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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報告摘要 

    為將臺中市及中臺灣各縣市優質農特產品推廣行銷至中國大

陸，提升當地市場能見度，建立臺中農特產品優質品牌形象，本府

應遼寧省臺辦大力邀請，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邀請包含新竹縣、苗栗

縣、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等共6縣市共同組團參加108年8月30

日至9月2日(為期4天)中國遼寧省瀋陽市舉辦之「2019遼寧國際投資

貿易暨特色產品採購洽談會」，落實中臺灣區域治理平臺決策，本

次活動分為參展及參訪2大部分，參展部分於活動現場設置「臺灣優

質農產品館」，將臺中市及其他中臺灣縣市業者生產的健康、安全、

優質的農特產品及伴手禮推薦給大陸消費者。參訪部分則至遼寧的

人蔘批發市場、葡萄酒及冰酒製造廠、農業科技公司考察，並與本

溪市桓仁縣、鐵嶺市農企業及官方，就兩岸的農業槪況及技術進行

交流，亦邀請兩市到本市參加2020年臺灣燈會及設置該市人蔘、旅

遊宣傳行銷燈區。 

貳、 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臺中市政府 參事 呂順安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主任秘書 陳柏宏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科員 游子緯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約聘人員 廖麗華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秘書 蕭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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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的 

中國大陸遼寧省瀋陽市位於中國東北，位處溫帶，人口數超過800

萬，當地自11月至隔年4月大部分農地因大雪覆蓋休耕，中臺灣的農

特產品有機會打入當地市場。本(108)年度8月30日至9月2日在瀋陽市

舉辦之「2019遼寧國際投資貿易暨特色產品採購洽談會」，該展由遼

寧省商務廳及中國各市人民政府主辦並大力邀請本市參展，為將臺

中市及中臺灣各縣市優質農特產品推廣行銷至中國大陸，提升當地

市場能見度，於中國大陸建立臺中農特產品優質品牌形象，本市率

中臺灣包含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共計6縣市、

29攤、64名人員及超過120項農特產品共同組團參加，落實中臺灣區

域治理平臺決策，並於活動現場設置「臺灣優質農產品館」，將本

市及中臺灣其他縣市生產兼顧健康、安全、美味的農特產品帶到遼

寧當地向消費者推廣介紹，希望透過本次展覽為臺灣農特產尋找更

多機會，打開外銷新通路。另為了解遼寧當地市場及農業發展，特

組參訪團參觀遼寧本溪市桓仁縣的東北參茸城的野山蔘交易市

場、世界文化遺產-五女山城及五女山米蘭酒廠、三呂酒業有限公司

（冰酒及葡萄酒）、遼寧鐵嶺市依農科技公司的現代化育苗設施，

並與本溪市桓仁縣、鐵嶺市農企業及官方，就兩岸的農業槪況及技

術進行交流，會中亦邀請兩市到本市參加2020年臺灣燈會及設燈

區，對方表示希望透過臺灣燈會行銷桓仁人蔘、冰酒及旅遊景點。 

肆、 活動過程 

一、 參展部分 

    本次遼寧投洽會在瀋陽新世界博覽館，該館與百貨商場「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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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為瀋陽當地較新啟用之展覽館，場內空調、設施等硬體設備

相當新穎，本局於開展前2天(8月28日)即派員至現場監督搭建「臺

灣優質農產品館」，使用大量臺灣花卉及臺灣蔬果海報點綴展館，

並於開展前1日將展品全數運送至各縣市攤位供參展商佈展，完成展

前作業。 

    活動於8月30日開幕，除遼寧投洽會官方舉行之開會典禮外，另

安排由本府參事呂順安、彰化縣副縣長洪榮章、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處長陳瑞慶、苗栗縣政府農業處副處長陳樹義、及本市農會理事

長、總幹事共同為臺灣展館舉辦開幕儀式為活動揭幕，本市在展場

以花藝布置及臺灣蔬果照片搭建成五彩繽紛、目不暇給的「臺灣優

質農產品館」，甫一開幕便吸引大批民眾目光，成為展會拍照熱點。 

    本市展出的展品有新社區農會的香菇酥、秀珍菇酥及素肉條、

大甲區農會的芋香米粉及紫香芋片、臺中市有機發展協會的有機喜

願蕎麥薄餅、東榮農場的桂非茶、和平區農會(斯霧司茶業有限公司)

