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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Lina@

防治雜草有一套
新資材－壬酸製劑

雜草是作物栽培一大難題，不但會造成減

產，還是病蟲害傳播媒介，惟在防治雜草的同

時，仍需維護農產品安全及注重環境友善，故農

委會農藥毒物試驗所研發新一代雜草防治資材－

壬酸製劑，目前建議使用於蔬菜田，可有效防治

一年生雜草。

壬酸製劑屬於速效、非選擇性接觸藥劑，有

效成分為一種脂肪酸，對於一年生雜草防除效果

佳，噴後 1-5 日內死亡。配置時需加水充分混合
均勻再倒入藥桶，並立即使用，若大面積施用

時，需持續混拌藥劑，同時噴藥速度宜緩慢，務

必讓雜草完全接觸到藥劑。建議於清晨無風、無

露水時噴施，另避免於下雨前、風勢過大時施

藥，以免影響藥效。

在安全性方面，壬酸製劑為低毒性，施用後

環境無殘留累積現象，對鳥類、魚類和蜜蜂毒性

低。惟其為弱酸具刺激性，使用者請配戴手套、

口罩及護目鏡，避免直接接觸藥液。

由於該製劑為化學試劑，不適用於有機及友

善耕作，未來將申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故產銷履歷申請者可使用。在購買方面，因建議

使用於蔬菜栽培區域，因此轄區目前包括宜蘭縣

員山及三星鄉 (含大同 )，花蓮縣吉安、壽豐鄉、
�榮地區、玉溪鎮等農會，推行農民登記試用，

之後生產量擴大後便不

再限制區域。並於推廣

期間酌收每瓶 (1公升
)20元工本費。(資料來
源：農藥毒物試驗所、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



為輔導原住民農產業，本場年年舉辦部落行

動教室，期望提升原鄉栽培技術及產品利用，改

善農業經營效益及競爭力。本年度持續深入部

落，於 1月 24日假紅葉及萬榮村辦事處，分別
辦理 2場部落行動教室，主題為有機驗證及相關
政策推廣，吸引百位族人參與。

本系列課程係萬榮鄉公所針對部落需求及農

業發展，與本場共同量身訂做課程，對有機驗證

及政策有詳細的解說。有機友善農業輔導政策說

明由農糧署東區分署余宣穎專員介紹，本場何雅

婷小姐介紹有機驗證與友善耕作申請輔導，和諧

有機農業基金會林妙娟稽核員，則針對有機農業

驗證常見問題分享。

萬榮鄉公所古明光鄉長表示，有機農業是未

來趨勢，萬榮鄉各部落擁有良好的天然環境，適

宜發展有機及友善耕作，因此特別與本場合作共

同推動相關業務。本場杜麗華場長強調原住民農

業是本場重要輔導業務，感謝公所重視地方農業

發展，結合本場教育訓練資源，相信能大幅提升

族人農業知識及技術，並擴大有機及友善栽培面

積。

108 年部落行動教室開跑

首發有機驗證課程百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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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與萬榮鄉公所共同發展部落農業，利用行動教室加深

族人有機栽培技術

▲本場何雅婷小姐 (左 )，與農友說明有機驗證相關事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廣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廣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廣告

海外交流

臺灣與日本水稻梯田保全活用實踐經驗交流紀實

在生態農業及維護農業生產地景上所做出的努

力。

本次講座與交流活動藉由知識和經驗的交

流凝聚各界共識，讓臺日雙方在水稻梯田保全

活用上，有更多的規劃想像與未來合作可能，

共同找出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永續共存的可能

方向。

流有機村之發展、海稻米

復育經驗，並看到了里山

倡議與生態農業實踐案例

－豐濱鄉新社村的「森 -
川 -里 -海」等，更難得
的是與當地農友及部落族

人進行座談交流。

山路教授一行參訪了

阿美族的山梯田、葛瑪蘭

族的海梯田、富里農會

以及青農生產基地。在聽完青農的工作生活介

紹，已來過臺灣八次、去過印尼三十多次的山

路教授說：走遍世界、青農把六級產業做好的

例子有，而把藝術（每年舉辦的穀稻秋聲－富

里山谷草地音樂節）與生產、生活結合在一起

的青農只有在這裡才看到，太了不起了。

結　語

臺灣的農業發展困境與日本情況相似，因

此日本採用的多種梯田保全活用的方式，把生

產效率低、生產成本高、出現很多廢耕的梯田

變成了受矚目的好去處，很值得我們參考。本

場轄區內的宜蘭縣和花蓮縣，擁有好山、好水

和鄉村風土人情，有利於有機和友善環境耕作

及推動農業生產地景的永續發展，更於 2016
年加入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展現臺灣

5  富里在地青農介紹結合藝術與生產、生活的實踐情形

 6  與在地青農交流農業發展經驗

 7  港口部落海稻米復育經驗交流

 8 部落傳統飲食文化交流

9  新社部落水稻田復育經驗交流

 10  探訪 Dipit 部落的梯田復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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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植物無法像動物一般在遇到病蟲害、極端

溫度、乾旱淹水等不良環境時以移動或啟動免

疫反應等方式避免受到威脅；然而，為了能夠

順利延續後代，植物並非就此放棄。在長期與

環境中的生物及非生物接觸下，植物共同演化

出多種抵抗逆境的模式，例如特殊構造之形成

以及生化防禦之啟動等。

在逆境侵擾時，植物多是以適當的辨

識後啟動生化防禦系統，如植物防禦素

(phytoalexin)、其他酚化物或蛋白質等，阻止

病害或其他逆境對其造成不可逆的傷害。近年

來亦發現一些天然來源之化學物質、人工合成

之化學物質以及土棲有益微生物可誘發植物系

統性抗性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SAR)
及 induced systemic resistance (ISR)。 上 述

可誘導植物抗性的物質，只要來源為天然而非

人工合成；已被確認無安全疑慮；可調節植物

賀爾蒙、代謝反應以及抗病基因表現進而提升

農作物產量，且不屬於肥料或是農藥者，目

前部分國家將其獨立出並歸類為生物刺激素

(Biostimulants) ( 圖 1)。

生物刺激素來源及主要成分

生物刺激素的原料為自然界中環境代謝率

高或人體接觸風險低的成分。大致可分為細

1

生物刺激素－提升植物免疫力
的新素材 

作者：蔡濰安 助理研究員、 

　　　翁崧夏 研究助理、 

　　　謝佳珉 研究助理、 

　　　邱智迦 研究助理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605



 1  2017 年國外期刊論文 (Yakhin et al., 2017) 對生

物刺激素設定之分類地位

 2  芽孢桿菌菌落型態

 3  微生物發酵液發酵過程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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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類、真菌類、藻

