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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屆十大傑出農專家、 96年度十大經典神農

賴本守

﹒台大蘭團自 1981年成立，目前已經成為國內最重要的蘭花生產

場，每年營業金額達台幣四億元以上，出口金達八干萬元以上，目

前國內有平地六個農場;仁愛鄉山地農場一處，另外投資美國蘭花

農場二處，共計生產面積十公頃以上，從業人員超過百位以上。

的 植物所

展壯園藝(股)公司總經理

台大蘭團負責人

﹒八十年獲選為中華盆花發展協會蝴蝶產銷委員會曹長，蝴蝶蘭的病

聶害防治、蘭花的經營與市場行銷研討會，編印蝴蝶蘭 2000年全

國業者名錄。

﹒參與植物種苗法的編審委員，配合制定國內首部植物種苗法。

﹒參與世界最大規模蘭展，日本東京大賞台灣代表的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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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從小生長於農村，家裡務農，爸爸

對農業興趣頗大，除了早期種植水稻、

蔬菜外，在我國小時期又栽培草菇及洋

菇，隨後在高中時期又栽植巨峰葡萄。

大學時期養殖白羅曼種鵝、種鴨，甚至

養雞，一路走來，都從事農業的生產工

作。在我的求學階段，也都要幫忙，特

別在假日及暑假時間，也養成了我務農

的經驗。

考上中興大學後，看到同學們不是

出國唸書，就是去教書，我反而在國內

念完母校研究所後到農業試驗所擔任助

理研究員的工作，希望對農業的研究能

夠更為深入，承蒙蔡新聲教授及謝順景

教授的指導，使我對農業有更深入的了

解，五年後離開公職，回到鄉村中的老

家從事農業工作。

早期從事奇異果、滿天星等水果及

花卉的種苗生產，由於身處台灣的大村

鄉，故簡稱命名「台大種苗 J '後來發

現蘭花的產業更具國際競爭力，改為生

產嘉德利亞蘭、國蘭與蝴蝶蘭， I 台大

種苗」又改為「台大蘭園」。其間承蒙

前農委會主委李金龍老師推薦，參加德

國漢諾威大學種苗研究所舉辦的「歐洲

種苗研習」考試，幸獲通過派遣到歐洲

研習種苗，對於歐洲椅蘭與德國種苗事

業的發展有很多的心得。

回國後即加強蘭花種苗的生產，早

期除了供應內銷外，後來慢慢轉型為外

銷導向，出口蘭花種苗到日本、美國及

歐洲地區，圍內的蘭花溫室也不斷擴

大，遍及到大村、烏日、大埠、仁愛鄉

一帶，同時又在美國西岸聖地牙哥設有

農場，打開行銷通路。

唯早期蝴蝶蘭輸往美國只能裸根出

口，不僅生長較慢，抽校率低，朵數較

少，育成率也低，因此向美國農部討

論，他們認為早期美國業者沒有人以水

草栽種，因此水草未列入法案，唯有透

過中美貿易談判，才能解決此一問題。

因此，回國透過擔任理事長的中華種苗

學會向農委會建議，幾乎每年都提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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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政府台美蝴蝶蘭帶水草輸美談判，經