的烏龍茶禮盒、梨山七邦有機茶園的有機紅茶及有機烏龍茶、臺中

市茶葉運銷合作社(梨山實業)的梨山茶等，並發送「尋味臺中」摺

頁向消費者推廣臺中生產的各項特色農產品，現場提供多項展品試

吃，因農特產品具有從外觀不易區分品質及內容的特性，透過試吃

能讓當地消費者對本市的產品有更多的認識，進而了解與其他地方

農產品之差異，臺灣生產的農特產品品質優良，消費者試吃後反應

大多相當正向，如新社香菇酥由新鮮香菇真空脫水製成，為非油炸

的健康食品，消費者試吃後皆大表讚賞。 

    展覽時間至9月2日中午結束，為期4天，過程相當順利，中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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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縣市參展攤商將中臺灣農業特色加工品大力推介給瀋陽消費者，最

終展場銷售額超過79萬元，成功媒合當地貿易商一家與參展商合

作，並有36家刻正洽談中。透過本次展覽，除可將臺灣農產品精緻

又高品質的印象深植當地民眾心中，也讓我方更加了解當地消費習

慣及市場需求，為將來本市農產品進軍東北市場有更充分的準備。 

二、 參訪部分 

(一)108年8月29日： 

    下午7：05由桃園機場搭乘前往中國遼寧省瀋陽市，於晚上

9：55抵達瀋陽桃仙機場。 

(二)108年8月30日： 

    上午10：00由本府參事呂順安、彰化縣副縣長洪榮章、南

投縣政府農業處處長陳瑞慶、苗栗縣政府農業處副處長陳樹義

等4人，代表本團參加「2019遼寧國際投資貿易暨特色產品採購

洽談會」在瀋陽新世界博覽館的開幕典禮；11：00再由前揭4位

長官及本市農會的理事長、總幹事共同為我們的「臺灣優質農

產品館」舉辦開幕儀式，為活動揭開序幕。 

    下午出發前往距瀋陽3小時車程的遼寧省本溪市桓仁縣參

訪，桓仁滿族自治縣位於遼寧省東部，為本溪市所轄自治縣。

桓仁早期之名為「桓都」，為高句麗人早期王城。 

(三)108年8月31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6%BA%AA%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B2%BB%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93%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F%A5%E4%B8%BD%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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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參觀遼寧本溪市桓仁縣東北參茸城的野山蔘交易市

場、世界文化遺產-五女山城、五女山博物館、下午參訪楓林谷

風景區、五女山米蘭酒廠及邊石哈達生態農莊等地。 

(四)108年9月01日： 

    上午由本市、彰化、南投及苗栗四縣市，與本溪市桓仁縣

農企業者及官方14人，就兩岸農業槪況及技術進行簡報及交

流，會中我們也邀請桓仁到台中參加2020年台灣燈會及設置燈

區，透過台灣燈會行銷其人蔘、冰酒及旅遊景點。 

    下午參觀三呂酒業有限公司(龍麟酒莊)，並移動至遼寧鐵嶺

市參觀蓮花湖溼地公園。 

(五)108年9月02日： 

    上午8：00參訪鐵嶺市依農科技公司的現代化育苗設施等，

9：30由本市、彰化、南投及苗栗四縣市與鐵嶺市農企業及官方，

就兩岸農業發展及技術進行合作洽談及交流。 

    中午12：30移動前往瀋陽桃仙機場搭乘14：55班機返程，18：

05抵達桃園機場。 

伍、心得 

一、 參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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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參展買氣較佳的展品有新社農會的香菇酥、秀珍菇酥及素

