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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鄉　讓大家齊回鄉
迴鄉有機生活農場經營與願景分享後記

本場於2月20

日邀請李旭清女

士，分享其創辦

「迴鄉有機生活農

場經營與願景」的

緣起、目前經營狀

況以及未來發展，

熱情的李女士不是

隻身前來，而是把

迴鄉各事業體三位

主要負責人，農場場長李光仁、加工及甘露

小舖負責夥伴潘慧菁以及農場體驗活動夥伴

蔡三益，一起來分享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簡單來說，位於苗栗銅鑼的迴鄉有機生

活農場，其創立機緣從李女士自身對人與自

然環境反省開始，感動眾夥伴，一同為這塊

土地及生活在上面的人「做對的事情」，主

要核心價值之一便是「利他」。李光仁場長

開場便很清楚的表示，農場的發展並非以經

濟收入的多寡為最終目的，他們看得更遠，

也走得很前面，其中露天栽培是其他有機農

場中的異數。

目前農場內的網室，主要是拿來育苗以

及栽培芽菜，其他葉菜類都是直接「看天吃

飯」，除了避免硝酸鹽過量累積，最主要的

原因是迴鄉要改變的是整體環境，而不只是

創造溫室內的花朵。為了讓蔬菜們自立自

強，他們創造優質的生長環境，田區土畦不

再是整整齊齊排列，而是將大地畫成彩虹

田、設置生態池讓生態平衡、草生栽培涵養

土壤。

通過MOA驗證的迴鄉有機生活農場落實

一級產業有機健康，更裝上二級有機加工、

三級遊憩休閒的兩大翅膀。團隊不但製作有

機加工產品、經營有機蔬菜便當、餐廳、年

菜，更在一開始就朝休閒、體驗農場的目標

邁進，用二、三級的高附加價值，讓一級生

產者可以安心生產，並找回應有尊嚴。在努

力了7年之後，與迴鄉共同努力的小農們，近

期同心成立有機產銷班，一起為土地、為自

己以及消費者打拼。

本場近年推動有機農業，從栽培面到營

造有機生活環境，強調從心做起，除了照顧

消費者，本場亦關心農民健康、並有適當收

益，因此有機村的建立到串聯東部有機廊道

之思維皆以此為基

本，故本次演講特邀

請各個有機村重要幹

部彼此分享加油。本

場黃鵬場長表示，政

府機關應與民間一起

通力合作，期望農村

活絡，讓人們在身心

方面都能真正的回

鄉。

迴鄉有機生活農場創辦人李旭清1

迴鄉有機生活農場與本場研究人員合影2

1

3

保證責任宜蘭縣行健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
理事主席張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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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化的浪潮襲捲各行各業，我們在市面

上看到的農產品，很可能是從世界各地而來，

如：美國的蔬果、泰國的米、日本的山藥等，

雖然滿足民眾嚐鮮的慾望，卻衝擊在地農產品

的銷售與農友的收益。這些出口產品的處理、

包裝、運輸等，消耗大量能源，而從產地到餐

桌的過程漫長，提高食品安全的風險，國際間

遂衍生農業生產及消費在地化的倡議。在地的

農業該如何走出自己的路？爰此本場日前特別

邀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萬鍾汶教授來場演

講，萬教授以「在地化農業之發展思維與推動

策略」為題，回顧歐、美、日等國農業在地化

的經驗，對照國內目前發展情形，就全球化與

在地化之關聯、在地化農業之內涵、其他國家

發展在地化農業之意識以及擬定我國未來推動

策略等面向進行說明，讓本場同仁對農業在地

化的概念與作法有概括性的了解，以下將演講

內容摘要如後。

全球化與在地化

「全球化」強調市場經濟、大規模生產及

同質性，「在地化」則強調社區發展、資源保

護及民眾的參與。兩者不應視為彼此衝突，而

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有所謂的「全球思維，在

地行動」。在地化的地理範圍則沒有一定的標

準，只要區域內居民能夠認同在地文化、凝聚

在地意識，從全國、縣市、鄉鎮到社區都可以

說是在地化的範圍。萬教授歸納出農業在地化

主要有六項優勢：

一、保存在地特色產品：大量生產的工業化產

品，雖然價格較低廉，但卻沒有獨特性；

而在地化著重地區文化特色，使用產地標

章等規範來強調產地特色，亦可增加居民

收入。

二、產品新鮮：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節省運

聆聽國立中興大學萬鍾汶教授以

「在地化農業之發展思維與推動策略」
為題演講後記

1

「在地化農業之發展思維與推動策略」

作者：曾竫萌　助理研究員、袁浩雲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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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時間，從產地到餐桌僅需一天。

三、增進文化認同：使居民增加對土地的認同

感，藉由購買在地農產品來支持在地的農

友，進而得以延續當地的文化與物種。

四、節能減碳：產品減少了不必要的包裝、加

工及運送，就減少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降

低對環境的危害。

五、降低食品安全的疑慮：以在地食物取代進

口的產品，一方面可減少外來病蟲害之影

響，一方面在地農產品更容易追蹤生產或

加工者，減輕消費者疑慮。

六、促進在地經濟發展：獨特的在地化產品具

有故事性或話題性，可以吸引消費者購買

，提升在地的收益，間接增加工作機會。

此外，配合當地節慶活動推廣在地化產品

，增加觀光收益。

國際農業在地化發展

各國發展農業在地化的意識主要包括縮短

食物供應鏈、節能減碳、強調食物品質及產地

特性、促進鄉村發展及文化認同等，萬教授分

別以歐洲、美國、日本的案例詳細說明各國農

業在地化發展情形，茲摘錄部份如下：

一、歐洲

由於歐洲認為最優質的食物來自於傳統

生產者以傳統方式製作，故目前政府鼓勵各地

多元發展，維持既有特色，並融入悠久歷史文

化，如此思維也讓鄉村生活和農村景觀可以維

持原貌，歐盟並找出共同遵循的規範，建立三

種原產地品質保護制度標章。以義大利為例，

古拉泰勒(Culatello)火腿以及拉里(Lari)櫻

桃，是參與原產地命名保護PDO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法定產區產品保護

制度的代表。其結合了當地小型生產者、企業

以及地方政府共同推動加入認證制度，成功凝

聚地方共識，除了確保產品本身的純正性，更

刺激地區相關產業、提昇銷售市場，也帶動地

方周邊觀光效益。

二、美國

美國是全球化的主張者，但國內亦因全

球化受到很大的衝擊。以愛荷華州為例，該州

農民在全球化農業中，感到喪失農民應有的尊

嚴且收入遭受威脅，因此開始發展農夫市集

、社區支持型農業等，直接面對消費者來行

銷產品。惟小而分散的直銷方式無法支持為

數眾多的農友，轉而鼓勵機關大量採購在地食

材，其後州政府更進一步推行「愛荷華風味餐

」，將該州的農特產品導入機關活動的晚餐菜

單，漸漸擴及其他愛荷華州的餐廳使用當地農

產，或是標榜全愛荷華餐點亦蔚為風行。此外

，美國麻州農友發起購買當地食物(buy local 

program)，並喊出口號作在地的英雄(be a 

local hero buy locally grown)，從鄉村到

城市，連結了全州的生產業者、餐廳、市集，

以強化麻州在地的食物供應網絡。

萬鍾汶教授應黃鵬場長之邀來場演講1

國產農產品和進口產品競爭消費者的青睞2

2

「在地化農業之發展思維與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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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