類、植物萃取物、

動物性原料以及腐

植酸等 ( 表 )。早

期，因微生物肥料

被發現具促進植物

根系吸收養分的能

力，進而有多種以微生物或微生物代謝物 ( 圖
2) 所製成的生物刺激素被廣泛研究。芽孢桿菌 
( 圖 3) 和固氮細菌乃微生物類生物刺激素之大

宗，兩者皆容易取自於自然界土壤或植物體

內；然而，雖然已有多種微生物被發現具有誘

發植物抗性的能力，卻因製程成本過高，與功

效不成正比，導致目前少有微生物類生物刺激

2

原料 製程方式 主要有效成分 功效

細
菌

培養、水解、發酵 生長激素類、胺基酸、寡糖類、
寡鏈多肽類、脂多醣、褪黑素

增加發芽率 / 生長勢 / 產物品質 /
產量

真
菌

培養、發酵、冷凍乾燥 胺基酸、碳水化合物、幾丁質、
蛋白質、核酸、聚葡糖醛酸、細
胞分裂素、生長激素類、胞外多

增加發芽率 / 生長勢 / 開花數 / 產
物品質 / 產量

藻
類

酸鹼萃取、水解、破細胞
技術、酵素分解萃取、發
酵、溶劑萃取、超臨界萃
取、超音波震盪萃取

離層素、多種生長激素、細胞分
裂素、甘露醇、褪黑素、礦物質、
脂質、磷酸鹽類、多醣類、蛋白
質、固醇類

增加發芽率 / 生長勢 / 開花數 / 產
物品質 / 產量 / 促進新梢生長 / 刺
激植物生長 / 刺激根毛生長

植
物
萃
取
物

酸鹼萃取、水解、破細胞
技術、酵素分解萃取、發
酵、微波萃取、乙醇萃取

胺基酸、生長激素、碳水化合物、
細胞分裂素

增進氮同化作用、抗高鹽逆境、
促進光合作用、促進能量轉換、
增加葉片氮含量、改變固醇類和

萜類物質組成、提升植物抗逆境
能力

動
物
性
原
料

水解、酵素分解 金屬離子、脂肪、胺基酸、多肽、
蛋白質、短鏈胜肽

提升植物營養吸收、改變植物賀
爾蒙含量、調節植物生長、加速
光合作用速率、提升耐熱 / 耐寒 /
耐旱逆境、刺激有益微生物生長

腐
植
酸
類

熱化學萃取法 胺基酸、纖維素、半纖維素、醣
類、鉀鹽、木質素、多酚類、植
物荷爾蒙

活化植物生長勢、增加生長勢 /
產量

3

表、生物刺激素已被研究的主要來源及成分 (Yakhi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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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商品化產品。相反的，藻類萃取物因原料取

得成本較低，又明顯具有增強植物抗逆境及抗

病之能力，因此成為目前多數商業化專利產品

之主要成分。部分產品宣稱可作為果實轉色前

驅 物 1-aminocyclopropane-1-carboxylic acid 
(ACC) 及促進細胞分裂之 isopentenyl adenine 
(iP) 和 benzyladenine riboside (BAR) 等植物

生長調節劑。褐藻中含有的植物賀爾蒙，主

要分為三類：生長素 (auxins)、細胞分裂素 
(cytokinins) 和吉貝素 (gibberellin)，皆為重

要之植物生長調節劑 (plant growth regulator, 
PGR)。另外，褐藻細胞壁中有一種多醣成分 -
海藻酸，亦可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且對於植

物根部生長有多項益處，包括抗環境壓力和促

進作物吸收養分。目前多數產品是利用被打撈

清除之漂流褐藻，取海洋產業之廢棄物用於農

業，實屬永續農業的一大福音。

生物刺激素作用機制 

生物刺激素的相關研究已有幾十年，但仍

有許多未知的作用機制，主要原因在於生物刺

激素的來源及製程使產品呈現一種同時有多種

有效化合物存在且不可分割的狀態。雖然機制

複雜，但可大略分為直接影響作物及間接影響

作物 2 大群，其中，間接影響者是經由影響

根圈有益微生物來達到提升作物抗性的效果，

而直接影響者在 2017 年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摘錄之文章 (Yakhin et al., 2017) 將其

作用分成三個重要的階段 ( 圖 4)。

一、有效成分穿透及移行於植物體

植物表皮主要功能在於防止體內水分蒸

散，但同時也成為一個滲透屏障，防止外部的

水和溶質隨意進入植物細胞組織。因此，為了

可成功滲透進入植物體內，生物刺激素活性成

分的分子量大小和親疏水性成為其是否可發揮

作用的關鍵因素。

二、調控賀爾蒙及訊息分子

活性物質就像鑰匙一般，在進入植物組織

後，會辨識到植物特定的鎖，並開啟一連串反

應來促進植物生長或提高其對逆境的抵抗力。

4



即使不同生物刺激素所啟動的代謝反應差異

很大，它們都是藉由誘導植物賀爾蒙進行後續

基因的表現及代謝反應的調控。以前述的藻類

萃取物以及腐植酸為例，其活性成分即包含類

似植物賀爾蒙的化合物和多醣類，前者被植物

吸收後，常會促進植物體重新合成該賀爾蒙；

而後者則會成為植物賀爾蒙生合成的一個活化

劑，進而影響植物體內特定賀爾蒙的量。

三、影響植物代謝反應

植物代謝反應有多種，其中已經被證實可

被生物刺激素誘導來抵抗逆境的反應為抗氧化

反應、光合作用效率提升以及減緩老化，而不

同來源的生物刺激素產品常常會造成相似的促

進效果，均具有提升農作物產量的效能。

國外生物刺激素產品以及臺灣類似產品

簡介

根據 2011 年歐盟生物刺激素產業協會 
(European Bio-stimulants Industry Council，
以下簡稱 EBIC) 的研究，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於 2016 年修訂肥料

法規草案，將生物刺激素納入肥料管理範圍，

並單獨列為一類產品，促進產品的登記成本降

低。目前國外類似產品依 Yakhin 等人 2017 年

歸納後，主要為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義大

利和北歐等地區生產，大多為藻類、植物萃取

物以及動物性原料等 ( 圖 5)，多數產品內含不

止一種有效成分，效果多為增進作物生長勢、

產量、品質以及抗逆境能力。雖然本國未直

接規範生物刺激素的產品，但仍然有類似的

產品可供農友選擇。其中一群是目前進口及

自行製造的產品，認定具高安全性，在本國

主要將其歸類為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https://
pesticide.baphiq.gov.tw/web/Insecticides_
MenuItem2_3.aspx)，產品類型主要分為大型

褐藻萃取物和甲殼素；而另一群則是規範於肥

料登記的植物生長輔助劑 - 腐植酸。而在病害

防治和提高作物對逆境耐受性上，本國亦有一

些研究實例，例如臺中農改場研發出利用天然

微生物發酵的「甲殼素合劑」，對瓜果類白粉

病 ( 圖 6) 的防治效果極佳；而本場研究亦發

現一些植物萃取物有提升作物抵抗白粉病 ( 圖
7)、高溫環境 ( 圖 8) 以及刺激作物生長 (

圖 9) 的能力，對農友而言，皆具有作物

管理上的應用潛力。

  4  生物刺激素作用於作物的重要機制

5 歐洲生物刺激素產品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七期 /108. 03 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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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蟲害防治

