medium Roast〉：烘焙度約第一次爆裂結束。 

4.高度烘焙〈Hight Roast〉：烘焙度到咖啡豆出現皺摺香味發生變化。 

5.城市烘焙〈City Roast〉：烘焙度到第二次爆裂為止。 

6.深城市烘焙〈Full city Roast〉：烘焙度到第二次爆裂期正好結束。 

7.法式烘焙〈French Roast〉：咖啡豆烘焙至黑色豆身仍帶有一些茶色。 

8.義式烘焙〈Italian Roast〉：屬於深度烘焙咖啡豆烘到全黑苦味強烈。 

咖啡生豆烘焙過程中酸味會隨著烘焙時間愈長愈見消失，一般而言時間愈短味道愈酸愈長愈苦。咖

啡好喝難喝這是個人的喜好問題很難有客觀的評價。 

➢ 好咖啡的四個判別條件 

1.無瑕疵的良質生豆。 

2.剛烘焙好的咖啡〈烘焙後兩周最佳〉。 

3.剛研磨好的咖啡。 

4.剛沖煮好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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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常見的烘豆機  

1.直火式：豆子會直接接觸火焰表面容易著色豆子易煎焦，咖啡的味道與香氣容易產生。 

2.半熱風式：豆子不直接接觸火故不易產生芬芳的香氣，咖啡味道清新明亮。 

3.玩家手網烘焙：烘焙初學者可採用手網，火力的調節自由方便觀察豆子的顏色變化。 

➢ 以下將分享個人 10 多年來自家焙煎咖啡過程心得 : 

◼ 烘豆機：台製祥光 1 公斤半熱風式機器。 

◼ 烘豆的準備：秤生豆〈1 公斤的生豆經烘焙後大概只有 800 公克的咖啡〉手選豆剔除瑕疵豆。 

◼ 烘豆機暖機採中火約 15 至 20 分鐘溫度達 180 度。 

◼ 烘焙階段 1〈0-6 分鐘〉：放入生豆後火力調弱火排氣 

閥全關進行「悶蒸」模式主要除去生豆水分，透過蒸焙可除去乾燥度不均的問題。約 5 至 6 分

鐘排氣閥全開抽去生豆上的銀皮碎屑，在此階段豆子顏色開始改變由深綠轉淺綠色。 

◼ 烘焙階段 2〈6 至 10 分鐘〉：調至煎焙所需的火力最理想的烘焙溫度緩緩上，排氣閥微關閉將 

熱度鎖住讓豆子受熱均質化，豆子因脫水而變成膚色。 

◼ 烘焙階段 3〈9 至 14 分鐘〉：豆子由土黃變成淺褐色因水分除去豆子呈萎縮，這階段豆子體積 

最小。並準備進入豆子爆裂的一爆，而一爆約維持 2 分鐘。一般喜愛淺焙或中淺焙可在此時準備 

下豆，咖啡具果酸香味。 

◼ 烘焙階段 4〈12 至 15 分鐘〉：一爆維持 2 分鐘結束，大約隔 2 分鐘準備進入第二次爆裂，此 

時排氣閥全開，豆子顏色為褐色帶點黑色可以聞到咖啡的香氣，中焙豆可在此時準備下豆，咖啡 

略帶香醇的苦味。 

◼ 不論式手網或機械烘焙咖啡豆都要經歷兩次爆裂期；爆裂能讓豆子膨脹變大。 

◼ 決定咖啡的味道主要原因在烘焙度，咖啡下豆後經蒸焙模式→第一次爆裂 2 分鐘〈豆子有強烈 

酸味且澀味未除〉，在間隔兩分鐘進入第二次爆裂，第二次爆裂結束就進入深度烘焙〈豆子的油分 

焙烘焙出顏色是帶有油亮光澤的黑色〉。 

◼ 一般下豆時間越到後面越難抓準，所以列舉下列項目作為下豆基準參考： 

1 豆子溫度、2 豆子顏色、3 香氣、4 爆裂聲、5 豆子形狀、6 烘焙時間、7 豆子光澤，但無論 

烘焙技術如何最後仍要交給喜愛喝咖啡的豆友們杯測了。 

                      

       

參考資料：田口護著 咖啡大全 

邱木丹：1999年赴日草根大使、2002年 OISCA赴日農業有機交流參訪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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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菇樂遊趣 
文/蕭麗瑩 

    聽見青農返鄉,總特別感動,這次專訪中看見荃賀生技的經營理念,就使我想起這十年來帶陸客

到中部買靈芝,尋訪日月潭的日子---話說中部真是菇菇之鄉-香菇,杏包菇,金針菇黑木耳,白木耳,你

還知道什麼菇?聽過藍寶石菇,珊瑚菇,鹿角靈芝嗎?  

 

                  

*第一站--南投豐年靈芝菇類生態農場 

(1)免門票參觀        

(2)免費香菇熱湯 

(3)現採香菇自己烤 Pizza 

(4)菇菇火鍋超美味又營養 

 

生態導覽/採菇 DIY/現場烤菇/Pizza DIY/彩繪 DIY 

有興趣還可買個菇菇太空包回去自己養菇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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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站—日月老茶廠(日月山房蔬食) 

老茶廠當然是有歷史的老建築,越老就越 

有風味,哈哈那我就先不說老茶,要先來介 

紹他們家最有人文氣息與美學的廁所環境 

,天花板的藤蔓美的如詩,要上廁所可要脫 

掉鞋底沾滿泥巴的鞋子,換上老茶廠準備 

的拖鞋,進入美麗又乾淨的廁所，老建築 

的美學充滿歷史的軌跡,處處藏韻味。 

 

 

 
   老茶廠不介紹茶,因為 

知道你不會放過知名的日月 

潭紅茶,但也一定不可錯過 

日月山房蔬食餐,要預約,不 

一定能吃的到喔,要看人數 

才開餐。 
      
 

*第 3站—日月潭遊湖+宋美齡耶穌堂 

      
 

   日月潭是宋美齡的最愛,當然要有敬拜耶穌的教堂,從涵碧半島走入耶穌堂,坐坐遊艇遊遊湖,像

是走入百年前的歲月,跨入另一時空的優閒中部菇菇之旅吃飽喝足,累了找個面湖飯店住一晚,日月 

潭的傍晚和清晨就像夢境中的水墨畫,進入夢境,明日早起騎騎自行車,享受世界最美的環湖自行車 

道風光,徐風吹彿慢慢回到人間打道回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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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季刊廣告贊助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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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資料
戶名: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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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0560-717-362778

請掃描加入OISCA會員專線 LINE ID:0910-216-876

OISCA的營運經費來自團體與個人會費及募款，感謝會員們長期
以來的支持。

本會季刊內容: (1)會員產業報導及心路歷程
(2)遊學學子進入職場後的心得分享
(3)農業技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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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季刊將有3頁提供會員做商業廣告。
每季季刊贊助廣告價目表
1.全頁廣告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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