由於泡沫經濟，日本鄉村空洞化，日本政

府近年強調「身土不二、地產地消」等來對抗

全球化。他們積極教育民眾食用在地當季食品

和對健康的好處，推動各種地產地消的活動，

如邀請廚師、美食家特別介紹當地食材如何烹

飪，或是強調江戶時期等具有歷史典故的料理

，同時帶動觀光旅遊及體驗，提升地方經濟。

另外，以農業及觀光聞名於世的北海道，其經

濟處於不景氣與高失業率，為振興地方經濟，

政府即以當地良好的天然農牧資源為基礎，建

立農產品及食品的地域品牌如十勝品牌，來帶

動整體經濟的活化；為確保當地農產品安心安

全，亦制定三種北海道農業認證標章。

以上的案例，在世界各地大都有不同的版

本上演著，顯示農業在地化也形成了全球性的

風潮。

台灣農業在地化現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中程目標以發展「健

康、效率、永續經營」全民農業為施政方針，

其中即包含農業在地化之概念，又如目前積極

推動的農村再生，從培植在地人才了解自己的

土地、守護家鄉開始，發掘社區自身的特色，

從基層活化農村，未來不論對於促進地方經濟

繁榮或是延續傳統文化都有很大的助益。

參考各國的案例，萬教授從另類食物網絡

系統及縮短食物供應鏈切入，整理出較適合在

台灣推行的五種在地化農業發展模式：

一、農夫市集：農民透過在地市集直接將產品

賣給消費者，例如新竹縣3個新農民市場

，分別由竹北市、新埔鎮及關西鎮農會管

理，強調地產地銷。現場有冷藏設施且減

少包材，產品定價與調度皆由農民本身負

責，農民可直接與消費者接觸。

二、盒裝計畫：家庭支付固定費用給農場，農

場則每週提供新鮮的在地農產給家庭。例

如永豐餘生技公司推出的有機百寶箱，強

調在地農產、關心在地農民，特色是把一

個家庭一個星期所需要蔬果及肉品都放在

一個箱子裡，一次寄送到家。

三、社區支持型農業：消費者支付費用給社區

農業組織，生產者由此取得資金後，再提

供產品給消費者。

四、慢食系統：鼓勵餐館使用在地生產的食材

，以支持在地農友，並致力於保存地方食

物與烹飪傳統。

五、認證標章：產品經過「農產品標章」、「

農業認證制度」及「食品原產地品質保護

制度」等認證，提高消費者的認同度。如

優良農產品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各縣

市的產地商標等。又如花蓮縣無毒農業標

章，以花蓮淨土為訴求，強調本地生產出

來的食材安全無毒，透過品牌的建立加深

消費者對花蓮農產品的認同。

此外，萬教授也介紹宜蘭稻鴨米及雲林物

產館。陳文連、陳晉恭父子將養鴨經驗與種稻

技術結合起來，生產有機稻米，以稻鴨創造在

「在地化農業之發展思維與推動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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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品牌。雲林縣政府打破被動式行銷，2010年

於人潮聚集的烏日高鐵站，設置「雲林物產館

」，外觀以西螺大橋塑造雲林的形象，主動將

雲林縣農產品帶到消費者面前。由前述可知台

灣早已朝農業在地化的方向邁進，可再借鏡他

國經驗截長補短。

結　語

台灣農業已從一級產業朝向三級產業發展

，必須加入在地文化的元素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從文化經濟的角度來說，亦即使用傳統食物

、地區語言、手工藝品、在地藝術、歷史、風

景及當地的動植物資源等來創造收益。萬教授

認為台灣農業在地化應以土地特性為基礎，把

當地特殊文化資源找出來，發展出在地適合的

模式。萬教授建議台灣推動在地化農業，可先

從農夫市集以及盒裝計畫著手進行，也可倡議

公共採購，由公共部門大量、集中的採購當地

食材與食品，增加農友收益。本場黃鵬場長表

示，場內近年推動東部有機休閒樂活廊道之建

構，其中有機環境建構、休閒農業發展，皆和

在地化息息相關，期勉各研究人員參考本次萬

教授的演講內容，調整未來研究及輔導方向，

讓花宜地區的農業持續在地深耕、展望全球。

「在地化農業之發展思維與推動策略」

4

「慢食」就是為了對抗全球化的美式速食而發起4

在稻田養鴨可以除害蟲及提供肥料，更成為在地

化品牌的特色

5

5 壽豐鄉農會推行「健康蔬果宅配」盒裝計畫多年

（劉興榮提供）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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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熱鬧的菜市場，有賣蔬菜、水果等林林種

種的攤位，人來人往穿梭其中的畫面，想必大

家都不陌生。在超市或量販店，則陳列了一應

俱全的食、衣、住、行、育、樂相關產品，成

為時下消費者採買的第一選擇。然而有越來越

多的消費者重視健康安全與環保，面對這些玲

瑯滿目的產品卻感到不知所措，困惑於到底是

不是有機或無毒、對健康或環境好不好。在生

產端，農友也有了很大的自覺，長期施用農藥

造成自身健康亮起紅燈，過度施用化學肥料造

成土壤酸化，有人便放棄使用農藥、化肥的慣

行農法，從改善農田的生產環境著手或採行有

機農法。此外，近年在農委會大力推動青年返

鄉從農下，不少新進青年農民原本就認同有機

與環保的觀念，從農時便採用了友善環境的耕

作方式。因此，原來的傳統菜市場、超市或量

販店，就顯得較不足以有效媒合消費端與生產

端，傳統的通路缺少生產者現身說法，消費者

在挑選產品時仍有不少疑慮，而農友用心生產

的產品到了傳統通路，也無法突顯其特別的價

值。加上國人環保意識高漲，「農夫市集」便

應運而生了，從2006年旗美農民市集、2007年

合樸農學市集、中興大學有機農夫市集開始，

這股風潮席捲全台，其後各地陸續成立當地的

農夫市集，也促進了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實

現。

淺談農夫市集

農夫市集的英文為Farmers Market，在

國外行之多年，以美國為例，近年來還有明顯

增加的趨勢，在2011年中全美就有7,175個農

夫市集，較2010年增加了17％。各國農夫市集

的風貌不盡相同，大多是由生產者親自販售產

品給消費者，當面向消費者解說自家產品的特

色、生產環境或食用方法等，經由彼此的交流

產生信賴感，進而引起消費者支持與購買，在

互動過程中，還多了一層農業與飲食的教育意

義及經驗傳承。

依據農委會安全農業入口網（http://

agsafe.coa.gov.tw/health_market.php）

登載之全台常態性農夫市集，共有2 4個

（2012.03.07上網），本場轄區宜蘭及花蓮各

一起來逛農夫市集

共享樂活美好食光

1

一起來逛農夫市集  共享樂活美好食光

作者：曾竫萌  助理研究員、陳佳瑜

農業推廣課

農業推廣教育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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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七十九期/2012. 3月號

