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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之理念與實踐 

黃山內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場長 

2002 年有機食品與飲料之全球銷售成長率為 10%，金額達 230 億美元，

其中北美成長最多，因為他們認為有機的比無機的產品較自然，較健康，

也就是因為如此，有機食品之事業以水果、蔬菜等第一級的產品占最大宗，

加工的較少，而有機禽畜則成長較慢。 

台灣地區有機農作物栽培的面積為 1013 公頃，其中以水稻栽培兩個期

作合計 977 公頃最多，有機蔬菜面積次之，但較國外快速發展的情形，有

待檢討並積極推動之必要。 

我國有機農業發展之所以無法加速，主要歸因於國民對有機農業之真

正涵意確有加強教育取得共識之空間，讓有機農業之生產者、銷售者及消

費者充分瞭解，共同為愛好珍惜我們這塊土地付出，給予奧妙的地球生生

不息，永續運行，這樣有機農業才有機會漸漸的取代傳統的農業。 

有機農業之理念 
截至 19 世紀，人類的生活完全依賴植物資源，包括食物、燃料及工業

材料，同時碳素循環的系統也在地球上實施維持著。然而，到了 20 世紀，

大部分的燃料及工業原料已被化石資源取代。世界人口從 1900 年之 16 億

增至 2000 年之 60 億，每年以 8000~9000 萬之速度增加，預估 2050 年將達

95~100 億。大量化學肥料，合成農業，大面積機械化，灌溉工程，使用化

石資源，是使食物產量增加了，但也破壞不少的自然生態。 

農業生產的要件陽光、水、空氣、土壤以及生物是自然資源，也是人

類生活環境所依賴，以往大家認為這些資源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但近

年之資料顯示，陽光變了質，溫度升高了，雨量減少，大氣組成成分變化，

表面土壤流失，生物種類減少，已經危及人的居住環境，使農作物無法生

長。 

農業是一種利用自然資源生產人類生活需要物質之事業，它不但是利

用，合理的利用，可以使自然資源維持，透過循環系統，如碳素循環、氮

素循環，達到生生不息之境界。人類活動多元化以後，也祇有農業具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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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保育自然資源之功能。然而，現代化的農業，以化石能源為主，化學肥

料、農藥、農機、設施、追求近利，大量之揮霍使用能量，特別是不可再

生的，造成石化能源枯竭，水質污染，空氣污染，土壤流失以及氣候變遷

等現象，有待調節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之必要。 

有機農業之興起，以改進現代化農業弊病為出發點，以尊崇地球奧妙

之自然環境為前提，感念生長在宇宙唯一綠洲星球之幸運，從生產、運銷

到消費都儘量符合自然運行法，修身力行，感恩惜福，追求並應用自然科

技，善盡維持地球永續繁榮之使命。 

有機農業之實施原則 
有機農業之實施以順應自然法則為基礎，以感恩的心，瞭解大自然運

作之奧妙，蒐集整體深入的資訊，人在地球中之位置，規劃農業生產，保

育利用並重，同時化繁為簡，徹底遵循。 

1.心靈的建設，地球作為一個行星，光是地殼的發展就需 15~20 億年，而

第一個生命大約已有 26-35 億，逐漸的發展才有今天大氣團、水質圈、

岩石圈及生物圈之局面。提供生活需要之食物、陽光、空氣、水及土壤。

此一長期演化歷史，較之人的生命短暫，應體會出造物之偉大，不可有

奢侈浪費，破壞自然之行為。所作所為，應以宇宙中其他星球尚未發現

此優良之環境，珍惜永續地球適應人生存環境為優先。 

2.蒐集自然資源的資訊，認識我們努力的目標，我們日常生活依賴的天有

多高，地有多厚，而周圍生物有多少種，一支草一點露，淺薄的土壤是

我們作物生長之基礎。不改變地球上之地形地物，不除盡今天的雜草，

祇有收集了解自然資訊，才能更廣泛且正確的利用與保育。 

3.選擇適當的作物，經過數十億年之演化與淘選，植物有其生長之特性，

並與周圍的生物、岩石互相依賴生存著，有的植物喜歡潮濕、乾燥、光

強、光弱以及低溫或高溫，在地球運行的季節裡，有消有長，如何栽培

利用，應了解其習性，讓作物在自己喜歡的季節、土壤以及地點生長發

育成熟，那麼人為的照顧，自然就減少了，不當的施肥、施藥而引起環

境污染破壞以及食物殘留有害物質之機會大幅減少。 

4.規劃栽培方式，採用輪作、間作(或混種)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減少病蟲

害，西瓜與蔥蒜類作物混植，証明防治蔓割病、蔓枯病等土媒性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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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落花生與大蒜間作對冠腐病發病率減少。輪作間作可以營造兩種作物

之間有利的生長環境，自然界與研究結果可以當作參考，應予充分利用，

加州農夫 Bob Cannard 的銘言，在我的園圃中隨時都有兩種作物，一種

給予大自然，另一種留給人類，這種時間與空間互相分享的方法更是應

用輪作混間作最高的境界。 

5.營建作物生長的基礎，地球上僅有 30%不到的陸地，那裡可以接受太陽

光能 9 倍於海洋，施行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還原成碳水化合物，提供

生物能源。但所依靠作物(植物)工廠，是生長在一層淺薄的土壤。土壤

在陸地的表面，是岩石經過物理、化學與生物等長期複雜成土作用而得

到的結果，其深度最少數公分，最深數公尺，與地球的結構，地核半徑

3500 公里，地殼岩石 10~60 公里之厚度，可以說是最易令人忽視的。可

是，這樣稀少的土壤，確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之依賴，每形成一英吋的土

壤，據研究是需要 300~700 年之長久時間。土壤具有特殊功能的物理性、

化學性以及生物性，可以機械支持植物，提供根部生長需要的空氣、養

分、水分、更可調節外界加入不當的逆境之緩衝能力，吸附鈍化，分解

有害物質。適當合理的管理，此一不可再生的資源是愈用愈好。 

6.妥善的處理與利用農場副產物，所謂廢棄物，英文為”Waste”，其定義

"materials are not going to use “，也就是不予使用之物，有機農業生產過

程中每一產物都是資源，並無可用或不可用之區分，現代化的傳統農業

常有許多廢棄物，主要許多生產資材都購買自農場之外，對於副產物都

不予處理利用，不但沒有予以資源化，隨意棄置，更造成環境污染。最

近科技發達，副產物利用多種途徑之技術已陸續開發，有機農業生產者

珍惜此一資源完全充分利用。 

7.雜草與昆蟲是作物生長之伙伴，植物生長旺盛的地方表示該處之土壤肥

沃，昆蟲喜歡樓息，鳥類活動頻繁。一支草一點露，細微小草截獲空氣

水氣，潤濕土壤，樹根繞纒土粒，不受沖蝕，再者，根泌物之排放，根

圈(rhizosphere)生活著億計的土壤微生物，有機物及有害物因而分解轉

換，解除污染的危機，也是促成腐植物生成，團粒結構之推手。昆蟲依

賴植物而生存，植物也靠昆蟲完成生命史，兩者唇齒關係，非常密切。

健康的植物沒有病蟲害，如果植物生長中出現生理失調，營養失衡，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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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老弱的時候是病蟲進駐的好時光。最近科學也証實，生長勢旺的植物，

散發具有殺蟲能力之氧化乙烯，足可逼退昆蟲之啃食微生物之侵襲。 

8.建構地區性市場，減少污染與自然資源破壞，我們正享受著舒適空調室

內，方便車輛、飛機之交通運輸，祇要出錢可嚐世界珍奇飲品，這種生

活型態，消耗大量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另一方面，各地嚷著環境污

染與破壞的聲浪。化石能源有限，1~1.5 世紀將用罄，目前之文明物質呈

垷不穩定狀況。改善生活品質，拒絶貧窮，以及保護自然環境等議題互

相矛盾。不幸的，巨大人口與活動，都建立在非再生能源上，加速枯竭

化石能源之終點。重大 21 世紀的議題，控制世界人口，食物缺乏，環境

污染等等。1984 年，世界榖類產量 18 億噸，面積 24 億公頃，20 年來共

未增加，雖有新墾地加入生產，但也有原農地劣化無法種植。假如我們

的生活像美國人一樣，一年穀物消耗量 900 公斤(包括直接與間接消耗

量)，那麼世界僅可養活 20 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每一個人消費穀物

像印度 170 公斤一年，那麼我們世界可生存 110 億人口。一公斤牛肉、

猪肉、雞肉、從美國運到我們之餐桌上，需要多少榖類，多少能源，也

對自然環境多少破壞衝擊? 

9.生產消費生活文化之結合，特別強調地方性的方式，既然有不同的自然

環境，更應利用發揮人與天然結合之本能，朝多元之生活方式發展，有

共同之天賦，也有目標的文明，不再是是人家能我們為何不能的口號，

透徹的瞭解，我們所處的位置，順著發展潮流，可真正的落實三生農業

之真諦，結合休閒、遊憩，有節慶活動，互相鼓勵，自然祥和之文明，

享受人生，創造文明輝煌歷史。 

10.讓我們遵守共同的約定，農民(生產者)與消費大眾共同為有機世界邁

進，政府機構在實施階段訂定規則辦法，產生共同的約定，有機農產品

生產準則、管理要點、驗証資格認定程序，在去(92)年完成訂定，一個

階段性的工作，是進展之方式，將來也會提昇為法律之層次。讓我們從

宣導教育開始，徹底執行遵守，相信深入心靈，無為而治。 

 
結 語 

地球是宇宙中唯一的綠洲星球，繞著太陽運行，有可利用之陽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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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水、土壤等自然資源，養成著萬計之生物，各個資源之間互相密切的

結合，以人有限的生命享受此待遇，是前世修來之福祉。 

現代化農業雖提供人類舒適之生活，但也造成污染與自然資源之破

壞，應如何維護奧妙地球村，應從具有利用及再生能力之機農業開始。人

生的真諦有三個層次，即生存、生活與生根，以我們的發展，應已擺脫生

存之階段而進入另一個層次，讓我們享受人生，更進展為將來世代貢獻也

負起開創之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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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之發展與願景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侯福分  陳吉村 

一、前言 

    有機農業 (Organic Farming)有時亦被稱為生態農業、生物農業

(Biological Agriculture)、低投入農業(Low Input Agriculture)、生物動態農業

(Biodynamic Farming)、自然農法(Natural Farming)、再生農業(Regenerative 

Agriculture)、替代農業或永續農業之一種。各國法律或農業協會所使用的

名稱或定義經常不同，例如歐洲聯盟的十二個國家，雖然用相同的管理條

例，卻分別採用生態農業、生物農業及有機農業三種名詞作為法律上的稱

呼。在國內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則統一採用「有機農業」一詞。 

依照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999.3.15 公佈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中

定義有機農產品為指同一生產農地之土壤及水源未受污染，生產過程中完

全遵守本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之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所生產之農

產品。依照全有機栽培方式生產者稱為全有機農產品；依照準有機栽培方

式生產者稱為準有機農產品。 

 

二、世界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一)歐洲之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1.德國 

德國早在 1924 年即有人類學家的鼻祖 Dr. Rudolf Steiner 提倡有機農

業，同年在德國就成立世界第一個有機農業協會”Demeter”，即生物－動態

經營方式之研究組織。1941 年起德國有機農業受納粹禁止，直到二次大戰

之後方得以再度擴展。1962 年成立德國第二個有機農業組織 ANOG，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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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成立不同協會，1988 年成立全國有機農業協會聯盟 AGOEL，目前已有

九個協會加入聯盟，90 年代因東西德統一及政府之補貼措施，使得有機農

場之總面積急遽增加，到 1999 年德國有機農場面積已達 35 萬公頃左右，

佔全國耕地面積 2.1﹪（表一）。 

影響德國有機農業快速成長之原因，除了健康及環保意識抬頭外，消

費者願意以較高價錢購買有機農產品，使得農民可以得到合理利潤而願意

從事有機農業外，德東地區的加入及政府的鼓勵措施亦是重要原因。 

對於這些補助措施，多數有機農業協會及農民均持贊成的態度，但有些

學者卻對這些措施質疑。其原因是補助計畫使得有機農產品產量增加，將

會造成有機農產品之價格下跌，對有機農業生產者並不一定有利。且每一

邦之補貼金額不同，對新轉型或舊有的有機農場之支持亦不同，將會造成

競爭力之不同，而有失公平。無論如何，這些支持措施使得德國的有機農

場及面積急遽增加，已達到其預期的效果，但對於有機農業未來發展之影

響仍有待觀察及評估。 

 

2.英國 

英國在 1944 年成立了土壤協會（民間自主性的組織），隨即訂定有機

農業的基準，由於英國國民環保意識高，對化學肥料污染河川及土壤極為

關心，因此其所訂定的基準及認證原則廣泛地被承認。在 1989 年成立了有

機農業監督機關 UKROFS（UK Register of Organic Food Standards），其認證

基準與土壤協會類似。在 1996 年三月狂牛病發生以來，消費者對食品的安

全更為關心，有機飼養的牛肉及有機蔬菜、水果需求量直線增加，到 1999

年英國有機農場面積已達 3 萬公頃左右，佔全國耕地面積 1.8﹪。 

  

3.其他歐洲國家 



9 

由於歐盟於 1991 年訂定『有機農產品準則』，1993 年開始實施，統一

基準之訂定加速了跨國有機農產品之流通，在 1999 年歐盟國家之總有機農

產品面積已達全部耕地面積的 2.1﹪。 

 

(二)美國之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美國有機農業始於 1940 年代，民間之羅德爾有機農業中心成立於 1947

年，但對於有機農產品之販賣則直到 1970 年因為環境污染及能源危機才受

到普遍關心。在 1973 年加州有機農民（California Certified Organic Farmers 

簡稱 CCOF）成立組織，為有機食品標準下定義，設立計畫並核發證明給那

些按照標準從事的耕作者。奧立岡州隨即跟上，成為第一個立法定義「有

機栽培」的州，至 1994 年美國已有 22 個州訂有「有機法或規則」。美國農

業部根據 1990 年農場法案以訂定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同年美國

國會通過『有機食品法』（The 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 OFPA），由於

施行細則未完成，到了 1997 才實施。聯邦政府於 1997 年底提出「國家有

機規劃（草案）」（National Organic Program；Proposed Rule），在公眾審閱

期間共收到二十萬封建議信函，迄今尚未定案。 

美國之有機標準是由農業部下新成立之國家有機標準理事會（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s Board）所擬定，主要精神為規定有機農產品除了極少數

化學合成之昆蟲性費洛蒙外，都不能使用。其內容如下： 

1.自然有害物如植物性殺蟲劑（botanical insecticides）也受到限制與規範。  

2.對於殘留容忍制度則規定在食品與藥物署或環境保護署標準之 0-10﹪，並

隨時檢測有機食品之可信度。 

3.依照農場法案規定，農產品必須停止使用禁用物質三年，才可標示為有機

的農產品。 

4.申請發照之生產與營運者，必須遞送一份有機生產計畫給發證機構核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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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的內容應包括所有生產過程，如何維護土壤肥力，實施輪作制

度，保證不使用某些施肥措施等。 

5.從事生產之農民需進行所有栽培及耕作之登記，並保持該紀錄 5 年。 

 

根據一項美國農業部的研究調查，4,050名有機作物與家畜的生產者（佔

美國總農場數的 0.2%），以及 113 萬英畝的土地，包括牧場、放牧區和林地

（佔總農田畝數的 0.1%），在 1994 年時都已取得有機執照。大約有 500 名

加工者、零售業者與配銷業者也在該年通過認證。 

 

(三)日本之有機農業發展概況 

    日本於 1935 年岡田茂吉開始提倡自然農法，其為類似西方國家所推行

之有機農業的一種替代農法，並於 1953 年成立 MOA 自然農法普及會。1971

年民間成立有機農業研究所。但是當時，這些有機農法並未廣為一般農民

所採用，日本的農業技術仍以依賴化肥與農藥為主。從 1980 年代末期起，

由於民眾環保意識的覺醒以及消費者對農產品之要求轉向高級化與多樣

化，並特別注重農產品的健康性與安全性，所以能符合這些要求的自然農

法就因而受到大家的重視。因此，自然農法普及會遂於 1985 年重組擴大為

自然農法國際研究中心 (MOA) ，且於 1987 年公佈 「自然農法技術推廣

綱要」，作為日本的有機農法施行標準。由於民眾的重視，使得日本國會議

員於 1987 年成立有機農業研究議員聯盟，監督政府在政策上加強輔導相關

之試驗研究、推廣及運銷等工作。到 1988 年更應消費者之要求，組成生態

系農業連絡協議會，以加強有機農產品的運銷工作。1992 年 10 月日本政府

則制訂了「有機農產品準則」。 

    日本全國目前大約有 15,000 戶農家採行自然農法，主要都是 MOA 的

成員，彼此經常交換有關的農情資訊以及有機栽培技術，同時還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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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銷網路系統。據 1995 年統計顯示，MOA 已有 294 個分部。 

  

三、台灣有機農業發展過程 

台灣的有機農業自民國 75 年起，歷經籌備、試作、示範及推廣等階段

之發展，截至 2002 年 6 月底止，參與驗證的農場共有 941 戶，面積為 1092.43

公頃，其中包括水稻 599.8 公頃、蔬菜 228.27 公頃、果樹 158.82 公頃、茶

樹 62.77 公頃、其他作物 42.77 公頃（表二），其主要的發展過程詳述如下： 

(一)籌備階段： 

1986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邀請臺大、興大等有關的專家學者來評估在臺

灣這種地理環境之下，實行「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

的可行性。評估結果在技術上是可行的。 

1987 年：中華農學會年會中傅益永先生等五十人提案在臺灣地區也要進行

有機農業之研究。 

(二)試作階段： 

1988 年：成立「有機農業可行性觀察試驗計畫」，由中興大學土壤系主持，

由花蓮區、台南區及高雄區等農業改良場執行。並舉辦大型的有

機農業研討會及出版有機農業研討會專輯。  

1990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台灣省政府農林廳推動「有機農業先驅計

畫」，設置簡易堆肥舍，試行有機農業。  

1993 年：12 月底宜蘭地區成立「宜蘭縣有機農業協會」。  

1993 年：12 月 10 日「社團法人中華永續農業協會」正式在臺中中興大學成

立。  

1993 年：臺北主婦聯盟推行「共同購買」，結合許多家庭的購買力與殷實的

生產者相互合作，一者藉以獲得健康安全的消費品；二者讓生產

者可以不必受制於市場的惡性競爭或不合理的產銷制度，兩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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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所需，互蒙其利，為生產者及消費者創造雙贏的局面。  

(三)示範階段 

1994 年：本場根據多年來的試驗結果，在富里鄉農民簡明志水稻田中實施

有機示範 0.5 公頃。開啟了台灣有機農業的示範階段。 

1994 年：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舉辦「永續農業經營講習訓練」，課程主要

內容大致為：一、加強學員對土壤培育與堆肥製造技術；二、特

別就 MOA 技術推廣綱要、執行委員會的任務、檢定員制度設立及

產地支部作一系列介紹；三、從事永續性農業經營技術、行銷之

策略。  

1995 年：4 月 18 日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有關有機農產品認證方式的行

政法規：「有機農產品生產及標示管理要點」草案的研擬討論會。

4 月 29 日於台灣省農林廳研商「有機農產品標誌設計事宜」會議，

討論有機農業產品認證及標誌設計。由各區農業改良場選定農戶

辦理有機農業試作，並積極辦理示範、觀摩及展售。 

1999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有機

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及「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等相

關規範，作為管理有機農業及輔導有機農民生產之依據。 

(四)推廣階段 

2000 年：通過「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之認證資格，其他「中

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及

「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則正在申請中。 

2001 年：除有機米外，其他有機農產品之認證轉交由民間團體來執行，各

改良場則專心致力於技術之研發及輔導，並監督各民間團體輔導

之成效。 

2002 年：所有有機農產品之認證完全由民間團體來執行，各改良場則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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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研發及輔導，並監督各民間團體輔導之成效。通過「台灣

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之認證資格。 

2003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有機農產

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

物」、「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等相關規範。另外同年亦通

過「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之認證資格，而「台灣

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則正式提出申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

認證。 

2004 年：辦理多場「有機農業論壇」，凝聚產官學各方面之意見，作為將來

有機農業推廣政策修正之參考資料。 

 

四、台灣有機農業發展之瓶頸 

由表二的資料顯示有機農業的推廣從一開始的大幅成長到目前似乎已

達到一個高原期，其成長率已明顯趨緩，雖然至 2002 年 6 月底止，全省已

有 1092.43 公頃之農地轉型為有機農業，可是其面積僅達全國耕地面積的

0.1％左右，此與歐美各國有機農業面積動輒數個百分比相較之下仍嫌偏

低，這也顯示有機農業在台灣仍有極大的成長空間。如果觀察德國、日本、

美國及其他歐洲等國家也可以發現，即使其發展的條件優於我國，但也都

必須歷經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有現在的成績，可見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並非

易事，因此台灣對有機農業的發展及推動工作一定要按部就班，絕不能操

之過急。綜觀有機農業在台灣發展的歷史可以發現有幾個問題是造成有機

農業推廣瓶頸的原因： 

(一)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氣候條件高溫多雨，其環境及耕作方式與推動

有機農業工作較早的德國、日本、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截然不同，相較

起來，我們的技術門檻及困難度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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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者及消費者對包括自然環境保護、農業永續經營以及減少農產品的

各種污染等觀念，因缺乏正確認識及觀念，導致對有機農產品信心不

足，影響市場之推廣。 

(三)同一地區之民眾未體認有機農業的理念，因此難以做全面性之推廣。少

數農民單打獨鬥，造成施行面積太小又過於分散，使得在技術上更不易

掌控，同時單打獨鬥的銷售方式，無法充分掌握貨源，因產品供應不穩

定，故不易培養忠貞的顧客。而有機農業從開始認證到正式成為有機生

產者須耗時三年，部分農民無法堅持理念，亦常導致功虧一簀。 

(四)部分有機農業過度宣導其產品之功能，例如過分強調有機農產品營養較

高，甚至可治療癌症等，造成消費者期望過高，引起消費者之疑慮，當

消費者發現沒有預期的效果時，反而對有機農業產生不信任感，而影響

有機農業的發展。 

(五)推廣有機農業之團體、協會及業者之知名度及公信力尚未建立，民眾對

其角色及工作內容不了解，致使推廣效果大打折扣。 

 

五、未來發展方向與願景 

有機農業是永續農業的一部分，兼具改善與維護地力，以及引導生產減

少或無污染的農產品之理念。台灣自從開始進行有機農業的試驗研究工作

到應用推廣至今已歷十餘年，截至目前為止，全省包括水稻、蔬菜、果樹

及茶葉等實施有機農業生產的作物面積已經超過 1,000 公頃以上，但其消費

市場卻僅限於少數的族群而未普遍，雖其理念與精神已為國人所接受及重

視，並帶動了有機肥料在台灣農業生產施用上的大量需求，但其仍有極大

的成長空間。 

台灣土地少人口多，四季氣候溫和，適合農作物生長，因此台灣的農業

係屬於多作精耕型態的農業。為維護地力及自然環境使台灣農業得以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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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有機農業的推動有相輔相成的功能。以其產品供應市場面來說，必

須審慎推動。在進行有機農業的經營工作上，吾人建議應有下列體認，以

免走火入魔，使國人由愛變恨而動搖長久來國人對本省農業發展的信心。 

因此，若能將各地方之特色與生態保育及觀光資源結合，則將可發展

出兼具休閒及教育功能之有機農業。 

(一)結合景觀發展具有特色之有機專區 

台灣有許多極具特色的景觀及農特產品，如再配合如綠色博覽會、童

玩節、國際石雕展及豐年祭等大型活動，再配合各地區之特色，如宜蘭三

星鄉的蔥蒜、壯圍鄉的哈密瓜、員山鄉的金棗、花蓮縣新城鄉的山蘇、壽

豐鄉的西瓜、富里鄉的水稻及台東縣池上鄉的水稻、太麻里鄉的金針、卑

南鄉的釋迦等則可發展出具獨特風格之有機農業專區，形成展現當地農業

特色之有機文化。另外，在栽培作物的選擇上亦可配合各地區傳統之原住

民飲食及文化，以刺蔥、小米、紅糯米、樹豆、山蘇等原住民之民俗植物

為特色，並針對產品之特性、營養及傳統食用法及包裝素材創造出獨具特

色之產品，再配合現代化加工技術，開發成品質穩定、衛生、符合現代需

求之食品，以帶動休閒觀光產業。 

(二)發展本土性之有機保健作物 

近年來國人對於養身及醫療保健日益重視，許多傳統的保健作物已逐

漸成為農業發展不可忽視的一環。台灣地區由於幅員廣闊，可以孕育豐富

及多樣性的植物資源，成為發展本土性保健作物最有利的條件。 

由於國人對保健及休閒的品質越來越講究，一些本土性的香草植物及

保健作物如羅勒、香椿、刺蔥、土肉桂、薄荷等植物如將其推廣成有機農

業，更可加強其使用的安全性，並可成為地方農業的特殊景觀外，如果將

產品加工製成保健食品、香精油、香料包等養生、美容用品，則不僅吸引

觀光客前來休閒養生，又可營造成為保健美容品的主要產地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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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有機休閒農業 

台灣各縣具有得天獨厚的天然地理環境，有雄偉的高山峽谷、清澈的

溪流與壯闊的海洋，加上多樣化的地質景觀及多元的動植物生態，孕育出

豐富的農業資源；另外，在人文的環境上由於諸多族群先民的來去，讓地

方保存不少原住民的文化，如陶塑、雕刻、編織及歌舞藝術等，還有過去

農業社會為祈求豐年的豐年祭、建醮、牽罟及搶孤等地方民俗慶典，好山

好水的天然景觀資源加上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色，具備了有機農業與休閒農

業相輔相成互蒙其利的條件。未來透過有機農業之整體發展，結合地方文

化產業，以文化活動推動農業及觀光產業，必能邁向生產、生活、生態三

生一體之有機農業。 

(四)建立有機農產品之行銷通路 

由於有機農業之理念較為先進，所需的技術及成本較傳統農業高，且

受土壤、水源水質、周邊環境等生產環境的限制，因此在推行上有相當大

的困難。不過有機農產品無論在品質或口感上皆比一般傳統方式生產者為

佳，在營養的均衡性及微量元素的含量上，亦比傳統農產品為佳，如能同

時建立嚴格及確實的驗證制度來建立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的信心，則雖然

有機農產品之賣相較差且價格較高，但若能配合產品形象營造、創立具公

信力之品牌及建立有機農產品之行銷通路，並以適量生產、契約供應的方

式供給願意付出較高代價的消費者，則在內銷上，有機農業仍可發展成極

具競爭力之農業經營體系。 

另外，目前歐洲為全世界最大的有機市場，其有機食品的市場價值約

為 30 億英鎊，在 2001～2002 年間，有機食品需求已持續成長 45%。根據

預測，到 2005 年，有機業之銷售額將佔全歐洲所有食品銷售額的 10%。以

英國為例，英國的有機食品零售營業額為 3 億 9000 萬英鎊，目前在歐洲排

名第 5。然而，英國本國生產的有機食品的供應量遠遠落後需求，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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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所銷售的有機食品有 70%以上必須從國外進口。所以將來若能夠成為

有機專業區，以清淨無毒為訴求，應該不難打開有機農產品的外銷管道。 

 

六、有機農業推動範例－羅山有機村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為建立全方位整體性之有機農業

生產體系，特別規畫於花蓮縣富里鄉羅山村建立全國第一個有機示範村，

利用當地原有之水稻、果樹、蔬菜、花卉、放山雞等產業轉型成有機方式

生產，另外再結合羅山瀑布、泥火山等觀光資源，建構具生產、生態、生

活及觀光休閒、教育功能的有機農業示範村。 

(一)羅山村之地理環境 

花蓮縣富里鄉之羅山村位於花東縱谷中央地帶秀姑巒溪之發源地，空

氣清新，水源純凈，農作物生產及景觀資源相當豐富。羅山村因三面環山，

景觀上有羅山瀑布及泥火山，農業上則有稻米、文旦、梅、柑桔、桂竹、

花卉、香菇及放山土雞等，加上村民生活樸實、富有人情味，因此極具發

展成為有機村之潛力。 

分析富里鄉及羅山村之灌溉水質可以發現各項分析值皆符合水質標

準，在重金屬方面也都在檢測極限以下；在土壤性質方面也有相同的結果，

因此是非常安全而且適合發展有機農業的好地方（表三、表四）。 

(二)羅山村之農業資源     

羅山村之耕地面積約 200 餘公頃，最大宗的作物為水稻，面積約 90 公

頃，其中有部分已經是有機水稻的栽培區，因此如能將水稻全部轉型成有

機栽培，加上原來就甚少使用化學農藥及肥料的桂竹，則兩著之面積即已

佔全村總面積的七成以上，再加上果樹部分，即可達全村總生產面積的 98%

以上，因此羅山村在整村有機化的困難是較容易突破的（表五）。 

(三)執行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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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成推動羅山有機村之目標，因此先辦理多場座談會，凝聚村民之

共識，然後在兼顧生產、生活及生態三生理念的觀念下，擬訂計畫，逐步

推動全村之有機化，其主要之步驟為： 

1.設置有機生產示範區 

    水稻為羅山村最主要及最大宗之產業，因此先行設立水稻之生產示範

區，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定期辦理技術諮詢及現場指

導，逐步建立適合當地之有機生產模式。另外果樹部分包括梅、李、文旦、

桶柑及愛玉等約 60 公頃，亦逐步輔導果農進行品種更新及生產技術改進，

使其朝多樣化及全年有果的方向邁進。並由富里鄉農會統合整個地區之行

銷及加工系統，建立自有品牌並統一與有機食品銷售管道接觸，建立行銷

體系。 

2.建立農業產業文化社區 

    配合農業有機化生產的逐步推動，後續農產品的加工與行銷必須與地

區結合，以貫徹有機生產的理念與永續生產之精神，並形成一種文化特色，

因此後續將整合富里鄉農會碾米場、農產品展售中心及果樹產銷加工站，

並聯合附近之永豐、豐南、富里、學田等村之有機生產區，形成一具有有

機生產文化之社區，以便吸引更多觀光客前來體驗有機生活。 

3.規劃休閒生態教育園區 

    除在羅山村建立各種有機生產模式外，其週邊環境可導入綠籬帶及生

態區之觀念，除可美化農村、提升整體之景觀外，並能形成生態復育區，

做為害蟲天敵的棲息地，另外針對有機果園部分亦全力推動草生栽培，並

種植忌避作物，使整個羅山村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教育功能之生態教育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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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 

有機農業除能提供國人安全健康的食品外，因栽培全程不使用農藥及

化學肥料，讓環境得以恢復自然生機，因此對生態環境之維護有正面的幫

助，加以有機農業需要大量的有機質肥料，因此亦能減輕農畜廢棄物對環

境之壓力，讓有用的資源能循環再利用。而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之交界

，有高山及海洋，其動植物相與生態景觀變化極大，也造就了發展有機農

業的絕佳環境，相信在農民、農政單位及民間團體之投入下，其成長之願

景是相當可期的。 

 
表一、1999 年歐洲有機農業統計分析表 

國家 面積 
(公頃) 

佔農地面積

﹪ 
農場數 佔農場 

﹪ 
奧地利 345,375 10.1 20,148 8.6
瑞士 79,142 7.3 4,818 6.3
芬蘭 133,000 6.1 5,200 6.1
丹麥 160,369 6.0 3,029 5.2
義大利 830,000 4.8 44,000 1.8
瑞典 127,000 3.7 2,860 3.1
德國 357,715 2.1 7,147 1.4
英國 29,538 1.8 1,356 0.7
挪威 15,581 1.5 1,589 2.3
荷蘭 22,120 1.1 1,106 1.1
西班牙 269,465 1.1 7,392 0.3
比利時 11,350 0.9 400 0.5
法國 234,800 0.8 6,500 1.0
葡萄牙 29,533 0.7 560 0.1
冰島 2,500 0.6 33 0.8
愛爾蘭 28,704 0.5 887 0.5
盧森堡 742 0.5 25 0.8
希臘 14,628 0.5 4,231 2.5
歐洲聯盟 2,858,339 2.1 104,841 1.4
歐洲自由貿易聯盟 2,956,182 2.1 111,32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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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民國 85～92 年全省有機農業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年度 稻 米 蔬 菜 果 樹 茶 樹 其 它 總 計 增加面積

85 
61.5 

(125) 註一 26.1 67 5 － 159.6 
(223.1) 

－ 

86 
238 

(251) 
42.5 100 16 － 

396.5 
(409.5) 

236.9 
(186.4) 

87 
302 

(380) 
98 156 22 － 

579 
(657) 

182.5 
(247.5) 

88 
466 

(468.42) 
170.3 157.2 22 5 

820.5 
(822.92) 

241.5 
(165.9) 

89 
596.27 

(560.27) 
153.76 208.7 36.5 17.3 

1012.53 
(976.53) 

192.0 
(153.6) 

90 
493.39 

(487.73) 
171.19 159 55.61 18.72 

897.91 
(892.25) 

-114.6 註二

(-84.2) 

91 
609.04 

(600.23) 
174.42 187.87 54.77 21.78 

1018.97 
(1010.16) 

121.1 註三

(117.9) 

92 599.8 228.27 158.82 62.77 42.77 1092.43 73.4 註四

 
註一：稻米統計數字中，括弧內部分係指第二期作。 
註二：原由各區農業改良場所辦理之有機農產品驗證工作，至90年度起轉

由民間驗證團體辦理，但其中有機米產銷班部分仍由農委會中部辦

公室負責辦理驗證。 
註三：91年度起，有機米產銷班亦轉由民間驗證團體辦理驗證。 
註四：92年之資料為至92年6月的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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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羅山村現有農業產銷概況分析 
評估指標 水稻 桂竹 梅 李 文旦 桶柑 其它 

市場供需 供≒需 ？ 供＞需 供＞需 供＞需 供≒需 供≒需 
行銷通路 佳 無 普通 普通 無 普通 佳或 

普通 
產品價值 高 普通 高 高 低 普通 普通 
加工性 高 高 高 高 普通 普通 佳或 

普通 
保存性 高 高 高 高 低 普通 佳或 

普通 
農民行銷能力 佳 普通 普通 普通 差 普通 佳或 

普通 
農民加工能力 佳 普通 普通 普通 無 無 無 
是否具經濟規模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中等 
產業面積 
(公頃) 

90 60 30 10 10 5 4.4 

比重(%) 42.9 28.6 14.3 4.8 4.8 2.4 2.1 
累計比重(%) 42.9 71.5 85.8 90.7 95.5 97.9 100 
有機農業可行性 容易 容易 容易 容易 容易 容易 容易 

註：其它指愛玉、蔬菜、金錢樹及放山土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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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之驗證制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林銘洲 

一、前言 

隨著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人們追求綠色消費、健康的觀念日益普

及，因此也帶動有機農業的發展，不只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人數不斷增

加，有機農產品的產量及消費市場均持續增長，反映出有機農業在台灣已

進入萌芽成長期。但是在經濟自由化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也使有機農產品

的競爭白熱化，消費者的購買選擇不再只是在地生產的有機產品，更可選

擇來自其他國家具有價格競爭優勢的有機農產品，對國內有機農產品的發

展帶來挑戰。 

有機農業的首要目標是使土壤生命、植物、動物和人這些相互依存的

生態群落保持健康和生產與生活達到和諧的境界。鑑於台灣地區氣候溫暖

潮溼，土壤易受淋洗而造成養分流失，且土壤中有機質分解較快，農作物

栽培需仰賴大量肥料以補充養分。加以農業經營專業化及集約化的耕作模

式，為確保農作物之產量及外觀品質，農民常需施用大量化學肥料及不定

期噴灑農藥防治病蟲害，據統計，台灣地區化學肥料及農藥使用量年平均

分別高達 120 萬公噸及 1 萬公噸（以農藥有效成分含量計算）以上。長期

大量施用化學肥料，可能造成土壤微生物相改變致養分失衡、土壤理化性

質改變致土壤劣化及地力降低。農藥施用不當，不僅影響農民健康，對農

作物產生藥害、病蟲對藥劑產生抗藥性、危及有益昆蟲、土壤微生物，並

對水資源、土壤及生態環境產生污染。因此，為提昇農產品品質及安全性，

並兼顧環境維護與生態平衡，有機農業已成為農業熱門之討論課題。 

有機農業是整體的生產管理系統，它促進和加強農業生態系的健康，

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循環和土壤生物活動等。有機生產系統旨在實現社

會、生態和經濟上可持續的最佳農業生態系為基礎。 

有機農業是促進和加强農業生態系統健康，包括生物多樣化、生物圈

及土壤生物活動的整體性生產管理系统。它強調應優先使用原生物料的管

理方式，考慮到各區域條件應採用因地制宜的方式。這一目標的實現要通

過儘量採用農業的、生物的及機械的方法，而不是採用合成原料來達到系

統内部的所有特定機能。因此，有機生產系統的設計要做到： 

1. 加强整個系統内的生物多樣性。 

2. 增加土壤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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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持土壤長期肥力。 

4. 循環使用植物性和動物性廢料，以便向土地歸還養分，並因此儘量减

少不可更新資源的使用。 

5. 在局部組織的農業系統中依靠可更新資源。 

6. 促進土壤、水及空氣的健康使用並最大限度地降低農業生產可能對其

造成的各種污染。 

7. 處理農產品時重視使用謹慎的方法，以便在各個環境環節保持產品的

有機完整性和主要品質。 

8. 在一定的轉型時期内（具體時間長短取决於土地歷史及所生產的作物

和家畜類型等具體因素），為現有農田確立有機生產系统。（FAO/WHO, 

2001） 

依據國際有機農業運動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IFOAM）之定義，有機農法的目標就是要創造具整

合性、人性化並在環境和經濟上永續的生產系統。在此體系的操作下，最

終目的在使農場依賴其本身所產生的再生資源（renewable resources）以及

對於生態及生產過程或互動管理達到最佳狀態，因而可提供適當的作物、

畜產、人類營養、病蟲害防治，並適度地對人力資源和其他資源提供回報。

我國對有機農業之定義為：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利用原則，不允許使用

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理系統，並達到生產自

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農委會,2003）。 

二、世界有機農業的發展概況 
（一）生產概況 

依據德國有機農業基金會（SOEL， Stiftung Oekologie & Landbau）2003

年2月調查結果目前世界上約有2,300萬公頃之土地正實行有機農業。有機農

產品的市場正在蓬勃發展，不僅在歐洲和北美地區，也包括在許多的開發

中國家，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均關心有機農業之發展(Minou Yussefi et 

al ,2003)。世界實行有機農業的國家大約有100多個，且有機栽培之區域正

不斷地增加。主要的區域分布在澳洲1,050萬公頃, 阿根廷320萬公頃，義大

利超過120萬公頃，美國有95萬公頃（如表一、圖一）。有機農業土地占耕

地面積最高的國家為北歐之列支敦斯登17％，奧地利11.3％，瑞士9.7％，

芬蘭7.94％（如表二、圖二）。以有機農場數統計最多的國家分別為，義大

利56,440場，印尼45000場，墨西哥34,862場（如表三）以區域性之有機農

場數統計分別為歐洲44.1％，拉丁美洲19％，亞洲15.1％，北美洲11.3％（如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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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Figure 1: The ten Countries with the Largest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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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in Percent of Total Agricultural Area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Figure 2: The ten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Land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有機農業的發展遍及全世界，依據各種不同的驗證團體調查未開發地

區收穫的農作物至少有 1,070 萬公頃。在大洋洲是世界中實行有機農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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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區域約有 2,400 個農場，面積一千零六十萬公頃。事實上，大部分這

些區域位於澳洲並且是低度開發的放牧土地，約有 99 萬 4 千公頃。然而﹐

澳洲仍必須輸入其他有機的產品。在歐盟中, 包括 12 個國家（保加利亞，

愛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馬爾他，波蘭，羅馬尼亞，斯洛維尼亞，

斯洛伐克亞，捷克共和國，匈牙利，塞浦路斯）和 EFTA 國家（冰島，列

支敦斯登，挪威 , 瑞士）和土耳其，波士尼亞共和國－黑賽哥維那，克羅

埃西亞和南斯拉夫等，在有機農法的管理之下有超過 510 萬公頃，約占歐

洲耕地面積的 2％。拉丁美洲國家有機耕地，總計約 470 萬公頃占該區域土

地之 0.5％。在北美地區超過 150 萬公頃有機耕地，約占該地區之 0.25%。

在亞洲實行有機農業國家之比例仍然非常低，但是該區域在「轉變」為有

機農業之土地面積正在快速增加中。亞洲的有機耕地約 60 萬公頃。非洲南

部國家中有機的耕作面積約有 20 萬公頃。世界有機耕地分怖狀況以大洋洲

約占 46%最多，歐洲約 23％和拉丁美洲 21%次之(如圖 4）。 

Table 3: Organic Farms World-wide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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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otal Area Under Organic Management - Share for each continent              
(Source: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Figure 4: Total Number of Organic Farms – Share for each continent
(Source: SOEL-Survey, February 2003)  

（二）市場 

依據德國世界貿易中心（ITC，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的統計，預

估世界的有機產品市場 2000年約160億元左右,在 2001年將達190億元﹐預

估2003年將達230至250億美元，其中歐洲占100至110億美元，美國110至130

億美元，日本350至450百萬美元，預估至2005年全世界有機農產品市場將

達290至310億美元（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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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Overview World Markets for Organic Food & Beverages (forecast)

Note: Official trade statistics are not available. Compilations are based on rough
estimates. Sales figures are based on an exchange rate of US$ 1.00 = € 1.00.