肉條、東榮農場的桂非茶、大甲農會的芋香米粉及紫香芋片、

苗栗的烘焙堅果、彰化的茉香茶系列，顯示以零食為主的農產

加工品較受當地消費者青睞，另外由於飲食習慣，相較烏龍茶、

紅茶等茶葉，花茶產品接受度更高。 

(二) 本次投洽會舉辦的展場為「瀋陽新世界博覽館」，為當地新啟

用的展覽館，優點為設備新穎、環境舒適，但缺點為相較瀋陽

當地使用已久的工業展覽館，新世界博覽館知名度較低，為逛

展而來的人潮不如工業展覽館。觀察館內參觀客群，以 40 至 50

歲中年人口或婦女團為主，推測多為假日到展館共構的「K11」

百貨商場逛街後順道參觀投洽會，因此對於價格較低、即拆即

食的加工品有較高的購買意願。 

(三) 本次臺灣展區位於整個展場較深處的位置，雖然附近有出入

口，但民眾多會從展場另一端距離電梯較近的入口進入，又該

入口處附近有許多展售精緻度較低但價格低廉食品的攤位，一

來很多民眾從該入口進來吃飽喝足或疲累後就離開了，不會進

到臺灣展區，二來即便到臺灣展區，在路上也很有可能購買其

他商品，購賣欲已降低，且已習慣前面低廉的價格，看到臺灣

雖然精緻但價格偏高的展品，購賣意願可能進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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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詢問當地人發現當地由於飲食習慣與臺灣不同，喝茶文化不

普及，尤其是以茶壺、熱水沖泡茶葉的方式更少，較多是將少

量茶葉放進杯中冷泡，故本次參展，作為主力的臺灣精品茶葉

在當地的買氣不如預期，往後若想以臺中茶葉進軍東北市場，

可先在當地進行茶葉文化的推廣工作或在臺中舉辦茶葉相關展

覽或競賽時，邀請遼寧民眾共襄盛舉，讓遼寧朋友更加認識喝

茶的好處，將泡茶文化帶入當地人生活中，提高當地消費者對

茶葉的接受度。 

(五) 本次參展原先預計攜帶臺灣當季盛產的優質水果到當地介紹給

遼寧消費者，惟因目前兩岸間的貿易障礙，無法順利檢疫通關，

相當可惜，期待未來兩岸間貿易更加自由開放，讓中國大陸的

消費者能品嚐到臺中生產的優質生鮮農產品。 

二、參訪部分 

(一) 遼寧省本溪市桓仁縣位於遼寧省東部，是一個典型的山區少數

民族自治縣，少數民族占全縣總人口 55.7％，其中滿族人口佔

53.1％，故 1989 年成立滿族自治縣，境內面積 3547 平方公頃，

全縣總人口 31.9 萬人，農業人口 21.7 萬人(佔全縣 68％人口)，

農特產品以人蔘、鹿茸及冰酒最為有名，桓仁雖是一個地廣人

稀的地區，但其政府及民間之積極及效率，值得我們學習，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D%E5%AE%81%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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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到桓仁他們就先發給每人一份手冊，手冊內團員的單位名

稱、姓名、職稱、住宿房號、會議座席、行程時間等，皆有詳

細記載，另外其投資指南之簡介，內容非常簡潔詳實，讓人在

很短的時間內就能認識桓仁，並對其有很深的印象。 

(二) 桓仁自然資源豐富有人蔘、鹿茸、遼五味、紅松籽、大榛子、

核桃及林蛙油等，尤其它是「中國野山蔘之鄉」，但其人蔘之

知名度比不上吉林人蔘、韓國高麗蔘及加拿大花旗蔘，最主要

之原因在於其缺乏加工廠及行銷宣傳，我們看他們送禮的人蔘

禮盒包裝上產地寫的是吉林，經詢問才知桓仁無加工廠，其人

蔘是提供給吉林之加工廠加工包裝，由此可知其只有 1 級產業

(豐富的資源)，沒有 2 級(加工製造)及 3 級(宣傳行銷)的產業，

這是無法讓產業發展起來，2 級、3 級的產業是提升農民收入的

最主要關鍵。另外宣傳行銷也很重要，桓仁雖擁有那麼豐富的

自然資源，但因其缺乏行銷，很多特產品知名度皆不高，所以

我們也極力邀請桓仁來參加明(109)年本市舉辦的「2020 年臺灣

燈會」，希望透過臺灣燈會行銷桓仁人蔘、冰酒及旅遊景點等。 

(三) 世界上產量最大的冰酒產國不是德國或加拿大，而是在中國，

確切地說就是在桓仁，桓仁也擁有世界最大的冰葡萄種植和冰

葡萄酒生產基地，年產量 1,500 公噸，佔全球冰酒產量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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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冰酒被定義為：「將葡萄推遲採收，在自然條件下氣溫低