歷十年，最後成功。

目前本人也擔任中華盆花協會蝴蝶

蘭委員會會長，協會同時負責全國輸美

蝴蝶蘭溫室興建的登記與列管，這四年

來由原來第一年的七家業者到目前的

66家業者，到今年估計可出口 700 多萬

盆，以每株 4元美金計算，合計增加

2800 萬美金，出口值約為新台幣 8.5 億。

而拔水草每株成本 5 元， 700 萬株即達

3500 萬元，運費由空運轉成海運，每株

可節省 40 元， 700 萬株可達 2.8 億，合計

增加 11.65億產值，對整個蝴蝶蘭產業出

口有極大幫助。

擔任會長期間，每年也配合政府舉

辦多次研討會，教育業者相關的栽培、

管理、行銷、品種權與病蟲害病毒知

識，提昇業者栽培水準，提高國際競爭

力。並配合日本花卉園藝生產協會，每

年舉辦台日的蝴蝶蘭研習觀摩會，增進

台日雙方業者的交流與互動，並打開日

本的蘭花市場。

隨著市場的擴大，也在美國東、西

兩岸設立蘭花農場積極行銷，在美國西

部及東北部地區，擴大行銷網路。

這些年來也和學術界及母校建立相

關的產學合作及相關的研究，希望未來

和母校的互動更為積極，同時盼望母校

在花卉上，特別是蘭花產業上的研究更

上一層樓，成為台灣甚至於全世界的領

導者。

傑出校友
我出生於農業有名的彰化縣大村

鄉，為一典型的農業家庭，父親在日治

時代為大村鄉公所的書記，負責戰時後

方的鄉里組訓工作，光復後從事農業工

作，從事種水稻、種菜開始。民國四十

八年配合政府政策，組織村民成立全國

第一個農業機械示範村，我還記得那時

在我們大橋村舉辦多次的農業機械觀

摩，國外友邦也經常來此參觀學習，那

時一部農耕機售價很貴，因此爸爸與哥

哥必需南征北討到全省各地代耕，當時

大哥在政大讀書，也介紹同學的田地給

父兄代耕。隨著社會進步，所得提高，

從早期家人種植水稻，記得那時沒有除

草劑，假日都必需跪在地上忍受土蟲的

叮咬，也不敢放棄除草。記得媽媽體力

不濟，二次都暈倒在田間十分危險。後

來轉換跑道，種草菇、洋菇，小時候必

需在家幫忙，下課回來打水給二哥澆洋

菇以補充水份，假日則必需晚上十二點

開始採摘到中午十二點，十分辛苦，過

A神農獎領獎桃園改良場場長鄭隨和

和前台中改良場場長謝順景之合照



年也不能放假，因此深深體會農業工作

十分辛苦，但也造就了台灣當時洋菇罐

頭出口，佔世界第一位的極盛時期。

後來工資慢慢提高，逐漸失去競爭

力，爸爸決定改種經濟價值較高的巨峰

葡萄，也是全大村鄉數一數二的早期農

戶。那時不大會剪枝條，也沒有催芽

劑，因此經常發生葡萄產量不足，被一

般鄉民調侃說「種葡萄藤」的趣事。隨

著後來農政單位的技術研發以及催芽劑

的使用，使得葡萄產量日趨穩定，那時

也栽種一部份「金香」及「黑后」葡萄

供應公賣局造酒之用。唯那時酒廠設在

板橋，採收時間與收購時間經常無法配

合，常造成葡萄掉落滿地的現象，為免

浪費而將葡萄撿起私下釀酒，由於以前

私製釀酒管制很嚴格，因此公賣局經常

派員來查訪，記得有次被查到也罰了

錢，可說是十分辛酸的故事。

接著開闢池塘進口丹麥白羅曼種

鵝，當時並沒有鵝蛋專用孵化器，只能

將雞的孵化器暫時充當，父親再調整溫

度。那時由於土鵝產蛋率不高，換肉率

也差，頗有取代之勢，唯大家一窩蜂飼

養結果，從一隻小鵝 100 元到成鵝售價

也為 100 元，根本不夠成本。因此後來

改進口丹麥白羅曼白色鴨，頗似茱鴨全

身白色十分好看，也大量生產銷售全

國，記得父親騎著一輛新三東國產機車

到新營麻豆去銷售小鴨，有時也會坐夜

班火車到宜蘭銷售，甚至有些賣給養鴨

中心，記得那時戴謙博士仍在宜蘭養鴨

A早期溫室以竹子搭蓮架

中心服務，那時的我就讀中興大學植物

系，經常到畜牧系找相關飼料配方給家

裡使用。

由於早期在家中參與農業工作，覺

得農業經營十分辛苦，因此在彰化中學

讀書時，希望能考上國立大學醫科以改

善家裡生活，記得早期國立醫學院僅台

大與國防醫學院，唯私立大學醫學系學

費太高，因此雖然在學成績可以考上中

山醫學院醫學系，及高雄醫學院牙醫

系，都沒有報名，改填中興大學植物

系。希望以後可以當老師，生活較安

定，因此在大學時又在晚上修了 42個教

育學分，大學畢業後，順利考上植物系

研究所，由於家裡仍在種植葡萄，同時

也去植病系修了很多課程，如陳大武老

師的真茵學，徐世典老師的細菌學、陳

脈紀老師的電子顯微鏡學，也認識很多

植病系同學，可說是半個植病人。研究

所時期和易希道老師研究組織培養，畢