*Finland, Greece, Portugal, Spain, Norway, Poland, Hungary, Czech Republic, Estonia,Latvia, Lithuania

(Source:Compiled by ITC, December 2002)  

根據 Willer and Yussefi （2001）之報告，未來三年台灣有機食品之進

口金額將從每年 1 千萬美元，增加為 2 千萬美元。 

三、形成有機驗證之理由 
有機農產品與一般農產品最大的差異是在生產、加工、運輸等過程中

避免使用化學合成資材、不自然的生產方法及有礙食品安全之添加物。因

為，該兩種產品在外觀上並無顯著差異，但卻在售價上有顯著差異，常成

為不肖業者以不合格有之機農產品欺騙消費者，惟有透過具有公信力之驗

證標章方能區別兩者之不同。 

（一）資訊不對稱 

所謂資訊不對稱，係指市場上買賣雙方對產品的瞭解或資訊的獲得處

在不對稱的情況。當資訊不對稱存在時，擁有資訊的一方可能會利用另一

方對資訊的缺乏而以品質較低的產品充當品質較高的產品而獲得較高的利

潤。然而當消費者知道品質參差不齊時，他會考慮購得較低產品的機率而

只願以較低的價格購買，於是市場價格降低。但當市場價格降低後，高品

質的產品因生產成本較高，而不得不漸漸從市場上退出，低品質產品則因

有利可圖而漸漸增加，於是消費者願意支付的價格更往下降。如此惡性循

環的結果，只剩下劣質品在市場上流通，產生了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亦即劣幣驅逐良幣的效果（莊，2000）。 

（二）信號放射 

因為資訊不對稱對買賣雙方均不利，於是擁有優良產品的賣方便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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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發出信號（signal），例如以廣告、品牌、第三者驗證或（勞動市場中的）

文憑等方式，將自己的優良產品與其他產品區隔，以吸引及取信買者。為

解決有機農產品市場中資訊不對稱的問題，有機農產品的驗證即為信號放

射最重要的方式，而消費者則會以篩選（screening）的方式來選擇優良的賣

者，以保障自己的權益。 

（三）有機農產品之信任問題 

有機農業是達到台灣農業永續經營的方法之一，共同具有促進資源循

環利用，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因此永續農業體系信任問題，主要為有機

農法生產、銷售及消費問題，此三方面問題的嚴重性將會影響有機農業下

個行動者互信的關係。 
 

四、有機農產品驗證之具體做法 
認證（accreditation）對驗證機構所從事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所定

驗證工作之認可及授權。驗證（certification）驗證機構就農產品，其生產、

加工及行銷過程符合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要求所作之證明（農委

會,2003）。驗證是由官方驗證機構或官方認可的驗證機構所進行的，就食

品或食品管理系統是否符合要求提供書面或等效保證的程序。對食品的驗

證可酌情根據一系列檢驗活動進行，這些活動可以包括持續即時檢驗、對

質量保證系統的稽查及對成品的檢查（FAO/WHO,2001）。有機食品的經營

者、加工者及零售者遵守維持有機農業產品完整性的標準。有機農業的首

要目標是使土壤生命、植物、動物和人這些相互依存的生態群落的健康和

生產力達到最優化。有機農業在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及食品安全等方面均

有貢獻，受到各國政府及消費者之重視。然因有機農產品外觀與一般農產

品並無顯著差異。因此，常有以假亂真的情況發生，使消費者產生之信任

問題。因此，有機農業的驗證及標章便成為區別的重要依據，亦成為各國

發展有機農業重要的一環。 

（一）主要國家有機農業相關規範： 

根據記載，在德國、瑞士、英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有機農業的思潮

多在 1930 年代開始發展，然而世界各國多在 1970 年代才開始重視及發展

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的驗證便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有改變。（黃,2003） 

多數國家均先由類似有機農業協會的民間組織先訂定有機農業生產準

則及相關規範，合乎規定者則發給該協會有機農產品標章以示區別。當有

機農業發展漸漸成熟，消費者便會期望政府以公權力為有機農業把關，而

生產者亦希望政府以公權力為其有機農產品背書，於是先進國家均訂有驗

證制度加以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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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 2003 年頒佈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程序」、「有機農

產品生產規範-作物」、「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及「有機農產品

生產規範-畜產」。 

2.IFOAM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Movement）的有機農產品生產及加工基準（Basic Standards for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2002 年版），有機食品生產、加

工、標示及行銷準則（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Labeling and Market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以及認證

計畫之操作手冊（Operational manual for the IFOAM Accreditation 

programme）。 

3.聯合國的有機食品規範 (GL 32 – 1999, Rev. 1 – 2001,Codex 

Alimentarius - Guidelines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Marketing and 

labeling of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4.歐盟的有機農產品規範（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92/91 of 24 

June 1991 on organic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dications 

referring thereto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5.德國的有機農業法（Gesetz zum ökologischen Landbau，又稱 Öko- 

Landbaugesetz）及有機農產品標示法（Gesetz zur Einführung und 

Verwendung eines Kennzeichens für Erzeugnisse des ökologischen 

Landbaus，又稱 Öko-Kennzeichengesetz 或簡稱 ÖkoKennzG） 

6.美國有機農業計畫（The National Organic Program）標準（Program 

Standard）。 

7.日本 2000 年制定有機農産物及有機農産物加工食品檢査認證制度。 

（二）驗證之產品項目及對象 

1.觀察國外重要之有機農業驗證規範，發現驗證項目會隨著有機農業

之發展而演進，主要項目包括（黃，1997）： 

（1）先對植物產品加以規範，而後才對動物產品、漁產品、蜜蜂

產品、林產品及採集農作物等加以規範。 

（2）先對國內及初級產品規範，而後才將加工及進口產品包括進

去。 

（3）先對生產階段規範，而後加入儲藏、運輸及包裝等過程。 

（4）在有機農業或新引入之有機農產品的發展初期，可以容許外

購(brought-in) 的植物材料 (plant material) 或牲畜、飼料及動

植物肥料等，惟應漸漸減少購入非有機資材，而應自其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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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場購入。因此美國有機規範甚至將有機禽畜飼料加以規

範（必須為 100％有機），以作為有機農場購入禽畜飼料時之

依據。此可作為我國對有機資材規範之參考。 

2.在驗證對象方面，均以生產者、加工業者及進口業者為主，亦即上

述三者經驗證後可使用有機標章。雖各規範均未對有機零售業者加

以驗證，但零售業者仍應受有機農產品標示法之規範。 

另根據歐盟之規定，因歐盟國家規範相同，其有機農產品可以在境內

自由進出口，凡是向第三地進口，必須符合下列兩項： 

（1）經歐盟有機農業管理委員會審核列出之國家（目前已審核通

過之國家，包括阿根廷、澳洲、捷克、匈牙利、以色列及瑞

士），並經該國指定之檢查機構驗證監督下生產之產品。 

（2）經第三國的管理機構證明，合乎歐盟之相關規定生產與驗證。 

（三）驗證機構之管理 

1.國外之做法 

多數有機農業發展先進的國家均有相關法律規範或國家驗證制度，則

不必再針對各協會或驗證機構加以審核。若不是從已審核在案的國家進

口，才以驗證機構來審核。一般而言，各國的驗證工作多經由批准的民間

機構操作或執行，並要求應定期繳交相關報告及資料，具備足夠數量且訓

練合格的工作人員，以及按照有機農業生產準則對生產或加工業者執行嚴

格的驗證等。IFOAM 及美國所規定之驗證有效期限為 4 年及 5 年。 

西班牙的有關規範明訂，地區政府為執行有機農業法律的權責單位。

而德國則區分聯邦政府及各邦政府之分工及職掌分別為： 

（1）聯邦政府之「消費者保護、營養與農業部」（即最高農政機構）

負責下列事項： 

A.私人驗證機構之核准 

B.取消驗證機構之核准 

C.核發私人驗證機構之編號 

D.核發進口有機食品之販售准許 

E.核發有機農產品或食品之成分說明 

（2）各邦政府則被授權負責下列事項： 

A.全部或部分委任私人驗證機構、或能擔負驗證機構任務之自然人

或法人，依據歐盟法律辦理驗證工作。 

B.管理與監督驗證機構之前提條件及實施驗證之過程。 

2.國內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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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規定，驗證機構取得農委會認證之

有效期限為三年，期間每年需接受該會評鑑。評鑑不合格者，即終止其認

證。期滿仍繼續辦理驗證者，應於有效期限屆滿三個月前向農委會會申請

展延，接受該會重新審查認證，申請手續及相關審查同新申請案辦理。逾

期未申請展延或未經核准展延者，原認證自動終止。連續三年評鑑績優之

驗證機構，認證有效期限得延長三年。驗證機構違反本作業要點情節重大

者，該會得撤銷其認證。驗證機構經評鑑不合格或因違反本作業要點而遭

終止或撤銷認證者，於該會通知函發文日起六個月後始可另案向該會提出

認證申請。 

驗證執行人員的專業素養及客觀公正性是驗證制度成功與否的關鍵，

因此依據上開要點要點規定，要求驗證機構應有適當之組織及驗證人員。

驗證人員應接受該會核可之有機農業教育訓練機構訓練，並經考試合格，

始得從事對有機農產品生產、加工、行銷過程之調查、檢驗、監督、追蹤

及考核工作。驗證人員應具有農業專業知識，熟悉當地農業環境。除驗證

工作外，具有協助解決生產者改進生產技術諮商之能力。 

基此，本（93）年度農糧署擬開設驗證人員訓練課程，使各機構驗證

人員能具備基本的驗證能力及專業知識。同時要求經過訓練及通過考核（或

擁有證書）之人員方能擔任驗證工作，以提升驗證水準及維護驗證之公信

力。 

（四）驗證標章的管理及型態 

有機農產品證明標章：依商標法第七十三條註冊取得之有機農產品證

明標章（農委會,2003）。標誌是指食品附帶的標籤上呈現的，或在食品附近

展示的（包括促銷或贈送目的展示）所有書面、印刷或圖形内容

（FAO/WHO,2001）。驗證標章之用途，在作為資訊不對稱時之信號放射，

使消費者能識別合格的有機農產品，同時亦保障生產者之權益。觀察過去

的演變，各國有機農產品標章都由民間有機農業協會率先使用。因為各種

不同的民間標章容易使得消費者混淆，同時消費者亦希望以政府公權力篩

檢民間標章以保障消費權益；另一方面，生產者亦希望以政府的公信力為

標章背書及推廣。因此，地方或中央政府在民意的要求下便陸續設置了官

方的標章。 

1.各國驗證標章之制訂情形 

以德國為例，消費者認為該國九個有機農業協會的標章實嫌過多。而

當東西德合併以後，東德地區大力發展有機農業，於是 Sachsen 邦政府便為

了推廣該邦的有機農產品而設立了有機農業標章如圖 5。到了 1999 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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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被全國有機農業聯盟（由全國 9 個有機農業協會組成）及德國農業行

銷協會中心（Centrale Marketing Gesellschaft der deutschen Agrarwirtschaft，

簡稱 CMG 共同採用為德國統一的「半官方」有機農產品的標章。惟因各地

農民不願以該邦標章作為全國標章，而該邦農民亦不樂意將所使用之標章

提供他邦農民使用，因此，由聯邦政府的消費者保護、營養與農業部部長

發起、由買賣業者及有機協會協議完成的全新的官方有機農業標章（如圖 6）

便於 2001 年 9 月起實施。該標章為免費使用，但提供產品者（包括農民、

加工業者及進口商，買賣業者則不需要）若欲在其特定產品上張貼或列印

國家標章，則必須在第一次使用前，為每一個產品，向管理該標章之「有

機標章股份有限公司」（Öko-Prüfzeichen GmbH，簡稱 ÖPZ GmbH）申請使

用。 

依據德國有機農業規範，凡是合乎歐盟有機農業規範生產之有機農產

品，方得以 BIO（生物）或 ÖKO（生態）產品出售，且必須於標示上載名

驗證機構名稱及其編號。但是否張貼歐盟、德國標章或各協會標章，則由

產品提供者自行決定（黃,2003）。 

 

圖 5 德國舊的半官方標章

 

圖 6 德國的官方標章 

國家標章對於各國有機農業之發展有顯著的幫助（Willer et al, 

2001）。表五中第一個是歐盟的標章，凡合乎歐盟規範之當地產品或進口產

品均可張貼。 

美國自 2002 年 10 月 21 日開始使用國家標章及文字標示，如圖 7、圖

8。左圖以綠白為主之標章准許 95％以上為有機成分的產品張貼作為標示，

右圖文字提供單一成分的產品標示，例如直接以小標章貼在蔬菜、水果上，

或出現在肉類、牛奶、雞蛋或乳酪等單一產品之包裝上。 

然而標章的使用有時亦發揮政策的功能。某些國家利用稍微不同的標

章推廣本國有機農產品及辨識進口有機農產品。例如歐盟的奧地利在 2003

年其有機農場比率已高達 11.3％，是全世界有機農場比率第二高的國家。

然而因東邊緊鄰著有機農業快速發展且價格相對便宜的捷克及匈牙利，西

邊又面對德國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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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歐盟各國及日本的有機農產品標章 

歐盟（官方） 荷蘭（官方） 挪威（民間） 

 
 

 

丹麥（官方） 西班牙（官方） 瑞典（民間） 

 

瑞士（民間） 芬蘭（官方） 法國（官方） 

 
 

 

捷克（官方） 比利時（民間） 日本（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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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競爭，為保障本國有機農產品，奧地利將有機農產品標章分為

本國及進口兩種，如圖 9 及圖 10 所示。圖 9 為彩色標章，中間白底黑字之

AUSTRIA 用以標示 70％以上國產的有機農產品或食品，圖 10 為黑白標章，

用在進口有機農產品的標示。 

 

圖 7 美國有機農產品標章 

Aorganic@ 

 

圖 8 美國有機農產品標示 

 

 

圖 9 奧地利國產有機農產品標章

 

圖 10 奧地利之進口有機農產品標章 

3.設置國家驗證標章有下列益處： 

（1）替消費者為有機農產品把關。 

（2）為生產者證明有機農產品品質。 

（3）易於推廣、介紹。 

（4）幫助消費者辨別，避免被不同標章、標示或商標混淆。 

（5）有助於吸引隨性購買者，對超市有機農產品之銷售有極大幫助。 

（6）有時能達區別本國及進口農產品之功能。（黃,2003） 

（五）違規處罰 

違反歐盟有關生產、加工、標示之規範者，最高可處以一年之徒刑或

最高 3 萬歐元之罰款。除此之外，對於相關人員或機構未依法通報或處置，

或未適時、未正確、未完整通報或處置者，最高可處 2 萬歐元之罰款。可

見除了應依規範生產、加工、行銷及標示外，另通報及處置亦是驗證中非

常重要的一環。標章的濫用亦將受到懲罰，德國有機農業標章法即明確規

範濫用有機農業標章者，將處以最高一年之徒刑或最高 3 萬歐元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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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1991）。在美國違反有機農業計畫標準規定處 1 萬美元之罰款。

（USDA,2000） 

在日本登録認定機關的認定之生産者及販賣業者違反ＪＡＳ標章的使

用規定，處１年以下有期徒刑及100萬日元以下之罰款。（農林水產省,2001） 

五、結 語 

近年來，由於國人生活品質日益提高，對於飲食健康及環境保護特別

重視，因此，有機農產品特別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為兼顧消費者與生產者

之權益及需求，未來除需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品管制度外，更需積極開拓

有機農產品市場、暢通其資訊與物流管道，以促使有機農業之永續發展。

相信在政府、民間有機驗證機構、生產者及社會大眾共同努力下，國內有

機農業的發展必將更加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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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之雜草管理 
蔣永正 蔣慕琰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前言 

人類在農耕文化出現之前，與其他生物同為自然生態系的一份子，在所

生存的環境中，並未突顯較為優勢的操控能力，對周遭任何植物也都充滿

了加以利用的期盼，自然沒有所謂的雜草可言。雜草的認定，是在人們開

始從事極端非自然的農業生產體系，選擇特定種類的植物加以馴化或改

良，在考量單位耕作面積產量及品質提昇的前提下，有了所謂的作物與雜

草的分野；也就是說完全以『人為本位』的出發點來定義，只要是會影響

到收益、健康、或活動範圍等的植物，均被視作『除之而後快』的雜草。

但近些年來，由於生物多樣化存在及永續經營的理念，已廣為社會大眾所

體認，因此雜草的定位已不復往昔的嚴苛，而以『野生植物』或『野草』

泛指自然界中的非栽培植物，雜草的防治也從完全根除的方式，進展到以

管理及利用為基礎之綜合防治策略，且朝向部分共容的境況。其實農田內

所界定的雜草會因時、因地而改變，非為特定種類的植物，如發生在水稻

與蔬菜輪作田內的自生稻，因生長的地點不適當，成為需要防除的雜草；

部分尚未被發現具利用價值之植物，也都被歸屬在雜草範圍內。 

雜草為害與蔓延 

雜草在作物栽培體系內，確實扮演著令人不可輕忽的角色；與作物競爭

光照、養份、水份、空間等資源，直接為害到作物的生育；如水田中稗草，

在分蘗中期株高即超過水稻，影響稻株對光的吸收強度，降低穀粒數及稔

實率；株形較矮之野茨菰、螢藺及球花蒿草等水田雜草，也會減少稻株中

下層葉片之受光量；養份的競爭對作物生育的影響尤其明顯，特別是作物

對氮肥的吸收效率降低，導致作物生育不良的黃化現象。競爭所導致之作

物減產程度，會因雜草的種類、生物量、發生時期、作物的品種、及氣候

環境等條件而有差異，田間實際發生之減產程度在 10-90%之變化範圍。雜

草同時也會成為病蟲原的寄主及老鼠等害物棲息的場所，造成田區管理上

的困擾，某些雜草殘質甚至會釋出酚類等二次代謝產物，發生所謂的毒他

作用(allelopathy)，引起作物品質的低下及產量的損失。除了以上對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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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有明顯影響外，雜草也會降低人類生活環境的品質，與自然資源的利用

率，如水域中布袋蓮堵塞河道，不但阻礙水流有形成水患之慮，且易滋生

蚊蠅影響環境衛生，猪草、銀膠菊等有毒植物，則會引起過敏危及健康。

因此如何管理及控制雜草的發生與蔓延，成為植物保護範疇內的主要課題

之一。 

雜草之所以成為作物生育期間的主要害物(pest)之一，和其快速的繁殖

及蔓延有密切關係，大量的雜草種子掉落在田土中，因為擁有可長期休眠

卻仍具發芽力的特性，且會隨著灌溉水、作物種苗之栽培介質、動物攜帶

等因素，而快速擴散至其他地區；同時部分雜草還擁有生育強勁的營養繁

殖莖，整地時因為農機具的切割而蔓延至全區，利用競爭優勢以各種方式

四處散佈，達到族群衍續的最終目的。 

雜草分布 

一般田面發生的雜草種類與數量，在不同氣候、作物種類及田間管理方

式下有很大差異；如組成水、旱田之主要雜草，因灌水程度影響土壤含水

量而有截然不同的草相；即使同為旱田的果園及蔬菜田草相，也因為作物

生育期的長短、株型及競爭力等因素而有明顯差別；另外冬生型及夏生型

雜草的季節性分布會形成區域性的特有草相，本省一期作水稻整地前為裡

作田或休閑田，在低溫下田面會發生大量冬生型旱田雜草，如小葉灰藋

(Chenopodium ficifolium)、旱辣蓼(Polygonum lapathifolium)、小葉碎米薺

(Cardamine parviflora)等，二期作高溫下則多為稗草及自生稻等禾本科草；

整地與否對田面草相也有相當顯著的影響，如冬裡作田在水稻收割後，田

面會陸續長出旱生型雜草，在不整地狀況下，這些雜草會繼續長大，但經

過整地後，這些己萌芽的雜草會被翻除，同時翻出土壤種子庫內的雜草至

土表，於適當環境下開始萌芽生長；因此一般不整地田之雜草量較低，幾

乎為整地者的一半，但不整地狀況下雜草生育快速，草鮮重的增加速率較

整地者為快。 

一、水稻田雜草相：臺灣常見之主要雜草大部份為挺水型之水生植物，

即根部著生於土中，地上部枝葉大部份露出水面，如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螢藺(Scirpus juncoides)、球花蒿草(Cyperus difformis)、鴨舌草

(Monochoria vaginalis)、野茨菰 (Sagittaria trifolia)、水莧菜 (Amman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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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cifera)、母草 (Lindernia pyxidaria)、紅骨草 (Rotala indica)、尖瓣花

(Sphenochloa zeylanica)及雲林莞草(Scirpus planiculmis)等為水田常見之主

要雜草，其他如青萍(Lemna paucicostata)、槐葉蘋(Salvinia natans)及滿江紅

(Azolla pinnata)等浮水型雜草，在除草劑大量使用前也曾普遍發生於水稻田

中，目前則多發生於淹水較深之茭白筍或菱角田中。某些濕生性植物如芒

稷(Echinochloa colona)、畔茅(Leptochloa chinensis)、雙穗雀稗(Paspalum 

distichum)、碎米莎草(Cyperus iria)、鋸葉定經草(Lindernia ciliata)及滿天星

(Alternanthera sessilis)等，由於水田整地趨於粗放，及淹水或保水的管理不

佳，或者從田埂蔓延至田區內，亦逐漸成為水田重要的雜草種類。臺灣地

區一、二期作水稻初期之氣溫差異大；期作間雜草分布亦有差別；如野茨

菰多發生於一期作，鴨舌草、紅骨草、尖瓣花及芒稷則在二期作較多。此

外在南北氣候及管理程度上之差異，亦導致雜草地區性的局部發生，如野

茨菰集中於桃竹苗區，瓜皮草(Sagittaria pygmea)分布於苑里、大甲一帶，

水莧菜及尖瓣花在中南部發生較多，雲林莞草則主要在中部濱海水田中，

但近年來在水稻代耕方式的盛行下，遭受雜草種子或營養莖污染的農機具

或秧苗，會加速繁殖力強的雜草散布，同時在使用同類型除草劑防治下，

地區間草相的差異有不明顯的趨勢，如雲林莞草已拓展至臺東地區，尖瓣

花也普遍發生在北部田區。溫度的差異也影響雜草萌芽的整齊度及生育，

二期作高溫下萌芽快且一致，根據蔣慕琰(1983)試驗結果：整地後 30 日之

營養生長速率如株高及生物量，約與一期作整地後 60 日者相當。 

二、旱作雜草相：一般旱作田之雜草相較為複雜。臺灣地區蔬菜田具

有栽培種類多且面積分散的特性，包括根、莖、葉、瓜、果菜類等，各類

蔬菜因為生育季節、生育期長短與管理上的不同，導致雜草相的分布有明

顯差異；高溫多濕之夏季蔬菜田，雜草主要以牛筋草(Eleusine indica)、稗草

及馬唐草(Digitaria sanguinalis)等禾本科草為主；另外還有野莧(Amaranthus 

viridis)、加拿大蓬(Erigeron canadensis)及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等闊葉

草，以及莎草科之碎米莎草。夏季高冷地之蔬菜田雜草，根據農藥所雜草

研究室調查，則包括鵝兒腸(Stellaria aquatica)、早熟禾(Poa annua)、歐洲黃

苑 (Senecio vulgaris) 、 苦 菜 (Sonchus oleraceus) 、 野 塘 蒿 (Erigeron 

sumtrensis )、龍葵 (Solanm nigrum)、小葉碎米薺、大扁雀麥 (Bromus 

catharticus)、圓葉錦葵(Malva neglecta)及昭和草(Erechtites valeriana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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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早熟禾和鵝兒腸最為普遍，而小葉碎米薺等十字花科雜草卻成為

休閑期之優勢族群。冬季乾冷氣候下常發生之蔬菜田雜草，則以闊葉草為

主，包括小葉灰藋、鼠麴舅(Gnaphalium purpureum)、泥湖菜(Hemistepta 

lyrata) 、早苗蓼、節花路蓼 (Polygonum plebeium) 、山芥菜 (Rorippa 

atrovirens)、鵝兒腸及小葉碎米薺等，大部份為中小型之一年生草。若為二

期作後之冬裡作田，還會有一些濕生性水稻田雜草，如球花蒿草和木虱草

(Fimbristylis miliacea)等的發生。栽培較多之葉菜類因種類繁多，短期與長

期葉菜類之生育期長短差異大，短期者在夏季僅 19-20 日，冬季約 30-45 日，

但如結球葉菜類如甘藍、結球白菜、結球萵苣及包心菜等之生育期長達 3

個多月，因此兩者田面雜草發生之種類與數量亦不相同；生育期長者較易

出現多年生雜草，如滿天星(Alternanthera sessilis)和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

等；短期葉菜類因為生育期短，收穫後土壤翻耕次數頻繁，則較不適合多

年生草完成其生活史。 

果樹因為是多年生作物，不論落葉或長綠果樹的生育期都很長，雜草管

理也較粗放，在臺灣高溫多濕的氣候下，園區內的草相頗為複雜，其中不

乏多年生草。但在某些地勢較高之坡地果園，為了發揮水土保持、增加有

機質來源及改變生物相之效益，會選留匍匐性矮生雜草之草生栽培方式，

相對的會抑制園區內雜草發生之種類。 

綜括來說，水田環境十分均一，雜草發生的種類不及旱田複雜，草相的

變化亦不大。旱地作物田所發生的雜草種類主要受溫度和雨量的影響，水

田狀況除溫度外，主要是淹水深度造成之氧氣供應量的差異，但除草劑的

使用亦為草相改變的重要影響因子，因為經常使用同種類除草劑時，在藥

劑的選汰壓力下造成敏感性雜草減少，耐受性雜草增多而成為優勢族群的

草相變遷現象；如早期僅中南部地區發生較多之水田草尖瓣花，因為萌芽

期較長，部分草子可躲過一般水田常用除草劑的藥效期，此種效應逐年累

積下來，目前成為水田主要之難防治雜草。有些田區可能長期重覆施用同

一種除草劑，導致敏感性族群內由於基因突變發生抗性生物型(biotype)植

株，如本省旱地雜草野塘蒿已證實對巴拉刈(paraquat)產生抗性，所以常常

在以巴拉刈為主要防治藥劑之作物田附近，可以發現僅存有大大小小野塘

蒿遍佈田野的景象；甚至局部地區也發現對嘉磷塞、伏寄普等藥劑具耐性

之雜植株。至於雜草發生量，即雜草在田面的覆蓋率和累積的生物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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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間栽培管理的程度有關，間苗、中耕及培土等措施，多多少少都會除

去部份的雜草，尤其是在雜草幼苗期即行除去，更明顯降低作物生育期間

所受雜草的危害程度。草相的調查為選擇有效防治方法之依據，在現行雜

草管理上亟需長期投入人力與經費之基礎研究。 

農田雜草防治 

雜草對作物正常生育的干擾，和病原菌及昆蟲等害物造成的危害情形不

同，後者往往引起突發性的顯著損害，在未做妥善預防措施時甚至毫無收

成可言，因此監測田區內病蟲棲群的消長，為達到經濟防治水準必要的手

段。但是雜草的存在卻是與作物同步的，對作物的影響為漸進而持續的；

因為土壤種子庫(soil seed bank)內所含的雜草種子量本來就很高，雖然因為

氣候、栽培作物的種類、整地耕犛的程度、土壤含水量及除草劑使用的種

類與頻度，而改變田區內雜草發生的種類與數量，但通常在播種同時許多

雜草種子也已開始萌芽，和作物共享田間所有自然及人為提供的資源，直

到完成生活史達到種族衍續的目的。針對雜草蔓延快速及競爭力強勢之天

賦異稟，其在農業生產體系中所帶來的衝擊，主要發生於作物尚未形成覆

蓋前之生育抑制，及開花結實後的種子掉落，增加土壤中種子含量提高防

治成本的兩方面，因此防治時期著重在作物生育的早期，甚至前作或休閒

田的雜草管理，都會影響防治的成效。 

雜草防治的目的為適時適地的合理使用各種方法，降低田區內雜草危害

的程度。雜草防除的方法，可概分為預防性、栽培管理、物理性、生物性、

及化學性五大類。一般田間實際的雜草管理，多採用結合數種方法之綜合

防治，即將各種方法分別在適當生育時期適量使用，以符合經濟效益、生

態平衡、及環境保護的要求。以下分述各種防治方法。 

一、預防性防治：預防有害雜草的引入、建立族群及特定草種的散布，

實為最有效的雜草防治方法。在大型地區如國家、州的預防性雜草

防治，主要是由檢疫法規及相關的法則，強迫性的限制外來有害植

物的入侵；如作物種子、有害草的檢查。較小區域的預防性大部分

由具某種偏好的個人或團體，負責防止一種以上的有害草的散布，

這是針對個別栽培者所做的努力。實施預防性雜草防治前，應先對

有害雜草的定義有所了解；任何植物在生長期間，不只限於種子或

繁殖部分，會直接或間接危害作物的生育、牲禽的生育、影響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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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的利用、水生及野生動物的生育或公共衛生均是，因此不同國

家或地區有其特定之有害雜草名冊，對有害雜草的預防性防治，則

可區分為禁止及限制性(次級有害雜草)兩類。以臺灣目前造成問題

之外來雜草中，部分是農業單位及私人，藉研究、觀賞或營利為目

的所引進。對同為熱帶或亞熱帶生長、繁殖力強、危害潛力高之植

物，國人尤其應該保持高度警覺，不可輕意帶入任其生長繁衍。 

二、栽培管理：栽植競爭性強之作物可與雜草競爭光、營養、及水份，

如穀類及豆類等，但需考量其本身是否也會演變成問題雜草。輪作

可降低特定雜草已建立之高族群密度；長期連作會導致類似型之雜

草量倍增。但輪作作物種類的選擇，需以整體的栽培系統來考量，

選擇差異極大的作物種類如水旱田，一年生與多年生，甚至利用休

耕的方式，減少田面的雜草量。 

三、物理性防治： 

1.人工除草：使用雙手、鋤頭、或小型工具等之除草方式，僅限於去

除幼小雜草；對已長成之雜草，特別是具有地下莖之多年生草則效

果有限。但在除草劑未普及之年代，是主要的除草方法。 

2.機械除草：利用剪草機剪除雜草，通常無法將雜草殺死；具匍伏性

或分蘗特性之植物，剪後短時間內會迅速再生。 

3.水管理：利用斷排水使需水量高之濕生性雜草枯死；多年生草之地

下繁殖器官，因為耕犛導致脫水而死，田區淹深水則可抑制一年生

雜草之發生。可用來防治特定之雜草。 

4.覆蓋：田面覆蓋會造成遮光、土溫升高、植物殘株釋出毒他物質等，

抑制雜草的生長。 

5.火燒：可殺死整地前或收穫後之地面雜草，臺灣常見之燃燒稻稈，

即可殺死田面已長出之雜草。 

6.中耕培土：將田面雜草翻埋至土中或鬆動雜草根部，亦可達到除草

的目的。播種前的整地可去除田面雜草，田面整平則有助於萌前除

草劑之施用。 

四、生物性防治：分為傳統生物防治及使用生物藥劑兩大類。但施用前

需針對取食對象，或寄主範圍做確實的研究與評估，以免造成其他

作物及生態的明顯危害。1970 年代利用真菌發展之生物藥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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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菌除草劑（mycoherbicide）；已有商品化產品上市。也有報導

利用炭疽病菌感染菟絲子達到防治目的。 

五、化學性防治：除草劑的使用，大幅度降低作物栽培對人力的依靠及

生產成本，造成深廣的影響。目前主要作物上均有多種可用之殺草

藥劑，其使用之技術亦相當完備成熟。但是次要作物可用之殺草藥

劑不足，甚至完全缺乏。有些除草劑的使用，超過實際防治之需求，

以致危及環境。化學除草枝利用必須對除草劑有適當認識，才可發

揮效果並避免引起不良的作用。 

臺灣地區作物田目前使用化學除草劑為雜草防治的主要手段，人工機

械除草、其它田間管理作業、輪作等栽培制度則在特定作物田或生育期實

施。臺灣除草劑的使用開始於民國 43 年，由臺中區農業改良場自日本進口

2,4-D，進行水田及小麥田雜草防除試驗，民國 40-46 年糖業研究所亦同時

進行蔗園除草劑之雜草防除試驗，因農藥申請登記之委託試驗辦法的制

定，農民逐漸掌握提高藥效避免藥害的施用技術，且在新藥劑迅速的開發

下，除草劑的使用面積大幅增加，至 70 年水稻一期作藥劑除草比率已達

98%，目前登記在水稻田的藥劑多達數十種，依登記用量及方法施用，對移

植稻相當安全，可防治大部分的一年生雜草。現行移植水稻田雜草防治，

於本田整地前先施用非選擇性萌後除草劑如巴拉刈及嘉磷塞(glyphosate)，

全面噴施田面已發生之雜草，再經過乾濕整地 1-2 次及淹深水抑制土壤中草

子的萌芽，並於移植後數日內施用萌前除草劑如丁基拉草(butachlor)等，可

防治 1-2 葉期以下之已萌芽雜草；但發育超過 2-3 葉之雜草對藥劑忍受力

會明顯增強，二期作高溫下因為雜草萌芽及生長快，施用萌前殺草劑之時

間須較一期作早，才有明顯的防治效果。萌前藥劑施用後，若有高密度之

闊葉多年生草如野茨菰、瓜皮草等發生，可施用本達隆(bentazon)等萌後作

用較強之選擇性藥劑。近年發展之高活性、低用量、低毒性之硫醯尿素類

(sulfonylureas)除草劑；如百速隆(pyrazosulfuron)、免速隆(bensulfuron)、依

速隆(imazosulfuron)等，對 3-4 葉之闊葉草仍具明顯效果，因此可使用在多

年生闊葉草嚴重或農時延誤之田區，只是對稗草的防治較差。直播稻目前

在本省所佔的面積不多，對大部份的除草劑又都十分敏感，為減少藥害的

發生，可將推薦用量分次以半量施用，且需整地平坦及灌排水均勻，以免

藥劑沉積在局部田區引起秧苗藥害。臺灣水稻田由於長期施用萌前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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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一年生草多被有效控制，雜草種類趨於單純，雜草量也大為降低，而

以地下球莖繁殖的野茨菰、瓜皮草等多年生草卻相對增加，某些雜草如螢

藺等，會局部性的嚴重發生，可能和其耐藥性及田間管理措施有關。 

蔬菜田由於種類多，生長習性及管理方法不同，在直播蔬菜田初期發

生之雜草所造成的競爭為害尤其顯著，但是直播蔬菜一般對除草劑又十分

敏感容易發生藥害，因此整地前消除田面已發生之雜草，及施用殘效較長

可延後土壤中草子萌芽的萌前除草劑，甚至休閒田避免雜草保留至開花結

子期，增加土壤中草子含量的適當管理工作，對雜草防治都是很重要的；

移植蔬菜田在生長勢上優於田區中剛萌發之雜草，但一般因為生育期較長

而需要長期持續的控制草量至最少影響程度，尤其是在開花結果的生殖生

長期，作物對養分、光照等環境需求十分倚賴，除了在栽植初期採用藥劑

防治外，也常使用人工除草、敷蓋稻草或塑膠布等非藥劑防治。 

果園雜草的防治須配合氣候及地勢，雨季來臨前可以人工或機械除

草，壓制生長旺盛之禾草類，坡地果園內常保留矮生藤類發出之嫩葉以為

草生栽培，雨季結束前則除去將開花結子之闊葉草，通常在果樹休眠期或

草量過高時施用殘效短之除草劑，以降低工資所增加之成本支出。 

雖然臺灣地區作物田已普遍使用藥劑除草，但部份仍以人工或機械除

草、田間管理作業及栽培制度等防治為輔，後者對雜草種類不具選擇性，

但耗時費力不若除草劑的經濟速效，實際上雜草的發生與作物栽培管理方

式有密切關係，因此在防除上尚須考量田區的栽種歷史，同時配合適時、

適地、適量的用藥，至於如何達到經濟效益及減少藥劑造成環境負荷的目

標，仍為現階段所努力追求的管理策略。 

有機栽培之雜草管理 

現代化農業經營為了追求高產及降低生產成本，採用單一作物栽培制

度，大量施用化學肥料與農藥，長久下來導致土壤活力衰退、自然生態改

變、種源多樣化降低、及環境品質劣化的隱憂，除草劑對土壤質地的影響

尤其較之他種農用藥劑為甚。符合有機栽培理念的經營，實非完全回歸老

祖先苦行僧似的的農耕方式，而是結合現有的高科技，合理生產安全的農

產品。從雜草發生與競爭特性上不難理解，雜草防治在有機栽培實施體系

中為不易克服的難題，因為雜草種子本來就已大量存在土壤中，人類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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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高產的利益不惜大量使用藥劑趕盡殺絕，短時間似乎得到顯著的成

效，殊不知長久下來卻改變了自然界原有之生態平衡，必須花費更多的心

血去彌補所造成的缺失。因此亟需建立 “雜草管理” 的觀念取代傳統的“根

除”，即在作物產量品質與雜草生存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於作物敏感生育期

間，結合田間操作及合理施用殘留期短之藥劑，長期持續的控制或利用雜

草，使其發生量保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如此不但可提供作物較佳之生育

空間，同時亦不會濫用藥劑污染環境，且達到符合經濟防治水準的原則。 

目前較常用的非農藥雜草防治技術；首要為預防特定地區雜草介入及

繁殖的預防性防治：主要注意(1)作物種子的清潔；為作物田引入雜草最普

遍方式之一，所以要盡可能清潔作物種子，且清潔率應標示在袋上。種子

袋應標示的訊息為：(a)標的作物種子%，(b)其他作物種子% ，(c)雜草種子

% ，及(d)問題雜草的名稱及發生頻度。(2)肥料及稻草的清潔，(3)收穫器械

的清潔，(4)消除雜草侵入灌溉水或鄰近田區。同時加強法規的落實、方法

的改進及宣導與教育。 

其次配合栽培管理制度，選用萌芽整齊、生長快之競爭性作物品種，

並利用移植栽培、密植、及窄行距的栽培法，減少雜草為害。輪作為抑制

有特定環境需求的雜草，如旱田中危害嚴重之香附子，與水田輪作為最有

效的防治方法，長時間浸水可大幅度降低草之密度，輪作是田區長期雜草

管理上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蔬菜與其他作物輪作時，可以在非蔬菜作物栽

植期，以田間管理、除草方法及藥劑，來防治特定之雜草，而減少雜草在

蔬菜栽培時之危害。 

面積小之庭園、菜園、對除草劑敏感之作物田，或雜草密度低之田區，

可利用人工行重點式除草。公園、球場等平坦開闊場地，適合使用貼地式

剪草機，剪草後地面平整美觀。背負式動力剪草機不受地形、土壤狀況、

雜草大小的限制，廣用於果園、邊坡、道路、田埂、溝渠、荒地等場所之

雜草清除。剪草機適於果園及邊坡之雜草管理，因為剪草後土表仍有雜草

的覆被，水土不易流失。中耕可鬆動表土將草根切斷，使幼小雜草枯死，

但田間需預留適當之行距供機具操作。作物植株附近之雜草，則需用其他

方法防除，以免傷及作物的根部。雨季或土壤過濕狀況下，則不適中耕作

業且除草效果不理想。不同型式的犁具整地，會造成雜草發生的差異；翻

埋型者可將多年生雜草之走莖深埋土中，減少其發生。碎土型犁具則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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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打斷，導致更多草發生。水管理是利用植物對水份逆境之忍受度差異，

如發生在臺灣漏水及輪作水田內，芒稷(紅腳稗)及一些旱生型雜草相當嚴

重；移植後數周如保持田區連續淹水，可相當程度予以去除減少危害。其

他如利用塑膠布或稻稈覆蓋，可以阻礙大多數雜草發生，但覆蓋後再長出

之雜草，亦造成了另一方面的雜草防治問題。至於合成覆蓋材料使用後之

廢料處理，及燒毀所造成的污染，也需列入謹慎考量的範圍內。 

配合耕作制度的水、旱田輪作，或以稻殼、塑膠布覆蓋田面抑制雜草

萌芽，均可降低田面雜草的發生及土壤中之種子量，甚至在果園中維持低

矮匍匐性雜草的草生栽培，除能減少土壤水份的蒸發，也可在適當的管理

下降低雜草競爭力；田區四周及灌溉溝渠的清潔維護，可減少有害種子及

營養繁殖體的傳入；對於危害潛力高而防治困難的多年生雜草，在發現初

期即應予以有效防治，可減緩其蔓延速率。實際上管理良好之田區，土壤

中雜草種子量會逐年減少，雜草危害程度亦隨之降低，防治作業趨於單純

而可掌控，較之完全仰賴藥劑的施用，來得安全且無抗性草發生，及土壤

肥力消退的後顧之憂。 

推動有機農業的最終目標為達到農業的永續經營，永續農業經營的主

要理念，是設法讓農田土壤及自然界原有之潛能充分發揮，因此面對主觀

人為認定的“雜草”植物，在避免種子大量產生及入侵的前提下，合理使用各

種防治技術，預防雜草種子或營養繁殖體，從作物種源、肥料、農機具及

灌溉水等途徑的污染，及抑制田面已發生雜草的生育，最主要的是確實掌

握防治的水準，消除“寸草不留”的觀念，則落實有機栽培的執行必然指日可

待。 

結論 

作物栽培體系中雜草的持續性發生，和其快速的傳播及過強的競爭力

有關，對農業生產確實帶來不小的衝擊，由“野草除不盡，春風吹又生”這句

俗諺，即可深刻的體會早期農民除草的無奈。只是目前臺灣農民大部分倚

賴除草劑防治雜草，而忽略了如何配合其他非藥劑的綜合防治技術，尤其

是涵蓋種子檢疫的預防性措施，藉以降低雜草的入侵與散佈；防治的重點

則在於壓制雜草茂盛的繁殖力，同時考量作物的特性與生育期，評估雜草

發生對作物生育帶來的衝擊，結合栽培管理體系及精準施用藥劑等綜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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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術，才能達到省時省工、符合經濟效益的管理策略。實際上所有雜草

防治的措施，均會減少不同程度的雜草侵害，若針對特定種類雜草的完全

根除，不僅困難度高且所需成本驚人。最後要特別提出的是除草劑一般毒

性較低，且在作物生育早期施用，在食品殘毒上較無安全疑慮，若適當使

用殘留短之藥劑，亦不致導致土壤性質的明顯改變，因此“純有機”與“準有

機”的抉擇，應視實際栽培環境而定，但顯然對田間管理作業及收量的經濟

效益有絕對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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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之土壤與肥料管理 

鍾仁賜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前言 

土壤是植物賴以為生的自然體，故人類依靠土壤而生存，人類文明出

現之一條件為有好的土壤。因為必須有充足的食物，人類才有時間去作生

產以外的事情。就某一程度而言，好的土壤決定於人類及其利用的方式。

除了種植作物之外，土壤對人類尚有許多用途，因此，土壤是值得一個國

家花任何代價去保護的自然資源。 

肥料與作物殘體在作物生產上的價值被發現之後，人類才能永續的利

用土地。肥料的功用在提供作物生長所需的養分，在今日的食物生產上的

貢獻，與農藥及品種平分秋色。然而不當的使用肥料卻能使土壤退化而失

去生產力，故人類利用土壤的正當方式應該是保育地力而不是剝奪地力，

應該是設法恢復土地的生產力而不是浪費資源。歷史已經用許多事實給現

代人許多應好好利用土地的證據，但是現代的人似乎並未注意。肯亞格言

說：善待你的土壤，它不是你的父母給你的，是你的兒女借你的。 

影響植物 (作物) 生長的因子可以歸為兩類，其一為遺傳上的，另一

為環境上的，兩者具有相同之重要性。遺傳因子決定作物生長之極限，無

法藉由改變環境因子而改變之，如不同的作物，種在相同的條件下，其產

量不同，對同一種品種而言，不同的品系，其產量可能也不相同，要增加

產量只有藉新品種 (系) 之育出。高產品種所須之生產條件與低產者不同。

一般而言，高產品種種在低肥力的土壤上，產量不會高，而低產品種即使

種在肥沃的土壤，產量也不會高。 

環境是指外界條件與影響一個生物生命與發展的總稱。環境對產量的

影響可以由同一作物生長在不同的地方產量不同而得證。在所有環境因子

中，已知對植物生長影響較重要的有溫度、水分、光照、光週期、空氣組

成、土壤構造與空氣組成、土壤反應、生物因子、無機營養、限制生長的

因子不存在、土壤空氣中的毒物質。有許多因子是互相關聯的，如土壤空

氣與水分、土壤中的氧氣與二氧碳濃度等。在這些環境因子中，有許多是

與土壤性質直接或間接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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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與土壤肥力 

地表的岩石，在其所暴露的環境之下，經長時間的風化作用成為很細

的物質稱為土壤，是植物生長的介質。雖然土壤似乎是由穩定的無機與有

機物質所組成，但是它是一個動態的生命維持系統，活的生物是土壤中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且對土壤的一般性質與行為有重要的貢獻。經由土壤生