生物刺激素－提升植物免疫力的新素材

結論及未來展望 

目前歐洲各國生

物刺激素產品的登記

要件仍然不甚明確，根

據 Torre 等人於 2016 
年的統整報告指出，產

品登記所需要件最完

善者為捷克，除藥效測

試報告外，成份分析、

安全報告書、作用機制、分析方法、標籤指示

和分類指示皆需要提供給當局審核；其他國家

如德國、義大利、斯洛伐克、荷蘭、西班牙等

其他歐洲國家，審理要件要求皆不完全一致。

如今，歐盟會員國正朝著訂定生物刺激素產品

之統一審理標準前進，目標未來可以明確分類

生物刺激素，並與一般肥料產品分開且專一審

核生物刺激素產品各專項安全性評估 (Safety 
requirements) 及效果檢測 (Efficacy data)。

由於過去農友常專注於單一問題的防範，

忽略環境逆境如淹水、高低溫等問題可加重病

蟲害的發生，經由生物刺激素的開發，農友可

參考以相關的產品，改善植物的生理狀態和提

升植物免疫系統，並實行於病蟲害的綜合管

理。然而，因產品作用機制的差異，未來農民

6 高等植物萃取物處理後可減少白粉病發生

 7 南瓜白粉病初期黃斑病徵

 8 高等植物萃取物處理後可增加植株耐熱性

 9 高等植物萃取物處理後刺激植物生長

8

9

需依作物和土壤狀況選擇正確合適的產品，才

能達到理想有效的管理方式。生物刺激素勢必

成為未來作物管理的一環，並扮演農業循環經

濟的重要角色。

對照組

對照組

萃取物處理組

萃取物處理組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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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簡易加工之應用

農產加工

前　言

花蓮縣為全國文旦栽培面積最大的地區，

文旦果農栽培經驗豐富，平均樹齡 25-30 年，

果肉酸甜適中，入口回甘，加上配合本場推動

多年的文旦健康管理栽培制度，整合果樹整枝

修剪、合理化施肥、病蟲害整合防治、果園清

園作業等栽培管理技術，文旦品質優良，值得

大家細細品嚐，而文旦亦可製作為果醬、果茶、

柚皮糖等加工品，在中秋佳節後也能品嚐文旦

的好滋味。來看看文旦可以製作哪些簡易加工

品吧 !

文旦果醬

果醬的用途非常多元，其酸甜風味及果粒

口感為果醬增加不少食用方法，像是塗抹麵

包、調製飲品、料理佐料等等。文旦果醬建議

文旦簡易加工之應用

作者：陳柏翰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農產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3300

基礎配方如材料表 ( 表 1)，糖酸比可視文旦本

身酸甜度、個人口味等做適當調整。

取文旦果肉並加入砂糖、檸檬汁拌勻後，

靜置約 30 分鐘等待出水，再以中大火煮滾後

轉小火熬煮到濃稠狀 ( 圖 1)，並建議使用不銹

鋼之熬煮容器進行果醬熬煮，期間需不斷攪拌

以免燒焦，熬煮至濃縮終點後，趁熱裝填到洗

淨的金屬蓋玻璃罐中 8-9 分滿，將瓶口殘留果

醬擦拭乾淨，蓋緊瓶蓋倒扣殺菌 10 分鐘後再

 1  文旦果肉製作果茶、果醬

材料 使用量

文旦果肉 2 斤

砂糖 1 斤

檸檬汁 2 顆

表 1、文旦果醬基礎配方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七期 /108. 03 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7



農產加工

文旦簡易加工之應用

將瓶子轉正 ( 圖 2)，等待冷卻即完成。什麼是

「濃縮終點」? 簡單的判斷方式為準備一碗冷

水，將熬煮之半成品果醬滴入冷水中，若呈現

凝膠狀且不易分散的狀態即表示達到濃縮終

點；或使用煮糖溫度計測量熬煮之果醬溫度達

104-105℃也可當做判斷依據。

此外，自製果醬時，在初期操作時殺菌技

術若還不熟練，可以將製成的果醬冷藏保存，

增加果醬保存期限，且開封後務必冷藏並儘速

食用完畢。

文旦果茶

文旦果茶基本作法與果醬類似，材料表如

表二所示，取文旦果肉並加入約 0.5 倍果肉重

量的砂糖或冰糖及適量的麥芽糖增加黏稠度，

糖的種類與用量則視個人口味可作不同的選

擇，待靜置出水後，以小火熬煮並收乾水份至

濃稠狀後，加入檸檬汁及蜂蜜調味即可。熬煮

好的果茶同樣建議裝在有金屬蓋的玻璃罐趁熱

裝填作保存，或以電鍋或蒸籠蒸煮加熱 10-15
分鐘 ( 蓋子先不完全鎖緊 )，再趁熱鎖緊即可。

糖度與酸度足夠的裝罐果茶經過此殺菌處理，

可以在常溫保存半年，但開封後要儘速食用完

畢並冷藏，可取文旦果茶醬加入冰水或熱水沖

泡，就是一杯好喝的文旦果茶囉 !

文旦去皮 果肉 加糖及酸 熬煮 濃縮終點 裝罐 殺菌 成品靜置文旦去皮 果肉 加糖及酸 熬煮 濃縮終點 裝罐 殺菌 成品靜置

※文旦果醬加工流程簡圖

材料 使用量

文旦果肉 2 斤

砂糖 1 斤

麥芽糖 適量

蜂蜜 適量

檸檬汁 2 顆

材料 使用量

文旦果皮 1 公斤

砂糖或冰糖 1 公斤

水 500 毫升

檸檬汁 10 顆

表 2、文旦果茶基礎配方

表 3、柚皮糖基礎配方

柚皮糖

取完文旦果肉剩餘的果皮也可以製作成零

嘴 - 柚皮糖 ( 材料表如表 3)，將果皮以器具破

壞其表面油囊，再切成適當大小 ( 圖 3)，接著

以含有食鹽的水煮沸燙洗 1-2 次進行脫苦 ( 圖
4)，再經由漂水以減少辣味及苦味物質，苦味

及辣味較強烈是文旦柚不同於其他柑橘類加工

品的特性，接著將處理好的 1 公斤果皮加入 1
公斤砂糖及水熬煮收乾後，加入檸檬汁調味並

熬煮收乾即可 ( 圖 5)，帶著文旦香氣的柚皮糖

就完成囉 ( 圖 6) ！
而糖及酸的用量則依個人口味斟酌調整，

製作完成的柚皮糖建議存放於冷藏，以利於保

存。或是進一步將柚皮糖進行乾燥後，因水分

含量減少，可延長其保存時間。柚皮糖的製作

要注意文旦果皮油囊要確實破壞，柚皮糖成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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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旦去皮 果肉 加糖 浸泡熟成 成品攪拌加米醋文旦去皮 果肉 加糖 浸泡熟成 成品攪拌加米醋

清洗 取文旦果皮 脫苦 漂水及瀝乾

加糖熬煮 調酸 熬煮收乾

破壞油囊

成品

清洗 取文旦果皮 脫苦 漂水及瀝乾

加糖熬煮 調酸 熬煮收乾

破壞油囊

成品

※柚皮糖加工流程簡圖

※文旦醋加工流程簡圖

的辛辣感才不會過於強

烈，以增加柚皮糖的嗜

口性。

文旦醋

文旦醋製作方法是

以浸泡的方式即可用簡

單的方式法製作出健康

好喝的文旦醋 ( 材料表

如表 4)，首先準備等重之文旦果肉、米醋、

糖各 1 份，而糖的用量可依個人口味做調整，

將文旦果肉剝成小碎塊後加入砂糖及米醋攪拌

均勻，靜置 1-2 個月後即可直接稀釋飲用 ( 圖
7)，或是作為料理佐料等用途，享受文旦與米

醋結合的酸甜滋味。

材料 使用量

文旦果肉 1 公斤

米醋 1 公升

砂糖 1 公斤

表 4、文旦醋基礎配方

結　語

文旦是營養豐富的節令水果，中秋佳節享

用文旦的同時，不妨試試簡易的加工處理，進

行農產品加工時注意操作環境與器具的潔淨及

人員的衛生，在家也可以輕鬆動手做，讓文旦

能有更多的變化以及延長保存時間，也能在非

文旦產季時，享受文旦的酸甜滋味。

2  文旦果醬趁熱倒扣　 3  文旦果皮的處理流程

  4 文旦果皮煮沸去苦

5 文旦果皮加糖熬煮收乾　 6 柚皮糖成品

 7 文旦醋浸泡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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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欄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農三代的崛起  走出不一樣的路－江明潔青農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農三代的崛起  
走出不一樣的路－江明潔青農