業後在中正預校當生物教官，退役後，

到農試所農藝系組織培養室上班，那時



研究室主持人為蔡新聲博士，系主任為

謝順景博士，所長為萬雄博士，那時農

試所真是人才濟濟。這時期由於家中仍

然種植葡萄，由於外面市價甚低，沒有

利潤，因此發展小包裝的葡萄箱，一箱

五斤，夏天時每天開部小貨車裝著一小

車的葡萄的小包裝箱送貨至省府的農林

廳、建設廳、人事處單位，及農試所福

利社代為銷售，也感謝一些好朋友的幫

忙與熱情贊助，使得銷售得予順利，可

以說在二十多年前即推出小包裝農產品

的主動出貨行銷方式。

在農試所時期專門研究水稻及蘆筍

的花藥培養單倍體植株的形成，與染色

體的倍加和超雄性的育成，工作五年後

以助理研究員職位辭職，在所裡有幸得

到同事楊武和太大的介紹，認識內人侯

美色小姐，才得以完成終身的婚姻大

事。由於當時內人在台北上班，我父親

認為相隔兩地夫妻生活不是長久之計，

鼓勵我們返鄉創業。

回家後應用父親的土地以及資金創

業，記得當時資金有限，因此去購買拆

A目前已改建成現代化的溫室

下的木造教室作簡易的實驗室及溫室，

實驗室也僅雇用一位小姐幫忙，加上二

哥及三哥的人力支援，才使得蘭花事業

逐漸擴大，記得首次向豐原張敵南先生

買入四大卡車的嘉德利亞蘭植株作為親

本，以及銷售之用。在那時由於蘭圍不

多，雖然所得較低，但因利潤較高，大

家創業風氣也較盛行，因此買花除了欣

賞外，大多數都有再繁殖賺錢的想法。

自己也一邊作育種，一邊作分生苗銷

售。

記得當時多數人白天上班，晚上才

有時間買花、看花，因此我及內人白天

工作，晚上還去推銷，十分辛苦，甚至

經常沒有辦法正常吃飯，因此老大及老

二得不到適當的照顧，我二嫂住老家希

望幫我們照顧，因此小孩均在老家吃三

餐及住宿，假日才回來，直到國小畢

業，國中時期才搬回來和我們一起住。

內心十分感激二哥及二嫂的照顧，但一

方面也覺得對於小孩十分虧欠，在他們

的幼年時光，我們的參與很少，父母的

愛也很少給他們，記得有一次我二哥帶

老大回來給我們看，小孩不想回去，結

果為了早上上學，仍然堅持當晚要帶回

去，那幕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值得為人

父母的檢討，當初若能多加注意在家請

位保母，不就解決了問題，這也是造成

二位小孩讀書選科系不選農業科系，因

為他們覺得從事農業工作太過於辛苦的

緣故。至於老三(小女兒)出生後，白

天仍交二嫂照顧，晚上則住在一起，當

然比較貼心、也較善解父母之意。



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的

提高，大家都希望能夠創業賺錢，因此

當時由於為供方的市場，所以銷售成績

甚佳，因此也累積了資金一再擴大生產

規模，買了一些土地，同時興建了研究

大樓和一些標準溫室。由於早期均以嘉

德利亞蘭的銷售為主，蝴蝶蘭、文心

蘭、拖鞋蘭的生產為輔，後來發現嘉德

利亞蘭的外銷數量不多，大多數僅限於

圍內的業界內銷而已，外銷數量不多。

而在團外的蘭展以及市場上，仍以蝴蝶

蘭的銷售為主，因此逐漸擴大蝴蝶蘭的

生產面積。

記得有一年參加日本東京「向丘」

遊樂園舉辦的第十屆世界蘭花會議，那

時全台灣只有三、四家蘭園報名參加，

台大蘭園則為其中一家，由於當年銷售

成績很好，隔年日本「讀賣新聞」才邀

集業者，參加在日本東京巨蛋棒球場舉

辦的第一屆東京蘭花大展，每年只給台

灣廠商十個名額，該展的規模為全世界

最大，每年都有 55萬人左右參加，同時

不斷的拜訪客戶，因此慢慢打開日本市

A台大蘭團組織培養室

場。

由於台灣的氣候環境不錯，蝴蝶蘭

進步很快，業者大家不斷的投資造成產

量大增，日本市場不夠消化，因此加快

打開市場為刻不容緩的工作，後來在荷

蘭找到一位代理商，幫忙出貨到荷蘭，

每年約有 200 萬左右的苗株，那時均以

實生苗為主，有些黃斑病出現在葉片

上，被荷蘭人稱為台灣病毒，目前已了

解到一部份為營養缺餌肥現象，一部則

為 CaCV-Pahl病毒所感染的病徵。這個

病毒也由於我們提供材料給台中改良場

陳慶忠課長，與中興大學詹富智教授兩

人所首次分離確定的病毒。

但從事國際貿易後發現客人也會轉

單，深深體悟最好能自己打開外銷的通

路，才可以長久生存，因此積極佈建海

外基地，在 79年時首先在日本大阪「現

」市成立台大日本公司，由於經營規模

較小，難以維持，因此把它收掉，但派

去的佳兒「賴永興」也努力向上，後來