物的作用，使土壤提供一個更適合生命活動的環境，其中植物的影響是最

重要的：風化與有機物的累積；其他生物則主要與植物殘體的分解有關。

因此，使土壤維持一個高度的動態系統，在作物生產上是非常重要。即高

的生物活性是健康土壤的顯示。在有機農業裡，也強調土壤是一活系統，

發展有益的生物活性是有機農業定義的中心。 

自古以來，人類即瞭解土地在作物栽培上的重要性，因此，努力用各

種方法“積力於田疇”。而今日維持良好的土壤肥力，不但是使作物達於高產

量與高品質之一必要手段，更是使農業永續經營所不可缺少的要件之一，

農業則更是維持人類良好生存環境所不可少的。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自

古以來農業發達，歷世歷代在中國土地上養活無數的人口，正是通過多種

途徑，“治田勤謹，培養地力，以盡地力之教”，且使地力“常新”，以達永續

利用。 

當其他的因子，如日照、水分、溫度及土壤物理條件均在最有利的狀

態下，土壤肥力指為使土壤提供適當的量及在適當平衡狀態下的適當化合

物以供植物生長的性質。因此，肥沃的土壤應具有良好的物理性、良好的

化學性、良好的微生物性、豐富與平衡的養分含量以及不存在各種對作物

生長不良之因子。適當的栽培管理應可以使土壤有良好的肥力而可被永續

利用。 

植物營養 

植物體中有 5.0-10.0％為無機養分，即無機養分是植物之構成分之一，

因此，缺乏無機營養元素，植物也無法生長良好甚至無法生長。高等植物

之必須元素是指植物生長過程中所不可或缺之元素。對高等植物而言，有

十四個礦物必須元素 (氮、磷、鉀、硫、鎂、鈣、銅、鋅、硼、錳、鉬、氯、

鐵與鎳 ) 已經確立，但是氯與鎳僅限於一些植物品種。當植物缺乏必須元

素時，植物無法完成其生命循環；又因此元素在植物體內之功用無法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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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取代，因此，缺乏時常會有特定之徵候出現；無機營養過多時，也

常有特定之徵候出現。這些現象一般通稱為營養障礙。施肥的目的則是提

供土壤中缺乏的植物生長所需的養分，以達到栽培作物的目的。氮、磷與

鉀稱為肥料三要素，與硫、鈣與鎂合稱巨量要素，因為他們的量在植物體

中相對的較多，而銅、鋅、硼、錳、鐵、鉬與氯則稱為微量元素，他們的

量在植物體中則相對的較少。本來在土壤中即存在這些養分，但是由於土

壤經長時間的風化，而使養分自土壤中流失，栽培植物的吸收則是農地土

壤中養分減少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要維持作物有一定的產量與品質，施

肥是不可少的。 

有機肥料的功用 

肥料一詞，在日語為こやし、英語為 manure、德語為 Duenger、法語

為 Manoeuvre 其原意均有動物排泄物意思。在中國古時糞字的意義，是指

凡加到田裡用以持續再生產的物質。廣義的肥料是指任何有機的、無機的，

自然的、合成的物質，能提供植物正常生長所需的一個或多個化學元素者。

狹義的肥料則是指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肥料三要素) 之製造產物稱之，又

稱為化學肥料；肥料管理法所說之肥料係指供給植物養分或促進植物養分

利用之物品。今日常用的名稱為化學肥料與有機肥料。在傳統農業裡，以

化學肥料當做植物所需養分的主要來源，在有機農業裡，則不允許使用化

學肥料，但是，有機肥料除了能提供植物生長所需之養分之外，還有多種

功用，是化學肥料所無法有的，或者在化學肥料其作用較小。 

一、有機肥料的好處 

施用有機肥料對土壤之物理、化學與微生物性質均有正面的效應。例

如一個經過適當堆肥化作用的有機添加物，可以增加土壤的陽離子交換容

量、增加土壤的保水力、減低土壤的總體密度以及誘導出有利的微生物族

群。土壤雖然能夠供應適量養分，但是其構造不好或是其中只有有限生物

者並不是產量高的土壤。因此，一般認為，蚯蚓多的土壤是肥沃的。耕土

無法永續利用的原因之一為土壤有機物含量下降 ，因此，維持高含量的土

壤有機物是達到經濟進步與環境品質的主要策略之一。土壤生質量、生物

活性及生物岐異度的增加與土壤有機物含量增加及好的施肥管理有關，此

則又影響耕作體系內之土壤構造、養分循環及病與蟲的控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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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養分含量也與有機物含量密切相關，長期添加廄肥的研究顯

示其土壤肥力與作物產量均可高於施化學肥料的處理。除了因有機物之礦

化而提供養分之外，因有機物含量高而導致養分之有效性高的機制是多方

面的。如 Parsa 和 Wallace (1979) 報導，施用少量狗糞堆肥至石灰質土壤

中而使高粱之缺鐵現象顯著改善並增加產量，也促進對鐵、鋅、銅與錳的

吸收；有機物可以使土壤的 pH 值比施用化學肥料者高，也可以使土壤的

pH 維持在較穩定的狀態以及因增加土壤的團粒作用而增加水的滲濾；施用

有機肥料使菌根真菌的感染比施用化學肥料者高；有機肥料經由有機陰離

子抑制磷之固定作用及能置換被土壤吸附的磷而增加磷的有效性。 

抑病土常是有機質多的土壤。Drinkwater 等人 (1995) 指出，施用有

機肥料的土壤含有比施用化學肥料者之微生物活性與生質量高。如其中之

木黴菌 (Trichoderma species) 繁殖體 (propagule) 密度較高。施用有機肥料

也增加土壤抗植物病的潛能 (也就是使土媒病 (soil borne diesease) 在停止

的狀態 )，尤其是真菌的猝倒病  (damping-off diseases)。如菌核菌屬 

(Rhizoctonium)、凋萎病菌 (Fusarium) 及草苗立枯病菌屬 (Pythium)。其抑

病的最重要機制為土壤中微生物的彼此拮抗，拮抗則來自產生毒素、抗生

素、能源與養分的競爭及/或寄生。 

土壤有機物含量高也可減少土壤之流失機會。 

二、有機物之不良效應 

許多有機物施到土壤中是沒有任何危險性，但是有些則對植物與土壤

微生物造成毒害及不良效應。其中之一原因為釋放有毒重金屬至土壤中及

使之在食物鏈中傳輸，因此，有機肥料之施用首先應考慮重金屬之存在與

否，而有機的工業及都市廢棄物當肥料或土壤添加劑可能導致土壤中不必

要之重金屬含量的增加。1992-1993 年，在澳大利亞維多利亞城之水果與蔬

菜之調查中，即顯示有 10%樣品之鎘含量過高。 

Kirchmann 和 Tengsved (1991) 之研究顯示猪糞污泥中含有甚高量之酚

(phenol)、甲酚 (cresol) 及酞酸二丁酯 ( dibutyl phthalate) 而下水道污泥中

則含有高量之酚、甲酚、壬基苯酚  (nonylphenol) 及  酞酸二乙基己酯

(di–2-ethylhexyl phthalae, (DEPH))。 

地面水及地下水之硝酸態氮污染是環境中越來越嚴重的問題，一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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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量施用化學氮肥是主要的罪魁禍首，但是由有機肥料而來的污染也不

可忽略。 

有機肥料施用之基本原則 

與化學肥料之施用相同，適當的有機肥料施用計劃可以對作物提供最

適量的養分而達到最高產量與收益。基本上，施肥管理是確保土壤肥力，

使土壤肥力不是作物生產的限制因子。影響選擇施用之肥料種類、量與施

用位置之主要因子是肥料特性、土壤特性、作物特性與生長階段及肥料的

殘效。 

施用超過作物所需養分量之肥料造成土壤中養分之累積而使鹽含量之

升高及導致土壤與植物體中鹽基不平衡。如 Dormar 和 Chang (1995) 之研

究顯示連續二十年施用牛糞廄肥，使土壤中的有效磷含量由 9 上升至 1200 

mg/kg，而 Hao 等人 (2003) 之研究顯示，施用高量的有機肥料使土壤中的

硝酸態氮達到 80 至 100 mg/kg。此也會造成硝酸態氮在植物中累積。 

理想的農業土壤應使其有機物含量至約 5%左右。但是台灣地處亞熱

帶，有機物分解快，一年之中，有機物分解可能達 1.5%。因此，這樣的高

量 (5%) 不易達到，也無必要。因有機物分解快而會造成土壤中鹽分之累

積與養分之流失與污染環境的機會。一般而言，使土壤有機物含量達到

3-3.5%，可以當做長期之施肥目標。因為施用有機肥料之最終目的即在使

土壤中有一定量的有機物存在。 

一、肥料特性 

施用有機肥料以提供氮且與作物生長需求之氮同步，是與以有機肥料

當做土壤改良劑以提供持久穩定存在的有機物互相矛盾。因此，按照實際

狀態，首先要確定施用有機肥料之目的主是要提供養分？還是其當作土壤

改良劑？或者兩者之間要尋求一平衡點。 

堆肥化作用 (composting) 是將有機廢棄物中不同的組成分轉變成相

對較穩定、類似腐植質之物質而可以當做土壤添加物或有機肥料的生化作

用；堆肥化作用協助改進有機廢棄物之理化性質及減少其對植物之毒性；

堆肥化作用也被當作處理令人厭惡之有機廢棄物之最適當方法。因此，使

用經適當堆肥化作用之有機肥料是有機農業經營者首先應該注重的。 

養分的含量因堆肥的種類或堆肥原料之不同而有大的差異 (表一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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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添加到土壤中的有機物含有不同的碳化合物而使其分解速率有大的差

異。所添加的有機物之生物分解速率與量，視其所含之每一個碳化合物而

定。Ajwa 和 Tabataba (1994) 指出，將有機物加至土壤中，起初會使二氧

化碳的釋出急速上升，但是此又因有機材質之不同而不同；環境因子之不

同也使有機物在土壤中的分解速率不同。其中以氧氣、水分、溫度、pH 值

及有效的無機養分含量最重要。 

Hadas 和 Pornoy (1994) 報導，通常成熟的堆肥 (mature compost) 的礦

化常數每年約為 10%，Bitzer 和 Sims (1988) 則指出，家禽廄肥在施入土壤

後之第一年會有 66%有機氮礦化；Cabrera 等人. (1994) 則確證家禽廄肥會

快速礦化。他們估計其中的有機態氮在施入土壤中後十四天之礦化率約為

35-50%；Griffin 等人 (2000) 則報導，在一季作物生長期間，不同的堆肥之

有機態氮的礦化量不同：肉牛廄肥 25%、乳牛廄肥 35%、猪糞廄肥 50%而

家禽廄肥 60%。有機物在土壤中累積之能力，則與礦化速率成反比。因此，

計算有機肥料的用量時，應考慮其在一季作物生長期間之可礦化氮量，但

是也應考慮其殘效。通常一般肥料經過二三年後，再礦化氮之增加率是有

限的。若有機肥料為不易礦化者則施入二三年後，再礦化氮會增加。如長

期使用牛糞堆肥及其他堆肥，慢慢增加可礦化氮，但是有些材料之增加則

有限，如雞糞堆肥。 

二、作物的種類、特性及生長階段   

對不同的作物施用有機肥料時，作物的氮吸收動態與氮的總吸收量一

樣重要甚至更為重要。對作物的生長而言，氮的吸收動態是非常重要。不

同的作物其生育過程中乾重之累積情形不同，因此，對養分之需求情形不

同。此外，一些作物也會對養分有特別的需求，如花生、煙草及芹菜對鈣

的需求高，易發生鈣缺乏，而柑橘、玉米及水稻則易發生鋅缺乏；芹菜及

蘋果易發生硼缺乏；花椰菜則需較多量的鉬。根系的發展與地上部一樣，

不同的品種，甚至同一品種但為不同的品系，亦有很大的差異，故對根發

展特性及相對活性的了解，有助於發展施肥的方法。 

在作物生長期中，不同階段的養分需求不同，如水稻在生育初期，對

氮及磷的要求量多，成熟期則不須太多之氮；果菜類與葉菜類的營養生長

與生殖生長同時進行，因此，其養分吸收一直持續到收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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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特性 

在相同的氣候條件之下，土壤中有機碳的累積或有機物的礦化因土壤

種類不同而不同。種種土壤特性如質地、坡度、排水性、酸鹼度、有效養

分量均影響其中之 微生物種類與數目，進而影響有機物的分解與礦化作

用。 

四、殘效 

雖然不同的有機肥料的元素組成有很大的差異，一般而言，基於氮的

有機肥料施用，造成磷的累積。如根據 Tran 和 N’dayegamiye (1995) 的研

究，長時期每年施用 20 t/ha 牛糞堆肥使土壤中的無機與有機磷增加。短期

間施入大量禽畜糞堆肥也會使磷在土壤中累積。其他元素，也會有相同的

情形。如長期施用堆肥使土壤的 pH 上升到七以上，即是鹽基性元素累積的

現象。因此，需要常常變化所施用之堆肥的種類，以免造成元素之不平衡，

而不利於作物生產。 

土壤管理 

土壤是活的以及造成一個健康的土壤是有機農業的基礎。健康的作

物、動物與人的基礎是健康的土壤，產生健康土壤的起點是打破土壤只是

作物生長介質的觀念。Sir Albert Howard (1948) 把土壤肥力消退稱為生病 

(dis-ease)。Eve Balfour在其所著the Living Soil中提到培養土壤，以土壤餵食

質物。因此，施肥不應只對作物，也應考慮土壤生物與環境生態的需要。

即維持健康、具生物活力的土壤環境以供植物生長。實施有機農業之重要

手段則是藉農場之養分循環、輪作，使土壤能形成適合作物生產之土壤肥

力及產生對蟲、病與雜草之控制力。因此，對土壤性質之監測，是有機農

業經營上之重要一環。一方面可以了解當前之土壤肥力狀態，另一面則可

以了解所採用之施肥管理策略是否合宜，以做為往後施肥與土壤管理之參

考。在土壤性質之監測上，以土壤酸鹼度、鹽分 (以飽和水導電度或土水比

1：2或1：5之電導度表示) (表五) 及有機物的含量三者最方便測量且最重

要，其餘的土壤性質則包括有效養分含量與重金屬含量 (表六)。 

一、 酸鹼度 

土壤酸鹼度的測量在土壤肥力的診斷上是最重要的第一步。pH 在熱力

學上有好的定義。目前的測定所使用的 pH 計對土壤酸鹼度的測量提供方便



58 

的方法且有許多用處：1. 易測定、精確與價廉；2. 其值易解釋及相對的易

瞭解；3. 廣泛的與一些元素的有效性相關 (圖一)。土壤的酸鹼度太高與太

低均影響其中之養分的有效性。如磷與鉬兩元素在 pH 低時，溶解度低，但

是鐵、錳與銅則於 pH 大於 6.5 時，溶解度低；氮的礦化，在 pH 6.0-8.0 有

最大的速率；磷約於 pH 6.5 時的溶解度最高；鉀則因鈣之施用而有效性下

降，在酸性條件下 則易流失；硫的礦化與氮所受的影響相似，但是其最大

速率之酸鹼度範圍較廣。 

二、 鹽分 

土壤中可溶性鹽類的量是土壤中可立刻為植物吸收立養分量的測量，

因此，理論上，可溶性鹽類的量越多，植物可利用之養分量也越多。但是，

當土壤中可溶性鹽類的量超過某一量時，會影響植物對水的吸收，因而使

植物吸收缺水而死亡。所以，依作物之耐鹽性不同，土壤中可以累積的可

溶性鹽類的量也不同 (表五)。 

三、 有機物含量 

經長期施用有機肥料之後，使土壤中能形成某一定量的有機物，以發

展適合作物生長之物理、化學與生物性質。 

結語 

強調土壤是一活系統，發展有益的生物活性是有機農業定義的中心。

要使作物產高，土壤要有好的物理構造、高的陽離子交換容量及保水力，

也應要有相當量的細菌、真菌及無脊椎動物。而這些可以經由提高土壤有

機物而達成。在有機農業裡，農民應該尋找發展土壤是活系統觀念的指標。

有機農業是永續農業的一環，永續農業應包括成功的管理資源以供農業生

產，以滿足變化中人類的需求，並且維持及提高環境品質與保存自然資源，

而此則又與適當的土壤管理與有機肥料之施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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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有機質土壤的酸鹼度與其中之養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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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一些用做堆肥原料之物質的一些元素組成 (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稻草 540-560 6.4-6.9 78-88 0.2-0.5 16.6-17.4 3.0-8.6 1.8-3.1 

稻殼 390-520 3.6-7.0 74-108 0.3-2.0 2.3-10.8 1.1-2.4 0.3-2.4 

米糠 500 2.04-3.37 22 10.7-19.5 11.9-20.3 1.3-2.5 4.5-10.7 

高粱稈 530 7.3 73 1.1 16.7 4.3 3.7 

玉米稈 550 8.1 68 1.6 13.4 2.5 2.9 

大豆植體 520 17.6 30 1.6 10.9 14.1 6.9 

花生植體 490 17.3 28 1.6 10.5 14.0 4.6 

花生殼 530 16.0 33 1.5 10.7 4.7 2.0 

花生粕 260-510 44.0-75.0 5.9-6.8 3.1-12.0 7.5-15.4 1.7-6.9 2.8-4.9 

菜仔粕 480 34.0-59.6 9 4.2-25.0 8.3-14.3 3.0-9.8 3.5-5.6 

芝麻粕 550 50.0-58.0 10 9.8-32.0 11.1-19.0 40.2 6.6 

棉仔粕 260-540 39.0-58.0 6-11 7.9-11.8 9.1-12.9 3.9-10.0 4.6-5.2 

椰仔粕 100 34.0 3 9.9 17.9 16.2 2.8 

大豆粕 270-510 440-84.6 4-7 5.2-7.6 16.6-34.9 1.9-20.7 0.2-0.4 

蔗渣 330-530 2.6-10.8 49-126 0.3-.09 1.9-4.7 2.9 0.7 

茶渣 460-510 25.2-36.4 14-18 1.9-2.2 4.1-5.4 3.3-4.4 1.6 

向日葵粕   52.0 17.0 14.0   

篦麻仔粕 450-460 46.9-57.9 8-10 7.9-8.6 8.3-12.0 5.9-15.6 5.5 

茶仔粕 480-510 10.0-17.5 27-41 1.1-2.1 7.3-19.0 0.1-11.0 1.1-4.0 

鋸木屑 400-580 5.6-14.8 27-102 1.3-13.4 0.8-10.0 3.5-41.3 2.2-5.6 

 

 

 

表二、動物糞便之化學組成  (乾基，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牛糞 250-400 18.9-2.35 15-28 2.1-2.4 6.1-29.0 1.4-14.3 3.6-12.6 

猪糞 40-540 16.0-47.8 14-31 4.4-51.1 1.3-16.0 5.7-10.4 0.9-10.2 

肉雞糞 250-470 6.0-410 8-28 6.1-30.5 6.4-35.0 11.2-90.0 3.0-12.1 

蛋雞糞 270-320 6.0-29.0 9-14 6.1-29.7 5.9-31.5 5.2-58.6 1.8-10.8 

羊糞 360-480 16.0-24.0 18-23 6.5-23.0 15.8-33.2 9.3-38.6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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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些動物質材之化學組成 (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雞毛  88.5-136.2  1.2-2.0 0.4-0.9 2.2-4.7 0.3-1.7 

魚骨粉  28.2-78.8  8.6-9.1 8.0-8.3   

魚粕  47.6-7.0  18.8-29.8 1.4-7.9 3.9-55.1 2.8-41.2 

皮革粉 380-390 45.0-90.3 86-87 0.1-4.5 0.2-4.4 1.0-7.7 0.1-2.8 

骨粉  83.5  11.5 3.9 50.2 1.8 

 

表四、一些堆肥之化學組成 (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牛糞堆肥 104-370 10.2-31.9 10.0-20.0 3.5-10.6 9.9-143 1.6-2.3 5.3-8.9 

牛糞堆肥 150-290 12.0-39.0 4-24 3.5-28.8 3.3-5.0 13.6-164.3 4.2-22.8 

猪糞鋸木屑堆肥 360-385 20.9-70.5 10-16 4.7-7.6 4.9-181 26.1-39.7 4.5-6.1 

雞糞鋸木屑堆肥 280-310 22.5-24.6 11-14 17.4-18.9 2.3-28.8 62.1-68.8 0.9-1.1 

雞糞堆肥 170-500 4.0-57.0 6-94 0.9-91.7 2.5-54.8 13.6-235.7 1.8-30. 

牛糞茶渣堆肥 377-387 32.0-34.2 11-12 4.7-11.9 10.1-16.6 17.9 4.9 

糖蜜蔗渣堆肥 224 17.5 13 2.6 35.1   

豌豆渣稻殼堆肥 360 280-30.0 12 1.6-4.6 10.1-14.9 24.5 3.2 

蔗渣堆肥 240-348 16.2-29.0 8-21 2.3-7.0 10.4-35.8 55.1 6.9 

蔗渣堆肥 120-480 8.5-35.4 9-38 0.8-11.5 3.5-41.0 14.2-16.0 6.5-8.2 

 

表五、土壤電導度 (dS/m) 分級 

電導度分級 水飽和土壤 水土比 1：2 水土比 1：5 說明 

I 0-1 0-0.25 0-0.10 肥力偏低 

II 1-2 0.26-0.50 0.11-0.25 肥力略低 

II 2-4 0.51-1.25 0.26-0.60 適合作物生長 

IV 4-8 1.26-1.75 0.61-0.80 肥力略高， 

V 8-16 1.76-2.00 0.81-1.00 肥力偏高 

VI > 16 > 2.00 > 1.00 作物易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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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施用不同量有機肥料土壤的一些性質 

 

處理 pH EC1 O.M.2 TN3 Avail. P4 Avail. K5 NO3-N NH4-N Ext. Cu6

 (1:1)) dS/m g/kg g/kg   mg/kg   

CF 7.04 3.51 26.6 1.59 104 113 51 29 1.6 

CK 7.83 2.56 25.1 1.52 84 73 17 26 2.2 

Comp 1 7.77 3.15 31.4 1.94 105 141 54 26 2.4 

Comp 2 7.64 3.53 38.0 1.89 131 240 89 19 2.3 

Comp 3 7.54 4.58 46.1 2.39 157 411 159 13 2.9 

Comp 4 7.39 5.17 53.0 3.12 183 613 200 6 2.7 

1: electric conductivity of saturation extract. 

2: organic matter. 

3: total nitrogen. 

4. Mehlich III extractable phosphorus. 

5: Mehlich III extractable potassium. 

6: Mehlich III extractable copper. 

 

 

 

 

 

 

 

 

 



63 

有機農產品之行銷策略有機農產品之行銷策略

國立宜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負責人

黃璋如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臺灣有機農場、面積及商店
2003年底，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1,147家有機買賣
業者，651個驗證合格農場。

有機面積約一千公頃，佔臺灣耕地面積之0.1％。

年度 水稻 蔬菜 果樹 茶樹 其他 總   計

85 61.5 ?（125） 26.1 67 5 - 159.6 ?（223.1） 

86 238 ?（251） 42.5 100 16 - 396.5 ?（409.5） 

87 302 ?（380） 98 156 22 - 579 ?（657） 

88 466 ?（468.42） 170 157 22 5 820.5 ?（822.92） 

89 596.27（560.27） 154 209 36.5 17.3 1012.53 （976.53） 

90 493.39 （487.73） 171 159 55.61 18.7 897.91 （892.25）

91 609.04 （600.23） 174 188 54.77 21.8 1018.9（1010.16）

92 599.8 228 159 62.77 42.8 1092.43

九十年度起，驗證工作轉由民間團體辦理。 ? 

（有機米產銷班仍由農委會中部辦公室負責） 

九十一年度起，有機米產銷班亦轉由民間驗證團體辦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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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之行銷通路
與市場區隔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有機農產品銷售管道

有機商店、自然食品商店

配送到家或職場（宅配）

消費者之共同購買組織

農場附設商店

定期舉行之有機農產品市場

地區性或農場舉行的展售會

大消費戶：一般餐廳、機關學校或醫院

加工業者、運銷商

多層次傳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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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歐洲有機農產品的運銷通路
各國有機農產品的行銷管道各有不同。

直銷及專賣店是德國長久以來的銷售管道。
但英國、瑞典及丹麥一開始就以超市為主。

歐洲國家直接銷售的有機產品以蔬菜、水
果為主。

以超級市場為主要銷售管道的國家，其消
費成長率及市場佔有率較以有機專賣店為
主要銷售管道的國家為高。

有國家標章及價格不超過一般農產品價格
一倍半之國家，市場佔有率較高。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費者已經食用有機蔬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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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有機蔬菜佔蔬菜消費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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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費者購得有機蔬菜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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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費者購買習慣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固定 77 45.56 59 36.42 59 83.1 195 48.51

不固定 92 54.44 103 63.58 12 16.9 207 51.49

是 27 15.98 16 9.88 36 50.7 79 19.65

否 127 75.15 139 85.8 28 39.44 294 73.13

無品牌 15 8.88 7 4.32 7 9.86 29 7.21

是 25 14.79 22 13.58 53 74.65 100 24.88

否 134 79.29 133 82.1 17 23.94 284 70.65

無認證 10 5.92 7 4.32 1 1.41 18 4.48

合計 169 100 162 100 71 100 402 100

是否購買

固定認證

全體受訪者超市 有機商店 宅配
項目 狀況

是否固定

商家購買

是否購買

固定品牌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11%

35%

26%

7%

11%

10%
自產自銷

農民

農會或產銷班

宅配公司

物流公司或運銷商

其他有機商店

有機商店進貨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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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有機農民偏好之銷售管道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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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有機蔬菜農民偏好之銷售管道及其原因

出售給中間商人 22 5 1 2 6 2 7 4 0

出售給產銷班 23 7 1 2 4 4 4 2 1

出售給宅配公司 33 11 0 9 11 8 7 7 0

出售給超市 17 4 3 1 4 3 0 0 1

出售給有機商店 34 7 4 9 5 7 2 8 0

出售給餐廳 8 1 3 2 3 4 1 2 0

其他 2 1 0 1 1 1 1 1 0

自己配送給消費者 43 4 12 14 5 7 1 12 0

在農場出售 47 10 16 8 1 4 7 9 0

在市場或街頭販售 17 4 4 1 0 2 1 2 0

自己開設有機商店 10 2 3 3 2 3 2 2 0

與其他農友合作 17 3 1 4 3 2 4 3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直

接

銷

售

間

接

銷

售

偏好原因*

銷售

量較

大

銷售

量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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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銷

成本

較低

沒有

其他

選擇

偏好

加權
*

較便

利

售價

較高

售價

穩定

較為

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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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有機農民之銷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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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有機蔬菜農場之收入與管銷成本*
單位：元

數量(斤) 單價 金額 數量(斤) 單價 金額 數量(斤) 單價 金額

葉菜類 934 47.6 44,479 1,852 36.4 67,400 2,786.04 40.2 111,879

瓜果類 362 41.2 14,899 439 34.3 15,046 800.71 37.4 29,945

根莖類 207 57.7 11,976 424 37.1 15,742 631.22 43.9 27,718

合計 1,503 47.5 71,354 2,715 36.2 98,188 4,217.98 40.2 169,542

人工 7.9 11,864 2.7 7,258 4.53 19,122

運輸 1.1 1,659 2 5,332 1.66 6,992

包裝 1.2 1,768 0.8 2,280 0.96 4,048

合計 10.2 15,291 5.5 14,870 7.15 30,162

37.3 56,063 30.7 83,318 33.04 139,380

合  計

收入

管銷

成本

收益**

直接銷售 間接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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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直銷業務 項 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宅配 每農場客戶人數 3 210 65

(N=19) 每客戶消費金額 185 25,000 1,727

農場宅配金額 7,400 420,000 111,816

在農場銷售 銷售量（斤） 3 6,000 939

(N=22) 銷售金額（元） 133 327,273 51,574

有機蔬菜宅配及在農場銷售之業務狀況
單位：人/月，元/月

 

 

消費者購買有機農產品之管道（％）
　目 I

買 I
不

有

商
超

有

餐 I
農 宅

教 I 19 26 34 8 5 8

訂 15 31 31 6 10 7

全 16 29 32 7 9 7

理 I

買 I
不

有

商
超

有

餐 I
農 宅

網

宅

教 I 2 28 34 5 11 6 14

訂 3 27 27 4 19 6 14

全 3 27 29 4 13 6 14

2003年網路調查。教師321位、有機電子報訂戶96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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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之市場區隔

忠誠群：
對化肥、除草劑最無信心，對有機質
肥料最有信心，最重視產品之內在及
外在品質、可信度、素食、重視家庭
與環保，最不重視外觀及方便主義。
年齡介於31-50歲之間，學歷較高。
多為服務業（公務人員），主要在有
機商店購物。

矛盾（挑剔）群：
對農藥之使用與檢驗、水耕產品、
有機質肥料的信心最低，最不重視
可信度，對農產品的內在及外在品
質之重視程度低。稍重視外觀及方
便性，但稍不重視素食、家庭與環
保。平均年齡最長，工作職位以基
層行政為多。

潛在群：
對化肥與除草劑、農藥與水耕，以及
有機質肥料等均較具信心，最不重視
素食、家庭與環保。較重視產品內在
及外在品質、可信度以及方便性，最
重視外觀，較重視方便性。平均年齡
最低，平均學歷最高，工作職位以專
業人員及高級主管或基層主管與技術
人員為多，傾向在超市購物。

購買頻率

高

低
高

無關群：
對化肥、除草劑、農藥使用及水耕產
品最有信心，最不重視可信度、產品
內在品質、外在品質與價格，最認同
方便主義。對有機肥料較無信心。稍
不重視素食、環保與家庭，較重視外
觀及美味。年齡以31-40歲之間者最
多，平均教育水準最低。基層行政人
員最多，傾向在傳統市場購物。

購買意願

低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費者對農產品屬性之偏好

1.食品安全及環境保護: 有機>吉園圃>水耕
>一般

2.價格: 約為一般農產品之兩倍

3.驗證: 政府>民間團體>無

4.品牌:農場=產銷班或農會>公司或商店>無

5.送貨: 購貨滿500元免費送貨> 每次50-
100元> 無送貨

6.外觀:大而端正>小而扭曲(但安全群偏好
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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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
費
者
理
想
與
實
際
間
之
差
異

屬 性 水 準 理 想 產 品 百 分 比 實 際 消 費 百 分 比

驗 證 單 位 甲 106 26.27 34 8.46

驗 證 單 位 乙 129 32.07 113 28.11

驗 證 單 位 丙 110 27.24 30 7.46

其 他 42 10.53 24 5.97

無 (不 知 道 ) 16 3 .88 201 50.00

25 309 76.84 20 4.98

30 64 15.9 54 13.43

35 22 5.49 210 52.24

40 7 1.76 118 29.35

傳 統 市 場 29 7.3 11 2 .74

有 機 商 店 120 29.77 180 44.78

超 市 133 33.17 159 39.55

宅 配 120 29.77 52 12.94

沒 有 提 供 22 5.47 66 16.42

偶 爾 提 供 55 13.68 219 54.48

經 常 提 供 325 80.85 117 29.10

直 接 認 識 生 產 者 215 53.48 66 16.42

由 包 裝 上 間 接 得 知 生

產 者 資 訊 182 45.4 225 55.97

無 從 知 道 生 產 者 資 訊 5 1.12 111 27.61

合 計 402 100 402 100.00

農 民 資 訊

驗 證  或

把 關 單 位

價 格

購 買 管 道

農 產 品

資 訊

(

人
數)

 

 

http://organic.niu.edu.tw

http://organic.org.tw

免費訂閱有
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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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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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意願

驗證群

(N=98)
價格群
(N=94)
安全群
(N=70)
合計

(N=262)

不同偏好分群受訪者對
有機農產品之購買意願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各國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之需求

 台灣 美國 歐盟 日本 

1 蔬菜 蔬菜 蔬菜 蔬菜 

2 水果 
乳類及其

製品 
乳類及其

製品 
稻米 

3 穀類 
非乳類飲

料 
穀類及 

烘烤製品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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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費者食用有機蔬菜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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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研究顯示，有機商店比消費者更認同有機產品的「療效」。
 

 

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各國消費者食用有機農產品的原因

 台灣 美國 歐盟 日本 

1 安全無毒 
健康/ 
營養 

避免 
基因食品 

健康/ 
營養 

2 營養豐富 口味 
避免 

人工添加物
食品安全

3 預防疾病 食品安全 環境保護 優質食品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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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資訊中心
OAIC

1

消費者對有機農業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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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之病害整合管理 

楊秀珠 

行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一、前言 

當人類開始由採集野生植物轉為人為種植植物之初，由於害物族群尚

未群聚，環境因子仍處於有利條件下，植物生長健康。之後雖害物等不利

生長之因子陸續發生，亦僅於操作過程中應用簡單之手段以減少此類不利

因子，無所謂防治工作。由於農藥之開發，開　了防治工作之先端，此時

仍為單一因子之防治；而隨著藥劑之應用，牽引著施藥時期及施藥間隔之

問題，已導入二因子之防治思維，亦同時開　綜合防治之大門；而後由二

種防治方法之配合應用，發展至三種以上之防治方法綜合應用，正式開始

綜合防治之新紀元，進而進入綜合管理。而進行管理之初，則首先需進行

病害診斷，尋找病因，再對症下藥或進入管理之流程，因此本文將由病害

之診斷、病徵種類、病原種類作一詳盡之描述，而後提出防治方法，並介

紹整合管理之理念及執行策略。 

二、病害診斷 

病害診斷包括三個原則，分別為詳知病害之發生狀況、探討病原及提

出防治策略，詳細描述於後： 

(一) 詳知病害發生狀況：詳知病害發生狀況須由栽培環境、栽培管理

方式、作物生長情形及病害發生時期著手。因此栽培期間應保存詳細且完

整之環境變化及栽培操作過程之記錄，以備不時之需。栽培環境中須考慮

之因素包括溫度、濕度、通風、肥料及土壤之物理、化學及生物性質等，

均可能為病害之致因；栽培管理方式則須考慮種植、施肥、除草、給水及

施藥各方面等因素，若能保存詳細之資料，可協助判斷是否曾進行不正確

或不適當之處理而導致病害發生。其次須觀察作物所表現之不正常現象，

亦即病徵；觀察病徵時可用肉眼觀察或借助放大鏡、顯微鏡等，且同時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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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鄰近植物是否出現相同之病徵；病徵進展過程及嚴重度、病徵進展速

度及病徵出現部位亦須有詳細記錄。至於時間因素亦不可忽略，病徵最初

出現之時間及已持續發生之期間為重要之考量因素，若無法確知最初發病

時間，可嚐試藉由病徵進展過程推算最初發生時間。 

(二) 探討病原：詳知病原為診斷病害之不二法門，故探討病原時須依

據上述原則將病徵詳細描述，推測可能之病原，並將可能之病原按其可能

性之大小依序排列，列出一詳細之清單，再依據環境之變化，推測環境變

化造成病害發生之可能性，再以此資料與已記載之病害進行詳細之比對，

尋找正確之病原；若無法於國內之記載獲得証實，則須參考國外資料，或

交由專家試驗研究。 

(三) 擬定防治策略：依據上述診斷之結果擬定防治策略。擬定防治策

略時須詳列可行之對策，且不考慮防治費用，同時必須抱定決心，當擬定

之防治策略無法施行時，則將該作物予以廢耕。防治策略可分為預防及治

療兩方面進行。實際管理方式正確時，植物生長正常而免於罹病；而治療

則包括剷除罹病植株、改善栽培環境及正確使用農藥。剷除罹病植株，可

降低病原，但除剷除病原外，須改善栽培環境使植物生長良好，病害自然

減少，若不改善栽培環境，病害往往會迅速的復發；而正確的使用農藥，

可降低病害之嚴重度，同時避免因藥害而導致其他病害發生。因此針對同

一病害應擬定數個不同之防治策略而依其可行性依序排列成表，再逐一進

行評估。 

實際可行之防治策略必須符合三要素：1、簡單易行且合乎經濟原則；

2、施行防治策略之最有效時機極易掌握；3、實際施行防治策略所須耗費

之人力及時間，須不超出栽培管理所能容許之最高限。但若經過詳細評估

後發現所提出之防治策略不合乎經濟效益，或該防治策略無法徹底防除病

害時，則剷除所有植株，重新種植，當可將病原徹底清除；否則安於現狀

不作任何處理，病害經一段時間之擴展而達到穩定平衡後，自然不再擴展，

如此可避免造成無謂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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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害之種類 

當植株出現生長或生理不正常時，一般立即映入眼簾或閃入腦際者多

為「它得了什麼病?」，事實上多數之植物不正常多非導源於病害，而是環

境因子不適或長期之生理障礙。嚴格上植物之不正常現象大致有三類，分

別為傷害、生理障礙及感染性病害，其中感染性病害為一般所通稱病害。 

(一) 急性病害(Acute disease)或傷害(Injury) : 

良好之生長環境為栽培健康植物所必備，其中包括土壤顆粒大小適

宜、土壤酸鹼度平衡、根系生長之空間足夠、養分平衡、水分充足、溫度

適宜、光照充足以及通風良好。若植物生長於適宜之環境，則植物與環境

維持良好之互動關係，當環境改變時，植物可進行內部調適而維持正常生

長，但若環境之改變為持續性或劇變，則植物因無法調適而引起生長及功

能之不正常，稱為病害。若環境劇變所導致之徵狀於短時間內迅速出現則

稱為傷害(injury)或稱急性病害(acute disease)；經由長時間之環境改變而造

成之不正常，則稱為慢性病害(chronic disease)。慢性病害之發生極為複雜，

可能由單一環境因子所引起，亦可能是由多種環境因子所引起，因此診斷

上相當困難。慢性病害中由非生物性之環境因子引起之病害一般通稱為非

感染性病害(non-infectious disease)，又可稱為生理障礙(disorders)；至於由

生物所引起者則稱為感染性病害(infectious disease)。 

低溫、環境劇變、藥劑使用不當、施肥不當以及栽培管理上之失誤均

可導致植物不正常，此類不正常因突然發生，且立即造成傷害，因此一旦

產生徵狀後無法治療，僅能藉此獲得經驗而防患未然，故稱為傷害(injury)，

表一簡單描述一般較常見之傷害。 

表一、常見急性傷害之誘因與可能出現之症狀 

傷害原因 常見症狀 

土壤呈強酸性 根生長不良、生長延遲 

土壤通氣不良 根部腐爛 

土壤排水不良 常因底層有硬土層造成生長延遲 

土壤過份乾燥 葉尖捲曲褐化，出現斑點或斑塊，全株黃化、

落葉、萎凋或大量落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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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鹼值不平衡 嫩葉退綠造成葉片呈黃綠狀 

土壤鹽基(EC)過高 葉尖捲曲褐化，落葉、萎凋或大量落葉。 

土壤條件環境劇變：溫度、

濕度、空氣等因素造成 

根系發育不良、植株衰弱 

微量元素不平衡 嫩葉退綠造成葉片呈黃綠狀、 

肥料中之鹽分累積 土壤表層有結晶體、堅硬 

氮肥過多 頂端葉片繁茂但開花少 

肥料傷害(肥料過多) 葉尖褐化或出現塊斑、葉片黃化，嚴重者葉片

乾縮、落葉，甚至全株萎凋 

肥料不足 葉片黃化、生長延遲、葉片減少及植株短小 

肥料不足且氮肥嚴重不足 植株矮化、新葉變小、老葉黃化 

缺鉀 葉片由老葉葉緣向內黃化 

缺鎂 老葉葉脈間黃化，新葉黃化但葉脈仍為綠色 

水分不足 葉片黃化、頂端葉片褐化、植株萎凋 

水分過多 老葉黃化，葉間捲曲褐化，葉尖褐化或由葉尖

開始出現黃色、褐色斑點，葉片減少，嚴重者

落葉；生長不良、生長延遲、植株褪色，嚴重

者莖部腐爛、植株萎凋。 

濕度太低 頂端葉片褐化、葉片乾縮 

乾旱 葉片黃化，葉片出現黃色、褐色斑點 

冬季光照不足 生長延遲 

光照不足 生長不良、生育期延遲、葉片減少、植株褪色、

枝條徒長、葉片變長且有褪色現象、老葉黃

化、花苞小且著色不良 

光照太強 葉尖褐化或由葉尖開始出現塊斑，老葉葉間捲

曲褐化、新葉變小緊縮、全株黃化，嚴重者植

株萎凋 

強光照下過多水分留於葉片

上 

黃色、褐色斑點 

光度、溫度及相對濕度劇變 落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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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 生長不良、葉片減少及植株褪色 

低溫 生長不良，全株黃化，生育期延遲。 

低溫時植株吸收土壤中之溫

水 

葉片腫大、葉脈突起、水浸狀病斑並轉為紅、

褐色 

寒害 葉片黃化落葉，老葉變小捲曲，新葉變小緊縮

密植 葉片萎凋、新葉變小、枝條軟弱 

通風不良 葉片黃化 

移植 落葉 

芽形成時期溫度劇變 落芽 

突然改變栽植環境 落芽 

空氣污染 葉尖褐化或由葉尖開始出現塊斑、葉片黃化並

有微小斑點，其後造成褐色乾枯 

農藥傷害 葉尖褐化或由葉尖開始出現塊斑、葉片出現黃

色、褐色斑點、葉片捲曲，嚴重者葉片乾縮、

葉部畸型 

殺草劑為害 葉片畸型 

化學物質中毒 萎凋或大量落葉 

機械傷害 葉尖褐化或由葉尖開始出現塊斑；全株中間部

份枝條葉片黃化，葉片捲曲褐化 

 

(二) 生理障礙(Disorders)或非感染性病害(Non-infectious disease)： 

植物長期生長於不適合之環境而造成形態或生理之不正常現象均通稱

為生理障礙，而不適合之環境因子可能為養分不平衡、雜草競爭以及土壤

之 pH 值等，此類現象於不適合之環境因子消除後，均會逐漸恢復正常。至

於土壤水分、土壤通氣性、土壤堅實度、光照、溫度等環境因子亦間接造

成生理障礙。引起生理障礙以施肥過多之機會較多，其中又以氮肥過多為

多，而肥料缺乏之機會亦相對減少，但仍可發現缺鐵、缺鎂、缺鋅及缺氧

現象，此類現象一般除與土壤性質有關外，常因施肥習慣造成土壤物理及

化學性質改變，致使該類養分無法吸收，而導致養分缺乏症，例如土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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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鹼度不平衡或肥料不均衡導致吸收不良，而非施用量不足，表二列出常

見之生理障礙。 

(三) 感染性病害(Infectious disease)： 

生物性因子(即病原)感染引起之病害，稱為感染性病害，即一般所稱之

病害，因此當感染性病害發生時，初期病株均呈零星分布，且會迅速蔓延，

栽培環境改變時，所表現之徵狀可能會有消減現象，但無法完全回復，一

旦環境不適合植物生長或利於病原菌繁衍時，或病原菌之病原性增強時，

病徵逐漸加劇。 

表二、常見之植物生理障礙 

I、於植物體內不易移動之元素  

A、由嫩葉頂端變形並延伸至葉基部，以後莖頂端部份枯

死 

 

a、頂端部份新葉變成釣子狀，並由頂端及四周開始乾

枯，最後莖頂端部亦乾枯 

缺鈣 

b、頂端部份新芽基部變淡綠色，新芽枯死、彎曲後頂

端部份枯萎、部份枝條裂開、受粉不良、花苞畸型、

果實畸型 

缺硼 

B、莖頂端部份不會枯死  

a 、新葉黃白化，產生壞死斑後枯萎 缺氯 

b、頂端部份新葉枯萎、捲曲，變褐色，不易抽稍、枝

條軟化 

缺銅 

c、新葉黃化、白化或出現褐斑，但葉片不會枯萎  

(a) 葉肉組織或纖維質部份出現褐色小斑點，葉脈

仍維持綠色 

缺錳 

(b) 一般不出現枯死斑點  

1. 新葉葉肉組織變黃並延伸至葉脈、全葉淡黃

色 

缺硫 

2. 新葉黃白化，葉脈初期仍維持綠色，後期全

葉黃白化 

缺鐵 

II、於植物體內易移動之元素，缺乏症狀由成熟老葉開始出  



97 

現 

A、下位葉變黃並出現黃斑，以後轉為褐色斑點，葉脈仍

維持綠色，但葉片不乾枯 

 

a、下位出現黃斑,以後葉片呈酒杯狀向上捲曲 缺鉬 

b、下位葉脈間葉肉組織出現黃斑，並向上延伸，以後

斑點轉為紅色斑點 

缺鎂 

c、葉片變黃或出現褐斑，最後組織壞死，葉片呈褐色

斑點 

 