作者：林正木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60

前　言

由於世事難料，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境

遇。江明潔的人生也是崎嶇波折，並與農業結

下不解之緣。她在人生的道路上，看到社會不

斷改變，使得對農業熱情忽冷忽熱，最後因家

庭及環境緣故，返鄉務農，與農業再續前緣，

並走出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的經營模式，開創農

三代的時代來臨。

峰迴路轉的人生  依然回到農業的懷抱

人生就像一齣戲，江明潔的人生似乎離不

開農業。出身在吉安農家子弟的江明潔，對農

業並不陌生，只是覺得農業是一件辛苦的工

作，未來也沒打算要務農。因此高職讀汽修科，

但是發覺越唸越沒興趣，隨著年齡增長，開始

要下田幫忙農務。雖然辛苦卻發覺並不是想像

的那麼困難，反而對農業產生了好感，畢業後

唸嘉義農專農場經營科，父親也很支持，希望

女兒未來從事農業相關工作或返鄉務農。 
唸完三年的農場經營科，江明潔看不到農

業的前景，畢業後到北部工作，雖然工作穩定，

但是生活步調太快。同時父親也因體力大不如

前，需要人手幫忙，因此在 28 歲那年辭去工

作毅然返鄉務農。回來之後跟著父親邊學邊

做，經常田間與市場兩邊跑，約學 7 年左右，

終於自立門戶創業。此時，江明潔的先生亦辭

掉工作，與另一半成為全職農夫，並成立蔬果

香樂園。在多變的人生舞臺上，因與農業的緣

份未盡，終究回到兒時最熟悉的農業，開始務

農的嶄新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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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農三代青農江明潔 ( 江明潔提供 )

 2  簡易型溫室栽培，兼顧風險及品質 ( 江明潔提供 )

 3  堅持友善耕作，申請有機驗證 ( 江明潔提供 )

 4  玉米是明潔高人氣的產品

5  採直立式栽培，創造生長優勢 ( 江明潔提供 )

取得安全認證標章  守護消費者的健康

為了生產出來的農作物，不會有農藥超標

情形發生，申請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在作物

不同生長時期，遵守適當用藥，經檢驗各項農

藥殘留，皆達到防治藥劑零檢出「N.D」。為

了用較高的標準替消費者健康把關，與其它吉

園圃農友不同之處，堅持施用有機質肥料取代

化肥；在抑制蟲害方面則運用蘇力菌，更確保

消費者的健康，另取得臺灣農產品追溯二維條

碼，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信賴。

好東西要給親朋好友分享是

江明潔的經營理念。因為這個理

念，也讓她與父親走不同的耕作

型態。江明潔配合食農教育，堅

持走有機及友善耕作，已獲得有

機驗證轉型期，提供小學生在一

個安全的農田進行農事體驗。江

明潔認為自己的有機技術尚未成

熟，也有家庭的生活經濟壓力，

而且有機在花蓮的市場不大，消費人口有限，

因此未全部採取有機栽培，除了申請驗證外，

仍保有其他安全認證的農地，維持穩定的產量

及收入。

採用簡易型溫室栽培 品

質及風險兼顧

曾經因為颱風帶來的連

續豪雨，江明潔遭到慘痛的

經驗。因此，為了抵抗外來

因素干擾，又要穩定的產量

及品質，江明潔引進設施農

業。目前經營約 5 分地的簡

易型溫網室設施，依不同季

節生產不同蔬果，冬天生產

美濃瓜、香瓜、哈蜜瓜、小

番茄等；夏天則生產小黃瓜、各式葉菜類等，

以維持良好品質及穩定的供貨。從此讓江明潔

當遇到連續豪雨時，不用擔心天災帶來的積水

及農作欠收，減輕從農不確定的因素。設施內

以直立式栽培，增加陽光照射的機會，充分讓

瓜果類轉色，並配合高密度黃色黏板及設施內

良好通風，減少病蟲害發生，提升果實品質，

使得瓜果類香氣濃郁、口感綿密，在市場上深

受消費者青睞。

2

3 4 5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七期 /108. 03 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11



人物專欄

農民學院結訓學員專訪－農三代的崛起  走出不一樣的路－江明潔青農

通路不嫌多 發揮各自效益

自江明潔開始務農後，通路型態比父親更

多元，包含傳統市場、果菜市場、農民直銷站、

經營臉書粉絲專頁、農民市集及宅配直銷等。

農民直銷站是主要通路，目前在花蓮市農會經

營的三家農民直銷站都有設攤，另外吉安農會

的超市也有。網路是用臉書的粉絲專頁行銷，

透過臉書來預告自己的產品種類及採收時間，

提早讓消費者預購。此外，為了方便與消費者

保持連絡，除了臉書輔助預告及宣傳農場的資

訊外，還會配合運用 LINE，達到方便、迅速

連繫效果。農民市集是不可多得的通路，江明

潔表示目前一個月至少會去一次臺北希望廣

場，它可以創造理想的利潤，最高單次去可以

抵一個月農民直銷站的營業額。

從來沒有想過農民也要做名片的江明潔，

到了市集後，為了面對人來人往的顧客，以及

後續連絡方便，必須藉助名片的功能，及時推

銷農場的產品，因此也設計了屬於自己的名

片。由於農場工作已應接不暇，自與丈夫獨立

創業後，傳統市場的通路仍不放棄，而且也已

累積不少江明潔的粉絲顧客，多一個通路只有

好處，現已改寄賣方式販售。遇到農場作物盛

產時，也會送去果菜市集拍賣，減少銷售壓力。

與學校推動食農教育 培植農業人力幼苗

江明潔與花蓮市農會互動良好，政策參與

度高。除了參與農會輔導的青農產銷班及農民

直銷站外，透過農會大力推薦，與市區的中正

國小共同辦理食農教育活動，提供小學生體驗

農事活動，廣受學校及家長好評。江明潔表

示，場域會安排在有機田上進行蔬果耕種、洛

神花採收，是為了提供一處安全又無污染的學

習樂園，讓親子或學生可以無憂無慮地在農田

玩樂。江明潔也積極鼓勵自己的孩子來農場幫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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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每到假日他們是父母親得力助手，江明潔