取得日本國立金澤大學的雕刻藝術博



士，算是失敗生意中的一個收穫。

民國 84年到美國發展蘭花事業成立

公司，原本已在洛杉磯附近的安大略市

( Ontario )購買土地要蓋溫室，由於安
大略市後來成立國際機場，市政府不大

願意發執照給我們作溫室之用，因此才

轉移到聖地牙哥附近的畢斯特市(

Vista )購買土地，興建5000坪的溫室，

種植蘭花。由於早期蝴蝶蘭均必須以裸

根方式輸到美國，再重新種植，不僅增

加了台灣出口的拔水草工資，同時到美

國後又必須重新種植，又支出更多人事

費，而且育成率及品質都有影響，所以

初期在美國營運十分困難，因此向美國

農部的檢疫人員打聽為何泰國栽培的石

餅蘭種植椰子殼可以帶盆過去，而台灣

蝴蝶蘭在溫室內種植水草反而不能輸到

美國，頗為不解。檢疫人員告訴我，由

於早期美國蝴蝶蘭沒有種植水草，因此

沒有列入法案，才是不能進口的主要原

因，若要解決則必需台灣與美國相互談

判才能解決此項問題。

回到台灣後，由於農委會前主委

「李金龍」先生的推薦，得以參加中華

種苗學會，並獲選為理事，在理監事會

議上提案發文給農委會，請農委會和美

方談判，記得當時理事長為種苗繁殖場

沈再發場長，他目前也已經退休了。

83年開始向美方提出輸美帶盆的法案，

後來經過十年的台美談判，美國終於在

民國 93 年 2 月通過台灣蝴蝶蘭可以帶盆

輸美，到目前為止，台灣也是全世界唯

一可以蝴蝶蘭帶盆輸美國的唯一國家。

記得美國農部通過法案後，夏威夷

州農業廳為保護夏威夷蘭花的產業，還

去控告聯邦政府農業部，後來也沒有控

告成功，但輸美水草的進度也延到 93 年

5 月 4 日刊登於聯邦公報。並依據美國聯

邦行政法規彙編 7CFR319.37 '及台灣輸

美附帶栽培介質植物工作計畫，由防檢

局執行此項業務。

在此首先要感謝防檢局盧慧真科

長、陳子偉技正、張世揚組長、葉瑩主

任秘書的努力對美溝通，以及中興大學

陳加忠教授的幫忙溫室規劃，農試所陳

淑佩博士及會振宇技正的昆蟲生態的調

查，並設計輸美溫室的規範，使美國農

業部看了十分滿意，讓此項法案得以完

成。展壯園藝公司(台大蘭園)於 93 年

8 月 4 日成為全台第一家通過輸美驗證的

業者。

由於本人擔任中華盆花發展委員會

蝴蝶蘭委員會會長，同時感謝防檢局將

此登記的工作交給盆花協會辦理，這段

時間也感謝盆協工作夥伴黃團棟副秘書

長、郭雅文秘書長以及前任理事長王添



壽的幫忙與支持，此項工作得以順利完

成進行。
記得第一年只有三家蘭園申請登

記，盧慧真科長還擔心的告訴我說既然

市場那麼大，為何沒有很多蘭園參加，

甚至台糖公司也說運費太貴而沒有參

加，那時盧科長的腳因病不良於行，拉

著拐杖一步一腳印巡視全台輸美溫室，

實在令人感動。我告訴她說「絕對沒有

問題 J '目前大家在觀望中，馬上會有

人跟進，直到今年已有六十六家業者申

請加入， 2007年出口株數達到 617 萬

株之多，超過 2006 年的 400 萬株，成

長幅度驚人。

這段期間也感謝農試所黃肇家博士

的熱心幫忙，與海運財運技術的研發，

使得台灣海運出口的不良率從最高的

50%左右降到目前的 2% -3% '也感謝
台灣花卉輸出工會前總幹事黃麗娟、前

理事長李仍亮的熱心支持，以及現任總

幹事陳震南以及理事長張能倚的支持。

由於海運順利成功，我們也在紐澤

西再成立分公司作為美國東岸的據點，

擴大美國的行銷通路。國內廠商也逐漸

在美國設場生產蘭花，供應美國市場。

83年承蒙青輔會主委尹士豪出版創

業輔導叢書二本~蘭花經濟栽培技術上

冊、下冊，也和薛聰賢等人合著「養蘭

不難」一書，推廣蘭花栽培。由於早期

蘭花大量栽培及外銷成功，於 72年榮獲

青創會頒獎「青創楷模」。另外，我在

台灣組織訓練 20家左右的蘭農，一起合

作代工生產種苗，建立蘭花的中衛體

系。同時個人由於擔任中華盆花協會蝴

蝶蘭委員會會長，積極推動蝴蝶蘭輸美

帶盆，也由於此項工作的順利成功，使

我獲得 90年國際會的十大傑出農業專

家， 96年度中興大學(母校)頒發的

「傑出校友獎 J '以及 96年度的「全國

十大經典神農獎 J '再此感謝我的內人

多年來辛苦的支持，以及哥哥們的鼎力

協助和父親的細心指導，才能有今日的

成績，同時我也要感謝曾幫助過我的朋

友、老師們以及評審委員們，由於您們

的幫忙與支持使我得以成長，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