(a) 葉片初期呈暗綠色，以後葉尖及葉緣先黃化或

褐化後枯死，莖部纖細 

缺鉀 

(b) 葉片增厚，葉脈間出現木紋狀之細微黃斑，以

後褐變，葉片明顯變小 

缺鋅 

B、由下位開始乾透而逐漸枯萎，莖部纖細並呈紫紅色  

a、由下位葉向上依次變淡綠色，由內向葉緣逐漸黃

化後轉為淡褐色乾透，葉片枯萎 

缺氮 

b、植物呈深綠色，莖部呈紫紅色，下位葉變黃或乾

透，呈綠褐色或黑色 

缺磷 

 

感染性病害之診斷通常須依據柯氏法則(Koch's postulates)進行，共可分

為四步驟：(1) 病原菌與病害之發生有絕對之相關性，亦即於病徵發生部位

必定可發現致病之病原菌。(2) 病原菌可以分離、培養、純化或可以生長於

感病寄主上：大部份之真菌及細菌引起之病害均符合此一原則，但少部份

絕對寄生菌，如露菌病及白粉病等，因無法進行分離培養，故僅能培養於

感病寄主植物上；病毒感染者，亦僅能將病毒由寄主植物經純化，以特殊

方法保存；至於線蟲引起者，與絕對寄生性真菌之特性相同。(3) 分離、純

化所得之純化菌種必須可接種在原寄主植物上，並且產生完全相同之病

徵。(4) 由接種所得之病徵發生部位，必定可再度將病原菌分離、培養，且

其特徵與(2)項所得之純化菌種相同。診斷絕對寄生性真菌及線蟲引起之病

害時，可將病原菌之菌體直接由寄主組織上取出，去除雜質後稍經處理而

得單一菌體，而後再進行接種試驗；至於病毒及菌質等引起之病害，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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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須應用嫁接、昆蟲、傷口、汁液與磨擦等方法接種於指示植物(Indicator 

plant)，待表現特殊病徵後，再以此病徵作為病害鑑定之參考。 

四、感染性病害之病原 

感染性病害之病原可分為病毒、菌質、細菌、真菌、線蟲、寄生顯花

植物及藻類等。其主要特徵為： 

(一) 病毒(Virus)：病毒的顆粒主要由兩部分構成，外圍 I 為蛋白質

所構成的鞘，具有保護作用，稱為 Capsids；中心由核酸(Nucleic acid)

所構成，稱為 Nucleo capsid。植物病毒的核酸絕大部分是核醣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NA)，而細菌的病毒(稱曰噬菌體)以及大多數的動物

病毒核酸，則為去氧核醣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自然界中，

植物病毒必須藉由傷口才能進入植物體內，且必須在生活的細胞內才能生

存繁殖。因此，植物病毒可經由昆蟲或其他節肢動物、土壤中的線蟲、土

壤傳播的低等真菌、帶病毒的種子、感病的營養繁殖器官與機械工具等方

法傳播。 

(二) 菌質體：菌質體過去被稱為PPLO，係由最初被分離之牛肺疫病

原體而得名。PPLO可通過細菌過濾網之濾過性病原體，大小約為125～

150nm左右。至1930年代中葉，許多學者已由人、雞及水溝水或腐敗植

物中分離出類似牛肺疫菌之微生物，並通稱為Pleu ropneumonia-like organisms 

(PPLO)。1956年，愛得爾及福烈得 (Enward & Freundt)兩位學者提出

Mycoplasma之屬名而被採納後，Mycoplasma乃取代PPLO之名稱而廣被使

用。1967年，東京大學之土居等首次以電子顯微鏡，由桑萎縮病、馬鈴

薯簇葉病、翠菊黃萎病及梧桐簇葉病之病組中發現類似菌質體之微生物

的存在。同年，石塚等觀察到四環黴素對於桑萎縮病之治療效果。此後，

世界各國有關菌質體引起植物病害的研究更趨活躍。 

(三) 細菌：目前發現可感染植物的病原細菌約有200多種，除少數

外，大部分的植物病原細菌為桿狀單細胞，大小約0.5-1.0 x 1.0-4.0μm。

可分泌果膠分解酵素 (pectic enzymes) 或纖維分解酵素 (cellulolytic 

enzymes)來分解或破壞植物組織，或者形成細胞外多醣體(extracellular 

polysaccharides)或產生毒質(toxins) 影響植物體內水份或養分之輸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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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或干擾植物生長激素 (plant growth hormones)之平衡，而使植物細胞

異常分裂或生長等。因此，細菌所引起的病徵常見的為葉斑、葉枯、枝

枯、軟腐、萎凋、潰瘍或腫瘤等。 

(四) 真菌(Fungi) 

真菌種類繁多具真核，單細胞至多細胞，呈絲狀，並由此發展成為

複雜的無性及有性世代，分佈廣，所引起植病種類，較其它病原總和還

多，其分類由有性世代之有無及其特性分為四大類： 1、藻菌類

(Phycomycetes)：菌體為原生質團或具無節菌絲，無性世代具游走子，有

性世代為卵胞子或接合胞子。2、子囊菌類(Ascomycetes)：菌體為單細胞

或菌絲，菌絲有節，無性世代具各式分生胞子但皆不具鞭毛，有性世代

胞子產生於子囊內，子囊裸生或生在有孔口或無孔口的子囊殼內。3、擔

子菌類 (Basidiomycetes)：菌體由菌絲構成，菌絲多數有環釦 (Clamp 

connection) 胞 子 (Basidiospore) 產 生 在 擔 子 梗 上 面 ， 在 冬 胞 菌 綱

(Teliomycetes)，有銹菌目(Uredinales)黑粉菌目(Ustilaginales)，在層菌綱

(Hymenomycetes)有木耳目(Auriculariales)、外擔菌目(Exobasidiales)、膜

菌目(Tulasnellales)、傘菌目(Agariales)、多孔菌目(Polyporales)、靈芝屬 

(Ganoderma)及無孢目 (Agonomycetales)。 4、不完全菌類 (半知菌類

(Deuteromycetes, Fungi Imperfecti)：菌體由菌絲構成，未發現有性世代，

或雖有發現，但無性世代之繁殖構造特徵明顯。而編列者由無性世代之

繁 殖 構 造 特 徵 分 為 絲 胞 目 ( 眾 梗 胞 (Hyphomycetales) 、 束 梗 胞 目

(Stilbellales)、瘤座胞目(Tuberculariales) 、黑盤胞目(Melanconiales)及球

殼胞目(Sphaeropsidales)五目。 

(五) 線蟲(Nematodes)： 

植物病原線蟲體長 1-5mm，兩側對稱、體無分節，胴體無色或半透明

的圓形動物。典型的形態為蠕蟲形，少數種類為雌雄異型；部份營固著性

寄生線蟲之雌蟲呈梨形、檸檬形、腎臟型等。口腔中之口針(stylet)，為植物

寄生性線蟲藉以穿刺植物細胞的利器，中空亦為進食之孔道。為害作物之

線蟲種類有數百種之多，所寄生的植物部位包括根、莖、葉、枝條、球莖、

根莖、塊莖、塊根及種子等，因線蟲種類和寄主植物而異。線蟲為害植株

之方式有二，一為蟲體完全進入植物根部取食，並於根內成熟、產卵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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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害植物，稱之內寄生性線蟲(endoparasites)，根瘤線蟲(Meloidogyne spp.)、

包囊線蟲(Heterodera spp.及 Globodera spp.)、根腐線蟲(Pratylenchus spp.)及

穿孔線蟲(Radopholus similis)為此類。另一為以蟲體之前半部侵入寄主植物

的根，稱之半內寄生性線蟲(semi-endoparasites)，此類線蟲包括螺旋線蟲

(Rotylenchus 及 Helicotylenchus spp.)、環紋線蟲(Chiconemella spp.)及釘線蟲

(Paratylenchus spp.)，此類線蟲，蟲體大小和口針長度介於內寄生性與外寄

生性線蟲之間。 

(六) 寄生顯花植物(Parasitic Phanerogams) 

高等植物多營自營生活，只有少數營寄生生活。植物學家認為寄生性

植物乃係退化或喪失某些生理功能，導致必需利用寄主的養分才可生存。

因此，寄生性高等植物可影響寄主之莖、種子與根等部位的發育與生長。

台灣常見之寄生性高等植物有兔絲子、檞寄生及野孤等。 

(七) 寄生藻類 

藻類(Algae)具葉綠素或其它色素，多能自行光合作合製造營養，但有

些種類則行共生或寄生，寄生在陸上植物而為害明顯者有Cephaleuros屬之

數種，台灣已報告有 C. virescens 寄主範圍廣,如蓮霧、檬果、茶之藻斑病

等在高溫高濕條件下於葉片上形成直徑５mm左右之突起圓斑。 

表三、植物病害病原之比較 

病原種類 

項目 線蟲 寄生顯花植

物 

真菌 細菌 病毒 

病 原 種

類 /全部

種類 

7,200/50

萬 

多於30種 8,000/10萬 160/1,700 多於300 

大小 體長0.5～

2公厘（有

0.7～ 7公

厘） 

草、木 胞子多為2～

100 μ m 有

400 ～ 500 μ

m 

0.5～2μm 桿 狀 10-20 ×

200-1200nm，球

狀20×60 nm 

營養 絕對寄生根莖寄生，有絕對寄生，半絕對寄生，絕對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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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例外 綠色和非綠

色者 

絕對寄生，半

腐生  

半 絕 對 寄

生，半腐生 

五、病害發生生態 

發生之因素極為複椎，通常環境、寄主植物及病原菌成明顯之三角關

係，即環境必須適合發病，寄主植物必需是感病性品種，同時致病因子(病

原菌)必須是具有感染力，若三者缺一，則病害之嚴重性會相對降低或甚至

不會發生，但部份病害除此三因素外仍需有媒介昆蟲及帶原者存在方可致

病，此以病毒病最為明顯。環境因子包括溫度、濕度、降雨量、光照、空

氣及土壤等因素，而土壤因素需考慮者除土壤形態、土壤含水量、土壤 pH

值及土壤肥力可影響病害發生外，肥料施用狀況亦為一重要因子；寄主植

物除需為罹病品種外，株齡及健康狀況亦為影響因子，因此罹患非感染性

病害之植株，往往因抵抗力降低而較易罹患感染性病害；至於致病因子，

除需具有感染力外，其侵入構造(如分生胞子等)之年齡亦為決定因子。 

(一) 病原 

若無病原之存在或接種能太低則皆不致引起植物發病，為最理想之防

病條件，接種(Inoculum potential)愈高致病力愈強。 

(二) 寄主 

若栽培品種為免疫性者則有病原存在亦不致發病，品種間對同一病原

抗感性有極大之差異，可以從事抗病育種選擇抗病性強之後代供栽培，但

需注意直式抗病 (Vertical resistance) 或橫式抗病 (Horizontal resistance)。前

者多為單因子抗病，抗病性表示極強，但也易因病菌產生新生理小種而失

去原有之抗病性。橫式抗病則多為多因子所控制，不易為新生理小種之出

現而降低其抗病性，從事抗病育種時應多注意。 

(三) 環境 

環境對寄主和病原皆有影響，其中最明顯者為溫度，即病菌有高溫菌

及低溫菌或廣溫菌等之區別。如灰黴病發生於低溫時(24℃以下)，細菌青枯

病多發生於高溫時(24℃以上)，因此病害有季節性發生之差別，最大原因為

溫度所致。環境中水份之多少亦為發病與否重要原因之一，真菌病害多發

生於多濕時、尤以疫病最為明顯，又通風不良時因植物體保濕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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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病菌之猖獗。至於植物生長條件較良好時一般病害較少，反之病害發

生亦較嚴重。又一般氮肥過多時發病較嚴重，營養均衡時發病較少。又根

部積水使細根腐爛植株生育受阻時發病亦較多。 

 

圖一、病害發生之三角關係 

但當時間序列列為考慮時，則三角形之關係轉為金字塔形。 

 

雖然不為大眾所認同，營養仍為病害防治之重要因素。於處女地種植

時，往往不易發生病害問題，而當養分耗盡時，病害接踵而至，此時若藉

由供應養分、控制雜草以減少養分競爭、輪作及適度之休耕，則產能日漸

提升，同時適度降低病害之發生。輪作、添加有機質、調整pH值、耕作、

灌溉等策略，均可能因養分改變之效用而影響病害之發生，主要乃因此類

操作直接提供作物養分或促使養分溶解而改變微生物之活性；而大量使用

無機肥料時，往往因改變植物之抗病性、耐病性、改變病原菌之病原性甚

或微生物反應而促進病害之發生。 

若影響病害發生之因子成一金字塔形，則營養可影響其中之任一部份

(圖二)。以營養之觀點而言，多數生物防治及所謂抑病土，事實上為土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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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所造成之營養效應。植物病原菌之生理作用，可改變寄主植物養分之

吸收、傳輸及擴散而引起局部或系統性之營養過多或缺乏之現象，而此類

改變往往難以辨識為生物性或非生物性所引起，故經常被忽視。 

 
圖二、影響病害發生之因子及其相關性 

六、感染性害之防治策略 

1929 年康乃爾大學植物病理學教授 H. H. Whetzel 博士提出病害防治之

四大原則，分別為禦病(Exclusion)、防病(Protection)、除病(Eradication)及抗

病(Immunization)，時至今日，此四原則仍為放之四海皆準之病害防治原則，

故就此四大原則提出綜合性之防治策略，作為實際田間防治工作之參考。 

(一)禦病(Exclusion)： 

禦病為阻止病原由一發病地區傳播至另一未感染該病害之新地區，重

點在於一般所稱之法規防治；除於苗木進口時須加強檢疫，杜絕病原入侵

外，國內栽培者於苗木轉植時，或由不同地區購入種苗時，亦須注重病害

之防除，一般可由下列方式進行： 

1、產地檢疫：為確保引進之植物為健康植物，引進前進行產地檢疫為

最根本之方法，當作物於原產地生長時，積極進行產地檢疫，可確實掌其

病害生情形，若於原產地可發生本地尚未發生之病害，則拒絕該批植物進

入本地；若所發生之病害屬本地己發生者，則需於原產地進行防治，待病

害完全控制後，始可引進，以確保本地植物之健康。 

2、加強進口檢疫，避免由國外引進病原菌：檢疫工作乃一任重道遠之

工作，除執行工作人員須提高警覺外，一般民眾更須具備相關知識，引進

植物前先確定所欲引進者為健康植株；於引進植物時若發現病害發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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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即銷燬；未發現明顯病徵時，宜採隔離栽培，至確定無病害時再進入量

產程序，目前大量由國外引進苗木，並將病害、蟲害及雜草種子引入之事

件，時有所聞，且亦造成極大之損失，故實不可不慎。 

3、選用健康種苗及不帶菌種子：種苗及種子轉移為病害擴展之重要途

徑之一，亦即植物病原菌可經由帶菌種子或罹病種苗引入栽培園，因此購

買不帶菌之健康種子及種球，或由健康苗圃購入種苗，可降低病害發生之

概率。 

4、隔離栽培：當無法確定取得之種苗、種子及種球均為健康者，可利

用地勢較為隔離之地區栽種，一旦病害發生時，立即加強防治；若確定無

法滅絕病原時，宜迅速剷除植株，避免將病害擴展至其他地區。 

(二) 抗病(Immunization)： 

利用選種或抗病育種技術培育抗病品系，栽種抗病品種為一勞永逸之

方法，但抗病砧木亦不失為一良方。 

1、抗病育種：栽種抗病品種可減少病害發生，進而減少藥劑之使用，

為病害防治方法中經濟效益最高者，但亦為最困難者。由於植物之品種特

性差異極大，對病害之抵抗性差異亦頗大，因此於引種過程中選種抗病性

品種，則無病害之發生；若無明顯之抗病品種，則於栽種過程中亦可不斷

篩選抗病性較高之品種進行無性繁殖，同時作為品種交配時之親本，經由

選種、抗病育種而後培育、栽種抗病品種，以達病害防治之最終目的。若

無法育成抗病性品系，則誘導、培育過敏性反應之植株，亦不失為一良策。 

2、抗病砧木：抗病砧木目前在蔬菜上已實際應用於蔬菜及果樹之病害

之防治，尤以防治土壤傳播性病害。木本花卉之栽培亦極易發生土壤傳播

性病害，若能採用本方法，或可降低病害發生之比率。 

3、交互保護(cross protection)：利用弱病原性之病原菌先行接種於作物

上，可產生輕微之病徵，一旦強病原性之病原菌出現時則無法再感染該植

株，藉此避免植株受強病原性之病原菌再次感染，目前植物病理學上採用

較多為病毒病之防除，在木瓜輪點病毒病之防治上即採用此法。 

4、誘導植株產生抗病性：於植株生長過程中，利用化學藥品等物質施

用於植株上，可刺激植株產生抗病性而減少病害之發生。根據國外報導，

於果實生長期定期供應鈣鹽，結果發現果實對炭疽病之抵抗力增加，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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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明顯降低；其他物質亦陸續進行試驗中。 

(三) 除病(Eradication)： 

對於新引進之病害，在病害尚未擴展而普遍發生時予以撲滅稱為除

病，常採用之方法為種子、種苗處理及利用組織培養法育苗。 

1、種子、種苗處理：由試驗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之病害均可藉由種

苗帶菌而傳播病害，而露菌病、灰黴病、黑斑病等可藉由種子感染，因此

選用不帶菌之種子、種苗為防治病害之重要方法之一，然帶菌者甚難由外

表判斷，因此若無法確定選用者為健康者，則須進行種子消毒或種苗藥劑

處理，以杜絕病原菌之散佈。 

2、利用組織培養苗：園藝作物常採組織培養法進行大量繁殖，於組織

培養法繁殖過程中，取健康之生長點或植物組織為繁殖材料而育出健康

苗，此以病毒病之防治為最典型之例子：若無法取得健康組織，可於組織

培養過程中以藥劑處理而達到滅菌之目的，因此病毒病及系統性病害可考

慮以組織培養法，配合藥劑處理取得健康苗木後，再行田間栽植。 

(四) 防病(Protection)： 

於作物生育期間利用各種防治方法，除保護植物免於受病原菌感染

外，同時降低病害發生之嚴重度，稱為防病。 

七、病害之防治方法 

田間防治策略乃針對己發生之病害進行防治，亦即當禦病、抗病、除

病病均無法避免病害發生時而採行之防治方法，因此主要防病為原則，可

施用之方法包括耕作防治、藥劑防治及配合肥培管理、耕作防治及藥劑防

治之綜合防治。 

(一) 耕作防治 

為選擇適當之栽培環境，配合合理之栽培管理，增加植株對病害之抵

抗力，並適時清除罹病組織，降低感染源，亦即適地適種，乃病害防治中

最具效果但最不易評估其防治效果者。耕作防治可行之方法有下列數種可

供參考： 

1、選擇適當之栽培環境：將植物栽培於適當之環境，切勿將須高冷地

栽培之植物種植於高溫地區，亦不可將須熱帶果樹栽植於高冷環境下，以

確保植株生長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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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幼苗期管理：育苗期尤需注重苗床土壤及幼苗期管理，使植株

早期生長旺盛，可增加植株之抵抗力，同時可相對減少栽培期之管理。 

3、選種健康選苗：選種外表乾淨健康色彩鮮明飽滿之種苗，組織培養

苗亦為適宜之種苗。 

4、選用健康土壤：可採用通氣良好、肥份充足之自然土壤，適度補充

含鈣肥料，並適實際需要添加有機質肥料及化學肥料，且至少每 3 年需輪

作一次。 

5、選用清潔不帶菌之灌溉用水：目前臺灣之栽培系統分別為露天栽培

及溫室栽培並存，若為露天栽培，則為一開放系統，使用之水源亦為開放

式，若上游任意棄置罹病植株殘體，水源極易受污染，以此灌溉往往導致

嚴重之病害發生，故如何處理罹病植株殘體，避免水源污染，實不可不慎。

若採溫室栽培，則為一密閉之系統，灌溉水往往經過貯存、處理，此時若

加以滅菌，當可降低水源污染狀況，可施用之滅菌方法包括加熱處理、臭

氧處理及紫外線照射處理等。 

6、適當之肥培管理：過量及不當之施肥易導致植株生長不良，對病害

之抵抗力降低，因此栽植前須充分了解該植物之生理特性，施予適當之肥

料，尤以添加有機質肥料可促進土壤之通氣性及保水性，對品質及抗病力

有極大之助益。 

植物防禦病害發生之機制可分為內在因子及外在因子兩大類，內在因

子之抗病機制與植物之生化代謝及構造特徵有關。養分經由改變作物生長

形式、植株型態及構造，特別是化學組成的改變，而影響生長及產量。此

外，養分可增加或降低植物對病害之抗病性 (resistance) 及耐病性

(tolerance)。抗病性主要由寄主限制病原菌侵入、生長或生殖之能力所決定，

耐病性為寄主雖受病原菌之感染或侵襲仍能維持生長能力之特性。養分影

響抗病性或耐病性取決於植物中養分狀態、寄主植物種類及病原菌種類

(Marschner, 1995)。對於增加植物對病蟲害之抗病性和耐病性之育種及選種

研究，主要為經由構造的改變(例如表皮細胞之增厚、木質化或矽化作用

(silification))與生理和生化性質的改變(例如產生較多抑制或排斥病蟲害之

物質)而增加抗病性。此外，經由增加機械性屏障物(木質化)和植物抗菌素

的合成而改變植物對病原菌侵襲的改變，亦可提高植株之抗病性。當寄主



107 

植物之最易感染的生長期，與寄生物(parasites)及有害生物(pests)最高活性時

期於不同時期發生，則可達到表觀抗病性(apparent resistance)，亦即避病

(disease escape)之防治策略(Agrios, 1997; Huber, 1981)。 

當耕作模式改變而增進植物之養分吸收能力及忍受性，相對的增加其

對病害之忍受度，甚至達到禦病、抗病之程度。然若處理不當，則可能誘

發病害之發生，以氮肥為例，病原菌之代謝系統可因氮肥形態不同(銨態氮

或硝酸態氮)而有不同之反應及利用能力，如抑制銨態氮之硝化作用可降低

Verticillium sp.引起之萎凋病，郤可引發立枯絲菌(Rhizoctonis solani)引起之

立枯病，反之則立枯病減少而萎凋病增加。 

外在的因子則指經由特殊處理造成環境改變而保護植物免於受病原菌

侵襲，抑病土(suppressive soil)即為外在因子之應用。Agrios(1997)認為養分

為影響病害發生之環境因子之一，可影響植物生長速率和植物抵抗病原菌

侵襲之能力。雖然抗病性和耐病性受遺傳因子的限制，但亦受環境因子相

當程度的影響，養分則為其中極易管理之環境因子(Marschner, 1995)之一。

Huber and Wilhelm(1988)亦指出養分管理已為病害防治重要策略之一，例如

施用石灰或不同量及形態的無機肥料，不僅可直接影響植物生長和組成，

亦影響其抗病性及耐病性以及土壤與根圈中微生物活性。一般而言，養分

對高感病性或高抗病性品種之抗、感病性影響較小，但對中度感病或部份

抗病品種之影響較大。 

藉由添加營養物質而改變土壤物理性質(包括酸鹼度、濕度及通氣性

等)、生物相(包括根圈分泌物、根圈之微生物繁殖)及無機或有機養分亦可

抑制病原菌而降低病害之發生。此外養分亦可影響病原菌之生長、繁殖、

病原性及殘存，故可影響生物防治之成效。 

7、改善栽培環境：溫度及濕度為病害發生極重要之影響因素，故宜加

強管理措施，促使植株生長於適宜之溫度下；適度調整栽培空間，並使栽

培環境通風良好，降低小區之濕度，則病害自然減少。通風良好時，可促

進空氣流通，將濕氣帶走而降低濕度，同時亦可降低溫度，對病害防治助

益極大；至於日照充足，除可增進植株生長，減少徒長現象而增加植株之

抵抗力外，可明顯降低植株間之溫度及濕度；而適度修剪，對病害防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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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尤為明顯，乃因適度修剪枝條，尤其修剪徒長枝，可促進植株之光照

及通風，同時亦可降低溫度及濕度。 

8、避免密植植物：植株過於密植時，易導致小區溫度、濕度增加，因

而增加病害之發生機會，同時過於密植時，植株易徒長且生長勢較弱，對

病害之抵抗力亦相對降低，因此適度調整行株距，實有其必要性。 

9、適度供水：過量之土壤含水量易影響植株根部之呼吸作用及其他生

理作用，而影響植物之抗病力；而水分不足時，植株生長不良，抗病性亦

相對降低，若植株長期處於水分失調狀況，則對環境之變遷較敏感，且對

病害之抗病力極差。若採用以滴灌或噴灌方式供水，適度控制及調節水量，

則可降低病原菌存活率，藉以降低病害之嚴重度。 

10、加強雜草管理及蟲害管理：炭疽病、灰黴病、白絹病及疫病等均

為寄主範圍相當廣泛之病害，雜草亦可為該等病害之寄主而傳播病源；同

時雜草亦是媒介昆蟲之溫床而傳播病毒病。雜草叢生時，易導致小區微氣

候之改變，造成溫度、濕度增加，可促使真菌性及細菌性病害之發生。若

適度防除雜草，除可減少病害之寄主植物，而降低感染源，同時可減少養

分競爭、並因光照良好而促進植株之生長勢，加以通風良好，濕度降低後，

更可減少病害之發生。至於昆蟲可為病害之媒介昆蟲，同時昆蟲為害之傷

口常為病原菌侵入之途徑，因此須加強防除，尤其須加強病毒病媒介昆蟲

之防除。 

11、注重田間衛生，加強清園工作：於發病初期剷除病株或清除罹病

枝葉，可減少感染源而避免病害之大發生；栽培期間隨時清除罹病枝條及

葉片，可減少病害之傳播；而於採收後迅速清除罹病枝葉，可減少病原菌

之繁殖機會，降低病害之發生。此外栽培及包裝用具、工作臺及工作場所

之清潔亦需極為注重，以減少操作過程中之感染及採收後感染。 

12、土壤處理：土壤含水量、通氣性以及鹽分累積引起之土壤堅硬均

可能影響植物之正常生長而導致病害之發生，故須加以處理。至於土壤性

病害發生後，病原菌之菌體均以不同形態存活於土壤中，如何將之徹底剷

除，亦為土壤處理之重要課題，一般土壤處理方法為添加有機質及其他肥

料、土壤消毒及曝曬土壤。添加有機質可促進植物生長而增加其抵抗力，

同時有機質中之微生物可發揮其拮抗作用，相對地降低土壤病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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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較明顯之例子為適度施用 SH 土壤，可增加有益之拮抗菌之濃度，抑制

病原菌菌之生長，同時可促進植株生長而增加其對病害抵抗力，因此明顯

的抑制萎凋病之發生；而針對不同病害調配不同有機質肥料或施用其他化

學肥料，亦可適度降低病原菌之感染源，達到抑制病害擴展之目的。至於

土壤消毒可將土壤中所有生物殺死，包括病原菌、有益微生物、地下害蟲、

雜草種子，而達到淨化土壤之目的，若為草本植物，前期作種植不佳時，

始需土壤消毒，消毒時可採用 70% 溴化甲烷(methyl bromide)/30% 氯化苦

(chloropicrin)、邁隆(dazomet, Basamid)或福馬林(formaliln)等，利用上述土

壤消毒劑時須注意消毒過程中覆蓋須密閉，以避免藥劑迅速飛散於空氣

中，同時消毒後須先翻土，待藥劑完全揮發後再行種植，以避免藥害。但

以化學藥劑法消毒後微生物均已消除，若不慎將病原菌再度引進時，因缺

乏其他微生物之競爭，病害之發生易較未消毒者更為嚴重，故處理過程中

必須相當謹慎，同時消毒後土壤之物理及化學性質若改變時，則須適時予

以調整。而目前試驗結果顯示，以 80℃或 60℃熱蒸氣薰蒸 30 分亦可達殺

菌效果。 

當耕作防治無法抑制病害發生時，則立即放棄栽培，剷除病株以降低

防治成本並減少感染源；或進行藥劑防治；藥劑防治雖可簡單而迅速將病

害加以防除，但仍有其限制因子。 

(二) 藥劑防治 

為一般所稱之化學防治。於發病初期，根據植物保護手冊及田間發病

狀況，慎選適合之防治藥劑加以噴施為最常見者。採用藥劑防治雖可簡單

而迅速將病害加以防除，其原則為選擇適合藥劑對症用藥以發揮最大藥

效、充分了解施藥之最佳時機及施藥方法以充分表現藥效；此外使用後之

抗藥性問題、藥害問題以及農藥之安全性與對環境之污染情況亦為必需隨

時觀察及掌握，以免造成損失及影響。殺菌劑之種類繁多，同時各有其特

殊之防治對象，若未對症用藥，除無法發揮藥效外，同時易造成金錢浪費

及環境污染，因此於施藥前，宜將病害詳加診斷後，再依據病害之特徵及

病害發生之環境因子等因素，訂定可行之藥劑使用策略，依此策略進行藥

劑防治，若發現缺點時，再加以修正，以發揮藥劑之最高藥效；藥劑之施

用方法可直接影響其藥效，一般以稀釋液噴施、浸種及拌種、土壤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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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粒劑條施於土壤中最為普遍，使用前宜依據病害種類及藥劑之特性，訂

定可行而有效之施用方式；藥劑經長期使用均會導致抗藥性產生，但合理

使用藥劑可延緩抗藥性產生，因此不斷篩選新的防治藥劑、製訂抗藥性管

理策略，擬定藥劑輪流使用或混合使用方針，再配合其他防治策略，可有

效延緩抗藥性之產生；藥害為藥劑使用不當時之後遺症，一般常發生於施

用不當或混合使用時，但施用偽劣農藥則無可避免地極易導致藥害發生，

故不可不慎；農藥雖可有效防治植物病害，但使用不當會危害使用者之安

全，同時亦會造成環境之污染，因此適時適量及對症用藥可減少農藥之使

用量，降低對環境之污染。 

時適量及對症用藥可減少農藥之使用量，降低對環境之污染。 

八、害物整合管理 

害物整合管理源自於英文的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為 IPM。

第一個關鍵字是 Pest(s)，一般稱為害物，係指與作物生活在同一個環境，

並且已形成一個穩定的生態系統，可直接或間接加害作物的動物、植物或

微生物；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凡是生長在不該生長的地方的生物即可稱為

害物，以雜草為例，當它生長在作物田裡即被認為雜草，但若它具有中藥

之療效，則可稱為藥草，若被栽培作為食用作物，則可被認為蔬菜，又如

布袋蓮，多年來多生長在灌排水溝，造成嚴重阻塞，為極需去除之雜草，

但當它出現在庭院時，則搖身一變，成為觀賞植物。作物也可能變成害物，

例如玉米生長在蔬菜田，因遮蔭而阻礙蔬菜的生長，則可被視害物。 

IPM 的第二個關鍵字是 Integrated(或名詞 Integration)，一般通稱為整

合。整合是將分歧的方法或策略整合而統一，以形成一個整體，因而可產

生結合後的協力效果，是否整合成功的明顯指標為聯繫、協調及和諧，也

就是一般所謂的合縱與連橫，又可稱為垂直與水平整合。IPM 整合的內涵

包括科學學門整合、治療(治標)與預防(治本)技術整合、多種多類有害生物

防治系統整合、產官學研究推廣人力整合等等，也就是由單元至多元循序

漸進的整合。 

IPM 第三個關鍵字是 Management，即為常見的管理。管理是透過企

劃、組織、領導及控制等多項管理方式不斷循環運作而發展出決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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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有效的整合，利用有形資源(人力、財務、物料)與無形資源(科技知識、

資訊、法規、智慧財產等)，藉以產生績效而達成事業目標，故在此所謂的

管理，已隱然包含系統與整合的概念在內。所謂「系統」，是指由具有特

定功能、相互間具有有機聯繫的許多部份(子系統)組構而成，同時不斷的演

化而形成的一個「整體」。一般研究整體通常採用的方法是以功能來界定

系統，而分工與整合是管理的基本要求。IPM 的管理系統可約略的界定為

農業生態系統(Agro-ecosystem)、監視、決策、執行及評鑑等子系統相互聯

繫所組成，因此就管理而言，整體系統管理應為第一要務。所謂農業生態

系統包含作物、有害生物及棲地環境三方面基本單元。 

因此 IPM 是一門跨學科的應用科學，以人類的福址為優先，以生態學

為基礎，以管理學為指導，以整合為策略，以科技為後盾。若以作物保護

為考量對象，則可從系統、生態、經濟及管理四大取向的多元層級與面向

來思考 IPM，由於 IPM 牽涉人、事、物等各種不同對象的互動，為一極為

複雜的問題，因此，IPM 問題的解決是必需整合不同層級、不同面向的微

觀與宏觀的研究結果。因此我們應該學會從管理科學的角度來看 IPM，學

習管理者所需具備的技能，包括技術技能、溝通技能、領導能力與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及應變的(危機處理)能力。 

IPM 包括三項基本原則：1、將害物之族群維持於經濟危害基準之下，

而非將其徹底滅除；2、儘量採用非化學製劑的防治方法以降低害物族群；

3、當藥劑的應用已無可避免時，宜慎選藥劑，將其對有益生物、人類及環

境之影響降至最低。因此整合管理之定義可解釋如下：在農業經營系統下，

利用多元化之防治方法控制害物族群，使其低於可被接受之經濟危害基準

之下，亦即維持於生態平衡之狀態下，而非「趕盡殺絕」，進而減少作物

之損失，並配合正確的農藥使用而達到生產高品質作物及其附屬品之目

的，同時兼顧公眾健康、保護環境及有益生物之作物管理方法稱為整合管

理。由於整合管理乃結合多種防治方法的應用，其中包括預防及治療方法，

乃依據成本、技術水準、作物種類、藥劑之靈活應用及其他環境及社會等

因子而考量。但其管理模式並非一成不變，往往受耕作時之特殊害物發生

狀況、當地的農業政策、其他農民及社會經濟所影響，因此因地制宜為 IPM

執行過程中極重要的理念，也就是說，IPM 的決策過程中，是必需兼顧政



112 

治層面、生態層面、社會層面與經濟層面的考量，同時不可跳脫科技化的

操作模式與管理。 

由於整合管理乃結合多種防治方法之應用，其中包括預防及治療方

法，乃依據成本、技術水準、作物種類、藥劑之靈活應用及其他環境及社

會形等因子而考量。同時農業經營環境多為開放系統，所有條件之流通性

及變異性極大，效益極難評估，因此執行整合管理時應先畫定施行的範圍，

由特定之作物或特定地區開始執行，而後逐漸擴大，避免因大面積及多因

子互相干擾而影響防治成效。但其管理模式並非一成不變，往往受原耕作

時之特殊害物發生狀況、當地之農業政策、其他農民及社會經濟所影響，

因此因地制宜為 IPM 執行過程中極重要之理念。 

一般言之，害物整合管理施用的防治方法大致可歸類為生物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生物技術應用 (biotechnology)、藥劑防治 (chemical 

control)、耕作防治(cultural control)、寄主抗性(host-plant resistance)、物理防

治(physical control)、 費洛蒙防治(pheromonal control)及預防(preventative 

control)。 

(一) 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 

生物防治在蟲害防治上最為代表者為釋放天敵及性費洛蒙之應用，此

外，應用蟲寄生菌防治害蟲亦不失為一良策，如蘇力菌防治小菜蛾為極成

功之例子；而病害防治較為典型者為拮抗微生物與有機添加物的利用，以

活化土壤生命力，並降低土壤傳播性病害，較常見者為(一) 利用菌根菌或

拮抗微生物處理種子或種苗後種植；(二) 施用特殊配方之有機質肥料誘導

土壤中之拮抗菌繁殖，藉以抑制土壤傳播性病原菌之擴展；(三) 噴施拮抗

微生物；(四) 應用微生物製劑之生物性農藥作為地上部噴施；(五) 微生物

之代謝產物或相關之衍生物作為病害防治用。至於栽植忌避植物亦不失為

降低蟲害之良策。 

(二) 生物技術之應用(biotechnology)： 

生物技術之應用包括遺傳因子之應用、抗病及抗病基因工程技術、基

因轉植植物之應用、組培養及其他生物技術，較為一般人所熟知者為抗病

育種、以抗體測定種子、部份植體、砧木及接穗之帶菌情形、利用組織培



113 

養以繁殖健康植株、抗殺草劑之基因轉植物、抗殺病之基因轉植物及抗殺

蟲之基因轉植物等 

(三) 化學防治(chemical control) 

當投資報酬率之評估發現，藥劑之施用已無可避免時，以輪用之方式

施用，而非定期性之施用化學藥劑，除符合綜合管理之原則外，並可延緩

藥劑抗藥性之產生而利於藥劑之管理，同時避免傷及有益生物及天敵為不

可忽略之重點，於釋放天敵之地區，尤需防患殺蟲劑對天敵之殺傷力。其

中需考慮者，包括如何對症用藥發揮最大藥效、施藥方法、施用時期及次

數、使用後之抗藥性問題、藥害問題以及農藥之安全性與對環境之污染情

況。因此於施藥前，宜將病蟲害詳加診斷後，再依據病蟲害之特徵及發生

之環境因子等因素，訂定可行之藥劑使用策略，依此策略進行藥劑防治，

若發現缺點時，隨時加以修正，以發揮藥劑之最高藥效。 

(四) 耕作防治(cultural control) 

耕作防治之應用為一極高深之學問，往往藉由此方法而減少一害物為

害之同時，已誘導另一害物大發生；亦可能於害物防除之同時，產量已然

減少。普遍較常列為考量者為選擇適宜之種植環境與時間、選擇適宜之作

物、選用健康土壤、選種健康種苗、加強種子(苗)檢疫及消毒處理、加強幼

苗期管理、　擇適當肥料並適時適量施用、避免密植植物、改變灌溉方式、

改變栽種管理模式、建立輪作制度、生態性因子之應用、物理因子之應用、

機械方法之應用(修剪、砍除等)、注重田間衛生徹底執行清園工作、田間污

染物之管理、農業廢棄物之管理與利用等。其中物理因子常被應用者為加

溫、降溫、降低濕度、人工捕殺、改變能量及聲音等之應用，而適當之雜

草管理可減少寄主植物而降低病源及減少媒介昆蟲之棲息所，一般亦可藉

由密植物而降低雜草繁殖。然所有應用之管理方式均需符合經濟性及低毒

性之要求。 

進行綜合管理時，同時需發展監測系統，定期監測害物(生理性及生物

性)發生之必要條件，包括環境因子，害物及寄主之狀況，同時監測管理之

效果，以利隨時調整管理模式。環境因子包括土壤條件、水分管理、肥培

管理等及溫度、濕度、雨量、露點、風向、風力等影響植株生長及病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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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發生之氣象因子，尤以溫度及濕度最為重要；害物則包括種類、發生時

期、危害狀、於田間之生態及其擴展性；寄主則包括作物品種、生長期、

生長狀況及栽種管理等。監測資料有助於防治時機及防治方法之應用，愈

詳盡愈有助於擬定可行之防治策略。因此綜合管理中不可忽視之措施為種

植管理之記錄，隨時觀察並保存良好且詳盡之記錄，包括雜草、害物及病

害記錄並保存完整之田間分布圖，可幫助害物發生及蔓延之判斷，同時避

免在同一栽培田於不同時期栽培相同品種或種類之作物，亦為綜合防治必

需注意之項目。 

由於科技之進步，多項科技產品已逐漸應用於日常生活及農業生產，

其中極為先進者為地理資訊系統/全球衛星定位儀(GIS/GP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利用衛星系統及遠端感應器

等先進儀器，可監測作物之產量、土壤之性質、質地、含水量、營養成分，

甚或土壤酸鹼度，對於植物保護工作之應用，可用於監測蟲害棲群密度、

雜草族群，而病害上之應用則較著重於微氣候因子之監測，經由此詳細資

料，可進行預防性之保護措施，或根據實際狀況，適時、適量進行管理，

而達綜合管理之經濟效益，不致產太多之浪費，應為未來綜合管理之監測

系統中不可或缺之因子。 

監測結果若發現綜合管理無法發揮防治效果而達到綜合管理之目標

時，如為草本植物則剷除所有植株，重新種植，當可將害物徹底清除；否

則安於現狀不作任何處理，當症狀及病蟲害經一段時間之擴展而達到穩定

平衡後，自然不再擴展，如此可避免造成無謂的浪費，但作物之品質及產

量則無法預期。至於木本植物，因多為多年生植物，不易剷除而重種，則

可考慮強剪、清除罹病枝條及徒長枝並加以燒燬，同時噴施保護性藥劑，

而於翌年病害發生季節來臨前再行噴施保護性藥劑，將可大量降低感染

源。事實上為防治生物性害物，綜合管理政策是容許農藥配合施用。因此

當施用農藥已無可避免時，如何正確地施用農藥成為極重要之管理策略，

此時如何選用低毒性、廣效性之農藥，簡單而迅速將病蟲害加以防除為極

重要之策略，但切記以不違反綜合管理之低毒理性、兼顧公眾健康及保護

環境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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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作物整合管理與健康管理 

作物整合管理(Integrated Crop Management，簡稱 ICM)於 1997 年首先

由英國 British Crop Protection Council 提出，乃是指以合乎經濟及生態的基

準，建立最適合作物生長的環境條件，藉以生產高品質、高價位的農產品

及其附加價值，並將害物控制於可容許之經濟水平之下，而可以獲取最高

收益，且達永續經營之境界。包括 7 項原則，分別為 1、精確且經濟地施用

化學物質，2、精準且謹慎的選用質材，所使用的質材務必可互相配合而達

到最佳化的應用，方不致於造成浪費，3、重視天敵之繁殖，同時建立一個

有利於土壤及作物生長，且可抑制害物(包括病害、蟲害及雜草等)繁殖的環

境，4、藉由適當的輪作及耕作模式，以營造土壤肥力最佳化的條件，5、

維持或增加經濟效益，而非追求絕對之作物高產量，6、將不利於生態環境

的因素降至最低點，7、延緩及降低害物對藥劑抗藥性及對生物性防治方法

之抗性的發生。美國植物病理學會於 1999 年出版「Citrus Health 

Management」，書中提及柑桔所需管理之項目包括種植地點、土壤管理、

水分管理、品種選別、砧木選別、接穗選別、肥料管理、整合性的繁殖管

理、病害管理、蟲害管理、草害管理、施藥技術及採收後處理等，凡是有

利於植株健康者均為管理之考量因素，而在經濟效益層面，甚至包括如何

規劃管理策略及成本分析以達到最高產值，可說是與 ICM 有異曲同功之

效，也可說是由不同面向思考同一技術，因此以系統管理的角度而言稱為

整合管理，若就生物科學之角度而言，則稱為健康管理。簡而言之，作物

健康管理為有效的整合既有的技術，營造最適合作物生長的環境，以促進

作物的健康，進而生產健康的農產品，藉由健康的農產品增進消費者的健

康，同時也因為合理的使用資材而促使環境趨於健康化，進而營造一生物

多樣化而達到生態平衡的環境。因此其管理模式因地、因時、因人制宜，

配合不同之栽種環境，種植適合之作物，加以適當之管理，乃整合適宜之

因子而加以利用，而非將所有可資應用之方法集合而綜合應用。 

在害物發生的過程中，寄主、環境及害物呈等邊三角形關係，缺一則

不可能造成危害，而在完善的健康管理過程中，健康管理、環境與收益亦

呈等邊三角形關係，當健康管理得宜時，則環境條件利於作物生長，因植

株生長健康而可增進農民之收益，反之，則環境及收益均受嚴重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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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農民收益高時，自然強化管理，環境隨之良好，反之，則粗放栽培，環