於-7℃使葡萄在樹枝上保持一定時間，結冰，採收，在結冰狀態

下壓榨，發酵釀製而成的葡萄酒（在生產過程中不允許外加糖

源）。但桓仁縣的冰酒生產規定比國標要嚴格得多，甚至達到

了加拿大 VQA 的標準。首先，結冰的葡萄要在氣溫低於-7℃且

穩定 48 小時後採摘，一般理想的採摘溫度為-10℃~-13℃，連葡

萄壓榨時的溫度也規定不得高於-7℃，這也是造就了桓仁高品質

的冰酒屢在世界得獎的主因。我們參訪了二家冰酒酒莊(五女山

米蘭酒廠、三呂酒業有限公司(龍麟酒莊))，其規模及產量皆遠

超過我們國內之酒莊，雖然我們的酒莊規模小，但像后里樹生

酒莊也屢在國際比賽得獎，其葡萄酒供不應求，得獎之葡萄酒

還要排隊 5-6 年才買得到，所以只要因地適宜，做出自己的特

色，小而美而優的農產業，還是很有競爭力的。除了酒廠生產

的美酒外，當地酒廠進一步結合特色景觀、主題餐廳等觀光元

素，將酒廠附加觀光價值，成為生產與旅遊兼具的特色景點，

未來臺中的酒莊也可以參考這樣的模式，例如樹生酒莊可以連

結外埔水流東休閒農業區，發展結合生產與旅遊的高附加價值

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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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文化遺產-五女山山城及五女山博物館，位於遼寧省本溪市

的五女山，是古代高句麗民族和滿族重要發源地之一，這裡不

但有高句麗歷史遺址，自然景觀更是豐富，2004 年五女山山城

(歷史上的紇升骨城)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讓五女山

景區成為遼寧省東部著名的的旅遊景點。五女山的名稱傳說，

聽博物館解說員說：傳說古代有五位仙女下凡，住在這座山上，

平日為民除害，卻在某次意外中身亡，百姓為了紀念她們，在

山上修了一座五女廟，並將山命名為「五女山」，要後代子孫

不忘感恩，至今仍香火鼎盛。『五女山博物館』內展出山城裡

遺址模型、兵器及民生用品等真品，並利用多媒體還原當時場

景，讓人深刻感受高句麗初創時期的輝煌歷史。五女山山城最

高點設立一個點將台，要爬上此地，須有非常好的體力，據說

有 999 個階梯，我們只知爬得氣軟如牛，但爬上最高點-點將台，

居高臨下視野遼闊，從這裡可俯瞰山下遼寧省最大的桓仁水

庫，景色非常壯觀，雲天山水渾然一體，加上旁邊的桓仁鎮更

如一幅畫卷，不由衷感歎：「五女山與桓龍湖的結合可稱為遼

寧第一美景」，讓我們忘卻了沿途的辛勞。 

(五) 本溪是「中國楓葉之都」，本溪楓葉以桓仁楓林谷為首，這裡

的森林覆蓋率達 98.75，植物種類達 240 多種，被國家林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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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為中國最美十大森林之一。楓林谷的楓葉種類齊全，色彩鮮