因而對教育下一代產生成就感，也促成她推動

食農教育。之後不少學校紛紛找江明潔合作，

在時間及工作量允許下，未來會持續與學校合

作推動食農教育活動，培植農業人力幼苗，為

農業盡一份心力。

創造新的藍海市場  立於不敗之地

除了品質要贏過別人外，江明潔表示，同

一種類的作物太多人種植，有時要面臨價格慘

跌的風險。因此農民不免會遭受到市場波及，

心血付之一炬。如果種植市面上稀有的蔬菜種

類，同時配合通路的需求，可以減少與競爭者

爭奪市場，還可以創造新的藍海市場。江明潔

在臺北設攤時，結識了許多顧客，也有不少是

西餐廳業者登門造訪，並詢問江明潔，是否有

意供應西餐廳用蔬菜及合作的可能性，讓農場

的通路增添另一出路。江明潔明年會嘗試種植

市場上少見的彩色羊角椒，以避免在紅海市場

上與競爭者相互撕殺。江明潔不斷尋找藍海市

場，以及走在種植新品種先驅者，無非是要追

求創新及特色，為自己爭取農業利基。

 6  農民直銷站是江明潔主要通路，在進直銷貼前，產

品貼上標籤

 7  江明潔於農民直銷站上架自家生產的農產品

 8  希望廣場拓展產品通路可能性 ( 江明潔提供 )

 9  培育農業小尖兵，農業向下紮根 ( 江明潔提供 )

10  與學校推行食農教育，不遺餘力 ( 江明潔提供 )

結　語

雖然具備農家子弟及農業科系的加持，江

明潔並不因而自滿，反而把自己當成農業新

手，重頭學習來過。為了彌補欠缺的經驗，向

父親學習農耕技術，也上本場農民學院的課

程，汲取農業新知，建立務農的實務技能。在

學習過程當中，觸動了江明潔的思潮，顛覆上

二代的傳統產銷模式，導入溫室、體驗及創新

思維等。並配合農業相關政策，使得穩健經營

發展，開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說到有意投入

農業行列的年輕朋友，江明潔建議，除了事前

的準備功課及充裕的資金不可少外，吃苦耐勞

及興趣，更是永久持續務農的動力，並站穩踏

入農業，因此一旦下定決心，一步一腳印，一

定能享受到甜美的成功滋味。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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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

青農 X 食農 X 療育 伴隨音樂傳頌美好農村

青農 X 食農 X 療育
伴隨音樂傳頌美好農村

作者：張志維 技佐、

　　　王義善 助理研究員、

　　　劉興榮 副研究員、

　　　巫正梅 研究助理、

　　　曾惠真 研究助理、

　　　徐嘉偉 研究助理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08
前　言

眾所期待的「穀稻秋聲 -2018 富里山谷草

地音樂節」於 11 月 3-4 日，在花蓮縣富里鄉

永豐社區盛大登場，吸引了上萬人共襄盛舉。

本場也配合此活動，辦理青農米食料理及農村

療育成果展。在音樂繚繞中傳達食農、地產地

消、農村療育理念並呈現青農輔導成果，讓參

與者感受並願意支持美好農村。

讓大家看見富里吧！

由富里在地青農組成的富里 983 團隊，所

主辦穀稻秋聲草地音樂節今年已邁入第 4 年。

發起此活動的青農鍾雨恩說：「當初辦理這個 
音樂會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讓外地人看見富

里，讓本地人回味富里，大家一起聚集在這片

美麗的土地上」，於是幾個志同道合的富里青

1

農聚集在一起，經過不斷地構思與努力，終於

催生了第一次的穀稻秋聲。

在穀稻秋聲裡不僅能享受歌手、樂團所帶

來的表演，也有市集讓小農展售、交流自家產

品，讓遊客能吃到最青、最道地的美食。最吸

引人的地方莫過於提供一個讓人完全放鬆的環

境，讓身心靈可以解放。    
經由歷年舉辦累積出的好口碑，讓穀稻秋

聲成為花蓮縣每年最令人期待的音樂盛會之

一，也培養了一群死忠支持者。今年穀稻秋聲

在水保局花蓮分局、本場、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等單位共同輔導下，以聽音樂、逛市集、食

野餐為賣點；搭配「時光機」復古趴主題，吸

引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再次聚集在富里

14



 1  即便節目尚未開始，仍有許多人提早來到會場感受

農村的優閒氛圍

 2  會場限定，黯然銷魂飯糰

 3  結合音樂、地景與在地元素，讓穀稻秋聲成為花蓮

最令人期待的音樂盛會之一

 4  食農教育，從小開始

這個小農村。伴隨樂

聲，沉浸在優雅緩

慢、自然宜人的農村

氛圍中，為富里做出

最成功的行銷。

是的，米食也可

以很厲害

水稻為富里的主

要產業，富里位於花

東縱谷中段，高溫潮

溼，日照短，土壤質

地黏土成份特高，灌

溉水源清澈潔淨，絕佳的環境，孕育出獨特黏

Q 口感的稻米，為米中之珍品。

本場為協助富里在地青農推廣米食，特別

規劃青農小型試驗計畫，聘請料理專家針對富

里米進行米食料理開發。透過不同烹飪處理方

式與在地食材進行進行激盪，讓米除了日常的

白米飯外，更能呈現多樣風味樣貌。

配合穀稻秋聲音樂節，本場當日也辦理了

青農米食料理及農村療育成果展，讓青農們所

學習到的米食新料理，在活動當天透過現場販

售的實戰，來測試消費者的反應並進行調整。

由當日熱銷的盛況來看，肯定是「好好味啊」

( 粵語，好吃之意 ) ！

農村 X綠色植物 9453( 閩南語，就是有

放鬆 )

會來到穀稻秋聲的族群除了喜好歌手、樂

團表演的粉絲以外，更多是衝著富里這小農村

來的朋友。有別於都市快速、緊湊的步調，來

到富里，可以貪婪的享受綠色大地的懷抱、撫

慰。而農村輕輕地、慢慢地節奏，讓心情、思

緒都獲得了喘息。

本場發展農村療育，就是善用農村這種令

人上癮的溫柔魔力，來舒緩緊繃的身心。活動

當日，特別以各式的苔球進行攤位布置。綠色

植物天生的療癒力，果真吸引了許多人的目

光，駐足於攤位前觀看這些可愛的小植物，加

深參加者們對於農村療育的感受，先由農村的

環境自然而然的舒壓，再透過植物的力量撫慰

身心，充分達到療育的效果。相信這些體驗，

肯定讓這個小農村黏住了更多人。

食農教育 大家一起來

穀稻秋聲以音樂、市集、野餐為主軸，但

其實很多的議題都可以藉由這個場合進行討

論、推動，其中食農教育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主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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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