境因而遭受嚴重之影響，害物密度亦隨之增加。當環境利於作物生長時，

易於管理而收益良多；反之，管理成本增加而收益減少。因此，如何維持

此三要素於等邊三角形關係為一管理的藝術。 

健康管理實際執行時，包括三大系統的整合，分別為專家整合、技術

整合及資材整合。首先需藉由專家整合，而達到技術整合，並結合傳統農

業及近似有機農業，而建立管理策略，提供管理原則、技術及執行方針，

以建立最佳化的管理策略，然並無任一管理系統可適用於所有的狀況，如

氣候、土壤及市場需求改變時，管理技術也需隨著改變，因此必需不斷的

以新技術結合原有的技術，再經由試驗、應用以開發新的管理技術，此外，

藉由比較多個經濟生產系統，亦可獲得經驗而使健康管理的策略更趨於完

善，簡單的說，成功的健康管理策略具備高水準的技術及管理，為一精準

農業的管理策略，而非一減量施用資源的農業。當管理策略經由上述程序

建立起來並趨於成熟而達到可實際應用時，則需整合推廣教育人員，擬定

教育方針及推廣模式，以輔導農民充分了解健康管理的理念及實際執行手

段，如此一來，方可將健康管理策略於田間落實，同時推廣人員亦可成為

專家與農民間的溝通橋樑，除可協助專家群宣導管理理念外，亦可協助農

民反應實際應用所產生的效應，進而進行檢討、改進；隨著專家及技術整

合後，所應用的資材亦趨於完善的規劃與應用，若能藉由資材整合，使各

類資材的供應趨於簡單化，則健康管理的運作當可事半功倍。 

一般健康管理可以下列方向加以考量，分別加以詳述。 

(一) 合適的種植地點： 

種植地點所應考量的因素包括土壤、溫度、雨量與濕度、光照及與市

場及集場距離遠近等。 

1、健康土壤：健康的土壤需具備下列條件：土質疏鬆，通氣及排水良

好、含適量之有機質肥料及化學成分，而未受病原菌及地下害蟲感染為另

一重要考量因素，因此種植期間需控制土壤的物理性、化學性及生物性因

子，若能定期進行土壤分析，以了解土壤之實際狀況，再依據實際狀況適

時、適量添加有機質肥料及化學肥料，除可提供充分的營養外，促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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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健康，營養成分合宜利於消費者健康外，同時對土壤環境的污染降至

最低。此外，亦需強化灌溉系統及模式，適當管理水分。避免過量或不足

之土壤含水量，乃因過量或不足均易影響植株根部之呼吸作用及其他生理

作用，而影響植物之生長而間接影響抗性。 

2、溫度：溫度可左右害物發生及作物生長，適度調整有利作物生長而

強化抵抗力，相對降低害物之發生。改善溫度條件可採行之方法為設施栽

培、適度遮蔭、適度調整栽培空間等；此外，適度修剪除可促進植株之光

照及改善通風，對調節溫度亦稍有助益。 

3、雨量與濕度：臺灣地區雨量多，大部份超過蒸發量，每年的雨量並

不固定，但多集中於 5-9 月，且 5-9 月之月雨量變異大，若農地無法消納每

月數百，甚至上千公厘的雨水，則作物嚴重損害，但若農地能消納此大量

雨水而作物栽培不受水害影響，則生長良好，因此農地消納雨水的能力成

為作物栽培成敗與否之重要關鍵。 

至於濕度，明顯影響害物的發生與消長，故為保護作物生長，控制濕

度實有其必要性。在臺灣一般多以降低濕度為多，需避免下午及夜間於田

間大量供水，同時改善通風，因通風良好時，可促進空氣流通，將濕氣帶

走而降低濕度；而極重要者為適度修剪枝條，可促進植株之光照及通風，

同時亦可降低濕度。 

4、光照：植物必需種植在光線充足處方可正常生長，但不同作物對光

照之感受度不同，故需要強光照之植物，應種植於光照充足處，至於不可

照強光之植物，種植時必需遮蔭。光照對果品之品質影響極巨，如何營造

適宜的光照，為生產高品質產品之不二法門。 

5、與市場及集貨場距離之遠近：貯運距離之遠近直接影響農產品採收

後的品質，與集貨場的距離愈近，愈可於採收後立即進行保鮮作業而維持

農產品之品質，反之則較易喪失原有之品質。 

(二) 健康種苗：  

所謂健康種苖，可分為二種，一種為抗病蟲害的種苗，一般可經由育

種而得，或藉由基因轉植而培育抗病蟲品種；另一種為未受病原菌(包括病

毒、真菌、細菌及線蟲等)及蟲害感染的種苗。當健康種苗無法獲得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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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生物技術或物理性處理以去除病原，但選種適合之品種，則為第一優

先考量的因素。 

(三) 品種多樣化 

品種多樣化，可適度調整產期，延長供貨期，避免產期過於集中，因

量大而造成價格低，甚至因供過於求而滯銷。此外，不同品種混植，可提

供授粉樹而增加受粉率，降低生理落果機率。 

(四) 植物保護 

除應符合 IPM 之條件外，以採用抗病蟲品種、誘殺、生物防治及耕作

防治為主軸，儘量避免使用化學藥劑，同時進行病蟲害監測及預測，於害

物發生之有利環境因子出現時，防患未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執行

IPM 之管理時，需有預防重於治療之理念。 

目前臺灣多數作物之害物管理，仍以採用化學藥劑防治為多，少有其

他防治方法，且藥劑防治之效果未必極為顯著，而長期大量用藥除增加防

治成本外，環境污染亦不在話下，甚且部份病蟲害缺乏防治方法，故急需

建立各種病蟲害之最基本的防治方法，進而進行其他防治方法之開發，包

括生物性及非生物性，方可達成物整合管理之目標。而大面積之共同防治

措施有其必要性，以東方果實蠅之防治為例，目前各地區採用重點式、小

面積之防治，農民雖了解監測與誘殺之有效性及重要性，然因小規模進行，

農民往往懼怕大量成蟲往誘殺區集中而造成嚴重危害，故誘殺及監測之意

願均極低，因此於害物發生區進行全面性之共同防治，實刻不容緩。 

(五) 植物營養： 

控制肥料乃維持植株健康以獲得高產量的重要方法之一，有機肥料及

化學肥料均有其必需性，故宜定期進行葉片及植體分析，作為施肥之依據。 

有機質肥料之施用技術因時因地制宜，可視為一農業藝術，其主要的

功效包括三方面；一、改善土壤物理性質：改善土壤構造、增加土壤保水

力、增進土壤通氣性及增加土壤溫度；二、改善土壤化學性及作用：可增

加土壤貯存營養分，經分解後提供植物的營養及能量，同時分解產物可促

使貯存的無機營養轉移及增加其有效性、營養的固定化作用及含有植物生

長的活性物質；三、對土壤微生物的影響：提供土壤微生物的營養及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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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氮素較少的腐植質可增進土壤固氮的作用，將空氣中的氮固定成生物可

利用的氮素化合物；增進土壤有益菌而制衡有害菌，此外，有機肥可增加

保肥及保水力、提高養分有效性，如磷及微量要素之有效性、並提供微量

要素，尤其鐵、錳、銅、鋅、硼、及鉬。因此優良之有機肥料需包括下列

成分：1、牛糞；2、高量纖維素、半纖維素、及木質素等材質：一般可採

用禾本科作物之莖及葉、樹皮、木屑、太空包、或蔗渣等；3、高養分含量

材質：包括雞糞、動物血、內臟、魚下腳料、豆粕類、米糠等，4、必需堆

製並經過高溫發酵至堆肥無臭味者，此外，施用時，有機肥必需與土壤充

分混合，方可發揮其最佳肥效及改良土壤之效用。 

化學肥料亦為不可或缺之要素，施用時需包括氮、磷、鉀三要素及微

量元素，且三要素之比例因植物不同而用量不同，然應避免硝酸態肥料之

淋洗流失及生理障礙。 

由於勞力不足、工資昂貴，絕大多數的農民多採用粗放的施肥模式，

量多、次數少、表面施用，因此造成肥料用量偏高、利用率偏低，因此建

立合理化的施肥模式有其必要性，依據作物需求，合理化的施肥，促使農

業永續發展，以維持農業生態平衡。為符合維持固定之經濟效益，而非追

求絕對之高產量之原則，則除合理化施肥外，仍需建立少量多施之習慣，

必要時配合液體肥料之噴施，於適當之時機噴施液體肥料，可達快速促進

生長、開花及成熟之目的，提高果品糖度及硬度等品質，對於色澤亦有助

益，而液肥可直接為作物所吸收並快速移動，施用量亦較少，較為經濟，

以購買肥料之經費換取工資及增高產品售價，應是合乎經濟效益。 

(六) 草生栽培與種植綠肥： 

草生栽培可由果園原有的雜草藉由不斷的觀察、選汰，選擇合適的草

種而加以保留、繁殖至全面覆蓋，以減少土壤及肥料之流失，同時可協助

維持土壤之溫濕度，然於選留草種時，必需考量其是否成為害物之居留所

而造成害物在其上大量繁殖。若能種植綠肥，除可減少土壤裸露，必可提

供營養成分及纖維質，有助於植株及土壤之健康。 

(七) 栽培管理： 

栽培管理之主要重點為慎選作物種類、慎選合宜之種植時期、適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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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密度。整枝修剪、水分管理及田間衛生。適度的整枝修剪除可強化植

株生長外，同時營造適合栽種之環境，包括光照、通風甚至小區溫濕度之

影響。而水分管理等亦需加強，以增進根系生長、防止根系受傷，同時可

減少落花及落果，若遇乾旱時，適時噴施液肥除可供應必需之水分外，同

時可增加植株抗逆境之能力。 

田間衛生與廢棄物處理影響田間防治效果極巨，然往往未受重視，主

要乃因其損失於無形，且防治效益不易評估，同時廢棄物不易處理。以柑

桔立枯病之防治為例，農民於補植時雖種植健康種苗，但未進行清園，木

蝨可快速由病株遷移至健株，再次造成感染，目前普遍發生的褐根病、枝

枯病、胴枯病及其他土壤傳播性病害等病蟲害亦有相同之狀況，任一殘株

或殘留的罹病蟲植物組織均可成為害物之溫床，實應加強處理。在楊桃健

康管理的試驗中，曾嘗試將疏果之小果、受害物為害之果實檢拾，並集中

進行堆肥製作之發酵程序，初步已證實可降低害物之為害率，而廢棄物亦

可於短時間內減量，此初步發酵之產物若能配合有機堆肥之製作，再進一

步處理，當可化腐朽為神奇，除可解決廢棄物外，同時降低經營成本且增

加土壤之有機成分。 

(八) 機械化考量： 

機械化考量即為視實視需要應用機械取代人力，並逐步、漸進為自動

化，可建立標準作業流程，而達到省工及均一化的目的，因而降低能源增

加之壓力，包括降低人力、提升工作效率及減少資源之浪費，同時可減少

因人為操作、接觸所造成之感染，但仍以符合經濟原則為依歸。目前勞力

短缺，尤以技術工更為短缺，導致工資昂貴，農業之經營成本增加，機械

化與自動化實有其必要性。 

(九) 採收後處理： 

採收後處理可保持農產品的品質，同時預防貯藏病害之發生，故需加

強採收前之處理，以促使產品於採收時進入顛峰狀況，並注意於傍晚或清

晨低溫時採收，降低其呼吸及其他生理作用，以延緩老化現象。而採收後

之處理亦極重要，包括貯放於合宜之貯藏環境及選用最佳之貯藏方法。 

(十) 農民推廣教育及消費者宣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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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之最終目的乃為消費者所接受，而消費者包涵所有各行各業及

各種不同理念之族群，因此消費者之認知及消費習慣為不可忽視之一環，

如何宣導健康管理之理念，促使消費者了解化學物質之安全性及必需性，

同時改變其選購外觀亮麗而不注重品質之消費習慣，實有助於健康管理於

田間落實。以多層面之教育與推廣為考量，以吉園圃為例，宜向農民宣導

吉園圃之理念、執行方法與優點，引導農民以生產符合吉園圃標章之農產

品為榮；而向消費者宣導標章之由來、意義及其所代表之農藥安全性，引

導消費者對農藥有較具體之認識，不致因不了解而心生恐懼。又如有機農

業，需不斷教育農民有機農業的真正意義、執行方法及其經營策略，鼓勵

農民以生產有機產品為榮；而針對消費者擬定不同的宣導方針，使消費者

對有機產品有正確的觀念而不致過於迷信坊間說詞。 

推廣教材以簡單易懂為原則而非太過於學術性之報導，編印可實際直

接於田間參考應用之技術手冊，引導農民於關鍵時刻即早動手管理。而其

普及性應以數量充足至可人手一冊，而非一書難求。至於資訊流通與訊息

傳遞需精準而快速，網路之應用雖可快速傳遞訊息，然對農民甚或產銷班

並非一普及之方式，其實用性仍待評估，因此多元之傳播媒介仍屬必要。 

(十一) 行銷： 

農產品之行銷為市場機制導向，由消費的的喜好決定產品的價格與消

費量，消費量更直接影響價格，因此當供過於求時，價格滑落而價賤傷農，

投資意願降低，於是採粗放管理，品質因而下降，如此惡性循環，為農業

發展之極大阻力。因此，在種植之前實宜先進行市場調查，充分了解消費

者之需求，依據不同消費族群的喜好訂定不同的產品規格及其所佔的比

率，而後種植生產；然消費者的喜好隨時改變，因此定期進行市場需求調

查，迎合消費者求新、求變的心理，隨時調整生產策略，實有其必要性。

在因應加入 WTO 之措施中，不斷強調建立品牌及市場區隔，然品質仍為建

立品牌之基本條件，因此種植合適之品種、提高應有的品質、而後方可建

立品牌；若能維持固定的高品質，則開拓外銷市場，猶如探囊取物。 

行銷策略擬定時尤需顧及社會層面的考量而建立多層次的行銷體系，

以 SARS 流行期為例，多數人為避免接觸病源而感染、罹病，大多減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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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群聚，相對的，對於民生必需品的採購次數亦相對減少，曾導致農產

品滯銷，農民苦不堪言，此時部份農民採小包裝宅配到家方式直銷，則開

闢一暢銷管道，實可加以擴展作為長期經營之方式之一，而不同的行銷方

式多管齊下，互相配合應用，當可建立農產品多元化的銷售通路。 

總之，ICM 之精神乃整合相關之生產技術進行作物管理，藉提昇品質、

降低生產成本而達提昇競爭力之目的，同時兼顧生長環境之保育，以達永

續經營之最終目的，因此 ICM 之執行為一群體合作之工作形態。目前為因

應臺灣加入 WTO 之衝擊，產業對策已逐漸調整為以提昇競爭力為主軸，促

使農業朝向「以知識的市場化與商品化，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增加農

民所得」的方向發展，而其調整策略之一為農業策略聯盟，乃結合農業相

關資源與人才，應用先進的技術與資訊，建立完善之農業產銷體系，並配

合相關之行銷體系，以提升經濟效益與技術效益；可知二者之精神均以提

升競爭力與群體合作關係為主軸，因此如何宣導整合性管理，引導農民進

入整合性管理，進而進入永續農業之以降低加入 WTO 之衝擊，實已刻不容

緩。 

十、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 

(一) 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  

有機農業即是施行有機農法(organic farming)的農業。美國農業部於

1980 年定義為不使用化學肥料、農藥、生長調節劑及飼料添加物的生產方

式，即為有機農業。而 Liehardt & Harwood 則定義為是一種儘量少用或避免

使用化學肥料及農藥、配合豆科植物之輪作、利用農場內外廢棄物及天然

礦物，以維持農業生產之耕作方式。其基本做法包括： 1. 為維持土壤的生

產力及易耕性，施用作物殘渣、家畜糞尿、綠肥、有機性廢棄物及無機礦

物於土壤中，以求充分供給作物生長所需之養分並保持良好的土壤物理、

化學、生物性； 2. 以輪作、間作等耕作方式來生產多樣的作物並維持地力； 

3. 以機耕法、生物防治法來防治雜草及病蟲害。  
(二)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一詞緣自於 sustainability，最早乃應用於經濟學的資源管理領

域中，專指對再生資源的管理，有持續之意，在農業上沿用此概念，表示

可以長期的維持某一水準的收穫量，保有持續整個生態系統的現狀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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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1987 年聯合國的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於其報告書《我們共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中，再強調「永續發展」這理念，認為人類未來的發展應

走向“能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同時又不損及後代追求其本身需要之開發＂，

所強調者為，不同世代間資源使用之公平性，已將永續的涵義擴大為考量

跨世代之福祉。亦即人類如能效法自然，則不會為了當代人眼前的利益，

而損及後代子孫對資源的使用權利。 至 1991 年，世界保育聯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由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聯盟、聯合國環境委員會、

世界野生動物基金會組成）更進一步將永續發展定義為在不超出維生生態

系統容受力之情況下，來改善人類的生活品質，此時已著眼於生態層面的

表達，強調經濟發展應顧及生態系統的承受力，指出永續的內涵兼具經濟

性與生態性。 所以，以經濟上層面而言，永續發展為一過程，於此過程中，

天然資源的開發、投資的方向、技術研究發展的導向、政經制度的改變皆

須有助於並增進當代與後代滿足其需求和欲望；以生態層面而言，必須保

持天然資源存量的永續，在發展時應顧及土壤保持與品質之維護、水資源

的量與質、自然界生物量的平衡、以及環境中和廢棄物的能力。天然資源

又分為可再生資源與不可再生資源兩種，對前者我們可以追求總存量的永

續，而對後者則應減少消耗或尋求替代品。 此外，亦應顧及社會的接受能

力，亦即人類要永續發展就必須在資源和生產系統、經濟系統、以及社會

系統之間產生良性互動，體認到惟有維持自然資源的平衡和維護生態環

境，才能保證經濟的成長。 

總結來說，永續發展應是一種基本原則，隨著應用於不同的產業而有

其不同的目標與作法，而永續農業即是將此原則應用於農業中，屬於整個

永續發展體系內的一個子系統。以永續農業而言，所謂的永續，在目標上

應有時間的區別存在，而作法上則有國別差異性存在，無法將永續發展農

業的過程直接由一個國家套用於另一個國家之中。所以，這也就是為什麼

目前永續農業之內容，各國皆不太相同的原因。 
(三) 永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 

美國技術顧問委員會（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  TCA）於 1988

年將永續農業定義為能成功地管理農業資源以滿足人類的需求，同時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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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或增進自然資源與避免環境的破壞。美國國會（1990）將永續農業定

義為是一種綜合性的植物、動物生產體系，可隨地區運作情形而不同。主

要的作法是循環利用不再生的資源及農場廢棄物，依生物循環來控制病蟲

害，以生產人類所需之食物及纖維。除具經濟性外，還應提高自然資源及

環境素質。簡而言之，是一種農場生產有經濟利益，並能提高人民生活素

質之農業生產方式。 孫明賢（1994）認為永續農業最初是導源於使用有機

肥料、採行生物防治、主張維持地力、消除化學藥劑污染的有機農業。但

因農業是一種產業，必須符合經濟利益才能長期存在，而有機農業只是一

種純生產技術觀點的理念，因此，有機農業不等於永續農業。所謂的永續

農業應該是種能兼顧經濟利益與社會利益、調和資源利用與生態平衡的農

業。 

因此，永續農業的目標有二：一為確保人類及其後代子孫能在地球上

繼續生存與發展；二為保持資源的供需平衡和環境的良性循環。其內涵則

應包括有下列特性：1、經濟性，使農民的生產勞動有利潤；2、穩定性，

須依賴新興的農業科技來達成生產穩定之目標；3、生態性，須能與生態環

境和諧共存；4、社會性，須符合傳統文化與習俗。其基本定義應為：是一

種用科學的方法來幫助農民，將選擇優良品種、土肥措施、排灌方式、病

蟲草害綜合防治、栽培技術、輪作制度等技術合理配置，以降低生產與經

營成本，增加農業產出，提高農民收入，以及永續利用資源和保護生態環

境的農業。  

永續農業應為永續發展體系中的一個子系統，要依循著永續發展這基

本原則來進行廣義的農業生產(包含農、林、漁、牧、食品業)，須兼顧農業

的生態面、經濟面與生活面的一種農業制度，不但要能持續地進行有利潤

的生產，亦需改進人類的生活品質。所以考量永續農業之經營措施時，須

注意：一、以永續農業作為一個總體發展目標，訂定一明確且全面性的概

念；二、永續農業發展所面臨的問題是存在於當地、國家和國際各個層面

上，所以需要各階層的合作。因此成功的永續農業模式須具備三個標準：

永續性、有效性、公平性。   

十一、有機農業之病害管理策略 

(一) 健康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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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種苖可分為抗病蟲害的種苗，及為未受病原菌及蟲害感染的種

苗。當健康種苗無法獲得時，可經由生物技術或物理性處理以去除病原，

但選種適合之品種，則為第一優先考量的因素。此外，可藉由種子消毒及

粉衣等方式而達到抑制害物發生之目的。 

(二) 環境改良，營造合適之種植環境，以增進植株健康而增強抗性： 

環境改良之重點為土壤，土壤管理首要之務為選擇內部排水優良且質

地疏鬆的土壤，並加強水分管理，即地面排水、灌溉周期和灌溉量，同時

不可忽略通氣管理及肥力管理。欲維繫作物之正常生長，土壤必需要有適

當且良好的物理、化學和生物性質，其中任一性質出現問題，均將影響作

物之生育和品質。化學性質之改良，著重於土壤強酸性、鹽害及避免重金

屬污染及發生後之克服；土壤物理性質之改良則著重於排水不良或壓實土

壤、砂粒含量過多、黏粒含量過多土壤之改良。土壤化學性質之改善較易

達成，而土壤物理性質之改良則較為困難，且需付出較大的改良費用；唯

土壤物理障礙如不改善，即使土壤化學性質已改良，不利於作物生長的環

境依然存在。為達到長遠的土壤改良效果，宜同時兼顧土壤物理性和化學

性障礙因子之消除。 

當土壤因病原菌感染或長期耕作造成連作障礙時，可藉由土壤消毒、

有機肥、土壤添加物、微生物資材、輪作、加石灰調整 pH 值加以克服。目

前已知可用於預防鐮刀菌引起之萎凋病，「AR3-2 系列土壤添加劑」可用

於預防白絹病之發生。微生物資材則多用於生物防治，常見者有木黴菌、

枯草桿菌等，其中枯草桿菌已商品化。而拮抗生物防治病害的主要機制為

1、產生抗生素與毒素；2、產生酵素分解病原菌；3、營養競爭；4、超寄

生；及 5、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其他忌避植物亦可有效利用於病害防除。

胡蘿蔔之主要病害為白絹病及根瘤線蟲，種植萬壽菊或孔雀菊後再種植胡

蘿蔔可將根瘤線蟲之發生率降至 5%以下。 

一般園藝作物之輪作以與水生作物輪作為佳，包括水稻、茭白及荷花

等；其次為營養需求不同或不同種類者為宜。依據文獻提供，蔬菜之輪作、

連作關係如下表： 

蔬菜的連作、輪作關係 

可以連作的蔬 小白菜、萵苣、茼蒿、蔥、胡蘿蔔、菠菜、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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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不宜連作的蔬

菜 

茄子、番茄、青椒、馬鈴薯、豌豆、扁豆、四季豆、甘藍、

白菜、蘿蔔、胡瓜、扁蒲、絲瓜 

可以輪作的蔬

菜 

蘿蔔→茄子 

黃瓜→蔥→扁豆 

蘿蔔→菠菜→黃瓜 

茄子→蘿蔔→菠菜 

甘藍→甜菜→萵苣→蘿蔔 

 

(三) 強化肥培管理以增進植株抵抗力： 

強化肥培管理以增進植株抵抗力，合理化施肥有其必要性。合理施肥

應包括適當之肥料施用量、施肥之位置及時期、肥料種類之選擇等。施肥

時宜注意下列事項：作物之特性及肥料需要量、土壤性質以及肥料之特性

及施用方法。依據肥料之特性及其在土壤中的轉化決定施肥位置及施肥時

期，並建立施肥方法上之因應；而合理化施肥之要領必需涵蓋 1、所施用之

肥料適合作物需求及特性，故施用前需先暸解作物品種特性，配合作物生

長期或株齡及其他作物管理而施用適當之肥料；2、減少肥料流失及揮散；

3、注意土壤酸鹼度：可藉由施用中和劑、施用有機質肥料及以葉面施肥緊

急補充營養而達到平衡土壤酸鹼度之目的。為提高施肥技術，需充分掌握

必進行下列事項： 進行土壤診斷及植體分析、暸解肥料之性質及功效、注

意肥料混合及貯運、當施用有機質肥料、配合有益微生物肥料以及其他土

壤管理及施肥技術。 

(四) 耕作防治： 

耕作防治為利用原有的耕作方法加以改善以達病害管理之目的，其中

極為重要的為水分管理。利用水分管理可以管理的病害最典型者為灰黴

病、露菌病、白粉病；由於灰黴病及露菌病均發生於濕度極高之病害，若

能強化管理，降低空氣中之濕度低於其最適濕度，則病害之發生可控制於

經濟損失水準之下；而白粉病之分生胞子需藉由空氣傳播，潮濕之空氣則

不利於其傳播，故在其分生胞子大量釋放時適度噴霧，可降低分生胞子之

溢散而降低病勢之擴展，而一般白粉病之分生胞子多於接近中午時分釋放。 



127 

阻隔法亦為簡單易行之方法且具極高之防治效果，最常見者為套袋、

覆蓋、網室栽培。果實套袋多用於防治果實蠅及炭疽病、果腐病等，但在

果實成長期愈早套袋防治效果愈佳，一般農民多於接近成熟期套袋，則防

治效果較差，乃因多數病原菌於幼果期已侵入果實感染。利用地上覆蓋可

於夏季降低或冬季提升土溫而增進植株之生長，若以特殊質材則可兼具防

病效果；以稻草覆蓋可防治茄子疫病，以銀色塑膠布覆蓋可降低蚜蟲密度

而防治甜椒毒素病等。而將木瓜種植於網室內，可因阻隔媒介昆蟲而避免

毒素病發生。而果樹病害極為難防治的土壤傳播病害如白紋羽病及褐根病

亦可藉由開溝舖置塑膠布或其他資材，杜絕根系接觸而減少病害之蔓延。 

(五) 田間衛生與廢棄物處理 

田間衛生為整合管理極重要之一環，除可大量降低病蟲害之感染源

外，同時可改善栽培環境，營造適合植株生長且不利害物擴展之環境。執

行時最主要之工作乃將廢棄物收集、清除，動作雖簡單，但耗時費工，往

往難以徹底執行。然由田間清除之廢棄物處理為另一頭痛的問題，一般常

見之防治方法均建議將受害物侵染之植物組織收集並加以燒燬；此雖為最

迅速有效之方法，然將潮濕之植物組織燒燬，實有其執行上之困難，而堆

積待處理過程中，害物已然擴展，甚或環境影響已形成。建議可採行之方

法分別為隨時清除受侵染之植體、採收後立即清除廢棄植株殘體、應用資

材處理加速植物組織萎凋、將田間廢棄物作為堆肥之材料，藉醱酵之高溫

殺滅害物、加強雜草管理，減少害物之棲息所、休眠期採間作非害物寄主

之綠肥作物及、環境四周栽種忌避植物。 

十二、結論 

當作物經營之初，均採用單一的害物防治方法，無所謂系統可言，當

兩種或兩種以上的方法同時應用時可稱為綜合防治，當兩種或兩種以上的

方法互相整合，消除矛盾與分歧取其協力作用後再加以應用，則可稱為整

合管理，此時已成為一系統，如果我們學會從管理科學的角度來看害物整

合管理(IPM)，學習管理者所需具備的技能，包括技術技能、溝通技能、領

導能力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及應變的(危機處理)能力。尤其特別重視目標

管理、品質管理及風險管理。再則，系統的邊界是人為的，它其實是四維

「時-空」的連貫體，而系統也具有階層(Hierarchy)的結構，其行為受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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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位系統，而其效率則來自其內部子系統。因此害物整合管理(IPM)是作

物整合管理系統(ICM)的子系統，ICM 的精神乃整合相關的生產技術(包括

害物整合管理)進行作物管理，藉以提昇品質、降低生產成本而達提昇競爭

力之目的，同時兼顧生長環境之保育，以達永續經營之最終目的，因此 ICM

之執行為一群體合作之工作形態，必需兼顧生產面(經濟的)、生活面(社會

的 )及生態面 (環境的 )的總體效益。而 ICM 又是永續農業 (Sustainable 

Agriculture)的子系統，永續農業則為國家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子系統。因此在邁向永續農業的過程中，永續農業的整體觀是不可輕忽

的，其內涵包括土地保存系統、土壤資源保護、農業水有效使用、水土之

管理、生物遺傳資源保存、單位面積產量、化學品之控制、病蟲害防治、

農藥之管制、大氣環境之影響、能源之耗損、農業組織及制度以及經濟發

展，故就整體永續農業而言，不論生產者與消費者均在其中扮演極重要的

角色，任一環均不可掉以輕心，如何共同經營而永續發展，實人人有責，

而另一重要的理念為有機農業不等同於永續農業，有機農業是達成永續農

業過程中所應用的技術與理念。 

在系統經營管理的架構下，所有管理策略均為循序漸進、平緩無痕跡

的渡過過渡期，而非躁進的，因此在傳統農業多肥多收的觀念下，肥料多

為超量使用且多施用複合肥料，造成土壤中的營養成分多者恆多、少者恆

少之不平衡狀態，若進入有機農業經營時，立即貿然停用化學肥料，原已

過多者或可將其利用、消耗而逐漸降低，但原已缺乏者，則將處於更劣勢，

因此合理的方式乃應用作物整合管理的理念，依據土壤及植體分析資料，

除施用有機肥料外，將有機肥料不足的肥料由化學肥料補充，而後不斷調

降化學肥料之用量，終至不用化學肥料。害物管理的狀況相同，因傳統管

理已施用大量之化學農藥，若驟然停用農藥，將導致害物之嚴重發生，甚

至無法控制，對經營者將是慘重的損失，對生態平衡亦是一嚴重打擊，因

此初期宜採用化學防治與非農藥防治並行，而後逐步減少農藥的使用量，

在關鍵時刻作關鍵性施用，例如在苗床期加強用藥而非移植田間後施藥，

則用藥量少效果佳，對環境的污染亦少；在逐步的管控下則害物亦逐步減

少而至不會造成經濟溳失時，則不需再用藥，而另一可行的方法為早期採

用部份間作抗害物之基轉植物，以減少害物為害，降低環境中害物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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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度，則可漸次減少害物數量。環境認證與產品認證在有機產品的認證過

程中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品認證可確知產品中之營養成分及農藥殘

留量，但無法知其來源是否為有機質；環境認證則在栽培環境中逐一了解

其成分及來源，包括肥料成分與來源、害物管理用資材之種類及用量、灌

溉水之狀態，甚至土壤狀態均可一一呈現，更可營造一生物多樣性而達到

生態平衡的環境，因此長遠之計，實宜以環境認證為農業永續經營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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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場經營經驗談 
淨土有機農園楊曙濤 

 

從健康看有機------消費者篇 

 

從鈔票看有機------初學者篇 

 

一個傻瓜的夢------踽踽獨行 

 

一份研習報告------生態生機 

 

一次電台訪談------凌空疾呼 

 

一封朋友來信------德不孤寂 

 

一套生產規範------技術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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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業餘農夫 楊曙濤甘之如飴 
對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言，從事農業生產原是遙不可及的事，但

就在因緣際會之下，讓楊曙濤甘願做一位業餘的農夫，而且是一位獲得

MOA 認證的自然農法、有機農園的耕作者． 

由於育有的兩個小孩，從小就患有過敏性氣喘的毛病，到處求醫無效，

經人介紹食用精力湯後，不到半個月就自然痊癒，對於這項神奇療效的經

驗，使得楊曙濤有意識的燃起進一步了解精力湯成份的慾望．而本身長期

患有腰酸背痛痼疾的楊曙濤，在食用過有機的農產品半年後，竟也漸漸不

藥而癒． 

楊曙濤深知身體的狀況與食物有絕對密切的關係後，便在住家附近租

借了一塊荒蕪已久的農地，自己種起各種蔬果．家中三代都沒有務農經驗

的楊曙濤，先是以慣行農法學習耕作，只是堅定要儘量避免使用農藥而已，

但在菩提園主人的推薦及鼓勵下，積極參加了ＭＯＡ的自然農法研習，不

料自此便與自然農法結下不解之緣． 

台灣地區農地近數十年來，大量使用化學肥料，造成土壤酸化嚴重，

幾已到萬劫不復的地步，在缺乏了大自然相生相剋的平衡機制保護後，農

民只好大量使用農藥來確保產量及產值，如此惡性循環下去，造成農民礙

於生計，已經無力放棄慣行農法，所以從日本引進的ＭＯＡ自然農法，在

台灣推行十幾年後，還是無法廣被農民接受，其基本的原因就是農民缺乏

保育農地的觀念，沒有為下一代的子孫做長遠打算的責任感，也是因為政

府推動不力與消費者選購農產品的消費習慣造成的結果． 

  楊曙濤說，用生物殘體作基質醱酵的肥料稱為有機肥，完全施用有機

肥的農地稱為有機農園，又不使用化學農藥所生產的作物是為有機農產

品，基於對土地永續利用的觀念與維護食用者健康的原則，耕作者其實都

有責任奉行自然農法，對於目前以業餘的方式經營有機農園，並且已是花

蓮地區ＭＯＡ的推廣志工之一，對於這樣的一份執著，楊曙濤表示會終身

堅持下去． 

  ＭＯＡ自然農法，一語道破就是有機栽培，然要獲得這項認證，並不

容易，據瞭解，ＭＯＡ的認證極為嚴苛，除了土地不能有農藥殘毒污染外，

包括附近的農田、水源等也都必須是保有自然的常態．楊曙濤說，想要識

別一塊菜圃是否為有機農園，要看園裡是否草菜共生，空中有無鳥蝶飛舞，



133 

農友是否樂觀豁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即使沒有認證文件，也應

可斷定是自然農園，民眾大可以放心的買些農產回去品嚐． 

既然用自然農法經營的有機農園，可以維持自然生態的平衡，又可讓地

力永續利用，採收的農產品還能為消費者帶來健康，於公於私，大家都應

該為有機栽培、自然農法盡一份心力．但據統計，百分之八十的農友還是

喜歡以慣行農法經營，楊曙濤指出，速效、成本、消費觀念與政府輔導不

力、缺乏法令限制等都是農友不願配合的原因，做為一個自然農法的經營

者，楊曙濤只希望全民要有此認知，回歸自然是不二法門，因為唯有自然

才能與天地共存． 

(91 年六月十六日更生日報第六版  記者黃獻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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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數年前小弟參加ＭＯＡ自然農法有機栽培課程之研習報告，僅供參

考． 

ＭＯＡ為日本岡田茂吉協會之簡稱，台灣地區由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

負責． 

 

自然農法只是茂吉大師三項理想之一，雖然後人努力促其實現，可是

時至今日，除了極少數非以營利為目的的家庭菜園，仍然老實地依循著大

師的要領在耕作之外，其他大部份農場，為了商業上的生存現實，感覺上

已經略有偏離了，這很難說得清楚，就讓我試試看吧！ 

先談什麼叫做『有機』，在化學上，有機物乃是由Ｃ、Ｈ、Ｏ三種原子

所構成的分子，由於多半有機物的氫原子數很接近氧原子數的兩倍，所以

有機物又被稱為碳水化合物，跟無機物質相映襯的一件事實，這個碳水化

物又正好是這個星球上生命要素的共同特癥，所以，用生物殘體作基質的

肥料稱為有機肥，施用有機肥的農地稱為有機農場，有機農場上生產的作

物稱為有機農產品，賣有機農產品的商店叫做有機商店．由於有機肥料提

供了很多構成生命基礎物質所必須的化學分子鏈，如果沒有無機化合物的

干擾，有機農地裡各種形式的生命都會旺盛的滋生出來，而土壤裏有機碳

分子的循環，也藉由各種生命這樣持續的運作，提供了很多作物健康成長

所必要的碳分子，，這個『有機碳』，就是岡田大師未曾指明的生命所需高

能量的所在． 

所以，基本上我們想要栽培出具有高度能量的農產品（食物），當然是

要先培育出能夠滋生高度生命體的土壤，在這樣充滿有機物質的土地上栽

培作物，才能讓農作物能不虞匱乏的隨時從根部汲取需要的全部養份，以

前的人發明用水耕，把作物隔離在實驗室內，並將作物全部的民生必需品

以分子態溶入水槽內，讓它們源源不斷的供給作物吸收；也有用所謂的植

物工廠方式，讓一棵蕃茄植株長出上萬粒的果實，沾沾自喜的以為創造了

生物奇蹟，殊不知這只不過是另一種『台灣人養七月半的猪公』而已，由

於違反自然、營養不平衡、供需失調，形成很多自以為是的笑話，像這樣

的栽培方式，那有什麼能量可以標榜？ 

我們看見許多類似『活力農場』等用密閉式的遮雨棚來控制微氣候的

生產者，也聽見很多這方面的專家頗為自豪的展示他們的量化數據，當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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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到產品包裝袋裡晶瑩剔透的蔬果時，您會覺得消費者所付的價格

是絕對合理的，可是當您用手去親自感觸一下他們的泥土時，您不禁要懷

疑：這裏面真的有所謂的生命嗎？能量來自何處呢？這就是茂吉大師心目

中所謂的高能量食物嗎？我個人認為這只不過是另一種變相的水耕而已，

這跟在麥當勞裏吃到的飼料雞沒什麼兩樣，相形之下，『小瓢蟲』的露天栽

培，感覺上就踏實得多，至少它們都吸收了日月的菁華，經歷了風霜雨露

的滋潤，也都承蒙了微小生命的認證．不然，岡田大師所謂的能量要來自

何處？ 

我自己擁有四分耕地的使用權，面積雖不算大，但是對一個朝九晚五

的上班族來說，已經有點力不從心了，以前採用慣行農法施作的時候，還

馬馬虎虎，常常有菜可以出賣，除了貼補一點家用，又可怡情養性，活動

筋骨，自從懂得尊重生命之後，為了與有緣的眾生和平相處，耕作的效率

差了很多，現在已經不具有量產的規模了，偶爾生產過剩時，也只有分送

鄰居同事親朋，充其量只夠結識許多好緣份而已，從來都不敢認真去計算

一下成本． 

在這次同班受訓的準志工中，有一些人是衝著利潤來的，以為有機栽

培商機無限，希望政府儘快把遊戲規則定讞，以便鳴槍起跑時可以大撈一

票，殊不知黃花崗上早已是塚塚相疊，眾冤魂個個都期期以為不可呢，舉

個例子說吧，傳聞東部某大企業投資生產有機作物，連續三年，每年都虧

損五十萬元以上，終於草草收場，主事者得到的結論是：真正的有機栽培

確實無利可圖．聽到這樣的訊息，我暗自慶幸：還好我有穩定的薪水，還

好我不貪心追錢，還好我時間不夠用，要不然，我也會死得很難看，有機

栽培真的是這樣入不敷出的嗎？ 

且聽聽我的分析，先從草的迷思開始：很多同事朋友都問過我一個同

樣的問題，四分地到底是多大？我都告訴他們：剛好是一個標準的足球場

大．您想想看，如果不依賴除草劑，您從這一頭割草割到那一頭，一天能

割多少？大概一遍還沒有割完，這一頭已經草太長了，難道要請假來割草

嗎？還是花錢請人來代割呢？對一個上班族來說，這樣划得來嗎？ 

問得好，問到心坎裏去了，有機農法、自然農法的高成本不是一般人

可以想像的，很多慣行農法習以為常的耕作概念一點都派不上用場，如深

犁、旱澇輪作、浸田、覆蓋塑膠布等等，這都會把辛苦建立的生態系付之



136 

一炬．除了草的問題，田間還有水、肥、蟲、病、賊等等完全不一樣的對

策要去傷腦筋．以前聽到宜蘭陳老先生主張：絕對不用蘇力菌，因為它會

把益蟲的子孫也一併消滅，真是一針見血．如何在田間揀別，如何把有利

的因子留下，把不要的因子濾除，如何讓妨礙作物生長的干擾因素抑制下

來，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農夫做不完的功課，要我們放棄近五十年來台灣農

業科技所累積的智慧，擇善固執的走一條寂寞的路，沒有過人的膽識是不

可能會有成就的． 

要堅持這樣的理念，要實踐這樣的理想，一定要有適量的財力作後盾，

要有接受失敗的風險意識，要有打落牙和血吞的氣魄，所以絕對不能貸款

來做，也不能合夥去做，更不能有追逐暴利的打算，只能量力的試，即使

一再的失敗，也要心平氣和的、心存感激的吸收錯誤的經驗，等到學費繳

足了（欠人的還清了），自然會漸入佳境、苦盡甘來．要是沒有長期抗戰的

打算，想要以『打了就跑』的所謂『台灣經驗』來規劃經營，不是死得很

難看，就是像時下所謂的有機農園，由菜園變果園，由果園變藥園，最後

再由藥園變草園，淡出有機圈． 

感謝我的公司，感謝我的薪水，讓我可以堅定不移的走過這一程，記

得剛開始時我只敢種萵苣、地瓜葉等等蟲不愛吃的作物，偶爾種個十字花

科的菜色就沒有好下場，後來實在不甘心永遠吃『二軍』的菜，只好引進

紗網來做隔離保護，沒想到仍然是白費心機，結局反正就是沒有收穫．最

後忿然把圍離全部撤除，任由牠們去吃，沒想到居然反而有牠們吃剩的大

白菜、青花菜可以上桌，真是上了寶貴的一課．林妙娟老師也認同我的結

論：食物鏈的建立需要時間，也需要基本的食物（農作物）供給，捨不得

讓牠們吃，或是不肯讓他們吃個夠，只會延緩形成生態系平衡的時間，損

失的永遠是園主． 

我是菩提園有機商店的店主人推荐來參加ＭＯＡ課程的，以她的立

場，當然是希望所賣的商品上有合法的認證標籤，可是如果您問我對認證

標籤有什麼看法，我會坦白的告訴您：『不法之徒是無所不在的』，『只要有

一個標誌叫您可以放心，您就要提防有人已經正在伺機謀利了』，我在花蓮

認識一些慣行農法的傳統農友，其中不乏較有良心、用葯比較合理的人，

最近居然也有某大頗具知名度的有機採購聯盟，派人跟他們進貨，朋友說：

我跟他們明講，除草劑照用，農葯只有在幼嫩期使用，但是可以控制到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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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出來．這樣的農產品可以賣到好價錢，想必是某個環結出了問題，消費