艷，從山下起，一直到海撥達 1,305 的「八面威」景區，幾乎涵

蓋了從三角楓到十三角楓的全部楓葉種類，另屬長白植物區系

如色木槭、假色槭、檸勁槭等，本溪槭樹多達 12 種，一到秋天

9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為葉片泛紅期，漸呈紅、黃之艷，漫山

遍野，楓(槭)葉如火，紅透天際，視覺上極為震憾，美不勝收。

遼寧本溪由於特殊的緯度和地理地貌成就了這裡楓(槭)葉之都

的美名；可惜我們來早了無緣看到此勝景，期待下次有機會再

來感受令人嘆為觀止眩目「楓景」的視覺盛宴。在楓林谷森林

公園內，有一處涼快兒地，吸引了無數遊人駐足消暑，這就是

被地理學家譽為世界地質奇觀的「拔涼地」，據有關專家介紹，

「拔涼地」的地質構造比較特殊，受第四紀冰緣氣候影響，此

處的地下岩石，發生了相互擠壓和沉積，從而形成周圍幾十米

範圍的「亂石窖」。「亂石窖」形象地展示了這裡的奇特地質

構造。外觀上，這裡是一處山坡，只是表面上散落了一些石頭，

而內部卻是一處窖藏之處，由於岩石孔隙的原因，從而形成了

有別於其他山體的奇特地質現象，登山時，汗流浹背，而在這

裡，只待上幾分鐘，就不得不套上長袖衣服，讓人不禁驚嘆於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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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邊石哈達生態農莊就如同我們臺灣的休閒農場，其面積有 15 公

頃，是一個集農業風情、種植文化、科普教育、餐飲住宿、休

閒娛樂為一體的現代化農莊，其場內有種植蔬果、湖內放養鰱

魚、鯉魚、草魚等，還有綠色珍禽養殖、綠色農家餐飲、自製

冰葡萄酒、垂釣區、果蔬採摘區、自耕小農場、戶外營火晚會

等休閒娛樂項目，是一個多元經營，品項豐富的休閒農場，最

讓人印象深刻的即園區設有廢棄物處理場，處理園區之垃圾、

蔬果殘渣廢棄物…等，一年處理糞便、農業垃圾等約 2,500 公

噸，年產沼氣約為 18 萬立方米，供農莊及 50 戶農戶做飯取暖，

年產沼渣液 6,120 公噸，供農莊果蔬、魚塘使用。還記得多年前，

大陸省級官方常帶著他們的官員來參觀我們的休閒農場及農作

經營，曾幾何時，他們的休閒農場之經營已超越我們，其引進

農業多元循環經濟全利用，將園區之廢棄物變黃金，除自給自

足，降低生產成本外，還提升了附加價值，增加農場之收入，

這樣的休閒農場經營方式值得我們學習。 

(七) 此次舊地重遊遼寧鐵嶺市蓮花湖溼地公園最讓我驚艷，五年前

所看到的它，就只是一個大面積種滿蓮花之濕地，而今景區總

面積 1,040 公頃，開闢成蓮花濕地景區，由人工濕地區、蓮花湖

核心景區、荷花品種展示園、遼河博物館、鳳冠山、懿路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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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公園等組成；有鴛鴦璧合、鷗鳥翔集、錦鱗戲水、葦海尋幽、

十里聽荷、柳堤花島、濕地探秘、曲苑荷風、清風蓮影、魚躍

龍門、遼河風韻、鳳冠回眸、懿路泛舟等經典景觀；是開展生

態保護、旅遊觀光、健身娛樂、科學普及、科研監測等活動，

匯集濕地文化、荷花文化、東北文化於一體，融合城市濕地、

農耕濕地、文化濕地於一身的複合型濕地和多功能景區，不愧

成為大陸「國家城市濕地公園」和「國家濕地公園」，亦被譽

為「中國北方蓮城」。參觀完鐵嶺市蓮花湖溼地公園，我們共

同的心聲就是鐵嶺人太幸福了，臺中若有此公園，定會成為全

省最夯及最火紅的旅遊景點，我們的高美濕地雖有最漂亮的夕

陽景觀，但整個園區還需整體規劃及建設，不然現在的遊客都

只停留 1-2 小時即離開，對在地的觀光經濟收入並沒有很大的助

益。 

(八) 鐵嶺市依農科技公司是一家現代化育苗公司，園區占地 80 公

頃，員工 300 人，以培育葡萄、蘋果、瓜果、葉菜類等之苗為

主，該公司因位處溫帶，自 11 月至隔年 4 月大部分農地大雪覆

蓋，故其設有很多棟溫室，其溫室設備皆為現代化，有自動噴

水、噴藥、施肥等，與臺灣溫室相差無幾，該公司近年也在試

驗，靠溫室之溫控來種植我們亞熱帶及熱帶之水果，像我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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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溫室裡面種植的百香果，其品種來源即是其與南投一位苗