有1個，市集多主張友善環境的耕作、環保概

念、手工製作、健康安全，其中有7個市集強

調產品通過有機驗證。各市集多利用週休二日

展售，每月展售1到4次不等，少數市集也有在

星期五辦理。除了農產品，還有手工藝品、糕

點、二手商品、講座、表演活動等，增添市集

的多樣性及文化藝術性。市集也是農友間的資

訊交流平台，可以切磋耕作技術，交換心得，

或共同採購資材，為農友帶來額外的收穫。

另為輔導地方政府、學校及農業團體辦

理有機農夫市集活動，增加有機農產品行銷管

道，宣導有機理念，農糧署於2011年訂定了輔

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補助原則，參與農夫市集

之資格及具備條件為（一）銷售者應為生產者

本人或其三親等以內之親屬，（二）展售農產

品須為經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通過之國產

有機農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補助項目以設

置市集攤位所需之展示桌、帳篷、廣告牌等器

材、教育訓練及宣導廣告為原則。

花蓮好事集 

「好人多的地方，總有好事發生。」

2010年，在東華大學蔡建福老師號召下，

花蓮本地小農成立了「花蓮好事集」，期盼透

過消費者與生產者的直接接觸，幫助小農們拓

展行銷管道。營運初期，市集設置於明義國小

校門口的人行道上，後來因場地停車收費等問

題，便於2011年遷移至六期重劃區附近的鐵道

文化園區。

好事集營運的時間，固定為每星期六早上

9點到下午1點，販售的產品，從當季蔬果、白

米、紫米、小麥、茶葉，到有機豆腐、手工黑

糖、醃漬蜜餞、手工果醬…無所不包，且強調

產品原料，皆來自於自家生產的蔬果，栽種過

程不使用農藥、殺草劑等會污染土地的資材。

除了農產品，好事集也力邀在地手工藝達人共

襄盛舉，藝術家們帶來的植物染、漂流木、原

住民編織…等別具巧思的作品，也為市集憑添

美感與文化氛圍。為了讓氣氛更加熱絡，市集

幾乎每個周末都會舉辦料理或文化DIY活動，

如蘿蔔糕DIY、包水餃DIY、環保燈籠DIY、剪

春紙等活動，吸引親子同樂。然而對市集發起

人而言，成立農夫市集更重要的目的，即是

「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一起成長」，因此會不定

市集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互動的平台

老少咸宜的DIY活動

花蓮好市集邀請徐仲先生分享慢食經驗

2

3

1

2

3

一起來逛農夫市集  共享樂活美好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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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市集舉辦演講，散播友善環境、在地消

費、飲食安全的理念，也讓農戶們在知識和營

運作法上有所改變、成長。

好事集已從來客寥寥無幾，逐漸發展成為

花蓮知名的文化市集，也吸引不少觀光客逗留

駐足。其中秀珠果園的第二代黃玲雯，每週都

會跟媽媽到市集設攤，她表示原本家中以生產

有機文旦等果品為主，參加市集後，根據客人

的反應及銷售情形，增加生產其他短期作物，

也開發製作果醬、果醋、梅乾菜等加工品，產

品朝向少量而多樣化發展，此外，透過和其他

農友的交流，讓七年級的她增進很多作物生產

的知識，對她來說，市集更是學習行銷與農業

知識的場域。對於未來的發展，好事集幹部希

望增加產品的品項，如熟食、麵點，並力邀更

多農戶一起參與擺攤；也會繼續舉辦農園體驗

活動，讓消費者親自踏入農田，感受生產者的

用心，讓「交易」不僅限於市集中的金錢流

通，而是擴大到生活層面的「交流」，讓消費

者與生產者成為彼此互信任的朋友。

宜蘭大宅院友善市集  

「吃當季，吃在地。支持小農，友善環境。」

在宜蘭地區，2009年阿寶（女農討山誌

的作者）整合宜蘭在地小農，發起友善小農聯

盟，為這些小農的產品建立銷售通路，起初市

集設置的地點太偏僻，後來遷移到冬山鄉的慈

心華德福幼稚園，2011年底再搬到現址宜蘭市

中心的宜蘭演藝廳中庭廣場，鄰近宜蘭火車

站，方便更多消費者前來逛一逛。

市集的營業時間為每月的第一與第三個

週六，從早上9點到下午1點，攤位數量大約

15-20個，產品是以無農藥、無化肥(包含不

用除草劑)方式栽種，符合本土、環保、自然

的生產原則。隨季節變換展售在地新鮮的農產

品及其加工品，如當季蔬果、當期作新米、小

麥、茶葉、蜂蜜、香椿腰果醬、香椿蛋、爆米

香、豆腐乳、蘿蔔乾、泡菜、醬油等，也有手

作品如植物染、蠟染、編織、原住民手工包

包、有機原料製作的手工麵包、糕點等，也會

不定期舉辦藝文活動，增進消費的樂趣與知

識。為減少垃圾量，攤位不主動提供包裝資

材，消費者需自備餐具、杯子、購物袋或熟食

容器。除了2週一次的市集，小農的蔬菜及加

工農產品也有個常態性擺放寄賣的場所，就是

位於華德福中小學旁的「友善生活小舖」。

市集的營運與管理訂有「友善市集公

約」，規範攤位申請辦法、小農須繳交之田間

管理相關證件、攤位擺設方式等，也規定當

天收入十分之一作為市集發展基金。其中設

攤的久豐有機農場，以生產有機蔬果為主，原

本透過親友及熟客口耳相傳銷售產品，也經營

部落格行銷，年輕的農場主人熊國筌表示來到

市集後，認識了更多志同道合的農友，可以一

起打拼，透過展售接觸更多客人、提高農場曝

光率，儘管市集已搬遷至交通便利的宜蘭演藝

廳，新的地點還是需要新的客源來支持營運，

4

一起來逛農夫市集  共享樂活美好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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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農友感受到舊客戶流失、而新客戶還沒出現

的惆悵，他希望有更多民眾來市集走走。市集

服務台的賴碧芬小姐則歡迎更多友善耕作的小

農與友善產品加入市集的行列，讓友善農耕的

作法能逐步拓展到整個蘭陽平原上，另一方

面，也教育消費者能多從對農民、土地友善的

角度思考，創造另一種商品消費的選擇機會。

結　語

您都到哪裡買菜或賣菜呢？是傳統菜市

場、超市、量販店或網路宅配？現在還有一種

選擇，就是農夫市集，這裡不但販售各種友善

環境的農特產品，也分享友善環境的生活理

念、作法，及提供與同好共同實踐反璞歸真的

平台，並逐漸形成了城市生活美學的新風貌，

民眾可以在這裡發現與農民直接接觸的感動和

在地手作達人的創作力。直接購買從當地農田

採收的新鮮蔬果或其加工產品，除了縮短食物

里程，還可以增進對腳下這片土地的瞭解，同

時也一起實踐了農產品在地生產、在地銷售及

在地消費的環保減碳生活！

農友親自販售新鮮安全的農特產品

花蓮好市集以及宜蘭大宅院市集地圖

5

保障飲食健康是農夫市集訴求的重點之一4

5

6

6

一起來逛農夫市集  共享樂活美好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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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葉菜甘藷其實就是俗稱的地瓜葉，也稱為

番藷葉，生命力旺盛且容易栽種，又可多次採

收，是早期農村社會常見的鄉土蔬菜，也是早

期常見的養豬飼料來源，總被認為是清苦人家

在食用的蔬菜。近年來其營養價值日受重視，

且被亞洲蔬菜研究中心列為十大抗氧化蔬菜之

一，在生機健康飲食盛行的今日，一夕間鹹魚

大翻身成為當紅的餐桌青菜。

葉菜甘藷的形態與營養價值

現今正夯的葉菜甘藷，其學名是Ipomoea 

batatas ，在植物分類上屬於旋花科牽牛花

屬，原生地在熱帶美洲，植株屬匍匐性生長，

和我們吃地下膨大根的甘藷(地瓜)在分類上是

ㄧ樣的植物，只是葉菜甘藷主要利用部位為嫩

梢及葉片，地下根較不具有食用價值，因此這

些像葉菜類蔬菜利用的種類又特別歸類為「葉

菜甘藷」。葉菜甘藷有多種葉色與葉片形狀，

顏色自黃、淺綠、深綠到紫紅色，葉形有卵

形、心形到羽狀深裂的形狀，變化相當大。臺

灣地區早期食用的葉菜甘藷在煮食前要去除葉

柄表皮，較費工費時，且乳汁常使消費者的指

甲變黑、不易清洗，現在國內的研究單位已選

育出不需剝除葉柄表皮，且食用口感佳的葉菜

甘藷品種，包括：臺農71號、桃園2號等綠葉

品種。

葉菜甘藷富含多種營養素，每100公克中

含有維生素A達886國際單位(IU)、維生素B2 

0.2國際單位(IU)、維生素C19毫克(mg)，以及

礦物質、蛋白質，也含有大量膳食纖維達3.1

公克，可促進人體腸胃蠕動、幫助消化，加上

含有胡蘿蔔素、多酚等抗氧化物，是相當有益

健康的蔬菜。

葉菜甘藷的栽培與繁殖技術

一、生產概況與適種時期

葉菜甘藷適合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氣候栽

培，在臺灣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長，尤其是夏季

健康安全的平民蔬菜－葉菜甘藷

健康安全的平民蔬菜－葉菜甘藷

1

作者：胡正榮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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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多雨的環境下生長得更旺盛，當颱風來