者那裏可能會知道呢？但是卻再一次的印證了標籤的實質意義． 

有朋友問我：那要怎麼辨識有機農產品呢？我通常會建議他們繞過行

銷業者，直接到產地去找生產農友，除了親自看看農地，也要仔細看看人

品，如果生產者是在商言商、效率掛帥、唯利是圖，那即使是現在還沒有

作弊，那也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如果耕作者有紮實的信仰做後盾，，瞭

解人生的意義並不只是盲目的追求財富，而且言談舉止親切隨和，園裡草

菜共生，空中鳥蝶飛舞，那麼，即使他拿不出合法的認證文件，我認為您

大可以放心的買一些回家品嚐，並且弄清楚是不是嚼完了青菜之後，絕對

不用急著去找牙籤？ 

剛開始參加ＭＯＡ的活動時，看見一群樂觀開朗的年青人，以推銷有

機耕作理念為職志，想要為台灣的農業請命，更想為台灣人民的健康忻福，

當下毫不猶豫的就加入了這個行列，某天問我要不要當志工？當下以為這

是在幫忙做好事，最起碼是在做正確的事，沒有浪擲有限的生命光陰，何

樂而不為呢？記得先父曾經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跟壞人，

只有常常做好事的人跟老是做壞事的人，我希能多多親近像基金會這樣一

個善良的團體，以便隨時提醒我多做正面的事．電影『夢幻騎士』裏唐吉

柯德說的：在我生命即將步入終點時，只要這個世界曾經因為我的參與而

變得好一點，即使只有一點點，我都會覺得心滿意足，不虛此生． 

為了這樣一個執著，我一頭栽了進來，歲月悠悠，話說有個愛下棋的

人，一天偶然在山中見到兩位老人正在對弈，禁不住上前旁觀，正是招招

要命、著著驚奇，就這樣連續看了三盤，黃昏循原路下山時，居然發現村

莊已經變了樣，家裏也住了不認識的人，房子老舊不堪得幾乎難以置信，

詢問之下，才聽說數十年前，曾經的確有一位老人家走失在山中，一直沒

有找到．可是他本來所認識的鄰里村人，居然一個也找不到了． 

所以，我並沒有在ＭＯＡ裡一展鴻圖的打算，更沒有像『土地倫理發

展基金會』裡的同學那般志比天高的理想，很慚愧，對ＭＯＡ未來的方向

以及願景，我，做個義工、敲敲邊鼓還勉強湊合，若是參與規劃、要談『志

工』，可能就要令基金會大失所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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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您所收聽的節目是【碧海藍天】，我是采欣． 

那在接下來呢，待一會兒要跟大家繼續來關心的是有關於有機農園的

發展的問題，那當然，在平常我們會陸陸續續從很多新聞報導當中發現，

其實現在很多的農作的生產，由於經濟效益上的考量，跟價格方面的控制，

所以其實在種植過程裏面呢，好像包括在化學肥料、化學農藥的運用都非

常的普遍，那，也讓我們耽心，每天我們所吃進的，到底有多少是對我們

的身體有所危害的？ 

所以愈來愈多包括說是農民啦，或者是說有些朋友，大家都會利用一

些自己的園地來種植有機的蔬菜，那當然說，除了提供自己的家人食用之

外，其實也希望說，有更多的機會作更廣泛的推廣，讓我們的農業呢，也

能夠逐漸的朝向有機的方向來發展． 

那麼在今天節目裏呢，我們就邀請到在花蓮農改場，擔任副研究員工

作的林妙娟小姐，那麼，有十年的時間，她持續的在推動有機農業的一些

經營，那同時呢，也經常有機會到國外去進行一些考察，來學習國外的一

些發展經驗． 

那另外呢，在今天還有另外一位來賓，就是目前呢，從事有機農園種

植的楊曙濤先生，事實上他本身呢，是一位上班族．不過剛開始呢，利用

週休二日來租地，然後有一塊屬於自己的有機農園．慢慢的他終於發現，

其實如果說，有更多的朋友一起來加入的話，共同把有機農業的觀念推廣

出去，再透過好的行銷管道，加以去推廣的話，在未來呢，我們才能夠在

有機的飲食方面有更好的發展． 

那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就邀請他們兩位，待一會兒來跟大家分享這

一方面的經驗． 

 

您所收聽的節目是【碧海藍天】，我是采欣． 

在今天節目裏呢，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怎麼樣來實現一個現代的

田園農夫的夢想，而且要跟大家一起來關心有機蔬菜這樣的一個主題，那

今天節目裏呢，我們所邀請到的是花蓮農改場的副研究員林妙娟小姐，還

有現代農夫楊曙濤先生．兩位好！ 

大家好！（林） 

大家好！（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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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難得哦（采欣），是因為在最近，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遇到

林妙娟小姐，那聽她談到說呢，最近剛好有一個國外的有機農法的考察行

程，那讓我想到，好像是在去年還是前年，也曾經邀請您到節目當中來跟

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是的（林），那，因為多少年來，我也一直在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所

以我這些年來，不僅是在業務上的從事這樣的一個研究與推廣，同時呢我

個人也找機會到幾個國家，比如美國啊、德國啦、荷蘭啊、日本啦去觀摩、

去瞭解． 

那我一直在想，這個國外他們都是這麼樣的積極，尤其是消費者也都

很大力的來支持，因為他們會覺得說，這個有機農產品是一個相當不錯的

產品，不僅是對我們人類的健康，是最有幫助的一種食物，而且，他們會

覺得更重要的就是，吃這些有機農產品，就是落實所謂的【實踐環保】的

理念．像我們今年是叫做所謂的【國際生態旅遊年】，也就是強調這個生態

平衡這方面的議題，那如果說，我們來重視這個有機農業呢，也就是所謂

的有來重視這個生態平衡的這個議題． 

所以在國外，尤其是歐州，他們對於有機農業這個名詞呢，有的是稱

為生態農業，有的又稱為所謂的環保農業，就是因為每個國家，或是當地

的一些居民，對於有機農業所重視的主題，是有一些小小的差異的一個觀

點，像我們國內呢，主要還是著眼在健康的主題上面來吃這個有機農產品，

或是來支持這個有機農業，這是我這些年來的瞭解． 

另外，我還要強調的一點就是說：我們以日本而言，他們有一群消費

者，他們甚至於不是只有說購買有機農產品，他們還會幫忙促銷有機農產

品，而且還要說服他們社區的專賣店、超商來賣有機農產品，當然啦，更

可愛的就是他們會利用他們自己的假日，來幫這些有機農友呢促銷有機農

產品，就是這麼樣的可愛，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樣就是，也是一個環保的一

種落實的行動． 

就是大家一起來推動有機農業（采欣），受惠的也是自己，也是大家． 

是的（林）！是的！ 

那像剛剛林妙娟小姐跟大家談到有機農業的這樣的主題（采欣），我們

會覺得，這好像是農業發展專家所關心的事情，不過我們今天節目的另外

一位來賓楊曙濤先生，是在自己的假日呢，開始經營有機農園，那剛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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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楊先生聊天才知道，原來您也是一位公務員，您在台電上班，有非常穩

定的工作．可是呢，把這個有機農園，也從剛開始只是為了自己家裏來食

用，到後來也發展成一個還算蠻有規模的有機農園．跟大家談談，為什麼

當初會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人家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楊），剛好在這個政府準備要推動這個

週休二日的這個節骨眼上，我剛好搬家搬到這個吉安鄉農改場附近．這附

近的土地是───閩南話叫做【土肉未歹】，就是它土壤的性質是非常適合栽

培作物的一個地方．那來到這邊以後，假日到房子外面去走一走，看到人

家在種菜，油然生起『我們也來種種看』的這種想法． 

週休二日，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自己有興趣的消遣，那到外面去跑的話，

就是去花錢嘛，就是去外面消費．像我從小就喜歡種花、種盆景，那剛好

利用這個條件來種菜，剛好可以滿足家裏的需要． 

剛好在住家附近有看到一塊地，上面長草長得蠻長的，可以說已經是

荒廢很久了．就去問附近這些農夫，問說到底要找誰商量，才可以在上面

種菜？當然大家都知道，他們就帶我去找這個主人，跟他商量以後，就以

一個月一千元的價錢租下來，就自己種自己吃． 

那一塊地蠻大的，一千多坪嘛，自己吃絕對吃不完，所以，隔壁、鄰

居、同事啊、朋友啊，只要是我認識的人，他們都有機會可以吃到我種出

來的產品．每一次當我送菜給朋友的時候，當我看見他們臉上的笑容，就

讓我覺得，好像鼓勵我繼續這樣做下去，是一件很快樂的事情． 

對！有時候我們跟朋友之間（采欣），不一定要用很貴重的禮物．有時

候透過我們自己的勞動，我們的付出，然後有一些小小的收穫，其實對朋

友來說，是一種非常大的盛情． 

像當時您自己在種蔬菜的時候，會不會感覺到說：因為現在我們市面

上的蔬菜，很多都會有農藥殘留的問題？所以您會想要去種菜？ 

剛開始種菜時，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楊）．只是說，最主要是利用週

休二日的時間來生產一些家裏需要的東西．那剛剛開始學種菜的時候，因

為我家裏三代都沒有人務農嘛，所以自然而然，要去訂一些農業雜誌來看，

還要去購買一些專業的農業書籍，像類似百科全書啊這樣的來看． 

而且我農田隔壁的這些農友呢，他們都會很熱心的教我怎麼種、怎麼

種．當然，因為他們二、三十年來，就是用慣行農法在種植蔬菜，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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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教我的、很好心教我的一些方法，也是「什麼時候該噴藥啦」，「什麼時

候該怎麼樣、怎麼樣啦」，現在回想起來，其實都不是很正確的一種栽培方

法． 

可能就是比較講究速成的方式（采欣）． 

是，是，農友一向都是以這樣的方式（楊），有的人就種到六、七十歲，

他們一輩子就是這樣種，他不認為這樣有什麼不對． 

倒是我自己有兩個小孩子，體質比較過敏，常常生病．那時候自己家

裏的開銷裏面，小孩子看病的花費佔了很大的一個比率，使我自然而然去

思考說：怎麼小孩子那麼愛生病？ 

那還有，當我到醫院裏去掛號啊、門診啊、排隊啊，發現好像生病的

人還真的不少．以前沒有慈濟醫院，我們看病那麼不容易，現在醫院已經

開得那麼大，一樣看病還是要排隊，好像生病的人真的是很多． 

在這個中間，讓我們思考到說：這個生病跟我們週遭的環境，到底是

有什麼樣的因果關係？那看到有一些雜誌批露說：可能農藥是這一些疾病

的一個隱形的成因．可是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一方面也是因為

一些利益團體、農藥進口商等等的阻礙，所以這一方面的報告，一直沒有

辦法很真實的呈現給社會大眾，所以．．．這要怎麼講才能講清楚呢？ 

所以我想（采欣），這也是從我們自己家庭的經驗裏頭發現，其實我們

體內的環保，跟我們的飲食健康有很重大的關係．那後來您是怎麼樣取得

這些有機農法的栽培資訊？是不是跟農改場這邊，有一些資訊上的交流跟

支援？ 

這真的是跟農改場有這個緣份（楊）．我剛剛學種菜，種差不多半年，

剛好農改場有辦一次為期一個禮拜的講習班，它的學員都是從全省各地農

改場推薦過來的．那時候剛好我跟花蓮這裏的一個蔬菜大盤商有認識，他

知道我種菜不喜歡用農藥，就給我這個訊息，並且鼓勵我去報名，參加這

個免費的講習． 

這一個禮拜的課程上下來，喔！那剛好，林老師剛好也是那一次課程

裏面的一位講師，我這輩子跟林老師第一次見面，也是在那個機緣，就是

接觸了說，原來慣行農法之外，還有一個叫做『有機栽培」這樣的耕作方

式，能夠獲得跟我們市場上的農產品不一樣的農作物，一種能夠提供給我

們健康的農產品．就是在這一種機緣之下，我開始接觸到有機栽作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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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 

好！（采欣）在今天節目當中，我們所邀請到的是，在農改場擔任副

研究員工作的林妙娟小姐，以及在有機的農園經營方面，也是很有經驗的

楊曙濤先生，來跟大家做一些介紹，那我想，我們就先休息一下，然後待

一伙兒告訴大家，所謂的有機農法，到底是運用那一些方式，來做這個作

物的栽培？如果說，在我們家裏只有小小的一方陽台，可不可能也來做有

機的栽培？提供我們一些經驗．那再待一伙兒，我們再來聽聽他們所做的

一些分享． 

 

 

在今天節目當中（采欣），我們所邀請到的是，在農改場擔任副研究員

工作的林妙娟小姐，還有在業餘呢從事有機農耕的楊曙濤先生．那剛才呢，

楊曙濤先生跟大家談到說呢，其實最剛開始，是這個週休二日要為自己安

排一下假日的生活，就開始種起菜來了．那當然，在耕種的過程裏面呢，

剛好有機會接觸到有機農法的一些耕耘，所以改變了您原來對於種植的一

些看法、做法． 

那我想有機蔬菜、或是有機的飲食，在最近這幾年來，其實已經變成

很流行的一個名詞了，可是可能大家不是很真正的瞭解說呢，到底所謂有

機的農法，跟我們過去傳統的農作方式，或是現在比較使用化學肥料的這

些方式，有那一些比較關鍵的不同？大致上是運用在那些方面？ 

這個（楊），我們比較常打的一個比方，就是「飼料雞」跟「土雞」的

一個比方．也就是說：以我們慣行農法生產的農產品，拿到市場想要賣得

一個好價錢，第一個，它的長相要好，第二個，它絕對不能夠有瑕玼、有

蟲咬過的痕蹟，否則它就賣不到好價錢．那他要讓他的農產品又白、又胖、

又漂亮，有沒有營養、好不好吃還在其次，至少它的賣相要好．要追求這

樣的一個農產品的話，他就是要靠這個農藥，靠化學肥料，供應源源不斷

的「氮、磷、鉀」這樣的元素，給這個農作物去吸收． 

那跟我們有機栽培不一樣，我們有機栽培呢，是我們先去培育一個健

康的土壤，讓這土壤裏面充滿各式各樣的生命，讓生物鏈在土壤裏面旺盛

的進行．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我們來栽培作物，作物就可以吸收到它需要

的任何一種稀有元素，而不是我們常常知道的「氮、磷、鉀」而已．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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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環境栽培出來的作物，它自然擁有它 DNA 裏面需要的所有的養份，可

以說是一種營養非常完整、非常充足的農產品，這樣的食物進到我們肚子

裏面，才能夠為我們帶來健康、帶來能量． 

而我們剛剛講的慣行農法，因為它在市場機能的運作下，它不得不要

使用農藥、使用化學肥料．變成說，我們講的說「飼料雞」，它只是中看，

實際上呢，虛有其表，它的營養成份呢，並沒有我們有機農產品那麼完整． 

不完全！（采欣） 

甚致於說這個口感啦（林）、風味啦，有機農產品確實是好，就是像剛

剛楊先生所打的一個比喻，「土雞跟肉雞」嘛，我們都知道：土雞的風味很

好，口感也非常的不錯．那我們有機農產品就有一點雷同，就像土雞的風

味跟口感一樣，確實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喔（采欣），它跟我們現在一般的栽培方式很不一樣的地方，

可能它需要更長的時間，去從整個土地的根基做起，然後甚至呢，可能我

們也不用一些很速效性的肥料啦，或者是農藥，那所以想必是這個產量上，

可能也會比較少一點．甚至剛剛所講的，就是賣相上也不是那麼的好，這

個可能就是在過程當中，我們要去調適我們自己的．那是不是談談在這個

部份，您怎麼樣在各部份都控制在最好的情況之下，達到您最好的收成？ 

喔（楊）！「收成」倒不是我耕作這個有機農園追求的真正的目標．

如果是談到收成的話，其實也正是我們一般真正的農友，他們沒有辦法放

棄慣行農法來從事有機農耕，它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成． 

那我自己從事這個有機的耕作以來，我覺得最好的收成不是金錢，而

是從朋友的臉上獲得的那些笑容、那些回報、那些滿足，比如說，我的朋

友他切個大西瓜的時候，他會想到我；他綁粽子的時候，他會想到我，多

綁一串給我。因為他們平常都有拿到我這邊很真實的有機農產品，這個才

是我最最滿足的收成，而不是一般我們講的說：我們農耕嘛，無非是要求

得金錢上的收入，我要養家啊，我要教育小孩啊． 

所以很多農夫他沒有辦法真正去從事這個有機栽培，是因為有機栽培

第一個它的產量少，第二個它的風險大．因為他不能使用農藥，所以，蟲

害啊、病害啊一來，他能不能熬得過去，他不知道，那總不能他沒有收成

啊，他家裏要吃飯啊，所以他不得已，他還是要使用農藥．甚致幾乎總是

「預防勝於治療」，在病蟲害還沒有發生之前，他們就先給予噴藥保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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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一般專業的農夫，一直沒有辦法從事有機的農耕的最主要原因． 

我們所知道的，我們這些有機栽培常常聯繫的這些朋友，都是兼業的

啦，這就是說，他自己要有很穩定的經濟來源，不能光靠這個來吃飯的．

像我，我是一個公務員，我每個月薪水一定會進來，那我用從公以外的時

間來從事有機農業，這樣子我才能夠堅持我的理念，我才不會去作弊，是

這樣子． 

是（林），由剛剛楊先生所提到的，說生產不是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我

也談談最近我到美國密蘇里州去考察，訪問到一個有機農友，他已經是快

七十歲的人了．我就問他說：您為什麼要從事有機農業？他說：我們不要

太商業化，就是不要太為賺錢． 

然後我就笑一笑，又問他第二個問題：那您這些農作物，鳥兒、蟲兒

會不會來吃？他說：當然會呀！ 

那我就再進一步問他說：那您會不會心疼？他說：不會啦，本來就是

也要分享給這些一起在我們這個宇宙裏面生存的這些動物．所以他不會心

疼，他覺得也應該分享給這些鳥兒啊、蟲兒們一起來吃，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采欣），我們不那麼去計較這些經濟上所得的時候，

我們從另外的角度來看，會覺得這種分享讓我們的收獲更多，就像剛剛楊

先生所說的，我們跟朋友分享，還有這位農夫講的，跟大地所有的其他生

命一起來分享． 

那像在楊先生的農園裏面，比較主要您所種植的蔬果有那些？您是不

是舉個例子，這些蔬果當遇到栽培經營上有一些困難的時候，您怎麼樣運

用一些有機農法？ 

喔（楊），這個，有的是比較技巧性的問題． 

因為我那個菜園當初栽培時候的出發點，主要就是提供我自己家裏來

食用．所以我變成說，我想要吃大蒜，我就來種蒜；我家裏需要用蔥，我

就來種蔥；需要紅蘿蔔，我就來種紅蘿蔔；所以我的菜園裏面，各式各樣

的蔬菜，一、二十種，可以這麼說，只要是合季節的菜我都有種． 

有時候青黃不接，遇到沒有菜吃、或是吃膩了少數的幾樣菜的時候，

就會找一找野菜．很多朋友會告訴我：這種也可以吃，那個也很好吃。找

一找野菜，所以說，我家裏這幾年來都不用到市場上去買菜，各樣的菜色

我們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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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對於這個病蟲害方面，我們有機農法它遵照的一個大原則，就是天

敵───一物剋一物的這個理念，就是說：您不要耽心您的農作物會被病蟲

害吃掉，因為這個病蟲害是比我們人類更早就來到這個地球，我們人類是

最後來的，可以說，我們是客人而不是主人．我們應該要有這個雅量，讓

我們的農作物給大地這些生命一起來分享，它們用剩下的我們來取用，必

須要有這樣的觀念，而不是一般「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唯我獨霸的心

態． 

如果我們能夠容忍這一些小生命在我們的菜園裏去繁殖的話，那大自

然很奇妙的一個機制就是：它會引來一些天敵，然後一物剋一物，時間拉

長了以後，漸漸它會取得一個平衡．在這個平衡的架構建立完成以後，我

們就可以穩定的從菜園裏面獲得我們需要的農作物，就像我們採蜜蜂的蜂

蜜一樣，您不能一次把它拿光光，您總要讓那些蜜蜂能夠活得下去，這其

實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遵重生命」，是我們有機農法裏面對付病蟲害最主要的一個大

原則．只要掌握這個原則，勇敢的堅持下去，再搭配一些科學方法，像我

們參加ＭＯＡ這個學會，他會介紹我們一些國外運用幾十年來，很正面、

沒有負面效果的一些技術，比如說我們大家都知道的蘇利菌、輪作、間作、

忌避作物等等．透過學習，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方法引進到農園裏面來． 

那，生產我們自己的食物，如果不要求效率，不講就收成，不講求單

位面積的產值，只要不朝這個方向去思考的話，其實在菜園裏面耕作，是

非常快樂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想（采欣），大部份的朋友也都很希望說，能夠吃到又健康、又

沒有農藥殘留問題的蔬菜，可是我們都比較不容易取得這方面的蔬果，比

如說大部份我們都只能買到經由一般農法所種植的產品，因為它們可能真

的賣相又好，又便宜，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耽心農藥殘留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很多朋友，其實都很希望能夠買得到所謂的有機蔬果，可

是像林小姐講到說，現在好像我們行銷的管道還不是非常的暢通，所以一

般的消費者，其實不太容易跟有機的產品接觸．在這個部份我們要怎麼樣

來輔導，像楊先生這樣很有心栽培的農園，將來也能夠透過比較有效的行

銷，到達需要的消費者手中？ 

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林），我個人的看法就是說：在我的調查收集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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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些有機農友，都是很願意、很希望擴大他們的栽培面積，也希望其

他的農友一起來種．但是他們會覺得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一個行銷管道的

問題． 

這個行銷管道的問題要靠誰？就是要靠消費者來支持．如果有很多的

消費者願意來支持、來購買、來吃這個有機農產品的話，那麼，願意種有

機農產品的農友就會愈來愈多，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再來就是要提供一些教育的機會，讓我們的農民瞭解到，有機的生產

方法，對我們土壤的培育、環境的保護、對於人類的健康，都有所幫助．

當然，像剛剛楊先生有提到，這些所謂大地的生命，都能和平共處，就是

生態平衡，那麼世界就會更美好， 

那當然啦，在我們流通業者也好，生產者也好，消費者也好，如果說

再有更多的機會，多來瞭解、多來認識，譬如說這個有機的農產品，要怎

麼樣來吃，怎麼吃，才能吃出健康的身體，這也很重要，就是所謂的「消

費教育」． 

當然這個消費教育不是只有消費者才要接受的，生產者、流通業者都

需要共同的來瞭解，大家有這個共識感的話，那麼我們在推廣有機農業，

就會比較能夠普遍化，比較容易來推動，這個是需要靠消費者來支持的．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采欣），像剛剛林小姐講到，國外的一些經驗，他

們社區的居民，主動去表達他們的需求，甚致大家一起來合力，營造一個

更好的交易環境，讓有機的農產品有一個它們可以行銷的地方． 

對！對！對（林）！還有，剛剛主持人您有提到，如果消費者有興趣

的話，也可以利用陽台來栽培，這是可以的．像這種情形的話呢，像我們

現在不是在推動垃圾分類嗎？廚餘嗎？可以自己把這個廚餘回收，然後再

配合一些泥土，自己來做一些有機土壤啦、堆肥啦，像這樣子，我們自己

就可以種一些蔬菜，例如說蔥啦，九層塔啦，或是香菜啦，小白菜啦，紅

鳳菜也可以，這些比較容易種的這些菜． 

但是我會覺得說：如果消費者有更大的意願，真的要來落實支持的話，

我倒會覺得說，可以直接到我們的有機農園，去那邊看是不是要加入會員，

或是說要像市民農園一樣，租一塊地自己來種，或是認養一塊菜園，委託

我們有機的農友幫我們照顧，到時候再自己去採收，這些的方式，我覺得

都很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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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剛剛我們介紹的楊先生，他自己有一塊很大的地，而且種植的有機

蔬菜，又是種類蠻多的．正是所謂的多樣少量，所以很符合我們一般的消

費者來運用，這樣的話呢，我們消費者如果能夠多多到他的園地來，是會

比較好的．那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我們來告訴消費者，我們楊先生家裏

的電話． 

我們楊先生家裏的電話，請問是幾號？ 

家裏的電話（楊）？  ───  ８５２１４７９． 

８５２１４７９（采欣）？ 

是！是！是（楊）！ 

所以我們週末假日也可以（采欣），跟著楊先生一起到他的田園裏面

去，種植有機蔬菜． 

對！對（楊）！一起來享受這個樂趣． 

據我所知，現在外面，我們不要說花蓮，就是說外地喔，在這個有機

農產品的行銷上面，已經出現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消費者沒有辦法信任

他買到的農產品，是不是真的有機． 

因為繪聲繪影，有一小部份不肖的流通業者，他向有機的耕作者進貨，

進一部份以後，他就去拿一些不是有機的農產品混充在裏面，以同樣這麼

高昂的價格來賣給消費者，可是消費者他靠眼睛來看，他靠嘴巴來吃，他

吃不出來啊！所以就難免會懷疑． 

那怎麼樣讓消費者相信，他所買到的農產品的確是「貨真價實」，花這

個錢不冤枉？我認為最簡單、又最穩當的方法，就是請消費者務必要抽個

空，直接到產地去一次，去跟生產者溝通，大家交個朋友，認識這個生產

者的為人，看看他是不是一個唯利是圖的人？是不是會從中作弊的人？ 

順便也到這個生產的場地來，享受一下脫掉鞋子，光腳丫踩在泥土上

面的那一種感覺．也看看有沒有什麼比較搶眼的特癥？有沒有使用除草

劑、農藥的痕蹟？這個假日呢，不一定說一定要往那一些聲色場所去，大

自然其實也是很好一個，跟自己家裏的小孩子親子同樂的場所． 

來拔拔草，來看看為什麼有機農產品會賣得比一般慣行農法的那麼

貴？比如說慣行農法，它用除草劑來除草，十分鐘就可以噴完的面積，如

果您要用手來割，也許要割半天，說不定割一天都還沒有割完．在現在台

灣人工這麼高昂的型態下，有機農產品它貴，它就是貴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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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您沒有到生產地去瞭解、去體驗，您會覺得很捨不得，一個

高麗菜，五塊錢就可以買得到，那為什麼要花四、五十塊錢去買一個呢？

那這個背後，真的要到現場去看，才會肯承認它的價值． 

是，像我也碰過（林），很多的消費者在問我：我要到那裏去，才能買

到真正的有機農產品啦？那我想，今天借這個節目呢，就可以介紹，至少

我們花蓮的消費者就有福氣了，就可以到我們楊先生的園地裏去看看啦，

去親自採收啦，或是跟他約定說您要買多少，他也會採給您． 

那我們楊先生的電話呢，我想藉這個機會呢，我要大力的推薦給消費

者，所以再請楊先生再慢慢的把他的聯絡的電話，唸給消費者知道． 

喔！謝謝！謝謝（楊）！我家裏的電話， ８５２１４７９． 

８５２１４７９．那如果家裏沒有人接電話，我手機的電話有需要嗎？ 

喔！我手機的電話是：０９３９２８４３６５ 

０９３９２８４３６５，這個手機，我會帶在身上，就是方便聯絡． 

所以說（采欣），如果大家想要擁有一塊自己的田園，我想也可以向楊

先生這裏來聯絡，週末假日的時候可以變成全家人的活動，其實現在我們

在講說，加入 WTO 以後，有很多農產都是進口的．可能很多傳統的農業也

是面臨很大的衝擊，那我想有機農業的發展，它不只是說：帶給我們營養

更完整的食品而已，它也可以變成一種農村的體驗，以及假日的休閒． 

是！是（林）！ 

那今天非常謝謝林妙娟小姐，還有楊曙濤先生，我想大家如果說對於

有機農法有一些問題的話，也可以直接跟兩位來聯繫，我想應該可以跟大

家做很多經驗的分享． 

很謝謝兩位，那希望在以後希望再有相關的體驗，再跟大家做相關的

介紹， 

謝謝大家，再見！（林） 

謝謝（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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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 MOA 農場－第二次參訪報告 

地    點：花蓮吉安國小後面 

日    期：93.04.06.（星期二） 

時    間：pm 15：00－16：15（幼兒自然科學教材教法） 

解 說 人：楊曙濤先生 

農場主人：楊曙濤、劉慧芬夫婦 

參 訪 人：花師學士後幼師資班（共 47 人） 

紀 錄 人：謝月琴 

方    式：Q＆A（問答方式） 

Q：有機農場與一般農場（慣行農法）有何不同？ 

A：1.以生態為出發，做有機農耕，以期能恢復土壤之健康。 

    2 雜草的管理，都用人工除草.，不用除草劑。若不太影響植物的

成長，則保留雜草。田園中，永遠有兩種植物：一半給人類用，

另一半則留給大自然。 

    3.肥料－間接的有機肥料，用來餵養小動物（蚯蚓）的。蚯蚓不

但可以鬆土，其排泄物是絕佳的肥料。 

    4.蟲害－養蟲來吃菜蟲，不噴農藥，讓生態自然平衡，而非趕盡

殺絕。 

            如園中有田鼠，田鼠會吸引什麼動物過來？貓、蛇、鷹

等。 

            蚜蟲則會吸引瓢蟲、螞蟻等。 

Q：貴園中有螢火蟲嗎？ 

A：有，去年發現 10 隻，希望今年會有更多。螢火蟲是指標生物。只

有 

   在生態平衡的環境中方能生存。 

Q：貴農場在農作物的選擇上，有何特別之處？ 

A：選擇較不會得蟲害的作物－ 

1. 避免栽種『十字花科』（如花菜、高麗菜、白菜、青江菜、蘿蔔…）

的作物，因為蟲害多。 

2. 多栽種蔓性植物：如絲瓜、胡瓜、南瓜、龍鬚菜、百香果… 

3. 其它較不會得蟲害的作物－如胡蘿蔔、地瓜、萵苣、青椒、蘆筍、



150 

紅鳳菜、芹菜…。 

     Q：在何處可得真正的有機蔬果？ 

     A：1.自己栽種。 

        2.向可信的有機農民直接購買。 

3.有機商店（確認袋子外的有機標章）。 

     Q：肥料的來源，一定是有機的嗎？ 

     A：目前尚無法真正做到，仍在努力中。 

     Q：我們如何辨認有機蔬果？ 

     A：1.看標章。（MOA、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或其他有機認證的

標章） 

        2.吃在口中，自然明白。 

     ps：此標章得來不易，需經種種努力並經考核認證方能取得。 

     ps：楊先生特別介紹一本書：新世紀農耕－人對土地圓滿的愛，琉璃

光叢書，為 Bob 所著。 

而後，楊先生並帶我們去看看他的田園。當全班同學來到菜園中，明

顯感覺「土是鬆的」，到處農作物與雜草並存於田園中。此時，正是咖啡、

百香果的開花期，胡蘿蔔、草莓、蘆筍、青椒、桑葚、龍鬚菜、萵苣、菊

苣、地瓜葉…的採收期。 

後來，楊先生並交給我三片光碟，為的是將有機的觀念「傳承」下去。

他並一再叮嚀我們選擇健康而少污染的食物。期中考完後，我們班合寫一

張感謝卡給農場主人，謝謝他們熱誠的款待、誠摯的解說。深信這將會是

個善念的『種子』的。期待大家為這塊屬於我們的土地，盡一份心力。 

後記：請怡晴同學將謝卡送達，慧芬師姐又送給我們三本書，兩份光

碟。真謝謝他們！在花蓮的日子不多了，希望能善用這些日子，方不至於

辜負這屬於後山的「好山、好水、好人」！ 

讀『新世紀農耕－人對土地圓滿的愛』的心得報告 

多年以前，因參與「琉璃光」研習營（88 年 11 月）之後，就一心想走

有機農業。於是我與先生商量，將 5 分的旱地收回（原栽種竹筍），並嘗試

著用自然農法栽種木瓜。 

那時，我一面在空大進修，一面接國小短期代課，有時又得當義工（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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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大林醫院志工、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義工），所以能專心照顧木瓜的

時間實在不多。再者，後來因太辛苦又無固定收入，家人不支持。而有些

技術上又無法克服（如雜草叢生、毒素病），再加上颱風過境，替我收了不

少木瓜。銷售管道未能打通…等，以致最終我還是失敗了！就因為有機農

業的困難度十分的高，包括技術、產銷、人力、成本…若非天時、地利、

人和、耐心、堅持度，絕對無法盡其功的。有機農業走不成，我轉而改走

教育路線。 

    這期間，我曾用牧草做隔離，用洗米水、餘廚的水澆水，放養草蛉做

為紅蜘蛛的剋星（生物防治法），用不織布鋪在木瓜的周邊，以防雜草叢生，

灑岩石粉在田園中以補充礦物質，拔除患有毒素病的植株…。 

    當我們把自己栽種的柳丁、椪柑，拿出去賣時，往往會發覺：消費者

總是挑那些大而美的蔬果。至於，那些有蟲洞、其貌不揚的蔬果，即使價

格較低，也不見得賣的出去。這種「消費者」的迷失，導致『生產者』的

應變：栽種出嫩嫩的、外觀漂亮的蔬果。殊不知，那常是化肥、農藥的產

物啊！ 

    台灣農藥的使用量居高不下，高居亞洲之冠，號稱『農藥王國』。以前

住在古坑，隔壁就是興農農藥行，每天人來人往、絡繹不絕。據消基會指

出，以全年農藥使用總量，除以人口數，台灣每人每年分攤 2 公斤的農藥。

台灣農夫每隔 5.5 天施藥一次，每次混用 4.5 種農藥，混用農藥可能使毒性

增加。再者，農藥是很難用水洗掉的。而農藥使用最多的當屬除草劑！ 

    如果你看到一片露天田園很乾淨，完全沒有雜草。或者雜草枯黃死去。

甚或雜草（如霍香薊）的葉子有不正常的枯黃現象時。你當可斷定，此園

絕不是真正的有機農場！ 

農業從以前到現在，所面對的問題，主要是「病蟲害」、「雜草」、「地

力衰竭」的問題。 

去年，我與先生栽種銀柳，剛開始長得不太好，好像營養不良的樣子。

後來，經朋友的指點：停滯生長，其表徵即是在嫩葉上會有紅化的現象。

Why？原來是水分不足且肥料不夠。於是我們做了些調整：施肥、加強灌

溉、與植物溝通（讚美、感謝她、唱歌給她聽：感謝天、感謝地），後來真

的長得較好了，很多人誇我們養得好！ 

有機農業除了不用化肥、農藥之外，土壤、堆肥、水源等，均要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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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不含重金屬、且經認證合格的才行。有機蔬果有幾種特質：安全無

毒、植株實在、健康生機、味美清甜等。 

有機農業是以培育健康的土壤，改進栽培技術，增強作物抵抗能力，

來防治病蟲害。有機蔬果由於成本高、售價高、生產量低、技術性高、產

銷不易暢通，再加上消費者過分要求，蔬果外觀肥美碩大、無蟲孔等，故

推展不易。靠的多半是社群團體、有心人士、及有機農民的耐心、堅持信

念，方能力行。 

有機蔬果的有形成本包括：人工除草，費工費時；不用農藥，植株損

失；不用化肥，生長較緩；有機栽培，成本較高；尚乏推廣，產銷不易等。 

而這本『新世紀農耕－人對土地圓滿的愛』，提供給真正想嘗試有機農

業的人很好的典範。這是大大自然農夫包伯．肯那德（ Bob Cannard）先生

所著。對自然界他有著獨特的見解、實務經驗、敏銳的觀察力等。肯那德

先生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大自然的尊重與關懷，以及對植物界相交甚

深。以下摘錄一些重點：植物所需的成份：陽光、礦物質、空氣、微生物。

這四大項，缺一不可。且還要供給均衡充分，若有一方失去平衡，則很可

能招致蟲子或得病。在園中，隨時都有兩種作物，一種給予大自然，另一

種留給人類，這是一種時間與空間互相分享的方法。大自然是最親密、準

確的鐘，蔬果自有他自己的季節。記得這是你的田地，而你的腳步是田地

最好的資糧。常常與植物做溝通或唱歌給大地聽。他教我們維繫人類命脈

的秘訣－保持一顆柔軟慈悲的心！ 

    

ps：參考資料：新世紀農耕－琉璃光 

              危機與生機－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花蓮 MOA 農場之參訪報告 

              銀柳栽種要點 

              銀柳銀柳滿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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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 

   

一、本生產規範依據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第十四點規定訂定之。 

二、生產環境條件 

(一) 農地應符合農業發展條例所規定供農作使用之土地。  

(二) 農地應有適當防止外來污染之圍籬或緩衝帶等措施，以避免有機栽培作

物受到污染。 

(三) 灌溉水質及農地土壤重金屬含量應符合本規範訂定之標準(如附表)。如

有特殊情形，得檢附相關資料，送請輔導小組審議調整之。 

(四) 農地應施行良好之土壤管理及水土保持措施，確保水土資源之永續利

用。 

三、短期作物之田區取得有機驗證前，需有二年的轉型期，長期作物（如多年

生之果樹、茶樹等）則需三年的轉型期。轉型期間應在驗證機構輔導下，

依據本規範施行有機栽培。 

四、作物、品種及種子、種苗 

 (一) 選擇環境適應性佳及具有抗病蟲害特性的作物種類或品種，並儘量以生

物及遺傳多樣化為原則，改進生產環境之生態多樣化。 

(二) 種子不允許以合成化學物質、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或礦物性材料

處理。 

(三) 種苗之育苗過程中不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四) 不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之種子及種苗。 

(五) 合格種子、種苗無法取得時，方可採用一般商業性種子、種苗。 

(六) 育苗場設施不允許以合成化學物質消毒。 

五、雜草控制 

(一) 以人工或機械中耕除草，不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二) 採行敷蓋、覆蓋、翻耕、輪作及其他物理或生物防治方式，適度控制雜

草之發生。 

(三) 不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六、土壤肥培管理 

(一) 適時採取土樣分析，瞭解土壤理化性及肥力狀況，作為土壤肥培管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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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二) 採取適當輪作、間作綠肥或適時休耕，以維護並增進地力。 

(三) 施用農家自產之有機質肥料、經充分醱酵腐熟之堆肥或其他有機質肥

料，以改善土壤環境，並供應作物所需養分。有機質肥料重金屬含量應

符合本規範訂定之「有機農業灌溉水質及土壤、有機質肥料之重金屬容

許量標準」。 

(四) 不允許施用化學肥料(含微量要素)、含有化學肥料之微生物製劑及有機

質複合肥料。 

(五) 礦物性肥料應以其天然成分之型態使用，不允許經化學處理以提高其可

溶或有效性。 

(六) 不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七、病蟲害管理 

(一) 採輪作及其他耕作防治、物理防治、生物防治、種植忌避或共榮植物及

天然資材防治等綜合防治法，以防病蟲害發生。 

(二) 不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及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礦物性材料。

(三) 不允許使用任何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八、收穫、調製、儲藏、加工、包裝及行銷 

(一) 有機農產品收穫後處理不允許添加或使用合成化學物質，也不允許以輻

射或燻蒸劑處理。 

(二) 確保有機農產品不會受到非有機農產品之混雜或污染，採收過程及其收

穫後之調製、貯存、加工、包裝及行銷，均應與一般農產品分開處理。

九、技術及資材 

 (一) 雜草控制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水田與旱田輪作，不同作物輪作、間作等。 

 (2)人工及機械除草。 

 (3)敷蓋雜草或作物殘株。 

 (4)農田中飼養家禽及家畜等。 

 (5)利用植物相生相剋之原理。 

 (6)含有雜草種子的材料製作堆肥，必需使其充分醱酵完熟，以殺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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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含雜草種子，方可使用。 

 (7)敷蓋聚乙烯、聚丙烯及其他聚碳酸酯基產品，使用後應從土壤清理

出去，不允許在田地上焚燒。 

 2.禁用： 

 (1)合成化學物質。 

 (2)殘留農藥、輻射性物質、過量重金屬之作物殘渣及生物資材。 

 (3)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二) 土壤肥力改良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各種綠肥作物。 

 (2)作物殘株、雜草或落葉及其所製成之堆肥。 

 (3)豆粕類或米糠。 

 (4)木炭、竹炭、燻炭及草木灰。 

 (5)菇類栽培後之堆肥。 

 (6)製糖工廠之殘渣(甘蔗渣、糖蜜等)。 

 (7)未經化學及輻射處理之腐熟木質材料(樹皮、鋸木屑、木片)。 

 (8)海藻。 

 (9)植物性液肥。 

 (10)泥炭、泥炭苔。 

 (11)禽畜糞堆肥。 

 (12)骨粉、魚粉、蟹殼粉、蝦殼粉、貝殼粉、蛋殼及海鳥糞。 

 (13)磷礦粉、苦土石灰及含有石灰之礦物粉碎而成之資材。 

 (14)麥飯石粉、蛭石粉及真珠石粉。 

 (15)符合本會有機質肥料類品目編號 5-01（植物渣粕肥料）、品目編號

5-02（副產植物質肥料）、品目編號 5-03（魚廢物加工肥料）、品

目編號 5-04（動物廢渣肥料）、品目編號 5-07（氮質海鳥糞肥料）、

品目編號 5-08（禽畜糞加工肥料）及品目編號 5-09（禽畜糞堆肥）

規格之產品。 

 2.禁用： 

 (1)除上述外之化學肥料。 

 (2)殘留過量農藥、重金屬、輻射性物質等之作物殘渣及生物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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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經分類之都市垃圾或廢棄物。 

 (4)下水道污泥。 

 (5)廢紙、紙漿。 

 (6)未經淨化處理及充分腐熟之家畜排泄物。 

 (7)人糞尿。 

 (8)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及資材。 

 (9)智利硝石。 

 (三) 病蟲害防治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輪作、間作或混作共榮作物。 

 (2)忌避植物。 

 (3)繁殖及利用昆蟲天敵。 

 (4)利用捕食動物(家禽、青蛙及鳥)。 

 (5)選用非基因改造生物之抗病蟲害品種。 

 (6)捕殺、高溫處理，但不允許將整個田區殘株焚燒。 

 (7)利用不含合成化學物質之紙袋、網袋、塑膠布及不織布袋等防護。

 (8)設置水溝、各種物理性陷阱。 

 (9)果樹基部以麻袋、稻草包裹，防治天牛。 

 (10)種子以水選(鹽水、溫水等)、高溫及低溫處理、浸泡醋或漂白水

殺菌。 

 (11)利用太陽能之消毒。 

 (12)利用性費洛蒙、誘蛾燈、光及有色粘蟲紙。 

 (13)大蒜、辣椒、蔥、韭菜、苦楝、香茅、薄荷、芥菜、萬壽菊、無

患子等浸出液或天然抽出液。 

 (14)海藻。 

 (15)咖啡粕。 

 (16)草木灰。 

 (17)釀造醋、酒類、砂糖、麵粉、奶粉及植物油。 

 (18)石灰、石灰硫黃合劑。 

 (19)不含殺菌劑之肥皂。 

 (20)矽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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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蛋殼。 

 (22)非基因改造之蘇力菌、其他生物及病毒性製劑。 

 (23)植物性中草藥浸出液。 

 2.禁用： 

 (1)毒魚藤。 

 (2)除上述以外之合成化學物質及基因改造生物之製劑或資材。 

 (3)外生毒素。 

 (四) 生長調節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整枝、剪定、嫁接、環狀剝皮及斷根等方法。 