商合作引進試種，其後續還想試種木瓜、香蕉、火龍果等，看

到大陸之業者如此積極的在開發新興農作物，我們也無需恐

慌，只要提早因應，從作物改良品種，培育新品種，提升品質、

降低生產成本等，來保有我們農業的優勢，不怕與其高成本(溫

室)栽培出之水果競爭。 

(九) 由本市、彰化、南投及苗栗四縣市與鐵嶺市及本溪市桓仁縣農

企業者及官方，就兩岸農業發展及技術進行合作洽談及交流會

議，從與會的農企業者之發言，可知大陸農業的發展，已從原

先的以量取勝的「糧食生產」，即「生產導向」向「消費導向」

轉變，強調了農業產業化的理念方向。這意味著他們瞄準市場

需求，尊重消費者選擇，通過機械化、標準化生產、企業化經

營、市場化運作，讓農產品供應更加適應市場需求，並以生態、

健康、安全的食品，通過加工、流通到消費者餐桌。大陸地廣、

物產豐富，加上經營者對其產業的熱情、創造力及積極性，其

要超越我們的農業水準應指日可待。 

陸、建議 

一、 臺灣地狹人稠，應循后里樹生酒莊模式，發展小而高檔精緻的農產

業，在國際市場上才能提升競爭力，像中國大陸地大物博，橫跨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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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多，農產種類比臺灣更豐富，且生產成本低，臺灣農產應以高檔

高品質或創新作為市場品牌形象。 

二、 本次參展攤商以高單價之精品茶葉為主力，但遼寧當地消費水準仍

不比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建議若參展商品以高單價的精品為主

時，以專業的單一品項展覽會(如茶業博覽會)或選擇一線城市參展

會有更好的行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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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圖說：由臺灣花卉及蔬果海報點綴的臺灣

展館 

 
圖說：共同展示區展出中臺灣 6 縣市的特 

色農產加工品 

 

圖說：2019 遼寧投洽會開幕式 

 

圖說：中臺灣展館開幕典禮 

 

圖說：市府呂順安參事逐攤關心臺灣參展

的各攤商 

 

圖說：中臺灣館吸引大批民眾參觀 

 



 
17 

 

 
圖說：臺灣產品品質優良，民眾試吃後多

表示讚賞 

 
圖說：展場以低價可即食的零食類最受歡

迎 

 
圖說：展場客群以 40~60 歲的家庭及婦女

為主 

 

圖說：桓仁縣為中國野山蔘之鄉 

 

圖說：每一棵野山蔘都有證書 

 

圖說：東北參茸城的野山蔘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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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五女山米蘭酒廠 圖說：五女山米蘭酒廠-橡木桶儲酒區 

  

圖說：葡萄酒品種示範區 圖說：葡萄酒品種示範區 

  

圖說：價值不斐之冰酒約台幣 12 萬元 圖說：包裝精美之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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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蔡龍麟冰酒-全球得獎之獎座 圖說：酒莊結合餐飲之蒙古包餐廳 

 

圖說：世界文化遺產-五女山城 

 

 

圖說：楓林谷-每一種楓樹皆有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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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邊石哈達生態農莊入口 
圖說：邊石哈達生態農莊--溫室內種植之

熱帶植物 

  

圖說：邊石哈達生態農-莊威戴爾冰葡萄栽

培區 

圖說：邀請桓仁縣至本市參加臺灣燈會之

簡報 

  

圖說：鐵嶺市蓮花湖溼地公園花雕意象 圖說：鐵嶺市蓮花湖溼地公園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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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蓮花湖溼地公園景觀 圖說：蓮花湖溼地公園景觀 

 
 

圖說：依農科技公司簡介園區育苗設施 圖說：現代化育苗設施-水耕蔬菜栽培 

 
 

圖說：團員品嘗園區之不同品種的葡萄 圖說：從臺灣引進之百香果栽培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