青農 X 食農 X 療育 伴隨音樂傳頌美好農村

對這片土地的依

戀。讓人們每年

不論是自己或是

帶著親友，願意

回到這片土地來

感受農村的溫柔

與熱情。

另外將食農

教育、環境教育與農村療育等議題，與穀稻秋

聲活動主題相呼應。更能透過當下環境、氛圍

與節目的渲染，將感動深植在參與者的心中，

進一步化為行動支持農村產業。

社會大眾願意支持農村產業，促使農村人

潮回流，農村才能健全發展；農村健全發展，

才有足夠的能量與資源維繫美好的農村環境；

好的農村環境，提供人們有放鬆、療育、充電

的場域，成為一個良善的循環。就讓我們一起

支持美好農村，讓感動延續下去。

題。本場特別利用這次機會，發放食農教育研

究問卷，了解大眾對於食農教育的態度、學習

的需求，以及各面向的認知程度，作為往後推

動食農教育的參考依據。

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很多人對於問卷中

出現的飲食文化、友善耕作、低碳飲食等概念

感到興趣，主動進行詢問。以市集販賣在地食

材美食為例，闡述地產地消、食物里程、保存

飲食文化等理念；也以遊客對農村環境的喜愛，

說明友善耕作，保護自然的重要性。讓大家了

解，這些看似學術、艱澀的名詞其實跟我們生

活習習相關，從我們每天食物的選擇、農產品

的購買、用餐的習慣都是食農教育的一部分。

經過解說，燃起不少人想要進一步認識食

農教育的動力，其中不乏從西部都會，來自臺

中市遠道而來的教師，希望將這些理念帶回校

園向下扎根。藉由這樣子的觀念傳遞，期望能

喚起大眾對於飲食與農業的重視，讓食農教育

成為全民運動。

讓感動延續下去

穀稻秋聲會成功，因為它有別於煙火式的

活動，避免讓激情隨著表演的落幕而結束。而

是讓大家真切感受富里的美好，不管是優美的

音樂、自然的環境、友善的人情、輕鬆的氛圍、

抑或是在地的美食，這些元素都再再加深人們

 5  本場配合穀稻秋聲，辦理青農米食料理及農村療育

成果展，向大眾傳達食農教育與農村療育相關理念

 6  許多參與者對於食農與療育議題非常有興趣，主動

提出問題討論

 7  苔球為超人氣療育素材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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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國際蔬菜訓練課程心得分享

海外交流

前　言

新南向政策為現階段政府大力推動之外交

政策，東協地區國家即為積極鎖定的對象。其

中泰國為東協地區的農業大國，農業生產蓬勃

發展，對農業技術的需求也十分殷切。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在蔬菜育種、技術研發上居領導

地位，所開設之國際蔬菜訓練課程亦常網羅多

個國家學有專精之講師與學員，透過參與相關

課程，可增加臺灣與泰國等東協國家，甚至非

洲地區國家在農業領域的交流與互動，可積極

建立連結。

國際蔬菜訓練課程介紹

亞 蔬 - 世 界 蔬 菜 中 心 (AVRDC- World 
Vegetable Center) 為世界知名蔬菜研究機

參加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
國際蔬菜訓練課程心得分享

作者：林文華 助理研究員

　　　蘭陽分場

　　　作物與生態研究室

電話：(03)989-9707 轉 301

 1  筆者參加亞蔬 - 世界中心舉辦之國際蔬菜訓練班

構，總部位於臺灣，每年於東南亞分部（泰

國）辦理蔬菜訓練班 (International Vegetable 
Training Course, 以下簡稱 IVTC)，自 1982 年

開辦以來，至今已辦理 36 屆；受訓學員分別

來自 52 個國家，超過 900 位， 堪稱國際上

最具影響力的蔬菜培訓課程之一。課程開辦的

宗旨，主要為透過農業技術研習與永續管理模

式導入，加強參加學員農業技能與永續耕作概

念，達到開發中國家減貧、少飢的目的；然近

年各國經濟情況好轉，上述情形已逐漸改善，

反而飲食、營養不均衡、肥胖等身心症狀日趨

嚴重，該中心已將 IVTC 課程目的增加如何解

決此類新興文明病徵的項目，期望以蔬菜生產

及消費調控來解決普羅大眾的飲食失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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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

參加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國際蔬菜訓練課程心得分享

IVTC 於 2017 年第 36 屆包含兩個學程，

分別為第一學程：從種子到收穫 (Module 1: 
Vegetables: from Seed to Harvest)， 第 二

學程為從收穫到餐桌 (Module2: Vegetables: 
Harvest to Table)，每學程均為期四週。筆者

參加之第一學程授課內容包含生物多樣性、育

種、種子生產體系、種苗生產、蔬菜嫁接技

術、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 (Integrated Pes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IPM and IDM)、設施

栽培、永續生產及良好農業規範 (GAP) 等介

紹。第二學程授課內容則為採後處理、安全用

藥、植物營養、加工技術、良好農產加工規範

(GMP)、蔬菜產業鏈、市場分析、推廣評估等。

IVTC 辦理地點為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的東

亞暨東南亞分部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座落於

泰國曼谷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 校內。授課師資除來自

亞蔬本身育種、農業經營、病蟲害

防治等專家，亦遴聘泰國農業大學

各農業相關領域教授、學者，以及

農藥、種苗等相關公司企業負責人

進行授課。

研習課程內容

筆者參與為第一學程課程，研

習內容擇要說明如下：

一、種原多樣性

本項訓練課程主題包含、種原保存、種

苗處理、育種介紹等，由泰國農業大學熱帶

蔬菜研究中心 (Tropical Vegetable Research 
Center, TVRC) 主任授課。TVRC 為亞蔬與泰

國農業大學共同成立及維持，該中心有 4000
多種番椒種原，為最主要保種作物。另該課程

介紹泰國當地多種原生蔬菜，如翼豆、蝶豆、

水合歡、紅柄水蕹菜、刺芫荽、洛神葵、秋葵、

落葵等多種原生蔬菜種原，中心並設置原生蔬

菜示範圃，展示各種木本與草本食用作物，該

中心亦開放部分種子接受申請索取，惟進一步

了解後申請對口及受理單位為泰國農業大學，

主要開放對象為泰國當地農民或農業相關從業

或研究人員，如臺灣想向該中心索取種原，可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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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透過亞蔬申請並有種子通關等程序，因此

亞蔬東亞暨東南亞分部人員建議，先行自位在

臺灣的亞蔬種原庫蒐尋，如無庫藏再尋求引進

管道。

二、蔬菜育種

本課程由亞蔬中心泰國分部的瓜類育種專

家 Dr. Narinder Dhillon 講授，其指出蔬菜育種

人員除須考慮產量高、品質優良、耐候及抗病

性佳等，亦須因應地區民族特性、喜好及市場

的需求來擬定育種方向。以茄子為例，泰國當

地市場偏好綠色茄子，即使是紫色茄子，蒂頭

也必須呈綠色；因此即使育出極高產、品質優

良，深受臺灣市場喜愛的紫色蒂頭長茄，仍未

能受當地市場青睞；另以南瓜為例，泰國市場

喜愛圓扁、刻痕深之南瓜品種，臺灣市場喜愛

木瓜型之品種；在苦瓜方面，臺灣市場偏好白

玉苦瓜，泰國市場則以淺綠為主，其他如沖繩

深綠色山苦瓜，菲律賓偏好的長條型山苦瓜，

各有喜好。因此蔬菜育種者在擬定育種方向

時，必須瞭解目標市場之喜好。

三、蔬菜病蟲害防治

蔬 菜 病 蟲 害 防 治 由 Dr. Srinivasan 
Ramasamy 等專家授課，除了介紹主要作物

的常見病蟲害以及輪作、淹水等耕作防治法之

外，更介紹了多種間作不同作物對病蟲害防治

的效果。諸如利用 Indian Mustard (Brassica 
juncea) 作為誘引植物 (Trap crops)，種植在甘

藍田區，以誘引 Cabbage Head caterpillar 等
甘藍主要蟲害；在辣椒田區種植蓖麻作為誘引

植物，來吸引斜紋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另外以胡瓜間作方式來種植番茄，對銀葉粉蝨