 (2)醋、砂糖及胺基酸。 

 (3)水果催熟用之乙烯氣體或電石氣。 

 2.禁用：除上述以外之所有生長調節劑。 

 (五) 調製儲藏技術及資材： 

 1.可用： 

 (1)控制氣體如二氧化碳、氧氣、氮氣及乙烯。 

 (2)溫度調節。 

 2.禁用：抗生素及其他合成化學物質。 

(六) 微生物資材： 

 1.可用：  

 (1)非基因改造之根瘤菌、菌根菌、溶磷菌及其他有益微生物。 

 (2)外國微生物製劑需經國內學術試驗研究機構試驗，證實有效且無害

者始可使用。 

 2.禁用：含有合成化學物質之資材。 

 (七) 其他技術及資材認為有必要增列者，經由驗證機構提案，送請輔導小組

審議通過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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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有機農業灌溉水質及土壤、有機質肥料之重金屬容許量標準 

重金屬項目 灌溉水質 土壤（mg/kg） 有機質肥料（mg/kg）

砷（As） 1.0（mg/l） 15 50 

鎘（Cd） 0.01（mg/l） 0.39 5 

鉻（Cr） 0.1（mg/l） 10 150 

銅（Cu） 0.2（mg/l） 20 100 

汞（Hg） 0.005（mg/l） 0.39 2 

鎳（Ni） 0.5（mg/l） 10 25 

鉛（Pb） 0.1（mg/l） 15 150 

鋅（Zn） 2.0（mg/l） 25 800 

酸鹼度 6.0~9.0（pH）   

電導度 750（μmho/cm，25℃）   

備註：土壤砷及汞為全量，其餘為 0.1N HCl 抽出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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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栽培作物蟲害管理~談非農藥防治法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苗栗區農業改良場  章加寶 

摘要 

有機農業在防治害蟲上是不得使用化學農藥，因此在害蟲防治上所採

取的防治方法則採取非農藥防治的手段來防治害蟲。在害蟲非農藥防治方

法中，主要有農業防治、生物防治及物理防治等防疫措施。此外，檢疫方

面亦應值得重視。整體而言，農業防治就是利用害蟲、農作物及其生態環

境間的關係，採取可行的農業技術造成農作物生長優勢，而抑制害蟲及製

造有利益蟲之生存環境，以農業上適當的操作來作田間管理，因此可以從

土壤肥料、種子之管理，抗蟲品種之利用，田間樹勢之整理、農作物廢棄

物清除，作物之輪作、混作及間作之應用等等著手而達到防治害蟲之目的。

物理防治是採取物理方法來防治害蟲，可以捕殺、誘殺、遮斷、溫濕度處

理來防治害蟲。生物防治則以捕食性天敵如草蛉、食蟲椿象、瓢蟲、螳螂、

鳥類、鴨類、蛙類等等。寄生性天敵如寄生蜂、寄生蠅等及微生物如真菌、

細菌、病毒、線蟲、原生動物等天敵來防治害蟲。廣義的生物防治尚涵蓋

昆蟲不孕性、昆蟲生長激素、性費洛蒙及抗蟲品種等。除上述防治方法外，

在有機農業害蟲防治上，亦有以牛奶、糖醋液、酒精及忌避植物等來防治

害蟲。此外，在進入世貿組織後，有機農產品流通更趨頻繁，植物檢疫更

應重視及即早採取因應措施。本文僅就目前有機農業可採取的非農藥防治

措施作介紹，並舉一些實例提供有機農業在防治害蟲上之參考。 

關鍵字：有機農業、蟲害管理 

e-mail：bug01@ mdais.gov.tw 

前言 

生物族群的演替受一系列因素的影響，在農業生態系之前是一個自然

生態系，當先民開疆闢土經營農業之時，當初地廣人稀，所需農地面積甚

為狹小，對於自然生態的影響很少，所以幾乎無病蟲害的發生，但隨著人

口增多，農業漸漸的機械化，很多荒郊野地闢為良田，植物相由複雜變為

單純，使得以農作物為食的少數害蟲數量劇增，一躍而為大害蟲，於是乎

有藥劑防治的產生，而致衍生出因農藥不當使用的諸多問題，諸如害蟲抗

藥性，農藥殘留，野生動物的死亡，以致於化學防治更加困難，因此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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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於焉產生，造成雙方均付出慘痛的代價。 

就已知昆蟲種類中，對人類、作物、畜牲造成傷害者不到千分之一，

大多數昆蟲雖然很卑微，但在生物網上卻是不可或缺的一環，昆蟲能夠提

供鳥類、魚類、兩棲類、爬蟲類及許多其他動物所需食物。另外，很多昆

蟲是生物防治上常用的捕食性及寄生性天敵，在生態的平衡上扮演甚為重

要的角色，在自然界中能有效控制害蟲而不致產生不良後果，可謂真正的

幕後英蟲。近年來生態保育意識抬頭，可謂風起雲湧，而有機農業的推動

更是平地一聲雷，生物防治在此際遇下特別被重視，不管國內外任何有關

有有機農業的議題均扮演不可或缺的要角，由於生物防治的目的在於利用

天敵來調整害蟲族群密度，是屬於生態學的範疇，天敵本身就是存在於自

然生態系中的一個生態因子，天敵在自然生態體系中族群一旦建立，對於

害蟲的調節作用具有永久性或半永久性，但各天敵不一定能把害蟲控制在

不發生經濟損失情形下，有時天敵必須加以人工協助，才能彰顯防治害蟲

的效果。一般農藥之解釋是凡用以防治農林作物或農林產物之病菌、蟲類、

其他動物、雜草以及促進或抑制植物生長之藥劑皆稱農藥，因之舉凡殺菌

劑、殺蟲劑、殺線蟲劑、除草劑、殺鼠劑、引誘劑、忌避劑、植物生長調

節劑、輔助劑、費洛蒙及昆蟲生長調節劑皆可謂之農藥；其他非採用農藥

的防治方法可謂非農藥防治法，在害蟲管理之領域中，以非農藥防治法來

管理害蟲是不破壞生態的一種立意甚佳之管理方法。值此進入世界貿易組

織之際，有機農作物害蟲非農藥防治措施更值大力研發及推展，本文茲有

機農作物上可採取之非農藥防治法作介紹，提供田間管理害蟲之參考。 

非農藥防治法 

農作物蟲害管理體系常由競爭取代、檢疫防治、遺傳操作、不育技術、

農業防治、化學防治、綜合防治、生物防治、抗蟲品種、物理防治及其他

架構等等所組成，但大體上可歸類為農業防治、物理防治、化學防治、生

物防治、檢疫防治，而田間防治害蟲又以物理防治、化學防治及生物防治

為主要防治措施。害蟲大發生原因，首為害蟲的內在因素，亦即遺傳學特

性，依其本身生物學特性，決定其是否大發生。如果繁殖力強，適應性廣，

又具遷移、擴散等習性，一遇環境條件適宜，就大發生。其次為環境條件，

包括生物、非生物因素對害蟲的影響，諸如氣候條件、作物、天敵等對害

蟲族群數量之影響，施肥、灌水、噴藥等也會影響害蟲種群數量，另外，

一種害蟲與害蟲間及天敵的關係，也影響害蟲族群數量。因此必須找出害

蟲大發生的主因，才能有效防治害蟲。抑制害蟲族群數量的目的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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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最小防治費用，獲取最大收益，要達到有效防治害蟲，就要採取不同

措施，在害蟲大發生前，適時防治害蟲，因此要以預防為主，在害蟲還沒

造成危害前就控制害蟲。另外，要以農業防治為基礎，因為農業防治一般

遷涉到栽培技術，在採取栽培措施的同時進行防治，而且也是事先預防害

蟲。由於害蟲有數種天敵，應加以保育。因此在不影響經濟情況下，將害

蟲數量控制在一定的水準，而不完全滅絕，使天敵發揮作用，必要時引進

外地的天敵蟲或以人工繁殖釋放。在採取化學防治時能夠及時控制害蟲發

生，但應慎選農藥，選擇施藥時間和方法，掌控用藥次數和藥量。因此防

治害蟲應以預防為主，以農業防治為基礎，合理運用化學防治、生物防治、

物理防治等措施，將害蟲抑制在經濟危害水平之下，經濟、安全、有效目

的。 

本報告擬就各非農藥防治法及其在農業上之應用，簡述如下，俾供害

蟲管理上之參考。 

農業防治 

農業防治就是利用害蟲、作物及生態環境間的關係，採用一系列之農

業技術措施並促成農作物之生長強勢，進而抑制害蟲繁殖，直接或間接消

滅害蟲，進一步創造有利益蟲之生存及繁殖的條件，從而使作物免受或減

輕害蟲為害。因之農業防治項目主要研究包括創造不利害蟲的條件，以抑

制害蟲繁殖；育成抗蟲品種，以避免或減少害蟲為害，達到直接消滅害蟲。

所以如果能有效從操作害蟲及作物生態的層面著手，則較易於達到防治效

果。有關農業防治，可從土壤、肥料、作物抗蟲性、輪作、混作、田間管

理等多面向來討論。 

一、土壤質地 

害蟲與土壤質地有密切的關係，砂質壤土易於發生粉介殼蟲、葡萄根

瘤蚜，潮濕土地易發生螻蛄、蟋蟀，輕鬆土地易發生夜盜蟲、蠐螬。多數

害蟲生長和發育過程，與土壤有關，因此深翻土地和改良土壤不僅利於作

物生長且能提高作物產量，同時在害蟲防治上亦深具功能。 

螻蛄在土壤中取食、生長和繁殖，生活過程與土壤有關；叩頭蟲幼蟲

離開土壤就不能存活；金龜子、球菜夜蛾、一些象鼻蟲幼蟲也都在土壤中

生活和為害。有些害蟲某世代生活於土下，例如葡萄根瘤蚜，在葡萄根生

活。黃條葉蚤、斜紋夜盜、果實蠅、瓜實蠅、下紅天蛾等，雖常取食植物

地上部，但卻在土中化蛹。蝗蟲、蟋蟀和扁蝸牛等，幼蟲生活於土中，取

食亦是植物地上部，但是卵卻都產在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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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壤作為生棲環境的害蟲，假使土壤條件有所改變，則對其生長、

繁殖及為害亦有所改變，例如土壤溫度、濕度、結構、pH 值等均為其決定

性因子。任何一個土壤環境條件的改變，特別是決定性因子的改變，均將

明顯影響昆蟲壽命、發育和繁殖，也就間接影響害蟲發生量及為害程度。

例如瓜蠅之化蛹在低於 3%含水量土中，對發育及生存不利，土壤含水量 30

％則不能羽化。 

在害蟲防治上或許可藉由土壤管理。若改變土壤環境的生態條件，則

可抑制害蟲發育及繁殖。將原來在地下的害蟲翻至土表，由於光、溫度、

濕度等物理因子和鳥類、青蛙及天敵昆蟲等捕食，使其大量死亡。如蝸牛

產卵於土中，在其產卵期進行中耕，將卵塊暴露於地面，經陽光曝曬，石

灰質卵殼易爆裂，餘卵雖未被翻至土表，但因土壤疏鬆，遭乾燥影響也難

於存活。若利用深耕，將害蟲翻入土層深處，使不能由土中羽化。藉由植

物地上部被翻入土中，使為害植物地上部的害蟲，因失去寄主而死亡，尤

其雜草清除，更具意義。深耕也使土壤害蟲遭農機具傷害而死亡，而其巢

穴和蛹室受破壞，亦增加其死亡率。 

二、抗蟲品種 

有關抗蟲品種係由於利用作物對害蟲的迴避、抗生作用、容忍，有關

報告亦非常之多，本文不再贅述，所以在選種時宜選擇抗蟲品種，諸如高

粱台中５號抗黍蚜、水稻抗褐飛蝨品種有 Mudgo，係因水稻缺少 asparagine

所致。 

三、混作及輪作 

同一地區連續栽培同樣作物，則害蟲發生越激烈，若以輪作方式，可

減少害蟲發生，例如煙草與水稻輪作可減輕病蟲害，針葉與闊葉樹混作亦

可減輕病蟲害。木瓜、玉米混作，可減少蚜蟲傳播輪點病。臺灣很多地區

首先在上半年第一期作種落花生，下半年第二期作種水稻的輪作現象，而

第一期作造成旱作害蟲發生，在第二期作水稻期由於灌溉及犁耙而消滅地

下害蟲。 

四、肥料對昆蟲之影響 

肥料之種類及用量，往往影響害蟲之發生，最明顯的例子，氮肥過多，

作物趨於柔嫩，害蟲易為害，如水稻氮肥過多，褐飛蝨發生較嚴重，其他

作物亦然，廄肥堆積過多，常引致蠅、蚊、叩頭蟲幼蟲、金龜子幼蟲等土

棲昆蟲之棲息繁殖。水稻害蟲發生與肥料關係，諸如二化螟、縱捲葉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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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尾浮塵子及褐飛蝨等害蟲。如氮肥之施用，則植物組織含大量氮化合物，

且碳氮比降低，使二化螟生育良好，生存率增高，體重增加，成蟲產卵數

也增加，因此多氮栽培往往造成二化螟大發生。矽酸肥料的施用，恰可緩

和多氮栽培之害，增加抗螟性的機制。氮肥的施用，使二化螟、縱捲葉蟲、

褐飛蝨及浮塵子類的發生較嚴重，但與癭蠅發生無關，矽肥的施用，使二

化螟與浮塵子的為害減輕，但稻苞蟲的發生卻較嚴重。施用氮、鉀肥於甘

藍，發現桃蚜產蟲數量、速度增加，致桃蚜發生增多。同樣生長於甘藍上

的菜蚜，其發生與氮肥、鉀肥施用量及植物中可溶性氮含量無關。 

五、剪枝與枝葉密度對昆蟲的影響 

果園中枝條過密常影響害蟲的發生與否，如葡萄園一作、二作、三作，

咖啡木蠹蛾的發生在一作比二、三期作為害嚴重，此與剪枝有密切關係。

二化螟因水稻播種量的多寡而增減，葡萄葉片濃密與鳥類為害有關。一定

耕種面積內種植適當的株數，則通風、日照正常生育條件良好，農作物因

而生長健壯，其抗蟲性可以提高，質量因此而增加，蟲害損失率也能夠相

對的降低。若作物稀植，不但未能充分利用土地、肥培條件及光照的差異、

行間株間空隙大，因而雜草叢生，表土蒸發量大，容易乾枯。此外，更因

株數之不足，產量因而大受限制，在遭受蟲害之後，缺苗、毀株及損果，

影響產量甚鉅。 

過度密植為害蟲提供良好的發育與繁殖場所，主要是田間小氣候相對

濕度高及光照的不足，例如在水稻田可以誘致飛蝨類及葉蟬類等的大發

生。過度密植也使水稻提早封行，田間防治工作不易，倒伏後就更嚴重。 

六、種植時期與收穫期改變 

為避免害蟲為害，將作物播種期、移植期及收穫期做適當調整，可收

預防害蟲之效果。如日本曾為迴避二化螟之為害，將水稻播種期延遲 10～

15 天，此時可逃避第一代二化螟，而第一代二化螟幼蟲因之餓死而不能為

害。美國伊利諾州一帶為迴避麥癭蠅之為害，將小麥播種期予以遲延。目

前在臺灣的產期調節，諸如葡萄、果桑也造成害蟲相改變，對某些害蟲也

有一定影響。 

七、清除廢棄物 

田間雜草應時常刈除以減少害蟲寄生機會，收獲後作物殘部，須加清

除，以消滅內部害蟲。如田間葡萄殘株集中燒死木蠹蛾幼蟲；燒燬稻草，

可殺死稻蒿內越冬之水稻害蟲。在葡萄收穫後，清理果園，勿使落葉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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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避其腐化，避免成蟲產卵其上。又如可可椰子犀角金龜卵產於枯死之

樹幹、堆肥或腐植土壤中，幼蟲即以腐植質為食，所以清除朽木、堆肥及

其他腐植質堆積物，可達防治目的。楊桃受果實蛀蛾為害，可將受害落果

清除，可減少果實蛀蛾為害。番石榴、柑桔等易受東方果實蠅為害的多數

果樹，其落果應予清除，以免田間為東方果實蠅之自然繁殖場。 

植物檢疫 

植物檢疫是國家為防止農作物危險性病、蟲、雜草隨同農產品擴散蔓

延而制定的一套措施。植物檢疫包括境內檢疫和境外檢疫。境外檢疫的主

要任務，是防止國外的病蟲、雜草進入國內，同時防止國內檢疫對象流入

國外。常設有進口、出口及過境檢疫。如美國葡萄蚜傳入法國，梨圓介殼

蟲的傳播均以植物檢疫的法規防治來遏止，日本為了杜絕瓜實蠅、東方果

實蠅及瓜實蠅之侵入，而制定法規。此外，自國外引入本省的新害蟲，諸

如可可椰子紅胸葉蟲、香蕉弄蝶等等因人為問題而侵入。目前害蟲境外檢

疫對象有主要為東方果實蠅等。境內檢疫的主要任務，是將國內局部地區

發生的危險性病蟲封鎖於一定範圍內，防止其擴散蔓延。一般來說，害蟲

在原產地或在已發生多年的地區，天敵已經很多能控制一部份害蟲。但是

如果害蟲被帶入新地區，一旦氣候及食物等條件適宜，就會比原來產地的

危害嚴重很多，因為這時沒有天敵控制。進入世貿組織，農產品流通頻繁，

植物植檢更為重要。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指利用天敵防治害蟲，有關植物保護著作中，特別是在生物

防治和綜合防治專著，仍繼續採用此義。但隨著治蟲新技術的不斷發展，

近幾年來對生物防治一詞有不同解釋，有人將利用昆蟲不育性包括化學不

育劑、放射線處理不育和遺傳不育等和昆蟲激素等防治法，也歸入生防範

圍，生物防治概念就更加廣泛。所以廣義的生物防治，除了天敵之利用外，

抗蟲性品種之利用，不孕性雄蟲之釋放，有害遺傳因子之導入，費洛蒙之

利用，競爭種類之置換等等，皆可包括在內。用天敵來防治害蟲，可利用

資源為捕食性及寄生性昆蟲、昆蟲以外動物及病原微生物。生物防治在生

態的隔離地區，所謂生態島嶼之環境較易生效，小若果園者，大若夏威夷

群島，在生物防治上皆能大有成就，但夏威夷係一海洋性島嶼，而臺灣卻

屬於大陸性之島嶼，兩者不論氣候、生物相均大相逕庭，是故臺灣不若夏

威夷之有利條件，因此在生防上就必須多費功夫。一般以較少 

移動而群棲性之害蟲，較易作生物防治，如介殼蟲、蚜蟲等。成功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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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能一勞永逸，但達理想者少之又少，是故在生物防治上必須要注意的

如天敵的立足、環境因素之認知、大量飼養等等條件。 

利用捕食性天敵防治害蟲，以我國歷史最悠久，公元 304 年，晉代稽

含所著的「南方草木狀」記載，利用一種黃獵蟻防治柑桔角肩椿象，此乃

世界最早利用天敵的實例。捕食性天敵之利用，在近代最具成效，諸如 1888

年，美國加州為防治吹綿介殼蟲而從澳洲引進澳洲瓢蟲，此為以捕食性天

敵防治害蟲最成功的例子。吹綿介殼蟲在 1905 年曾在臺灣大發生，當時從

夏威夷引進澳洲瓢蟲，此為在亞洲地區生物防治成功之第一例。1950 年代，

臺糖公司也利用赤眼卵寄生蜂防治甘蔗螟蟲，數十年來，生物防治工作發

展更加迅速，廣泛展開以蟲治蟲、以菌治蟲和以菌治病的研究。由於農藥

的大量使用造成各種負面效應陸續出現，注重生態保育時代的來臨，促使

天敵昆蟲的應用必定是臺灣目前及未來防治害蟲的重要主力之一，尤其近

年來有機農業進展神速，生物防治更扮演重要角色，過去臺灣昆蟲學者已

在天敵著力甚殷，曾利用寄生蜂防治紅胸葉蟲、赤眼卵寄生蜂防治玉米螟、

釉小蜂防治柑桔木蝨、捕植蟎防治草莓葉蟎。近年來更特別注重天敵昆蟲

在田間防治害蟲之應用，諸如應用草蛉防治草莓、木瓜、紅棗、茶及其他

有機蔬果之蚜蟲及葉蟎、寄生蜂防治玉米螟、黃斑粗喙椿象防治鱗翅目害

蟲、小花椿防治薊馬等等。 

關於天敵昆蟲可分為捕食性天敵及寄生性天敵兩大類，捕食性天敵昆

蟲分屬於 18 目，200 科，諸如瓢蟲、草蛉、螳螂、食蟲椿等。寄生性天敵

昆蟲分屬於 5 目，即雙翅目 (Diptera)、膜翅目 (Hymenoptera)、鞘翅目

(Coleoptera)、撚翅目(Strepsiptera)以及鱗翅目(Lepidoptera)，分隸 97 科，最

常被利用的有寄生蜂和寄生蠅等等。捕食性天敵體型一般屬於大型或中

型，大多大於其獵物(prey)，並且常能捕食多種獵物，且需多隻獵物才能維

持其生存及發育，其成蟲及幼蟲獵物常常來源相同，捕食後立即致獵物於

死地，成蟲及幼蟲常營自由生活。寄生性天敵大多屬小型或微小型，寄主

範圍狹窄，專一性(specificity)高，衹能寄生一種或數種近種寄主。並且常固

定寄生取食單隻寄主個體，即能完成發育，其尋找寄主方式多由成蟲為主，

並產卵發育為幼蟲，營寄生生活，成蟲則自由生活。 

捕食性昆蟲：蜻蜓、螳螂、椿象、草蛉、食蟲虻、食蚜蠅、步行蟲、

瓢蟲、蟻、胡蜂等等。其中瓢蟲、草蛉、椿象及螳螂等

較常被利用。 

寄生性昆蟲：最主要的是寄生蜂和寄生蠅，如姬蜂總科，包括小繭蜂

科、小蜂總科、寄生蠅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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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天敵：在脊椎動物中，從魚類到哺乳類，有許多種類是以昆蟲是

以昆蟲為食，其中消滅害蟲作用較大的是某些鳥類，其次

是兩棲類、魚類、爬蟲類和哺乳類中的食蟲目和翼手目。

其中主要吃蟲的益鳥有 7 目 15 科 23 種。各鳥所吃的昆蟲，

可分為四類，即益蟲、農業害蟲、衛生害蟲、益害不明或

無特殊經濟關係的種類。以養鴨除蟲及保護青蛙為例。 

養鴨除蟲：養鴨除蟲在我國已有 600 餘年歷史。元朝王楨的「農書」

記載：「蝻未能飛時，鴨能食之，如置鴨數百於田中，頃刻

可盡」。1978 年在中國大陸的 9 個縣，養鴨一萬餘隻，進

行四千多畝晚稻放鴨治蟲試驗，解剖 114 隻鴨子，捕食生

物有稻飛蝨、葉蟬、螟蛾、粟夜盜、稻苞蟲、葉甲蟲、蠅

類、蜘蛛、青蛙、蚯蚓及穀粒、雜草根等，其中害蟲占 90.4

％，每小時每隻鴨子最高捕蟲量達 1,200 餘隻。 

保護青蛙：兩棲類動物中的蟾蜍和青蛙等，以捕食昆蟲和其他無脊椎

動物為主，尤以昆蟲最多，是眾所周知的有益動物。 

病原微生物：自然界中能使昆蟲感病的病原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

病毒、立克次氏體、原生動物及線蟲等。利用蟲生病原

或其代謝產物來防治害蟲，稱為微生物防治。應用比較

廣泛的有蘇力菌、白殭菌及昆蟲病毒等。應用病原微生

物防治害蟲已有很長的歷史，已知可利用病原體有千種

以上。在害蟲病原微生物中，以真菌致病最多，占 60％

以上，而昆蟲的真菌病中，由白殭菌引起的占 21％，目

前國內外成功使用的，主要有白殭菌、黑殭菌等等。目

前臺灣已利用白殭菌防治甜菜夜蛾，蘇力菌臺灣在 1957

年引入使用，推廣在擬尺蠖、小菜蛾、菜心螟、紋白蝶、

松毛蟲及茶蠶。 

昆蟲病毒寄主主要是鱗翅目昆蟲，其次是膜翅目、雙翅目，少數是鞘

翅目昆蟲和脈翅目昆蟲，被感染的多為幼蟲，病毒寄主專一性強，每種病

毒能感染某種昆蟲，少數病毒能感染一種以上寄主。可分三大類，即核多

角體病毒(NPV)、顆粒體病毒(GV)和細胞質多角體病毒(CPV)。應用較廣的

是核多角體病毒，其次是顆粒體病毒。臺灣已利用核多角體病毒防治甜菜

夜蛾及利用顆粒體病毒防治小菜蛾。 

物理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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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利用各種物理作用以驅殺害蟲方法，包括徒手捕殺、機械使用，以

及溫、濕、光等環境因子之調節，電氣、音波、氣壓之應用等等。 

一、捕殺法 

此為徒手或用器械，將害蟲之卵、幼蟲、蛹、或成蟲等驅殺之方法，

可分為直接捕殺與間接捕殺二類。 

1.直接捕殺：包括手捕、刺殺、壓殺、打殺等等，方法雖較原始，然運

用適宜時，效果顯著。如二化螟、三化螟之採卵；蚜蟲、

介殼蟲等之捏殺；天牛、木蠹蛾等幼蟲之鐵絲刺孔；稻苞

蟲之壓殺；家蠅之拍殺等等屬之。 

2.間接捕殺：有擊落、搖落、拂落、摘採、粘捕、網捕等等，如金龜子、

象鼻蟲之類，搖擊時，即行下墜，可以收集殺斃之。家庭

所用捕蠅紙之殺蠅，為粘捕之代表實例。以捕蟲網捉捕飛

行性之成蟲，應用尤為廣泛。 

二、誘殺法 

利用害蟲之特殊習性或趨性作用，以適當裝置將害蟲誘集而驅殺之方

法稱為誘殺法。 

1.光誘：利用昆蟲趨光性，如螟蟲、夜盜蟲、金龜子等之誘蟲燈，多數

害蟲之發生預測燈等即為其實例。 

2.餌誘：利用昆蟲趨化性，以適當食餌誘殺害蟲之方法，如以糖蜜；包

括黑糖、酒、醋等之混合劑，誘殺夜盜蛾；以餌木誘殺小蠹蟲、

象鼻蟲；以甘薯、馬鈴薯、蘿蔔等誘殺叩頭蟲幼蟲等等。 

3.伏誘：利用害蟲潛伏習性，如以麻布等纏繞於樹幹，害蟲爬上時乃藏

伏於其下，枯草、落葉之置於農地內，蟋蟀、螻蛄等害蟲必潛

入其間，可聚殲之。用泡桐樹葉舖放於切根蟲發生的地上，可

以誘到大量的切根蟲。 

4.器誘：利用適當器械以誘殺害蟲之法，如以發條旋轉之捕蠅箱、內貯

化學物質之捕蟲瓶等，使害蟲一入器內即無法逃出。 

三、遮斷法 

利用適當裝置以隔離害蟲，使其無法接近者為遮斷法。 

1.網遮：夏季使用蚊帳，以避蚊叮；家屋內裝紗門、紗窗，使蚊蠅類無

法侵入等等。以紗網蓋覆瓜苗，以防守瓜之食害，則為野外網

遮法之應用。大量使用的網室木瓜、隔絕蚜蟲傳播毒素病，網

室印度棗防東方果實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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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袋遮：以報紙、牛皮紙之類作紙袋套掛於果實上，以防果實蛀蟲、果

實蠅、瓜實蠅等之侵入，在臺灣實施的套袋有香蕉、檬果、枇

杷、葡萄、番石榴、梨、蘋果、苦瓜等等，為園藝上之有效方

法，可謂不勝枚舉。 

3.環遮：以膠布、報紙之類，纏繞於作物下部，或以某些物質如石灰塗

於樹幹呈環狀，以遮斷爬行害蟲之上昇。 

4.溝遮：於害蟲發生區之周圍掘明溝於地面，以阻止害蟲之蔓延，可用

於行軍蟲、尺蠖等害蟲，寬約 30 分，深 60 公分。 

5.屏遮：以草蓆、木板、或其他器材作成屏障，以防止害蟲之侵入。 

6.其他：如利用寶特瓶套於葡萄樹幹上防止扁蝸牛爬上葡萄為害。 

四、溫度處理法 

本項包括高溫處理及低溫處理二項： 

1.高溫處理：高溫之下，促進昆蟲快速死亡，一般可利用陽光及火力，

如積殼、貯藏食品、被服等之蟲害，經由適當之日晒，可

將害蟲驅殺。砍伐後之樹木，利用日晒，可將內部之蠹蟲

類殺滅。利用火力之燒殺法，受白蟻及一般蠹蟲類嚴重為

害之木材，可以火燒燬，能獲得澈底之防治。園圃、畦畔

之雜草廢物等，如在冬季予之燒除，則其間越冬害蟲，可

盡行殺斃。為驅殺壤內之昆蟲、病菌，有所謂燒土法，如

苗床土壤之消毒多採用之，一般加熱至 60℃以上維持 1

～1.5 小時，即可獲圓滿結果。另外農民亦有利用火來燒

稻蒿以殺滅其內害蟲。 

2.低溫處理：貯藏品如保存於 5～15℃之低溫，不致發生蟲害，但欲利

用低溫以殺斃害蟲，則不如高溫之可靠。又低溫之殺蟲效

率，以高、低溫交互作用時為高。外銷荔枝以低溫處理，

防治果實害蟲。 

五、濕度處理法 

此可分為乾燥處理與浸水處理之二方面： 

1.乾燥處理：收穫後之穀類，在貯藏前，予以充分乾燥，則非僅減少蟲

害，且可免菌類之繁殖。 

2.浸水處理：作物播種前，先浸水一段時間，可將地下害蟲的幼蟲或蛹

先行浸斃，爾後再種植。如在菜園種植前先浸水三天，可

將黃條葉蚤卵、幼蟲、蛹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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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不育技術 

利用物理的或化學的方法造成昆蟲不育，大量釋放於田間與野外正常

蟲交配而產生無生殖力的後代，達到減少和消滅害蟲的目的，有人將之列

於廣義生物防治的範疇，或稱做遺傳防治法。使昆蟲不育的方法有兩類；

一是物理方法，主要是用 γ射線處理昆蟲 

造成不育，而鈷六十是常用的放射源。二是化學方法，即用化學藥劑處理

昆蟲而引致不育。 

輻射不育利用輻射源照射昆蟲，在一定的劑量下可以引致昆蟲不育，

但並不引起昆蟲的生活失常和死亡。各種昆蟲及其不同蟲期或齡期對輻射

的敏感性不同，過高的照射劑量會造成昆蟲的生活失常和死亡，一般用於

害蟲防治的不育昆蟲，多是在蛹期或成蟲期處理，所用的 γ 射線的照射劑

量因昆蟲種類、蟲期或齡期而異，一般以發育早期對輻射的敏感性最高，

但也有例外情況。目前臺灣有東方果實蠅的實例。 

不育法與防治害蟲的其他方法相較，特點是只對目標害蟲發生作用，

可避免對有益動物和人類健康的危害，也很少可能引起害蟲的抗性。在害

蟲數量較少時，顯得更加有效。但是應用不育法防治害蟲應考慮經濟又容

易大量飼養，釋放的不育昆蟲應有廣泛擴散能力和充分活動力，以保證找

到自然界中能正常生活的昆蟲。不育蟲應具有正常生命力，能正常覓食、

交配及壽命。最好是一生中共交配一次的昆蟲。若不育技術與其他防治方

法相結合，更易達到實用的階段。 

七、其他 

微波或超音波的應用，以振動頻率每秒在 2 萬次以上為特徵、人的耳

朵難以感覺到的超聲波，能使在液體介質中的動植物細胞和微生物引起幾

乎是剎那間的機械性破裂和死亡。該法對昆蟲殺傷力很強，消滅倉庫害蟲

既經濟又有效。近年來亦有用微波或超音波引誘雄蟲遷離雌蟲，藉以阻止

害蟲繁殖。 

結論 

非農藥防治法在以往常常為人所忽視，由於吾人越重視生態環境及農

產品的品質，因之謀求具有安全性的替代防治方法，乃為今後努力的目標，

開發非農藥防治法遂成為發展的新途徑。目前在人類與害蟲的爭鬥戰場

上，雖然還是以化學防治作為主力戰，其他防治方法為輔助，因此要將非

農藥防治方法化為主力，將化學方法轉變為輔助，仍為今後在害蟲管理上

的取向，考諸非農藥防治法目前之所以逐漸被重視，乃由於農藥使用之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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濫，害蟲防治目前以使用合成化學藥劑防為主，在作物害蟲防治上，不可

否認的已有其相當的經濟上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卻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由

於合成化學藥劑殺蟲力強，在害蟲防治上有立竿見影之效，然而造成農業

上、環境上諸多的問題，例如對非目標生物造成的毒性、殘留毒、抗藥性

害蟲的產生，害蟲的再猖獗及造成嚴重環境污染。近年來，先進國家甚為

重視化學農藥殘毒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一方面禁止使用毒性強、污染性

的合成農藥，另一方面開發藥效選擇性高，對動物毒性低，殘效短、安全

性高之生物藥劑，如 ICR 的開發，以及發展安全性高之害蟲非農藥防治法

方法，以期達到質量均優的農產品，由於農藥使用後所造成的錯綜複雜的

關係，今後開發非農藥防治法是刻不容緩的事。 

非農藥防治法不勝枚舉，可是目前被實際應用於害蟲防治者僅為少

數，因此需加以研究開發新的種類尚多。並且應選擇較具有潛力的防治措

施，為將來開發非農藥防治法的可循之徑。如何將非農藥防治法加諸於害

蟲管理系統中，以發揮其應有的功能，端賴日後改進與研究，則非農藥防

治法可冀成為將來最具效用的害蟲防治法。因此，為求合理、安全、有效

及經濟的目標，以達減少農藥使用，發展非農藥防治法不但是順應世界潮

流，更因之而取代傳統化學防治法。 

但非農藥防治法，例如天敵因係一生物因子，其所受環境因子之影響

甚大，效果亦屬於遲效性，此為不利條件，所以不論研究或推廣，類似於

生物防治的而且像大面積的應用須要大量天敵的飼育，供應困難及操作技

術的簡化，都是推展利用天敵策略所面臨，所需解決的問題。目前為了配

合加速農業升級，發展精緻農業，更應發展非農藥防治法，以便推廣生產

高品質、高經濟價值、無農藥殘留的農產品。而有機農業之推展更是建設

人間滯工，多一分有機，多一分淨土，非農藥防治法之研發更是扮演有機

農業重要的推手，在經濟及保育面向上兩者兼顧。如此，則有機農業的格

局才會廣又大，視野才會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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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機 農 業 作 物 生 產 規 範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陳吉村 博士 

一、前言 

為推動有機農業之發展，並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制度，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於民國 88 年 3 月 15 日訂定「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有機農產品

驗證機構輔導要點」及「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等基準與要

點，以作有機農業推動之依據。另為輔導及監督民間驗證團體，因此農委

會進一步於民國 89 年 6 月 23 日公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及審查作

業程序」，以作為審查民間驗證機構申請案件之依據。為提升前項規定之

法律位階，因此農委會於民國 92 年 2 月 7 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例」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增列條文：「為提升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品質，維護消費者

權益，中央主管機關得推動相關產品之證明標章驗（認）證制度。前項農

產品、農產加工品之證明標章驗（認）證相關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另外農委會有感「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等規定實施多年，為配

合時空之變遷實有修正之必要，因此配合「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案之公布

實施，農委會研擬修訂「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等要點或規範，

並於 92 年年 9 月 15 日發布實施，另外「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則

較晚於 92 年年 10 月 31 日發布實施。至於原公告實施之「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輔導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有機農產品

生產基準」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等則同時公告

廢止。 

 

二、條文重點 

最新之要點或規範在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有完整之條

文內容可供參考，其各要點規定之條文重點摘錄如次： 

(一)「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 

「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全文計十五點，其內容重點如下： 

1.配合農業發展條例之修正，敘明本作業要點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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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確定義本作業要點相關用詞（第二點）。 

3.賦予本會「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依據，並規定該輔導小組

之任務、組成及執行方式等（第三、四、五、六、七點）。 

4.規定申請本會認證之驗證機構資格、審查程序、認證有效期限及評鑑

等（第八、九點）。 

5.規定驗證機構應遵守事項及其業務執行範圍（第十、十一、十二點）。 

6.規定進口有機農產品張貼國內有機農產品證明標章之資格取得方式

（第十三點）。 

7.賦予另訂各項「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之依據（第十四點）。 

8.明定有機農產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之原則（第十五點）。 

(二)「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 

為提供有機農產品相關業者及驗證機構有所遵循之生產規範，依據「有

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第十四點規定訂定本生產規範，全文計九點，

內容重點如下： 

1.敘明本生產規範之訂定依據（第一點）。 

2.規定從事有機生產之環境條件要求（第二點）。 

3.規定種植作物取得有機驗證前之轉型期要求（第三點）。 

4.規範供有機栽培作物、品種及種子、種苗之條件限制（第四點）。 

5.規定從事有機栽培之田間管理（含雜草控制、土壤肥培及病蟲害管理）

原則及產品後續收穫、調製、儲藏、加工、包裝、行銷等要求（第五、

六、七、八點）。 

6.明定從事有機栽培可用及禁用之技術與資材（第九點）。 

(三)「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 

為提供有機畜產品之生產依循，依據「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第十

四點規定訂定本生產規範，全文計六點，內容重點如下： 

1.敘明本生產規範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2.規定有機畜禽之取得來源及限制（第二點）。 

3.規定有機畜禽產品之產製過程（包括營養、保健及生長環境）（第三

點）。 

4.規定飼作地、放牧地及有機畜禽產品之飼養轉型期（第四點）。 

5.規定有機畜禽產品在運輸、屠宰、畜禽產品收集、加工、包裝及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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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應遵循之原則與限制（第五點）。 

6.明定生產有機畜禽產品適用之技術及資材（第六點）。 

(四)「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 

為利驗證機構向本會申請認證案件之審核，依據「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

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本作業程序，全文計十點，內容重點如下： 

1.敘明本作業程序之訂定依據（第一點）。 

2.規定驗證機構向本會申請認證之資格及應提出供審核之文件（第二

點）。 

3.規定資格審查包括書面審查、申請機構現場查核、生產者現場查核、

產品抽驗及審查項目與方式（第三、四、五、六、七、八點）。 

4.明定通過審查及查核之驗證機構，由本會循行政程序核定公告（第九

點）。 

5.敘明本會核定公告之驗證機構應遵守之規定（第十點）。 

 

三、結論 

為維護生態環境及確保農產品安全，有機農業之推行須有合理而可行

之相關辦法來作為推行及檢核的依據，農委會制定「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

及相關規定並發布實施，就是希望能落實有機農產品之驗證制度，希望農

民、驗證機構及相關業者能配合各項規定來執行有機農業，以健全有機農

業之發展並使得農業能永續經營。 

 

參考資料 

林傳琦，農政與農情月刊第 136 期，行政院農委會，2003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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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蔬菜生產技術及肥培管理 

                                蔡永暭                        930428 

壹、蔬菜產業現況 

    本省蔬菜收穫面積約有 20 萬公頃，年產量有 230 萬公噸，平均公頃產

量 11 公噸，總產量 300 億元，在農作物中僅次於水果及稻米，是本省重要

的農作物。若以總產量除本省總人口數，則平均每人每年蔬菜消費量為 120

公斤，換算每人每日消費量為 350 公克，遠高於目前的平均值 125 公克，

因此，有生產過多的問題。主要生產地集中於中南部，其中以雲林、彰化、

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為主。生產的蔬菜種類逾百種以上，其中根菜

類、莖菜類、葉菜類及果菜類，約佔總蔬菜生產面積 85﹪。 

    目前蔬菜產業面臨的問題，主要有(1)供應問題：夏季蔬菜（5~10 月）

供應不足，菜價自 5 月起扶搖直上，至 9 月份達最高，冬季蔬菜生產過剩，

價格下跌。（2）外銷喪失競爭優勢，產業面臨困境。（3）農藥使用問題。（4）

種子種苗供應問題。(5)品種及栽培技術問題。（6）勞動力問題。 

 

貳、夏季天然災害 

    依據台灣農業年報的統計，近五年來政府付出「農業天然災害現金救

助」的金額，每年約 10 億元。其中夏季災害救助，約佔 80%以上，救助範

圍包括豪雨、颱風、及病虫害等造成的農業損失。災害的問題，每年不斷

的重複，而政府的補助，充其量只是全部損失的一部份，由此可見，農業

損失的嚴重。農民除了政府補助之外，難道真的束手無策，只能看天吃飯

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物以稀為貴的原則下，產地缺貨的季節，就是

農民利用現代化科技，創造利潤商機的時期。 

    蔬菜栽培成本低，生育期短，收穫次數多，資金週轉快，由經營角度

來看，風險較小。如果農民有適當的設施，選擇適合的蔬菜作物，採逆向

操作的栽培方式，專業生產利潤較高的夏季蔬菜，不僅可以創造商機，亦

可解決部份產業問題。 

 

參、網室設施設計與利用 

    知道了農業災害的原因，自然要有對策。颱風豪雨可以利用設施加以

扺擋，積水可以改善排水或利用土堤阻隔，而病虫害可以透過栽培技術及

設施設計加以改善。能符合此類需求的設施，有隧道式錏管溫網室及鋼構

式溫室等。前者成本較低，可以自行拆除重建，後者成本較高，可成為環

控式的植物工廠。 

    隧道式錏管溫網室之設計，主要結構是以 1/2~1 英寸錏管做為骨架，

骨架支柱密度有 60~120 公分等各種規格，搭設時可視當地風力大小，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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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骨架連繫部位均以專用彈簧夾固定，上方覆蓋紗網及塑膠布，並以

塑膠夾固定。錏管插入土中需以瀝青處理以防生鏽。搭設時每棟大小，以

蔬菜一次採收為原則。長度以 25~30 公尺較為適當，過長通風不良，易造

成熱氣蓄積，寬度約 5~8 公尺，前後方設置紗門，供中耕機進出。棟與棟

之間，間隔約 1 公尺，中間築排水溝。屋頂以橢圓狀較佳，紗網及塑膠布

需拉緊扯平以免積水。側方紗網以 32 目為宜，塑膠布可設計升降操作，以

調節氣溫及阻隔雨水。設施內部四周需築高土堤，以防浸水。每棟成本，

以 5*30 公尺估計，約需 4~5 萬元，換算成每分地約 15~25 萬元。 

    以往政府鼓勵網室蔬菜生產，目的是希望減少病虫害，但是網室還是

會受到天災及積水的影響，並不適合夏季蔬菜之生產，況且雨水會增加病

害的發生，蔬菜的生產，風險仍高，還是得靠天吃飯，因此不建議使用。 

 

肆、夏季蔬菜經營管理 

    克服天災之後，夏季蔬菜生產環境，大致穩定，生產技術接著要克服的

是養分問題、肥培管理、施肥技術、病蟲害、及雜草防治等問題。設施內

蔬菜栽培，若與露地田施用同量之肥料，常會造成土壤中鹽分累積，不利

蔬菜生長。解決鹽分過度累積之方法，最好的方式是減少施肥，防範於未

然。 

 