襲，市面上比較缺乏葉菜類時，葉菜甘藷是少

數能維持正常生產的蔬菜作物。現以雲林縣西

螺鎮為全國栽培面積最大且集中之地，生產之

葉菜甘藷以供應北部地區為主。全臺灣栽培面

積約為100公頃左右，可週年採收，以4～9月

為盛產期。

在栽培上，葉菜甘藷喜全日照、高溫，環

境耐受性方面較耐旱、耐熱，但不耐寒霜及長

時間淹水。專業生產上可採用露天或設施栽

培，全年可種植，其中露地栽培之栽培適期，

北部及宜蘭地區為3～9月，插植期為3～7月，

中南部及花蓮地區之栽培適期為3～10月，插

植期為3～8月。設施栽培因有保溫效果，約可

提前1個月種植，栽培採收期可延長1個月。葉

菜甘藷定植後到第一次採收所需天數約40～50

天，在夏天生長快速，約10～15天採收一次，

冬天低溫生育較緩慢，每隔約20～30天才能採

收一次。氣溫較低時，設施周圍可用塑膠布包

圍加強保溫處理，並保持土壤濕潤狀態，以促

進葉菜甘藷生長，延長栽培期。

二、繁殖方式

葉菜甘藷的繁殖方式主要是透過無性繁殖

法中的扦插繁殖，相當容易扦插存活，扦插用

的優良藷苗應選用6～8節、長度20～30公分、

無病蟲害的健壯先端苗為佳，栽植的密度以行

株距25x25公分為宜，如採寬畦栽培時，畦高

15～20公分，每畦插植4～6行，每公頃約種植

30,000～33,000株。除了可直接將插穗扦插於

田間土壤中，露天栽培如遇到田間氣候不良

（如：暴雨、淹水）時，為提高存活率及避免

生育初期不良氣候因素的影響，建議可先用穴

盤裝培養土後進行大量扦插繁殖，待插穗長新

根與新芽後，再移到田間定植。

一般消費者也可以自行在家DIY種植葉菜

甘藷，方法為將買回家的葉菜甘藷枝條保留，

每3～4節剪成ㄧ段插枝，去除葉片後再插入盆

栽土中，充分澆水並放在室外陰涼的地方，等

看到開始冒出新芽及長根，再移到光線充足的

環境，配合上灌溉及施肥管理，約過一個月就

可以開始採收長出來的地瓜葉了。

健康安全的平民蔬菜－葉菜甘藷

3

2

運用葉菜甘藷扦插容易存活的特性，可在家 DIY 種

植於盆栽中。

1

紅綠雙拼的葉菜甘藷營養豐富2

利用穴盤大量扦插繁殖葉菜甘藷種苗後再定植到田

間，可提高存活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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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肥培管理

肥培管理方面，種植葉菜甘藷以富含有機

質且排水良好的砂質壤土或壤土為佳，適合的

土壤pH值在6.1～7.7，水分管理一般以保持土

壤濕潤且不浸水為原則。在每公頃施用10公噸

堆肥下，三要素推薦量為氮素90～120公斤，

磷酐30～60公斤，氧化鉀160～200公斤。施肥

時期及分配率如下表，堆肥及基肥於整地時全

面撒施後，翻入土中與土壤充分混合，其餘氮

肥則於定植後1、3、5及7個月分別施用20%，

鉀肥50%則於定植後1個月施用。本場比較化學

肥料與有機質肥料施肥試驗的結果，在防雨設

施內施用有機肥料栽培葉菜甘藷時，施用半量

的有機質肥料(氮-磷酐-氧化鉀=4-2-6，有機

質70%)，相當於每公頃總用量1250公斤，分別

於基肥及每次追肥施用量為250公斤，即具有

與施用全量化學肥料（硫酸銨-過磷酸鈣-氯化

鉀=476-250-300公斤/公頃）相當的產量與抗

氧化力，在目前有機質肥料價格較高的情形

下，本結果可提供有機蔬菜農友更具經濟效益

的施肥管理方式，降低生產成本。

健康安全的平民蔬菜－葉菜甘藷

表、葉菜甘藷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肥料 基肥
一追

(定植後1個月)

二追

(定植後3個月)

三追

(定植後5個月)

四追

(定植後7個月)

氮肥 20 20 20 20 20

磷肥 100 － － － －

鉀肥 50 50 － － －

堆肥 100 － － － －

結　語

受到健康風潮的影響及葉菜甘藷品種的

普及，葉菜甘藷在市面上的能見度跟著變高。

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天災頻繁，蔬菜生產者的

經營愈來愈不容易，葉菜甘藷具有容易生長，

可連續採收，採收間隔期短的優勢，可補夏季

蔬菜生產不足，相當值得推薦生產，加上病蟲

害少，也很適合進行有機栽培生產，可說是健

康安全、老少咸宜的平價蔬菜，其價值不容小

覷。

4

葉菜甘藷桃園2號品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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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來由於消費型態的改變，國人對於

農產品的消費，除了強調品質外，對於安全、

環保的需求，日趨重視，因此，如何生產安全

農產品以確保消費者的健康，是未來農業發展

的重要研究方向。大豆，在台灣俗稱為黃豆，

原產於中國東北或華北，屬一年生之豆科植

物，大豆依種皮顏色及利用性不同而有許多不

同的品種，包括黃豆、黑豆、青皮豆、毛豆。

其籽粒蛋白質含量高為日常食品中蛋白質的主

要來源，傳統上大豆可用來製做豆腐、豆漿、

豆花、豆乾、豆醬、醬油、食用油及人造奶油

等，用途十分廣泛，國內需求量極大，但從70

年代開始因大豆廉價進口的壓力下，國產大豆

實無競爭力，栽培面積日趨減少，近年來由於

國人對於養生保健日趨重視，因大豆在保健用

途上具有保健的功效，因此種植有機大豆不失

為一良好選擇。採用適合品種，運用有機質肥

料和非農藥資材，營造出適合大豆生長的生態

環境，生產出安全、品質佳且非基因改造有機

大豆。

大豆有機栽培技術

大豆的生長受環境影響遠比其他作物明

顯，由於大豆為短日性作物，除少數品種對日

照長短不敏感外，大部分品種多少有敏感性，

因此在播種前應根據當地的氣候、日照長短及

土壤，選擇適合品種栽培，以生產出安全且品

質優良的有機大豆。茲將栽培方法分述如下：

一、整地

前作物收穫後，應以耕耘機翻耕一次。播

種前均勻施堆肥，耕入土中並碎平土塊，並整

平土面，除去殘枝枯草及雜物，以利種子發芽

及根部生長。大豆有機栽培一般以平畦栽培方

式種植，整地後同時在田區四周作排水邊溝，

以利排水。

二、品種

大豆推廣栽培的品種很多，栽培大豆必須

選擇適應當地環境的品種，才能收到較高的產

量。適合東部地區有機栽培之大豆品種有花蓮

1號及花蓮2號等品種，其中花蓮1號特性植株

高度適中、大粒、豐產、適合作豆漿及豆腐用

的品種。

三、播種及栽培密度

(一)播種期：在東部地區大豆播種期可分為

春作(2月中旬至3月中旬)及夏作(6月下

旬至7月中旬)，在本區由於夏作生育期

間常因颱風帶來豪雨，造成田間積水，

大豆植株倒伏，導致產量減少，因此東

花蓮地區大豆有機栽培技術介紹

花蓮地區大豆有機栽培技術介紹
作者：余德發  副研究員、

陳任芳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作物環境課　植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290