及 TYLCV 也具有防治效果；而在田區種植萬

壽菊，則對降低土壤中根瘤線蟲密度十分有

效。

課程中亦前往位於泰國農業大學肯平山

校區內的國家生物防治中心。該中心目前已

成功建立許多天敵昆蟲繁殖系統，並以小包

裝販售或接受無償申請供泰國農民使用。

主要繁殖生產之天敵昆蟲有赤眼卵寄生蜂

4 5

 2  自 1982年開辦以來，亞蔬 IVTC至今已辦理 36屆；

受訓學員分別來自 52 個國家，超過 900 位，表為

截至 2016 年資料。( 亞蔬統計資料 )

 3  第 36 屆國際蔬菜訓練課程說明，2017 年包含 2 個

學程，分別為第一學程：從種子到收穫及第二學程：

從收穫到餐桌

4  熱帶蔬菜研究中心種原庫蒐集 4 千種以上番椒種

原，並定期更新庫藏種子

 5  泰國市場常見綠色長茄及淺綠色苦瓜，與臺灣販售

種類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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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

參加亞蔬 - 世界蔬菜中心國際蔬菜訓練課程心得分享

(Trichogramma spp.)
用於防治甘蔗螟蟲

(Tetramoera schistaceana Snellen.)、 刺 桐

姬小蜂 (Quadrastichus erythrinae) 防治椰子

Brontispa longissima Gestro.、黃斑粗喙椿象

(Eocanthecona furcellata) 防治蔬菜鱗翅目幼

蟲等。

四、農業灌溉課程

農業灌溉課程示範泰國農業大學所開發小

型農場適用之簡易式動力噴灌系統，除固定式

針對一般田區使用外，亦有活動式管路系統可

依活動式育苗設施而彈性架設。此外，在泰國

每年所產生之農業廢棄物數量相當可觀，諸如

椰殼即為大宗農業廢棄物，除了碾製為椰纖製

作栽培介質外，亦可利用低氧狀態燃燒，再製

為生物炭供農民使用。並開發專用動力模組，

可用於農場自動噴灌系統及簡易農機具等動力

來源，不僅降低農業廢棄物對環境負擔，更可

減少作物栽培過程的耗能，藉此達到循環利

用、永續再生的目的。

心得與建議

泰國農業大學熱帶蔬菜研究中心 (TVRC)
與亞蔬中心合作進行番茄種原保存與品種篩

選，並篩出產量高、穩定性佳，適合家庭菜園

使用的開放式授粉 (Open Pollinated；OP) 小
果番茄，該品種不同於商業生產雜交種子需重

複向種子公司購買，農民可自行留種，品質穩

定性高。臺灣部分地區如偏鄉或原民部落，期

望種植具經濟價值作物，該品種可自行留種，

又有穩定高產的特性，頗適合導入種植，且與

目前永續生產、藏種於民的概念頗為契合。

本次研習瞭解到泰國在萬壽菊育種上十分

先進，不只育出花朵大、開花性良好的品種，

在耐熱、耐濕品種上，亦有相當傑出的品種上

市，使其運用的範圍更廣。臺灣現有萬壽菊品

種較不耐熱，夏秋季生育不佳，冬季在北、東

地區因較陰雨，生育亦不佳；因此在防治根瘤

線蟲的應用上較為受限。如能適時引進泰國耐

熱耐濕品種種植或作為育種材料，應可增加周

年種植可行性，並提高其利用性。

此外本次參加研習課程，可間接感受到泰

國仍企盼引進世界各國農耕技術，且部分講師

如灌溉工程及病害防治領域對於臺灣農業研究

成果頗為推崇。目前政府大力推動新南向政

策，或可增加臺灣與泰國等東協國家在農業領

域的交流與互動，如以色列即在泰國農業大學

設立先進設施及灌溉自動化體系示範場域，在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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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亞蔬中心講師介紹主要作物上常見的害蟲與受害植

株外觀，並參觀萬壽菊防治線蟲試驗圃

 7  泰國國家生物防治中心提供黃斑粗喙椿象與農友以

天敵防治防治鱗翅目害蟲

8  筆者以帛琉農業生產場域為背

景，設計秋葵與水生蕹菜輪作之

綜合蟲害防治管理方法

 9  泰國農業大學設計蔬菜栽培田區

噴灌系統模組，推廣供蔬菜農場

參考使用

10  利用泰國大量產生的的農業廢棄

物 - 椰子殼製成生物炭燃料，可

作為永續農場農機、電力等供能

來源

11  泰國農業大學設計一套利用生物

炭來供應農場噴灌等動力的動力

模組，可供永續農場參考使用

未來如兩國間有交流互惠等接觸，臺灣的相對

先進農業技術可做為新南向極佳籌碼。而本場

在山苦瓜育種上有領導地位，且原民蔬菜作物

開發也有一定程度的涉獵，與亞蔬中心泰國分

部育種研究及業務重點頗為相近，可積極建立

連結。

結　語

亞蔬中心的國際蔬菜訓練班，參與研習之

學員多為各國從事蔬菜研究、推廣、政策擬定

與專業從業人員，如能透過參與該課程並於學

習過程與當地講師、專業人員及各國學員進行

交流與相互討論，即可從不同面向思考蔬菜產

業面臨氣候變遷之解決方案及經驗，對臺灣面

臨氣候異常導致生產失衡的問題，有更多元的

思考。

8

10 11

9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七期 /108. 03 月號 /農業新科技與新知專輯 21



海外交流

臺灣與日本水稻梯田保全活用實踐經驗交流紀實

前　言

臺灣位於平原與山林交界、以及位於海洋

交界地帶的水梯田，其價值不僅只有糧食生產

而已，梯田的水稻栽培還能發揮蓄水調洪的國

土防災效益，維護生物多樣性及生態機能，更

肩負了農業文化傳承與文化財產保護功能。國

際間早已就水梯田的重要性研擬了許多環境的

保護政策，藉以保全農業生產地景的永續發

展。為了借鏡日本的經驗，本場在宜蘭大學朱

玉教授、東華大學李光中副教授的引薦及農委

會輔導處范美玲處長的促成下，邀請日本棚田

（梯田）學會來臺灣交流，並於 107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27 日舉辦為期三天之「日本水