　　　(03)8521108轉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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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以春作栽培為主，且春作不宜過

早播種以避開成熟期因梅雨而造成的損

失。

(二)播種密度：為配合中耕除草，行距以60

公分為宜，行條播，採用人工播種，條

播應注意種子的均勻，每隔約五公分左

右播一粒種子。因此以平畦栽培方式在

種前以中耕機作5～8公分之淺溝播種，

播種後再隨即用腳覆土，覆土約2～3公

分。同時並在田區四周作排水邊溝，以

利排水。

四、有機質肥料施用量與方法

整地前一個月採取土壤樣品分析，至少每

隔2～3年檢驗乙次，依據作物需求及土壤檢驗

結果推估施肥量。大豆有機栽培之有機質肥料

用量需視土壤有機質含量而定。大豆有機栽培

法以有機肥用量以N:P2O5:K2O=4.9:2.1:1.9含

量之有機質肥料為例，每公頃施1,000～1,300

公斤；基肥以二分之一有機肥料於播種前10天

施用並掩埋入土。另二分之一於有機肥料於種

後20天施用，施用後並進行中耕培土。

五、間苗

播種發芽後，株高10～15公分時進行間

拔，約間隔10公分留一健全苗。

六、中耕培土及除草

中耕培土及除草之次數應視田間雜草發

生情形而定，一般中耕除草及培土在播種後20

天，株高約10～15公分行中耕淺培土兼除草。

第二次中耕除草及培土在播種後30天，株高約

20～30公分時舉行；開花以後不宜中耕除草，

必要時可用手將雜草拔除，以免影響結莢。另

在雜草防除方面亦可於大豆播種後15天利用稻

稈直椄作為覆蓋以防除雜草。

七、灌排水

一般大豆全生育期約灌水3～4次，分別在

播種前，植株生長2～3個複葉時，幼莢形成期

及子粒充實期視田間狀況各灌溉一次，成熟期

宜乾燥，灌溉方式以全面灌溉後,隨即排除多

餘的水，生育期間若遇有豪雨發生，應儘速排

除田間積水。

八、病蟲害防治

大豆在播種前選擇無紫斑病健康種子。

大豆有機栽培之蟲害防治可懸掛性費洛蒙陷阱

盒誘殺甜菜夜蛾成蟲(綠色)和斜紋夜盜蟲(紅

色)，每公頃約懸掛10個，每月分別定期更換

性費洛蒙誘引劑1次，且全生育期均需懸掛；

另薊馬及潛蠅之防治則可使用黃色粘紙誘引防

治，每公頃約400張；在開花期及結莢期噴灑

花蓮地區大豆有機栽培技術介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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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力菌可濕性粉劑以防治毒蛾及豆莢螟之為

害；生育中後期間以枯草桿菌防治白粉病。

九、收穫與調製

當大豆植株葉片脫落，豆莢由綠色轉變為

黃色而後乾燥呈褐色或黃褐色，用手輕拍豆莢

有響聲，即為收穫適期。大豆有機栽培一般栽

培面積較小，因此多以人工採收大豆。大豆收

穫應在晴天上午露水乾後為宜，利用鐮刀自基

部割下或連根部拔起後把根部相碰打落泥土，

再運回曬場攤開曬乾與脫粒。脫粒可利用脫粒

機脫粒或用竹子打擊豆株脫粒亦可。脫粒後，

用風車除去夾雜物，再經過篩選，即可出售。

十、留種與貯藏

大豆優良種子是按三級繁殖推廣制度，

唯目前大豆有機栽培一般栽培面積較小，大豆

種子都以農友自行留種供下一期作用。留種用

的大豆種子，應具備高度遺傳純度，以確保品

種的特性，不含其他夾雜物或異品種，發芽率

在85%以上。適合貯藏的種子含水率11～12%左

右為宜，在沒有儀器測定下，可用牙齒咬之，

若有清脆的響聲且隨即斷裂或利用石頭敲擊隨

即碎裂，表示該種子含水率在12%以下。貯藏

前，可用2～3層塑膠袋分別包裝密封，置於

5～10℃，相對濕度50～65%的冷藏庫中貯藏即

可。

花蓮地區大豆有機栽培技術介紹

5

4

63

大豆苗高10～15分公時進行間拔1

利用中耕機除草2

懸掛斜紋夜蛾性費洛蒙誘殺劑 (左 )，以

及黃色粘紙 (右 )誘殺薊馬害蟲
3

利用日照曬大豆轉變為黃褐色

4 大豆植株成熟期之葉片脫落，豆莢由綠色
轉變為黃褐色

5

將豆株放進脫粒機脫粒，使大豆與植株分

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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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花蓮、宜蘭地區好山好水，本場多年來

積極推廣有機農業，使花蓮、宜蘭地區成為重

要的有機農業生產縣市，在進一步促進有機作

物多樣化的目標下，更積極研發利用有機質肥

料及配合生物綜合防治方法種植有機大豆之技

術，並推廣農友採用。目前花蓮地區在富里鄉

羅山地區、光復鄉大豐地區、鳳林鎮山興地區

及壽豐鄉志學地區等地均已建立有機大豆栽培

產業，主要以本場育成之大豆品種花蓮1 號為

主，栽培面積已達15公頃，且面積持續增加

中。其中羅山村為配合地方觀光休閒產業的發

展，以「有機」及「非基因改造」大豆為訴

求，生產之泥火山有機豆腐，已成為羅山有機

村之特色產品。未來期有機大豆栽培能更普遍

為農民採用，以生產更多安全優質大豆產品，

提供消費者使用，確保消費者的健康，並增加

農民收入。

花蓮地區大豆有機栽培技術介紹

調製後的大豆種子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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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當歸(Angelica  spp.)為繖形科多年生草

本植物，《神農本草經》中將之列為中品藥，

為一使用很廣泛的傳統中藥材，利用部位為

根部，有活血補血、調經止痛及潤腸通便等功

效。近年來學者在藥理研究及臨床上主要應用

於貧血、高血壓、慢性氣管炎、氣喘及心血管

疾病、促進血液循環、調節免疫系統等功效。

在中國的藥典中記載有超過80種以上的方劑以

當歸為主要原料，在歐洲及美洲等國家亦以當

歸的根部作為婦女保健用的產品及化妝品之利

用。當歸主要成分為揮發油、醣類、氨基酸、

阿魏酸、藳本內酯等成分，其中阿魏酸、藳本

內酯為重要的生理活性成分。臺灣每年自國外

進口的當歸數量很多，但進口當歸常有不當炮

製與農藥殘留及重金屬之問題，影響民眾在當

歸使用上有安全之虞，因此，為了生產安全、

品質優良之中藥材供消費者使用，本場已建立

有機栽培體系，從種子播種、育苗、種植、施

肥、病蟲害管理、收穫適期、成分分析及收穫

後之調製、加工、貯藏及包裝等，建立標準化

模式，以生產安全、品質佳之藥材，並期望與

進口之藥材進行市場區隔，推動東部地區有機

中草藥產業之發展。

當歸之有機栽培管理

當歸為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具濃厚之

辛香氣味，利用種子繁殖，發芽適溫為15～

20℃，性喜冷涼氣候，忌高溫及陽光直射，平

地地區種植之當歸由於溫度較高及日照較強，

生育期間較短，有提早開花之現象。當歸於種

植後至翌年才採收其根部，開花後種子逐漸成

熟，俟種子成熟後植株即死亡。其栽培管理方

法介紹如後：

一、選地

當歸之種植以平坦、通風良好之地點為

佳，選擇之土壤以排水良好、富含有機質之砂

質壤土為宜。土壤pH值在5.5～7.5之間皆可種

植。當歸收穫部位為根部，土壤排水不良會導

致根部因浸水而腐爛，影響根部產量及品質。

砂質土含量過高除土壤保水力不佳之外，且易

有線蟲之為害，因此在土壤的選擇上以砂質壤

土為宜。

二、整地作畦

當歸種植前需進行整地與作畦，整地前

先將有機質肥料均勻撒施於田間，再將有機質

肥料翻犁至土壤中，整地時土壤宜深耕並細碎

土壤再作畦，畦高約30公分，當歸種植採作畦

當歸之有機栽培管理與利用

當歸之有機栽培管理與利用
作者：張同吳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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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之方式，有利於當歸根系之生長發育，作

畦的方向以南北向為宜，作畦完成後利用塑膠

布、雜草抑制蓆或稻草等材料覆蓋畦面，可保

持土壤濕潤及防除雜草。種植前在畦面中央覆

蓋資材部分，以剪刀減開直徑約10公分大小之

洞口，再將種子播種或種苗移植至田間定植。

三、種植方式

當歸利用種子繁殖，種植的方式可分為

種子直播與育苗種植二種。當歸之播種時期以

每年之10～11月為宜，延遲播種影響種子之

發芽率及植株的生育。當歸栽培的行株距為

100×50公分。採種子直播方式為耕種之土地

經整地、作畦後，採點播方式，每穴將種子

3～5粒直接播於土中，覆土深度約2公分，俟

植株葉片長至4～6片時再行間苗，每穴保留

1～2株即可。採育苗方式則將種子播種於育苗

盤或育苗床，播種後要澆水，保持育苗盤中栽

培介質之濕度，約3～4星期後種子開始發芽，

待葉片長至4～6片後，移植田間進行定植。定

植時應小心，避免幼苗根部受損，定植後應即

澆水或噴灌灑水，以提高幼苗成活率。當歸之

種植應與豆科等作物進行輪作，可提高當歸根

部的產量與品質，連作會影響土壤的地力，對

作物養分之吸收與利用造成影響，使當歸根部

產量及有效成分含量降低；另外，連作易造成

病蟲害之為害，影響作物的產量與品質。因

此，為提高當歸之產量與品質應避免連作。

四、肥培管理

當歸施用有機質肥料，以N:P2O5:K2O= 

5.5:2.5:2.5之粒狀有機質肥料為例，依田間

之試驗結果顯示，每公頃施用 6,000 公斤有

機肥，其根部產量與有效成分含量較高，施肥

時以一次施用基肥之方式施用完畢，施肥方法

為將有機質肥料均勻灑施於田間，在整地時以

耕耘機均勻耕犁於土壤中即可。

五、水分管理

當歸在生育期間要注意水分之管理，在夏

季炎熱乾旱之下，應注意水分之補充，避免乾

旱，影響作物之生育。另外，當歸的主要利用

為地下根部，過濕及排水不良的狀況下，亦會

影響根部的生長，嚴重時會造成根部的腐爛，

因此，適當的水分管理有助於作物之生長。

六、病蟲害防治

當歸生育期間甚少病蟲害發生，僅在種

子發芽初期會有地下害蟲為害幼苗，將幼苗啃

食或剪斷，防治方法可利用菸葉有機堆肥，在

種植前二週與有機肥一起施用於田間，每公頃

施用量為600～800公斤。栽培地區之土壤若為

砂質土則可能會有線蟲為害的情形發生，因此

在種植土壤之選擇上應避免砂質土含量過高之

土壤，線蟲之預防為在種植前二週施用篦麻粕

及蝦蟹殼粉有機肥於田間，每公頃施用量各為

500～600公斤。在當歸生長階段病蟲害之為害

當歸之有機栽培管理與利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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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甚少發生。

七、收穫適期

當歸收穫適期依試驗結果顯示：當歸於植

株開花初期為最適收穫時期，此時收穫之當歸

根部產量高且有效成分含量較高，根部質地較

軟，有較高之品質；植株開花後至種子成熟期

間收穫之根部，由於根部已逐漸木質化，此時

收穫之品質較差，根部產量也較低；種子成熟

後，植株已近凋亡，此時根部已木質化，產量

與品質皆最差。當歸一般以種植8～10月後為

收穫適期。當歸收穫時宜小心，避免根部之損

傷，影響根部之品質。採種子直播方式種植之

當歸，採收之當歸根部具主根，故分支較少。

採育苗方式移植栽培之當歸，採收之當歸根部

鬚根較多。當歸根部之產量每公頃約為2500～

4000公斤。

八、清洗、分級與包裝

收穫後之當歸根部，除去地上部枝葉及不

具商品部份，清洗根部之泥沙後陰乾，即可依

根部大小加以分級後包裝販售。清洗時應注意

避免損傷根部組織，以防止根部腐爛及發霉之

現象產生，影響商品價值。

當歸之利用

傳統方劑將當歸入藥的處方很多，著名的

方劑如四物湯、八珍湯、十全大補湯等等，在

藥膳方面常見的有當歸鴨、當歸羊肉等。目前

在東部地區推廣之當歸以新鮮食用為主，新鮮

根部可作為養生藥膳食材，當歸葉片則可作為

生鮮蔬菜調味食用。本場利用生物科技萃取、

加工相關技術，已將當歸成功開發保健茶包、

保健飲品及藥膳粥品即食餐包等保健產品，並

已將產品加工技術轉移業者進行相關產品之生

產，可提高當歸之附加價值，促進當歸產業之

發展。

當歸之有機栽培管理與利用

5

當歸利用育苗之方式移植田間種植1

當歸直播之種植方式為將種子播入已作畦

完成之穴中即可
2

當歸植株開花初期為根部收穫適期3

當歸植株進入種子成熟時期，此時收穫之

根部產量及品質皆較差

4

以直播之方式栽培收穫之當歸根部有主根5

5

3

7

4

6

以育苗移植之方式種植之當歸根部支根較多6

當歸清洗後，依根部大小修剪分級包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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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醬油

為中國傳統的農產加工品，且早在化學添加物

出現之前民間即普遍製作及食用，因此，只要

注意原料的使用及避免添加物污染，絕對可以

製作出符合有機規範的純釀醬油（以下簡稱純

釀醬油）。雖然醬油釀造所需的時間很長，但

程序很簡單，請您試著這樣做：

準備材料

釀造純釀醬油需準備的材料如附表。台灣

每人每年醬油消費量約6公升，以附表份量的

材料則大約可以釀出1公升醬油。

步　驟

一、原料處理

將黃豆洗淨，夏天泡水6小時，冬天泡水

一夜，瀝乾後放在電鍋中，外鍋加入2～3杯

水，蒸熟後後冷卻備用。將有機糙米洗淨，

泡水約1小時，瀝乾水分後以炒菜鍋用文火炒

10～15分鐘，不加蓋，期間要不停地以筷子翻

攪，至具有香味及呈現金黃色。將炒好的米以

磨豆機打5秒鐘進行粗碎，或以洗淨的米酒瓶

當做桿麵棍將其研碎，約為一顆米破成5片的

大小即可，不宜過細。

二、製麴

將粗碎的米與醬油麴放在飯碗中，混合均

勻。將黃豆放入保鮮盒中，把混合好的米與醬

油麴粉均勻灑在黃豆上，再以乾淨的筷子攪拌

均勻後將黃豆攤平，但不要壓緊。取乾淨的毛

巾（或利用粿袋）洗淨後擰乾，覆蓋在保鮮盒

上，再將保鮮盒的蓋子橫放在布上。濕布可以

防止果蠅產卵並保持麴的濕度。將保鮮盒放置

於25℃左右的環境，並避免直接曬太陽。

隔天（第12小時後）黃豆上應有白色菌

膜生長，第一次翻麴。翻麴的方法是用洗淨擦

乾的筷子將黃豆（麴）集中堆成一堆，再攤開

鋪平。翻麴後再將毛巾浸水擰乾，蓋在保鮮盒

手工純釀醬油DIY

手工純釀醬油DIY 作者：邱淑媛　助理研究員、

賴明基　約聘助理

作物改良課

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5

      (03)8521108轉30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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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麴生長時會發熱，每3～6小時翻一次麴以