稻梯田保全活用實踐經驗交流活動」，分享日

本梯田與世界農業遺產的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經

驗，並與花蓮在地農友與部落族人交流水稻梯

田經營及生態農業推動的經驗。

聽聽日本  看看臺灣

日本不論在消費特性或是生產條件都與臺

灣相似，像是農業資源有限、生產成本高，以

稻米為主要糧食作物，且除了稻米外的大宗穀

物依賴進口，因此日本農業的發展，對臺灣有

相當高的參考價值。

「日本水稻梯田保全活用實踐經驗交流活

動」包括 7 月 25 日的交流講座與 7 月 26 日

至 27 日的實地參訪與經驗分享。在交流講座

部分共有二場專題演講，第一場由東京大學教

授暨日本梯田學會理事長山路永司先生主講

「日本水稻梯田與農業生產地景保全活用的生

臺灣與日本水稻梯田保全活用
實踐經驗交流紀實 作者：孫正華 助理研究員、

　　　曾竫萌 副研究員

　　　農業推廣課

　　　農村經營發展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 轉 1905

1

22



態與經濟效益」，第

二場由日本梯田學會

安井一臣副理事長與

野村美知子女士主講

「梯田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日本梯田百

選與世界農業遺產」，

分別介紹日本梯田生

產地景保全活用的實

踐情形，解說梯田的歷史、功能以及現況，讓

與會者瞭解如何結合生態學、經濟學、農業土

木學、農政學等領域之知識與技術，落實於保

全活用農業生產地景。

山路永司教授指出，日本從 1970 年代

後，因飲食習慣改變，稻米消費量直落，造成

稻米生產過剩，目前日本有高達 4 成的糧食依

賴進口，加上大量都市與交通建設，國內耕地

面積逐漸縮小。其中日本水稻梯田有 25 萬公

頃，佔全國水田面積約一成，有 2/3 都荒廢不

再耕作。除消費習慣改變外，水梯田廢耕也跟

農村少子化跟農業勞動力人口老化有關，過去

30 年日本約有 7 千個左右的聚落消失，當村

落裡人口降至一定數量，聚落的生活機能就會

崩壞。另一個造成水梯田廢耕的原因是從事農

業的報酬不佳，一般來說每小時平均報酬只有

600-700 日圓，遠低於日本法定最低薪資每小

2 3

4

時約 850 日圓。日本開始重視水梯田的復育是

在 1990 年代，關鍵轉捩點是在 1993 年，因

為氣候異常發生寒害，日本遭遇嚴重的農產短

缺危機，致使日本社會覺醒，自此出現水梯田

的保存與糧食安全的意識。

 1 講座由本場宣大平祕書主持（右一）邀請東京大學

山路永司教授（右二）日本梯田學會安井一臣副理

事長（左二）與野村美知子女士（左一）演講

2 認識吉拉米代部落百年水圳管理機制

 3 部落農業地景保育經驗交流

 4  與富里農會交流有機村發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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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

臺灣與日本水稻梯田保全活用實踐經驗交流紀實

安井一臣副理事長指出，經日本政府統計

農業除農作物生產外具有多面性機能，其換算

成經濟產值每年可達 8 兆 2 千億日元、與日本

農牧業生產總值幾乎相等。其中最多的是防治

洪水的經濟效益 3 兆日元、次多是鄉村健行與

旅遊的產值 2 兆 4 千億日元、第三多的是水資

源保存使用的經濟效益 1 兆 5 千億日元。梯田

具有高價稻米生產、綠色水庫、防止土石流、

鄉村旅遊與稻作生產體驗等功能，因此如何保

全及活用梯田是農村永續經營的重要課題，日

本政府也運用了美麗日本農村景觀百選、每年

舉辦梯田高峰會、梯田百選 134 處、設立梯田

學會、世界農業遺產申請、重要文化景觀 61
處、里山倡議等多種方式來進行梯田的保全活

用。

李光中副教授擔任講座主持人，他表示透

過這次交流活動可以借鏡日本民間團體或學

會、協會和社區形成合作網絡，共同推動水稻

梯田保全活用的經驗，刺激臺灣思考如何強化

NGO 的角色，在農業生產環境保育課題上，

走入農村與社區連結，來活用地景、海景等自

然資源，並保全其帶來的生態、供給、調解及

文化等服務的功能。農糧署東區分署陳啟榮分

署長表示，臺灣有 27 萬公頃水稻田，影響了

30 萬個農民的生計，稻米產業在經濟層面相

當重要外，在生物多樣性、水源涵養、調節氣

6

7

8

5

候及農村發展上也有相當大的價值與貢獻，近

年推動里山倡議，在花蓮新社可以看到在地稻

田的復育帶動部落發展，東區分署也和本場把

成功經驗推廣到宜蘭，期望藉由日本經驗的交

流可以進一步帶動東部及臺灣稻米產業與生態

環境的共榮共存。

第二、三天的實地參訪活動，本場帶領 3
位日本專家到富里鄉豐南的吉哈拉艾部落、羅

山有機村、豐濱鄉港口及新社等地，認識吉哈

拉艾農業文化景觀、百年水圳及天空梯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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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農業及維護農業生產地景上所做出的努

力。

本次講座與交流活動藉由知識和經驗的交

流凝聚各界共識，讓臺日雙方在水稻梯田保全

活用上，有更多的規劃想像與未來合作可能，

共同找出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永續共存的可能

方向。

流有機村之發展、海稻米

復育經驗，並看到了里山

倡議與生態農業實踐案例

－豐濱鄉新社村的「森 -
川 - 里 - 海」等，更難得

的是與當地農友及部落族

人進行座談交流。

山路教授一行參訪了

阿美族的山梯田、葛瑪蘭

族的海梯田、富里農會

以及青農生產基地。在聽完青農的工作生活介

紹，已來過臺灣八次、去過印尼三十多次的山

路教授說：走遍世界、青農把六級產業做好的

例子有，而把藝術（每年舉辦的穀稻秋聲－富

里山谷草地音樂節）與生產、生活結合在一起

的青農只有在這裡才看到，太了不起了。

結　語

臺灣的農業發展困境與日本情況相似，因

此日本採用的多種梯田保全活用的方式，把生

產效率低、生產成本高、出現很多廢耕的梯田

變成了受矚目的好去處，很值得我們參考。本

場轄區內的宜蘭縣和花蓮縣，擁有好山、好水

和鄉村風土人情，有利於有機和友善環境耕作

及推動農業生產地景的永續發展，更於 2016
年加入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展現臺灣

5  富里在地青農介紹結合藝術與生產、生活的實踐情形

 6  與在地青農交流農業發展經驗

 7  港口部落海稻米復育經驗交流

 8 部落傳統飲食文化交流

9  新社部落水稻田復育經驗交流

 10  探訪 Dipit 部落的梯田復耕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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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Lina@

防治雜草有一套
新資材－壬酸製劑

雜草是作物栽培一大難題，不但會造成減

產，還是病蟲害傳播媒介，惟在防治雜草的同

時，仍需維護農產品安全及注重環境友善，故農

委會農藥毒物試驗所研發新一代雜草防治資材－

壬酸製劑，目前建議使用於蔬菜田，可有效防治

一年生雜草。

壬酸製劑屬於速效、非選擇性接觸藥劑，有

效成分為一種脂肪酸，對於一年生雜草防除效果

佳，噴後 1-5 日內死亡。配置時需加水充分混合
均勻再倒入藥桶，並立即使用，若大面積施用

時，需持續混拌藥劑，同時噴藥速度宜緩慢，務

必讓雜草完全接觸到藥劑。建議於清晨無風、無

露水時噴施，另避免於下雨前、風勢過大時施

藥，以免影響藥效。

在安全性方面，壬酸製劑為低毒性，施用後

環境無殘留累積現象，對鳥類、魚類和蜜蜂毒性

低。惟其為弱酸具刺激性，使用者請配戴手套、

口罩及護目鏡，避免直接接觸藥液。

由於該製劑為化學試劑，不適用於有機及友

善耕作，未來將申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故產銷履歷申請者可使用。在購買方面，因建議

使用於蔬菜栽培區域，因此轄區目前包括宜蘭縣

員山及三星鄉 (含大同 )，花蓮縣吉安、壽豐鄉、
�榮地區、玉溪鎮等農會，推行農民登記試用，

之後生產量擴大後便不

再限制區域。並於推廣

期間酌收每瓶 (1公升
)20元工本費。(資料來
源：農藥毒物試驗所、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