促進冷卻。儘量把麴的溫度控制在30℃以下。

手感覺得到麴的熱度時（36～38℃）就要翻。

三、出麴

培養至黃豆表面由白色剛轉黃綠色時即可

下缸，夏天約為2天，冬天溫度較低可能長達

5～7天。培養過久麴的顏色會轉為鮮綠色、綠

褐色，最後變為褐色，並且產生麴臭味，釀造

出來的醬油品質不好。

四、下缸

先將麴倒入玻璃缸中，再以其他容器將

200 公克食鹽溶解在1公升冷開水中。將鹽水

倒入玻璃缸中，以筷子將鹽水中的麴攪鬆，蓋

上蓋子，或蓋塑膠袋後用繩子將缸口綁緊。最

初的2～3天內每天早晚各攪拌一次，之後攪拌

的次數漸漸減少，到每週一次。

五、熟成

接著進行熟成。醬油麴浸鹽水後數月，外

觀漸漸轉為濃稠狀，稱為醬油醪。醬油醪在貯

存之後香氣會漸漸生成，稱為熟成。熟成時間

短為6～8個月，長可達2年。不需要照光線，

一兩個禮拜攪拌一次即可。熟成溫度約15℃左

右最好。

六、過濾與裝瓶殺菌

待醬油醪香氣足夠之後，準備一個盆子

及兩層相疊的粿袋。先將醬油醪倒入粿袋中，

再將袋口打結吊起，盆子放在下面，用醬油醪

本身的重量使醬油濾出。亦可採用打結之後上

置重物的方式壓榨。濾出液稱為生醬油，顏

色較市售醬油淺，風味也還不對，需要進行加

手工純釀醬油DIY

3

4

5

釀造醬油需要的材料：乾淨的保鮮盒、蒸熟並

放冷的黃豆、泡水後炒香的糙米、醬油麴
1

將粗碎的糙米與醬油麴混合好，灑在黃豆上2

由左至右依序為拌醬油麴後第 0、12、24 及

40 小時（下缸前）的黃豆
3

下缸加鹽水浸出黃豆的甘味4

熟成後壓榨前，醬油醪顏色自然變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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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將生醬油裝瓶密封後，以80℃熱水殺菌30

分鐘，即為醬油。亦可先煮沸再趁熱裝入玻璃

瓶密封。若將生醬油拌入適量糯米粉，混合均

勻並煮沸，即為醬油膏。在醬油中加入一些砂

糖，可調整醬油過於單調的鹹味。自製醬油因

為不加防腐劑，建議放置冰箱中保存，特別是

開封過後。

醬油小常識

一、自己這樣釀的醬油，是有機醬油嗎？

使用有機黃豆，花蓮場選育的花蓮一號

黃豆是不錯的選擇，並且使用有機米及乾淨的

水；在釀造的過程中需避免污染物（例如殺蟲

劑），以及避免使用化學藥劑（例如使用防腐

劑），釀出來的醬油就符合有機醬油的加工規

範。然因「有機」是法律名詞，故若要稱為有

機醬油，需要申請驗證，但若只與親朋好友分

享則不妨。市售醬油添加防腐劑主要用來防止

酵母菌生長，酵母菌生長會在表面引起一層白

膜，味道會變，但沒有毒。符合有機加工規範

的醬油不能添加防腐劑，開封後建議冷藏以維

持品質。

二、黃豆之外，用其他豆子可以嗎？

醬油的甘味主要來自醬油麴將黃豆的蛋白

質分解。黑豆是黑種皮的黃豆，用來取代大豆

當然也可以，但是比較貴。至於紅豆、綠豆、

薏仁，不可以用來替代黃豆，但可以用來替代

糙米，只不過能不能做出一樣好吃的醬油，就

看大家手氣好不好囉！另外，黃豆與米的比例

不一定要是3:1，降低到2:2或1:3也可以。

三、醬油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嗎？

原則上是可以的，但祖先習慣在夏季製

作，因為培養麴菌的溫度約在30℃最適合。溫

度太高釀出來的醬油不好吃，溫度太低則怕麴

菌長太慢會被汙染，而且醬油熟成的溫度適合

在低溫，因此夏天開始釀造，冬天熟成，放到

明年夏天吃，在時間上剛剛好。以前的人沒有

冷、暖氣，調節麴菌需要的溫度比較困難，因

此充分利用季節環境釀造醬油。但是，古人的

適時適作的智慧，卻與目前推動的節能減碳、

環境友善的有機概念非常符合，十分值得提

倡。

四、有機醬油為什麼貴很多？

根據製造的方法，醬油主要分為純釀造

醬油、速釀醬油與化學醬油三大類。用醬油麴

製作的稱為釀造醬油，通常需時半年至一年，

時間成本很高。使用鹽酸等將黃豆分解釋放出

甘味，不到一個月就可完成，時間成本最低，

但只有甘味沒有香味，稱為化學醬油。將化學

醬油與純釀造醬油進行調和，或以化學醬油為

原料加入麴菌進行快速釀造，使兼具甘味與香

味，稱為速釀醬油，市面上中價位的醬油大概

屬於此類。由於有機醬油的製作工法屬於釀造

醬油，耗時較長，加上使用的有機原料價格較

一般穀物高，因此售價最高。

結　語

醬油是古人傳下來的寶貴文化資產。釀造

醬油，即是一種技術，也是一種藝術，所以坊

間琳瑯滿目的產品，各有不同的風味與特色。

您準備好要大展身手，傳承祖先的智慧，釀造

個人專屬風格的醬油了嗎？讓我們一起來協助

黃豆寶寶變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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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箭竹筍種植面積全國大約有2,000多公

頃，花蓮及宜蘭地區大約佔有1,000公頃，是

轄區地方特產及原住民產業主要經濟收入之

一。箭竹筍在每年的3～4月為盛產期，這個時

候採收的箭竹筍滋味鮮美，不論是炒、烤或是

生吃都會令人回味無窮。箭竹筍從山上採收以

後的處理方式，大多是以人工剝殼後在市場或

路邊販售筍肉，既費時又費工。箭竹筍富含高

纖維質並含有豐富的水份、低脂肪、低熱量、

蛋白質及鈣、鐵、維生素A、維生素C等物質，

是極佳的山珍野味、天然食品，也是現代人最

需要的健康食品，所以在市

面上受到一般大眾的喜愛。

箭竹筍屬於禾本科植物，在

箭竹筍的外部包覆著一層堅

韌的筍殼，一般消費者甚少

自行處理，因此在交易時都

是必須先將筍殼剝除後才會

在市場上進行販售。

箭竹筍剝殼主要以人工

為主，人工進行的剝除筍殼

由於涉及到個人技巧，所以

品質及效率並不穩定，而且

對衛生的要求也較難掌握。

雖然曾經有過箭竹筍剝殼機出現，但因為機

構複雜、造價高昂又具有操作上的危險性，對

於只能專用在季節性產品的箭竹筍來說，農民

根本無法產生購買使用的意願。鑒於上述之問

題，本場深覺箭竹筍的確是一種優良，且值得

推廣、食用的農作物，但因為附加的剝殼成本

致使售價居高不下，而無法讓每個消費者所接

受，無形中也造成農民很大的損失。因此，本

場為了照顧原住民產業積極進行研發與改良，

在各方條件及成本的審慎考量下，終於開發成

功結構簡單、價格低廉、效率又高的箭竹筍剝

殼機。

箭竹筍剝殼機之研發

箭竹筍剝殼機之研發

1

作者：施清田　副研究員、　

      黃　鵬　場長、　

      楊大吉　副研究員兼課長

作物環境課　農機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80

箭竹筍剝殼機全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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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竹筍剝殼機之設計

箭竹筍剝殼機主要是由馬達帶動兩組相

對應接觸而且向內捲入方向旋轉的剝殼滾筒，

並在剝殼滾筒的上、下方各別設有泵浦循環水

流的潤滑供水槽及集水槽，且在集水槽上方設

有一抽屜式濾網，因此；在運轉的過程中供殺

青後尚未去殼的箭竹筍順著其筍尖外型而斜向

導入兩組剝殼滾筒中（殺青後的箭竹筍可以具

有殺菌作用、提高保存時間，並讓殼內箭竹筍

的脆性降低防止破損），讓剝殼滾筒以其向內

轉動所產生的拉力、上下分離的摩擦力，將筍

尖外殼壓破並拉進兩組剝殼滾筒中，形成上下

方向持續撕、剝筍殼的作用（潤滑供水槽流下

的水則是持續淋溼箭竹筍保持潤滑），而位於

筍殼內部的箭竹筍因為具有高厚度而自然被阻

擋在剝殼滾筒外部無法導入，達到筍殼被剝殼

滾筒拉入而掉進抽屜式濾網中（潤滑供水槽流

下的水可將筍殼往下沖，防止沾黏在剝殼滾

筒），且箭竹筍自動被分離在剝殼滾筒外部的

效果，達到快速剝殼的目的，所以不僅剝殼效

率極高，而且成本又十分低廉，極適合推廣使

用，以造福農民和一般大眾。

箭竹筍剝殼機構造及功能

開發成功之箭竹筍剝殼機，主要結構有兩

組對應接觸且呈向內捲入方向的剝殼滾筒經由

AC110V減速馬達所帶動，並在剝殼滾筒的上、

下方各別設有泵浦循環的潤滑供水槽、集水

槽，及在集水槽上的抽屜式濾網；其功能及特

性。

一、剝殼滾筒：是樞設在機台且外部包覆橡膠

的滾筒，於兩組剝殼滾筒的一端設有嚙合

之齒輪，且其中一剝殼滾筒另端則是設置

鏈輪而被減速馬達之鏈條所驅動。

二、潤滑供水槽：是位於剝殼滾筒上的槽體，

並開設有對應剝殼滾筒位置的複數水孔。

三、抽屜式濾網：是底部設置濾網而可軌接入

機台內的抽屜。

藉由上述之構件組成，在集水槽中的泵浦

可以持續經由管路而輸水至潤滑供水槽，讓水

流經由複數的水孔流下至剝殼滾筒持續進行沖

刷、潤潤，而馬達帶動的兩組剝殼滾筒則是呈

向內捲入方向持續轉動，所以可供殺青後尚未

去殼的箭竹筍順著其筍尖外型而斜向導入兩剝

殼滾筒中間（殺青後的箭竹筍具有殺菌、清潔

作用、也可以提高保存時間，並讓殼內箭竹筍

的脆性降低防止破損），讓兩組相對向內轉動

的剝殼滾筒對筍尖外殼產生拉力、上下分離的

摩擦力，俾可先把筍尖外殼壓破並持續拉進兩

剝殼滾筒中，形成上下方向持續撕、剝筍殼的

作用，而位於筍殼內部的箭竹筍因為具有高厚

度而自然被阻擋在剝殼滾筒外部無法導入，達

到筍殼被剝殼滾筒拉入且被水流沖刷掉進抽屜

式濾網中，而水流則是經由抽屜式濾網流入集

水槽中再度被泵浦循環輸出，且剝完殼的箭竹

筍在兩組剝殼滾筒外部自然往下掉出，並可再

度供尚未去殼的箭竹筍進行快速剝殼的效能。

再者，本機台於下方的剝殼滾筒外部設置有一

斜板，並在剝殼滾筒下方具有外凸的收集台，

箭竹筍剝殼機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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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體驗剝殼機剝殼情形，反應良好2

以利剝殼後的箭竹筍掉落、置放收集。

四、本機台另一側再平行設置兩剝殼滾筒，令

兩側各一上、下剝殼滾筒設有傳動鏈輪而

被傳動鏈條所連結（兩側各一上一下設置

傳動鏈輪，可確保兩側的兩剝殼滾筒都是

呈向內捲入方向），致令機台兩側各有一

組剝殼滾筒，可以進行箭竹筍的雙邊進料

剝殼作業者。

五、開發成功的箭竹筍剝殼機機構簡單、價

格低廉、效率高，剝殼作業能力每小時

1,200支，比人工快8倍以上，作業費用每

天800元/8小時計算，人工剝殼0.694元/

支、機械剝殼0.083元/支；使用本機與人

工比較節省作業時間88%以上；節省作業

費88%以上，如表一。

 表一、剝殼作業能力及費用

人工剝殼 機械剝殼

剝殼作業時間(秒/支) 25 3 

剝殼作業能力(支/小時) 144 1,200

剝殼作業費用(元/支) 0.694 0.083

結　語

開發成功之箭竹筍剝殼機結構新技術，

使用作業過程簡單精確，操作簡便性，可改善

作業環境及減少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

農民收益，將來可供產業使用。箭竹筍剝殼機

機構簡單、價格低廉、效率高，比人工快8倍

以上。本機已獲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專利

(專利號碼第M398776號)，相關技術已透過技

術移轉方式，非專屬技術移轉「隆源農機廠」

商品化量產，以嘉惠農民。

箭竹筍剝殼機之研發

3

4

箭竹筍剝殼後的筍肉3

機械剝殼後現場試吃情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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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慶豐田區
通過有機驗證(轉型期)

本場吉安鄉慶豐村田區，自84年以來

即以有機進行栽培試驗，本場於1月30日

取得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有機農

產品驗證證書，產品範圍包括水稻、大

豆、甘藷、花生、玉米等雜糧以及當歸、

丹參等保健作物，共1.6公頃。

慶豐田區內之土地約有1.1公頃為本

場所有，當初因為此處區域獨立，不受場

內其他試驗田區的影響，因此過去已栽種

十幾年的有機水稻，是最好的有機示範場

所。為維護本場有機區域的完整性，鄰近

0.5公頃田區則多年休耕，地主平時居住

於台北，所以本場特詢問附近的農友，終

於成功聯絡該地主洽談承租，地主也願意

讓本場全權管理。

作物改良課課長宣大平表示，場內有

機團隊兢兢業業持續研發作物有機栽培、

病蟲害防治等技術，此次通過有機驗證，

更完備有機整體流程，為有機產業樹立良

好典範。

GPN:2008100099

101年3月  2,500本

工本費30元

1

2

 　　　為推動有機農業，本場慶豐田區採有機栽

培模式耕作，田間農作物以施用有機質肥料進行

肥培，以及非農藥資材進行病蟲害防治，以維護

珍貴的生態環境及促進農業永續經營。

1 2

79期封面20120323.indd   1 2012/3/23   下午 02:1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