一、培育土壤 

  蔬菜栽培所面臨的養分問題，以養分過量及不平衡為主。一般蔬菜的

養分來源，除了土壤本身礦化的養分之外，大部份的養分，都是經由施用

化學肥料來供應。而土壤養分的礦化量，受限於氣候、季節、水份、及土

壤性質等因素，不一定能及時提供蔬菜生長的需要。因此，施用含速效性

養分較高的化學肥料，可立即供應蔬菜養分的生理需求。然而，若化肥施

用不當，長期下來，土壤性質將出現負面的反應。例如 pH 值降低、EC 值太

高、及磷素累積等，且蔬菜作物將出現養分缺乏或過量的生理症狀等。因

此，經常監測土壤的理化性質，可以了解施肥的偏失。通常，經過長期精

心培育的健康土壤，其土壤性質的範圍，pH 值為中性，EC 值約為 0.2~0.6 

ms/cm，鹽基飽和度 60~90%，鈣鎂當量比 6以下，鎂鉀當量比 2以上，土壤

密度以山中式硬度計測為 10~20mm，粗孔隙率 15%以下。若土壤性質超過此

一範圍，則需要進行土壤改良。另外，若田間作物出現異常生長，諸如缺

株、矮小、黃化、濃綠、皺縮、乾枯等現象，都可能是土壤問題的前兆，

需要進行調整或施肥改善。 

 

二、施肥原則 

    作物的產量受先天遺傳及生長環境中的諸多因子的影響，例如氣候、

土壤環境、栽培管理等。在施肥時，下列幾個原則必須遵循。(1)最少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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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作物生長所需營養要素雖有十餘種之多，但作物之生長係受最缺少之

要素所限制，如不補充這種要素，即使其他要素有充分量，亦不能發揮促

進作物生長之效果。故施肥時應判斷土壤中何種要素最缺，針對最缺的要

素施肥才能得到效果。(2)報酬漸減律：當土壤中缺少某種要素而施肥時，

作物生長量雖跟著施肥量之增加而增加，但單位施肥量所能增產之作物收

量卻隨著施肥量之增加漸減，故施肥量增加至某一程度後產量不再增加，

甚至減產。(3)最大利潤之經濟產量：單位施肥量之增產量遞減，而施肥費

用仍隨著施肥量增加而增加，故作物生理上可獲最高產量之施肥量亦未必

是最經濟的施肥量，超過經濟產量施肥量之施肥，就是浪費的施肥，不只

增加生產成本，更造成土壤及環境污染問題。 

 

三、影響施肥效果之因素 

    作物施用肥料時，必須考慮下列影響因素。 

(一)蔬菜特性 

各種蔬菜的需肥量差異很大，例如豆類蔬菜的需氮量遠低於瓜果及葉

菜類蔬菜，而根莖類蔬菜需鉀量則遠高於其他蔬菜。水生蔬菜因浸水栽培

養分容易流失，氮鉀肥施用量較高。鄉土蔬菜容易繁殖，抗病性強，對環

境適應能力佳，養分需要量較低。 

葉菜類蔬菜生育期短，短時間內需吸收大量營養元素，故肥料之供給要

充足（尤其是氮素，以促進葉部生長），來滿足其初期之生長及隨後之快速

吸收生長。根菜類蔬菜由於生長中後期根部肥大時，原地上部植株所含之

營養要素可再轉移至收穫部位，因此應注意生育初、中期肥料的施用及生

育中、後期之磷、鉀吸收，且應避免生育後期過度吸收氮素，葉菜類蔬菜

之結球菜類亦是類似情形。果菜類（含豆類）蔬菜由於開花後有一段時間

係營養生長及生殖生長同時進行，因此生長中、後期的養分供給亦相當重

要，此外亦應注意與開花結果有密切相關之磷、鉀肥之施用。豆類蔬菜如

接種根瘤菌時，因有固氮之功能，故氮素肥料量可減少，以發揮固氮的功

能。蔬菜施肥，一般依種植時土壤肥力高低，先施以基肥，再依不同生育

期追施 1至 3 次之氮、鉀肥。 

    表 1 是常見蔬菜的養分濃度及其單位面積的生物產量，其中含 N、P、K

濃度較高的蔬菜有白菜、莧菜、菠菜等，這些蔬菜不施肥時容易減產，但

相對的亦可清除土壤中過多的養分。而需肥性較低的蔬菜有蕹菜、青蔥、

毛豆、芹菜、萵苣、及田菁等。此外，特別需要 Ca 的蔬菜則有白菜、莧菜、

油菜、芹菜、甘藍等，而特別需要 Mg 的蔬菜有莧菜、菠菜、落葵等。另外，

甘藍、蘿蔔、芥菜、落葵等蔬菜，植株養分濃度低，但單位面積產量大，

養分屬於中後期需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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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不同蔬菜的養分濃度及產量對照表(秋作) 
 

作物別 
N 
(%) 

P 
(%) 

K 
(%) 

Ca 
(%) 

Mg 
(%) 

單位面積 
產量 

   1.白菜 高 高 高 高 低 中 
   2.莧菜 高 高 高 高 高 低 
   3.蕹菜 高 極低 低 低 中 中 
   4.油菜 高 中 中 高 中 中 
   5.菠菜 高 高 高 極低 高 極低 
   6.芹菜 極低 中 低 高 低 中 
   7.芥菜 中 中 高 中 極低 高 
   8.茼蒿 高 中 高 低 低 中 
   9.青蔥 低 極低 極低 極低 極低 極低 
  10.毛豆 低 極低 極低 低 中 極低 
  11.落葵 中 中 中 中 高 高 
  12.甘藍 低 低 低 高 低 高 
  13.萵苣 中 中 中 低 中 低 
  14.葉用甘藷 高 低 中 低 中 中 
  15.蘿蔔 低 中 低 中 低 高 
  16.田菁 極低 極低 極低 極低 極低 極低 

 

(二)氣候因素 

(1)日照：陽光充足時光合成產物之生產潛力增加，如供給多量肥料配

合之，可使此潛力充分發揮，獲得高產。光線不足時，氮素需要量減少，

而鉀素需要量增加。(2)水分：水分成為限制因子時作物對氮肥之需求量減

少，但磷及鉀之需求量卻增多，因水分缺乏時磷及鉀之吸收受阻，故須施

多量磷鉀肥始能滿足作物之需要。(3)溫度：高溫季節土壤有機質之氮素釋

放較快速，根之吸收率亦高，因而作物需氮量降低。低溫時磷素吸收受阻，

施磷量宜增加。 

(三)土壤性質 

(1)土壤理化性質：土壤質地、水分、通氣、密實度、陽離子交換能量，

有機質含量及酸鹼度等性質均會影響營養元素之有效性及作物根系之活

性，例如土壤排水不良時鉀之吸收最易受抑制，故鉀肥效果特別明顯，用

量亦要多。(2)土壤肥力：土壤中某種要素之供應量缺乏，則該種要素之肥

料需要量較高，施用效果亦大。 

(四)栽培管理 

(1)耕耘：整地操作會促進土壤有機質之分解，不整地栽培作物時，土

壤有機質之分解較少。(2)水分管理：淹水土壤易造成氮素因脫氮而損失，

滲透快之農田則易因淋洗流使失量大，造成肥料（尤其是氮肥）需要量增

加。(3)植物保護及雜草防治：病蟲害之發生及雜草之滋生顯著影響作物的

產量，降低施用肥料的經濟效益。(4)密植度：一般密植度提高時肥料需要

量亦隨之提高，但假如其生長過盛，相互蔭蔽時，密植再配重肥則可能反

而引起減產。(5)覆蓋：以稻草、綠肥等材料覆蓋，對保持水分及改善土壤

物理性等有很大效果，並在其分解中釋放各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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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肥料種類 

肥料種類不同，在土壤中之動態及對作物營養生理之功能亦有所不

同。例如浸水土壤中，硝酸態氮易因厭氣而脫氮，鹼性環境則易使銨態氮

揮發損失。 

(六)施肥方法 

各種作物所需不同要素之施肥方法（施肥位置、時期）亦有所不同。

施肥位置正確，有助於減少肥料之損失，避免肥害，及提高肥料被作物吸

收效率。適時施肥亦可減少肥料損失，並可供作物適時利用。化學氮肥均

為水溶性，在土壤中移動迅速，不宜一次大量施用，尤不宜在種子或根部

附近，因土壤溶液濃度過高，對植物有害甚至枯死。磷肥最容易被土壤固

定，尤其是酸性土壤，磷肥在土壤中不易移動，施肥位置應施接近根部，

為提高磷肥之有效性，最宜與有機肥料混合施用，為避免水溶性磷肥被固

定，施肥法可採用條施，或者選擇粒狀磷肥，此兩法皆為減少磷與土壤接

觸。鉀肥在土壤中移動性固定性與損失均在氮、磷肥兩者之間，視作物與

土壤之不同，全量作基肥或分次施用。鉀肥分次施用主要原因，係大量鉀

鹽對種子發芽及幼苗多少有害，且因多量之存在，植物吸收常超過需要量。 

(七)石灰資材之施用 

大部份的蔬菜作物均不耐酸，需以石灰資材調整土壤 PH 值達 6.0 以上

才能正常生長。施用石灰粉、苦土石灰、煉鐵爐渣等石灰資材均可調高土

壤 pH 值，石灰質材料之需要量亦依其中和力之大小而異；石灰石粉中和力

如當 100，則硝石灰和煉鐵爐渣（包括矽酸爐渣）之中和力各為 120~135 及

60~80，可依中和力之大小分別增或減用量。又酸性土壤本身，鈣、鎂、矽

等要素之供應亦是較低，作物栽培上易缺此等要素，是故上述石灰資材既

為改善土壤酸性之良劑，亦為植物營養上之鈣、鎂、矽質肥料。惟石灰資

材如施用過量，將導致鐵、錳、銅、鋅及硼等要素之溶解度減低，易導致

其缺乏，故其施用亦應注意適量。 

(八)施用有機質肥料 

有機質肥料之功能甚多；諸如：改善土壤物理性；包括增進土壤團粒

構造，保水力、通氣性、調節土壤溫度，降低總體密度及土壤流失等。對

土壤化學性亦有助益；包括提高陽離子交換能量，增加營養分儲存能力，

較大緩衝能力等。此外，並可使土壤微生物相多樣化，微生物活性增加，

減少病原菌生長。因此普遍地被施用於蔬菜栽培上，藉以改善蔬菜園土壤

之理化及生物性質，提高蔬菜產量與品質。 

 

伍、病蟲害問題 

    養分問題克服之後，蔬菜生產技術接著要克服的就是蟲害及病害問

題。蔬菜種類不同，病蟲害發生不一樣。而相同的蔬菜種類，也可能因品

種不同，而有顯著不同，例如原生種的抗性大部分比栽培種為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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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具有抗病虫性的蔬菜種類或品種，在栽培上，可達事半功倍之效。蟲

害的防治原則，預防應重於治療。預防的第一步驟，就是利用設施的 32 目

紗網，阻隔外界的昆蟲。第二步驟是定植穴盤苗，縮短蔬菜田間生育日數，

減少罹患病虫害機會。第三是善用耕作防治法，作物採收後，立刻清園，

將田間雜草全部清除，使害蟲失去食源，之後實施耕犁，連續鬆土曬田數

日，促使地下蟲卵滅亡，若還有害虫，田間湛水數日，可消滅剩餘害蟲。

而病害的防治，需先培育健康土壤，長期施用良質堆肥後，土壤活力十足，

自然會產生免疫物質，若再實施適當的輪作制度，連作病害亦可避免。而

夏季蔬菜病害，真正的原因，是水分太多，造成根系受傷，病菌乘隙侵入。

因此當務之急，必需阻隔多餘水分，若田間積水時間，長達 30 分鐘以上，

根系即有受損之虞。夏季午後雷陣雨很多，降雨前應注意將遮雨塑膠布放

下，倘若不慎積水，應立即排除。而設施灌溉，以溝灌較佳，水分越過畦

面，充分吸水後，應即刻排水。 

表 2 為十六種網室有機蔬菜間作時，各作物病虫害的發生情形，有顯著

的不同。例如感染 Rhizotonia 病害的作物有白菜、莧菜、油菜、菠菜、落

葵等，而感染 Pythium 病害的作物有菠菜、芥菜、茼蒿、萵苣。而虫害亦

相同，毛豆、甘藍、田菁、青蔥受斜紋夜盜虫為害，菠菜、毛豆、及田菁

受赤葉滿為害，甘藍受菜心螟為害，宿根雍菜及葉用甘諸受猿葉虫為害，

茼蒿受擬尺蠖為害，而各種作物幾乎受銀葉粉蝨及蚜虫為害。較不易發生

虫害的作物有芹菜、芥菜、落葵等。因此，有機蔬菜栽培時，應盡量選用

病虫害發生較少的種類種植，如果發現某些病蟲害特別嚴重時，就應暫時

放棄該作物，改種其他忌避蔬菜。例如 Rhizotonia 或 Pythium 特別嚴重時，

種植青蔥，可以顯著抑制該類病害發生。 

  栽培防治是利用作物生長環境之改變，以減少病虫害之發生。其範圍

包括適時適作，建立優良間作與輪作栽培體系，變換水旱田管理，實施地

面覆蓋，加寬行株距，降低氮肥用量，或實施間苗及整枝技術，執行清園

曬田等工作。夏季高溫多雨，病害多，虫害少，宜種植耐高溫、病害少的

蔬菜，以達事半功倍。 

 
表 2、蔬菜間作病虫害發生情形(86 年秋作) 

 病害 虫害 
蔬菜種類 菌核病 猝倒病 蚜虫 銀葉粉蝨 夜盜虫 赤葉滿 菜心螟 擬尺護 

1.白菜 ++   +     
2.莧菜 ++   +     
3.蕹菜 +   +     
4.油菜 + +  +     
5.菠菜 + ++ + +  ++   
6.芹菜    +     
7.芥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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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茼萵  ++ ++ +    + 
9.青蔥    +     
10.毛豆   ++ ++ ++ ++   
11.落葵    +     
12.甘藍   + ++ +  +  
13.萵苣  ++ ++ ++     

14.葉用甘藷   + +     
15.蘿蔔   + + +    
16.田菁     ++ ++   

註:+罹病虫株率 0.1~5%, ++罹病虫株率 5~20%, +++罹病虫株率 20%以上 

 

陸、雜草管理 

  雜草會競爭光線、養份、及水分，也會成為病虫源的棲息所，甚至雜

草殘質分解後，釋出毒他物質，對主作物造成危害。據估計其造成的減產

約為 10~90%。台灣旱田雜草種類約有 400 餘種，雜草種類與田間作物及管

理有密切關係，例如灌水程度、除草方式及覆蓋與否等。設施內雜草防治，

應以達到土中草量逐年減少為目標。最佳除草時期有二個，第一是作物植

冠尚未形成披覆之前，第二是雜草尚未開花結實之前。第一個時期可以利

用穴盤苗定植加以克服，第二個時期則需要有耐心的進行，如此可以逐年

減少雜草量。此外一些較為可行的除草方式，如下列說明。 

(一)整地除草法 

蔬菜定植或種植前，田間先深耕鬆土，將所有雜草埋入土中，之後灌水

一次，使土中其他雜草種子再次萌芽，並於作物種植前，再次整地，如此

可大幅降低田間的雜草量。 

(二)覆蓋除草法 

蔬菜播種或定植後，田間實施覆蓋，覆蓋除了保持土壤水份、降低土溫、

增加土壤活性及有效養分釋放之外，亦可明顯的降低雜草量。常用的覆蓋

資材，有稻草及半腐熟堆肥等。筆者曾以半腐熟堆肥覆蓋田間畦面，其對

蔓性菜豆產量及雜草量之影響，如表 3 所示。 

表 3、堆肥覆蓋對蔓性菜豆產量及雜草量之影響(88 年春作) 

處理 雜草量(30dat) 經濟產量 單果重 早果率
 

化肥+堆肥 g/10m
2 

t/ha g/plants g/fruit % 

100%CF(化肥) 196 12.7 365 6.4 62 

50%CF+5t/ha 160 10.6 305 6.2 61 

50%CF+10t/ha 148 11.1 320 6.3 62 

50%CF+15t/ha 99 12.3 353 6.5 56 

50%CF+20t/ha 73 13.0 375 6.6 54 

 

(三)中耕除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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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株距較大的蔬菜，例如玉米等，可考慮用中耕機除草兼培土，第一次

中耕約於植後 20~30 天實施，培土厚度宜淺，以不傷及作物根系為原則，

第二次中耕約於植後 40~50 天進行，同樣要不傷根系，此後作物植冠自然

形成被覆，無需再行中耕。 

(四)穴盤育苗法 

   以穴盤育苗方式，取代種子直播，俟幼苗長出 2~4 本葉時，再定植田

間，可使蔬菜快速覆蓋地面，抑制雜草生長，成為競爭優勢。此外，健株

率增加，又可節省間苗與除草成本。 

(五)輪作或間作除草法 

蔬菜種類因株型、生育期長短、養分需求等不同，其雜草相有明顯差別，

可利用輪作方式，改變雜草種類，並逐年降低土中的雜草量。另外，生長

較快之蔬菜作物，間作生育較慢的作物亦可減少除草工作。 

(六)種植綠肥作物 

休閒地為防止雜草滋生，可考慮種植綠肥作物，不但可以節省肥料，更

可培育土壤。通常夏季可種植田菁、太陽麻等，冬季則可種植油菜花、埃

及三葉草、苕子、麥類等， 

(七)其他除草法 

設施有機農場的除草工作，仍有許多其他方法，例如人工拔除、火燒、

浸水、醋酸等方式，惟各種方法，需兼顧不要損傷主作物，及生態圈的有

益生物，如此，才能有效地抑制雜草，並達永續經營之目的。 

 

柒、降低生產成本 

    除了設施成本之外，勞力及肥料，是最大的成本支出。勞力支出以整

地、播種、除草、採收、包裝為主。田間若採用最少整地或不整地栽培，

配合穴盤苗定植及機械操作，則勞力支出，可降至最低。肥料成本，可調

整施肥時期、施肥量及施肥技術，以降低成本，三個月施用純堆肥 10~20

噸/公頃，應已足夠蔬菜生長，並可避免土壤鹽分累積。以上措施，均為合

理操作，亦可促進農地永續經營。 

 

捌、實例與資料 

一、土壤性質變化 
表 4、已種植 15 期作(二年)設施蔬菜之土壤化學性質 
Treatment pH EC1 O.M.2 TN3 Avail. P4 Avail. K5 NO3-N NH4-N 

 (1:1) dS/m g/kg g/kg   mg/kg  
CF7 5.52 4.09 20.8 1.50 152 36.2 134 14 
CK8 7.01 1.62 19.2 1.25 129 10.8 21 7 
M1 7.27 1.61 20.9 1.37 134 16.4 22 8 
M2 7.22 2.19 25.2 1.59 142 23.6 42 9 
M3 7.36 2.02 28.8 1.67 142 33.2 45 10 
M4 7.30 2.06 29.9 1.83 160 41.7 5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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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三年各期作收穫後之土壤性質 
Treatment pH EC1 O.M.2 TN3 Avail. P4 Avail. K5 NO3-N NH4-N 

 (1:1) dS/m g/kg g/kg mg/kg 
 Crops 15 water convolvulus (Sep.) 

CF 6.58 b7 2.60 a 24.8 d 1.79 b 171 bc 112 bc 24 a 19 a 
CK 7.64 a 1.55 ab 22.9 d 1.49 b 147 e 70 d 35 a 11 a 
M1 7.82 a 1.50 b 25.8 d 1.69 b 158 de 80 cd 10 a 15 a 
M2 7.86 a 1.81 ab 30.3 c 1.91 ab 178 bc 113 bc 14 a 10 a 
M3 7.92 a 1.59 ab 33.3 b 1.93 ab 191 ab 148 b 21 a 11 a 
M4 7.75 a 1.75 ab 38.2 a 2.34 a 208 a 224 a 27 a 13 a 

 Crops 18 Italian lettuce (Feb.) 
CF 6.34 c7 2.77 a 23.5 e 1.29 ab 171 c 85 c 32 b 10 ab 
CK 7.58 a 1.50 b 22.2 e 0.97 b 146 d 63 c 10 b 15 ab 
M1 7.72 a 1.68 b 26.7 d 1.63 ab 167 c 87 c 13 b 6 b 
M2 7.50 ab 2.47 ab 30.7 c 1.62 ab 199 b 154 bc 49 b 6 b 
M3 7.54 ab 2.24 ab 33.2 b 1.70 ab 212 b 210 b 46 b 18 a 
M4 7.35 ab 3.29 a 37.8 a 1.89 a 241 a 450 a 103 a 14 ab 

 Crops 22 Pak-choi (Jul.) 
CF 7.04 d7 3.51 bc 26.6 d 1.59 cd 104 c 113 d 51 bc 29 a 
CK 7.83 a 2.56 c 25.1 d 1.52 d 84 d 73 d 17 c 26 ab 
M1 7.77 ab 3.15 bc 31.4 c 1.94 b 105 c 141 cd 54 bc 26 ab 
M2 7.64 ab 3.53 bc 38.0 b 1.89 bc 131 b 240 c 89 b 19 bc 
M3 7.54 bc 4.58 ab 46.1 a 2.39 a 157 a 411 b 159 a 13 cd 
M4 7.39 c 5.17 a 53.0 a 3.12 a 183 a 613 a 200 a 6 d 

 Crops 24 White amaranth (Aug.) 
CF 7.13 c 2.44 ab 24.5 a 1.62 d 137 d 106 d 38 c 48 a 
CK 7.68 ab 1.71 b 22.3 a 1.46 e 109 e 76 d 46 c 44 a 
M1 7.71 a 1.92 ab 27.8 a 1.80 c 133 d 117 d 43 bc 43 a 
M2 7.62 ab 2.25 ab 32.7 ab 1.95 b 162 c 178 c 80 ab 37 a 
M3 7.53 b 2.36 ab 39.6 ab 2.25 a 192 b 255 b 91 a 30 a 
M4 7.54 ab 2.68 a 46.4 a 2.39 a 216 a 341 a 112 a 4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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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不同深度土層之化學性質變化 (期作 20 收穫後) 
Treatment pH EC1 O.M.2 TN3 Avail. P4 Avail. K5 NO3-N NH4-N 

 (1:1) dS/m g/kg g/kg   mg/kg  
     0-5 cm    

CF 6.57 c7 4.48 a 28.1 de 1.69 c 94 c 98 c 58 b 49 a 
CK 7.70 a 3.40 a 24.2 e 1.59 c 73 c 63 c 13 b 43 ab 
M1 7.69 b 3.26 a 31.7 d 1.96 c 94 c 89 c 18 b 47 ab 
M2 7.46 ab 5.06 a 41.3 c 2.60 b 128 b 250 bc 102 ab 43 ab 
M3 7.51 ab 5.90 a 52.7 b 2.89 b 134 b 345 b 125 ab 38 b 
M4 7.26 b 6.79 a 66.8 a 4.10 a 213 a 687 a 186 a 49 ab 

     5-10 cm    
CF 6.05 c 2.90 a 25.8 e 1.61 cd 91 d 72 cd 18 c 71 ab 
CK 7.54 ab 1.62 b 24.4 e 1.44 d 77 e 48 d 20 c 70 ab 
M1 7.69 a 1.59 b 29.8 d 1.77 c 89 d 73 cd 38 b 65 ab 
M2 7.59 ab 2.23 ab 34.2 c 1.88 c 106 c 109 c 55 ab 56 b 
M3 7.59 ab 2.43 ab 38.3 b 2.21 b 119 b 172 b 42 b 51 b 
M4 7.46 b 2.86 a 43.0 a 2.57 a 134 a 354 a 67 a 82 a 

     10-15 cm    
CF 6.04 b 3.44 a 21.3 c 1.39 b 158 c 81 cd 60 a 35 a 
CK 7.42 a 1.21 b 20.8 c 1.30 b 135 c 51 d 13 a 23 b 
M1 7.62 a 1.47 b 23.0 bc 1.51 b 161 c 65 cd 20 a 27 ab 
M2 7.57 a 1.76 b 24.9 b 1.50 b 167 bc 94 c 33 a 23 b 
M3 7.63 a 1.98 ab 29.7 a 1.80 b 197 ab 136 b 47 a 12 c 
M4 7.49 a 2.52 ab 31.9 a 2.04 a 211 a 242 a 59 a 4 c 

1: electric conductivity of saturation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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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蔬菜生長量 
表 7、各期作蔬菜產量(t/ha)、相對產量(%)、單株鮮重(g/plant)及含水率(%) 

Crops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Treat. 蕹菜 白菜 白菜 義萵 菠菜 白菜 義萵 白菜 莧菜 莧菜 AVG 

     yield t/ha      

CF 34.1 21.1 14.7 33.2 6.2 25.8 4.1 4.7 2.4 4.3 15.1 

CK 25.1 15.0 6.3 21.7 3.1 13.0 3.1 3.5 2.0 3.1 9.6 

M1 32.9 28.0 18.3 36.4 5.7 22.0 5.8 4.0 2.9 4.9 16.1 

M2 37.0 27.3 22.9 47.6 9.4 27.6 6.9 3.3 3.1 7.3 19.2 

M3 35.4 26.7 21.3 54.8 10.6 29.0 10.1 3.0 3.7 8.3 20.3 

M4 33.6 17.9 15.4 49.8 11.1 27.5 11.2 3.8 3.1 8.0 18.1 

LSD5%        3.2 1.1 1.7  

     yield %      

CF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CK 74  71 43 65 49  50  76  74  83  72 66 

M1 96 133 125 110 91 85 141  87 124 116 111 

M2 108 130 156 143 150 107 168  70 134 171 134 

M3 104 127 146 165 170 112 246  65 155 195 149 

M4  99  85 105 150 179 107 273 82 131 188 140 

     F. wt g/p      

CF 27 169 113 378 42 207 54 45 15 22 107 

CK 21 123 50 255 21 108 38 31 13 17 68 

M1 25 217 139 411 39 175 70 38 18 26 116 

M2 28 223 180 567 65 215 89 32 20 39 146 

M3 28 219 164 614 65 234 122 28 24 44 154 

M4 27 175 128 579 73 235 143 42 22 44 147 

LSD5%        24.9 6.5 7.7  

     water %      

CF 96.0 95.2 95.1 95.9 92.3 94.6 92.6 94.0 89.1 90.7 93.5 

CK 97.1 94.3 94.8 95.5 91.6 93.6 93.1 93.8 88.6 90.6 93.3 

M1 95.7 95.8 95.8 96.2 92.0 94.5 93.5 94.2 89.3 90.7 93.8 

M2 96.1 95.5 95.7 96.4 92.9 94.6 93.6 93.6 90.3 91.4 94.0 

M3 95.7 95.3 96.0 96.4 92.9 94.8 93.9 93.4 90.9 91.5 94.1 

M4 96.1 95.2 95.8 96.2 93.4 94.8 94.0 93.8 91.0 91.7 94.2 

AVG 96.1 95.2 95.5 96.1 93.5 94.5 93.4 93.8 89.9 91.1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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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施肥對各期作蔬菜全氮及硝態氮濃度之影響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蕹菜 蕹菜 蕹菜 白菜 白菜 義萵 菠菜 白菜 義萵 白菜 莧菜 莧菜 AVG 

    Total N conc.(g/kg)    

CF 57.6 55.6 51.7 48.2 60.2 35.5 49.6 56.5 32.9 55.4 50.6 48.9 50.2 

CK 53.8 48.3 47.7 37.8 46.1 29.9 41.5 37.5 31.6 43.9 47.6 46.3 42.7 

M1 54.0 52.3 50.8 51.2 54.4 35.7 44.3 48.9 34.1 55.0 50.8 49.6 48.4 

M2 53.9 54.8 51.6 59.4 65.1 42.2 54.0 56.5 37.2 56.5 51.0 50.6 52.7 

M3 55.8 54.7 53.2 57.4 63.1 45.0 54.8 56.4 41.1 57.1 52.4 52.1 53.6 

M4 54.9 54.6 50.9 59.6 66.8 45.7 58.1 62.8 41.0 57.7 51.0 53.8 54.7 

AVG. 55.0 53.4 51.0 52.3 59.3 39.0 50.4 53.1 36.3 54.3 50.6 50.2 50.4 

    NO3-N conc. (g/kg)    

CF 8.73 7.11 6.84 15.1 11.6 2.6 4.8 11.7 3.9 15.2 5.80 4.52 8.16 

CK 5.49 4.62 3.27 5.9 4.4 1.4 2.3 3.7 4.1 7.5 4.55 3.13 4.20 

M1 7.05 6.15 4.83 18.5 9.3 2.8 3.2 8.2 5.7 11.9 5.50 5.53 7.39 

M2 6.74 7.22 5.83 22.8 17.7 5.3 6.2 10.3 6.3 14.1 6.29 6.63 9.62 

M3 8.28 7.49 6.68 22.0 15.6 6.1 7.2 12.8 8.4 16.8 7.03 8.48 10.57 

M4 7.24 8.50 6.89 23.4 18.2 7.0 9.9 16.8 9.1 15.6 6.44 9.13 11.52 

AVG. 7.26 6.85 5.72 18.0 12.8 4.2 5.6 10.6 6.3 13.5 5.94 6.24 8.58 

    NO3-N／TN  (%)    

CF 15 13 13 31 19 7 10 21 12 27 11 9 15.7 

CK 10 10 7 16 10 5 6 10 13 17 10 7 10.1 

M1 13 12 10 36 17 8 7 17 17 22 12 11 15.2 

M2 13 13 11 38 17 13 11 18 17 25 13 13 16.8 

M3 15 14 13 38 25 14 13 23 20 29 13 16 19.4 

M4 13 16 14 39 27 15 17 27 22 27 13 17 20.6 

AVG. 13 13 11 33 19 10 11 19 17 25 12 12 16.3 

 
三、施肥效率 
表 9、設施有機蔬菜的氮素施用效率 

 N applied D. Yield NP-applied Plant-N Abs. NE N-absorded 

 kgN/ha kg/ha kg/kgN kgN/ha kg/kgN % 

CF 180 9820 18.83 493 19.9 121 

CK 0 6430 -- 275 23.4 -- 

M1 792 9980 4.48 483 20.7 26.3 

M2 1584 11520 3.21 607 19.0 21.0 

M3 2376 11980 2.34 642 18.7 15.4 

M4 3168 10500 1.28 574 18.3 9.4 
 
捌、結語 

    台灣夏季天然災害極多，發展設施栽培勢在必行。選擇可以防風、防

雨、防虫，且成本較低的設施，即可穩定夏季蔬菜生產。而欲生產品質良

好的夏季蔬菜，尚需加強肥培管理、養分及水分管理、病蟲害防治、及雜

草防治等，以確保商品品質，及農地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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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綠肥作物應用於田園美化之研究 

周明和  余德發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副研究員 

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助理研究員 

1 通訊作者：E-mail：minghoc@mail.hdais.gov.tw 
（

2 通訊作者：E-mail：derfayu@mail.hdais.gov.tw 
） 

摘  要 

景觀綠肥作物應用於休耕農田以美化鄉村田園景觀，形成特殊景觀

帶，提昇國人休閒品質，是未來可以開展的產業，亦是一條應該走的路。

囿於國際大環境的變遷，我國正面臨作物生產的困境，過剩農地的利用，

為政府迫在眉梢急需解決的要務，而景觀綠肥作物之開發，卻可解決部份

休閒農田未來的出路。休閒農田之規劃為把景觀綠肥作物視為素材，依照

美學原理及季節變化，栽植不同花色的景觀綠肥作物，點綴出如詩如畫之

田園景緻風光；早春，休閒農田之大波斯盛開，形成一片花海，花姿柔美，

風韻撩人，頗富詩意，摻雜著花形呈火焰狀且花期甚長之青葙，盛夏時，

黃波斯菊花朵金黃耀眼，臨風搖曳，殊為悅目，晚秋時，太陽麻開出金黃

色花朵，花姿美觀，同時花色有桃紅、紫紅、白色或複色的大波斯菊亦盛

開，冬季時油菜花抽出黃色的花海，形成一大片鮮色的花海，煞是美觀；

其間，野花種子東南混合及花壇類野花種子適合於春、夏生長，野花種子

東北混合，野花種子北方混合，適合於秋、冬生長。景觀綠肥作物經評估

結果，黃波斯菊適於春、夏栽植，大波斯菊適於早春及晚秋栽植，青葙全

年均可栽植。景觀綠肥作物之種子生產成本，青葙每公斤 253 元，大波斯

菊每公斤 1475 元。 

 

（關鍵詞：休閒農業，綠肥，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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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農地是國土規劃的主要對象，我國農地過去是生產的資材，不但保障

國人溫飽，並且賺取外匯以提供工業發展的基礎；近年來我國荒廢的農地

到處可見，雖然是政府農業保護不力所致，農業生產環境的變遷卻也是很

難抵擋的趨勢。目前為配合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政府規定休耕田必須種

植綠肥；同時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依據談判結果必須開放國內稻米市

場，為避免國外稻米進口後，造成國內生產過剩，讓市場價格大幅下跌，

影響稻農收益，政府規劃辦理二期稻作分區輪休措施以調降稻作面積，屆

時綠肥栽培面積勢必大幅增加。同時近年來農業為配合周休二日之休閒觀

光政策，因應出生產、生活、生態之「三生」並重之產業調整，休閒農業、

生態保育及農村生態景觀亦逐漸受到重視。對於過剩的農地，舒雅土地

(amenity land)概念及舒雅造景(amenity landscaping)的技術，即守護田莊計畫

(countryside stewardship schemes)是政府未來必須走的路，務必使荒廢農

地，以提供正當休閒功能，成為社會大眾無可衡量的資產。 

綠肥作物 

綠肥栽培最早施行於中國和羅馬，我國在周朝初期已用雜草做肥料，

改良土壤。於氾勝之書中記載漢代曾用豆萁(豆的植株或脫粒後的莖葉)為綠

肥，台灣地區在日據時代以前，便有綠肥栽培。中外學者曾對綠肥做過詮

釋，盛(1956)「利用綠色植物增加土壤氮素及有機質既凡其目的在增加土壤

之養分或改良土壤性質而直接可施用於土壤作為肥料之植物稱為綠肥作物

(Green manure)」。林家棻(1950)「綠肥為新鮮之青草、嫩葉及樹木(多指豆科

作物)埋於土壤中供作肥料使用」。Piters(1927)「綠肥是將新鮮植體併入土壤

中以增加土壤養分」，Pinck(1948)等「綠肥能維時土壤中有機質含量，其多

寡端賴綠肥併入土壤中之地上部殘枝及地下部根品質是否良好」，是故綠肥

之功能可增加作物產量，改善作物品質，抑制雜草生長，避免病蟲害滋生，

增加土壤養分，提高土壤中有機質含量，避免土壤沖刷等。 

景觀植物 

人們以主觀角度來認定植物之具可觀賞性，是為景觀植物。可觀賞性

之認定因人、時、地等之不同而有所差異，故景觀植物涵蓋範圍極廣。景

觀植物因具多方面的觀賞性，因此有所謂的觀花植物、觀葉植物、觀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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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香花植物等；觀花植物開花時一片花團錦簇，觀景植物結果時絢麗耀

眼，觀葉植物枝葉、樹態質感細緻，外形獨特，香花植物香氣逼人等均造

就一優美的觀賞空間。秋作栽培太陽麻，由於其花色呈金黃色著生於頂端，

花姿美觀，可美化農村田園景觀；兔尾草的花序是植物界的一奇，尤其是

栽培的壯碩植株，其花穗絕美，滿園盛開的情景會令人留下深刻印象，兔

尾草之最下方是盛開的紫紅花最為豔美，中段是即將綻放的蓓蕾，毛茸茸

的最是別緻，上段則只見披針形的苞葉；冬季綠肥油菜花開花時會抽出黃

色的小花，形成一大片鮮黃色的花海，橫掃秋割後稻田之灰褐色田景的陰

霾，使農村田憑添幾許溫馨與光彩，蔚然成為花東縱谷另類景觀，形成冬

季短期休耕稻田之燦爛農園風光，是故綠肥作物不僅為良好之覆蓋作物，

同時可改善農村之田園景觀。 

景觀綠肥作物種原搜集與開發利用 

本場為配合休閒觀光產業之發展，以提昇國人休閒品質，積極開發美

化農村景觀用之無經濟性且具地區性特色之生態景觀綠肥作物，以形成特

殊景觀帶，增進休閒觀光之可看性。為了篩選適合美化田園之景觀綠肥作

物種類，本場陸續在本地區搜集具本土性生態景觀作物，並自國外引進花

壇類種子，總共搜集 20 餘種生態景觀綠肥作物種源，進行觀察試驗，結果

發現青葙等具有美化田園之潛力(表一)顯示：青葙春作種植後 69 天左右就

開花，花色為紫紅色，株型直立，210 天花才凋謝，可觀賞花期維持六個月

左右，不僅每株花數較多，同時花序亦較長，秋作種植需 91 天左右才開花，

可觀賞花期 4~5 個月，結果可知青葙適於全年栽培。大波斯菊春作種植後

70 天才開花，花色有紅、桃紅、粉紅、淡紅或複色等，株型直立，90 天就

開始凋謝，可觀賞花期僅 1 個月左右，同時植株較高約 130 公分，花朵稀

疏零落，而秋作植株較矮 48.6 公分，花姿柔美，風韻撩人，可觀賞花期 1.5~2

個月，初步試驗結果，大波斯菊較適於晚秋及早春栽植，4 月以後栽植者不

僅植株太高，且花開得零零落落，並不搶眼。黃波斯菊春作種植者，植株

較高，花期亦較長(2 個月左右)，花色有黃、淡黃、橙赤，花朵較鮮豔亮眼，

花朵亦大，而秋作種植者，花朵較小，可觀賞花期亦較短僅 1.5~2 個月，初

步試驗結果，黃波斯菊較適於春、夏作栽培。 

由以上可知，黃波斯菊較適於春、秋作栽培，大波斯菊較適於晚秋及

早春栽培，青葙全年均適於栽培。 



192 

由花蓮地區搜集的青葙品種有兩種，一種`為紅葉種，另一種為青葉

種，其園藝特性之比較如表二，可知紅葉種之青葙其株高較青葉種青葙高，

花序長度亦較青葉種為長，但每株之花數以青葉種較多，千粒重則以紅葉

種較青葉種為重，平均公頃籽粒產量則以紅葉種(1,320 公斤)較青葉種(1,100

公斤)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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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不同期作之生態景觀綠肥作物園藝性狀調查表 

期 作 作 物 種 類 
開花期

(日) 
凋謝期

(日) 
花      色 株 型 

株高 
(公分)

青葙(紅葉種) 69 210 紫紅 直 117.9 

大波斯菊 70 90 紅、桃、粉紅、淡紅、白 直 130.3 
春 

作 
黃波斯菊 49 92 黃、淡黃、橙赤 直 95.2 

青葙(紅葉種) 91 131 紫紅 直 45.2 

大波斯菊 44 85 紅、桃、粉紅、淡紅、白 直 48.6 
秋 

作 
黃波斯菊 52 89 黃、淡黃、橙赤 直 56.4 

表二、青葙不同品種之園藝特性及產量比較表 

品種  
株高  

(公分)  

分枝數  花/株 花序長 

(公分) 

粒數/ 

花序 

千粒重  

(公克)  

公頃子粒產

量(公斤) 

紅葉種  132.0  18.6  35.8 15.6  1,918 1.055  1,320  

青葉種  104.7  11.7  53.2 12.6  1,326 0.83  1,100  

具發展潛力可應用於鄉村田園美化之生態景觀綠肥作物 

青葙 

別名野雞冠、白雞冠、草決明、崑崙草、萋蒿，為一年生草本，生性

強健，性喜陽光，忌過分潮濕，莖直立，有分枝，葉互生，橢圓狀，披針

形或狹卵形，全緣；花期甚長，四季皆能開花，花為穗狀花序，直立於莖

梢或葉腋，呈圓錐形或圓柱形，有紫紅色及白花兩種，青葙之自生能力很

強，本省各地均有野生分佈，不必特殊管理即能開花。青葙可用播種法繁

殖，春、夏、秋皆適合播種，播種量每公頃 2~4 公斤，發芽適溫 20~30℃，

對土壤適應性廣，惟排水、日照需良好，生育期間少量補給有機肥料或三

要素即可，若生育旺盛，不必施肥。性喜高溫耐旱，生育適溫 25~35℃，青

葙耐熱、耐寒、病蟲害少，栽培容易，實為良好之景觀綠肥作物。據調查

結果，青葙每株平均開 36 朵花，每朵花花序長 14~16 公分，每朵花約有 2000

粒種子，重約 2 公克，同時每公頃平均可生產 1,300 公斤左右之種子量。 

大波斯菊 

又名秋櫻，葉互生，2 回羽狀複葉，小葉纖細呈線形，花頂生或腋生，

中心筒狀，呈黃色，花型有單瓣或重瓣，花色有白、黃、桃紅、紫紅或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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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等，花姿柔美可愛，風韻撩人，盛開時花海一片，頗富詩意。播種後 40~50

天即開花，其自行繁殖能力很強，成熟種子落地能再成長開花。大波斯菊

性喜溫暖，生育適溫 10~25℃，適合秋、冬及早春播種，播種量每公頃 8~12

公斤，春季不宜太晚播種，因夏季溫度高又逢梅雨多濕，容易導致營養生

長而不易開花，播種法採撒播或育苗。栽培土質以壤土或砂質壤土最佳，

排水、日照需良好，栽培地方要能避強風。 

黃波斯菊 

性喜溫暖或高溫，甚耐旱，生育適溫 15~35℃，葉為 2 回羽狀複葉，

花黃色或橙黃色，分枝多，每一枝條均能開花，花期持久，盛開的花朵金

黃耀眼，臨風搖曳，殊為悅目，尤其花壇成簇栽培，金黃花海，美麗非凡；

生性強健，容易栽培，不需特殊管理即能開花，很受喜愛，本省全年均可

栽培，全年可見開花，開花結籽後，種子成熟掉落地面，經發芽後再成長，

延綿持續開花。黃波斯菊對於栽培土質不拘，但以肥沃砂質壤土為佳，排

水、日照需良好，蔭蔽處易造成徒長開花不良，播種量每公頃 10~14 公斤；

苗高 10 公分時摘心 1 次，促使多生側枝，多開花，延長花期。 

景觀綠肥作物之採種 

景觀綠肥作物之種子量及種子費用等之評估分析如表三得知，青葙每

公頃需 2~3 公斤之種子量，種子費 400~600 元，大波斯菊每公頃需 8~12 公

斤之種子量，種子費用需 25,600~38,400 元，黃波斯菊每公頃需 10~14 公斤

之種子量，種子費用需 35,000~49,000 元，野花種子花壇類混合每公頃需 10

公斤，種子費用 30,000 元，野花種東南混合及北方混合等之每公頃需 10 公

斤之種子量，種子費用高達 147,300 元；故由以上可知大部份之景觀綠肥作

物為園藝作物，價格昂貴，為其推廣之瓶頸，故如何採種以生產大量種子

及降低種子費用，實為推廣給農民種植能否成功之重要關鍵。 

表三、景觀綠肥作物之播種量、種子費用評估 

作物別 
播種量 

(公斤／公頃) 
種子費用 

(元／公頃) 
青葙 2~3 400~600 
大波斯菊 8~12 25,600~38,400 
黃波斯菊 10~14 35,000~49,000 
猪屎豆 3~5 900~1500 
羽扇豆 10 95,000 
矮性向日葵 10 189,000 
野花種子花壇類混合 1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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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種子東南混合(CD01) 10 55,120 
野花種子東南混合 10 147,300 
野花種子北方混合 10 147,300 

 

景觀綠肥作青葙、大波斯菊之採種作業效率評估(表四)，青葙每公斤

之生產成本為 253 元，大波斯菊每公斤之生產成本為 1475 元。(註：每日之

工資以 800 元計算得之) 

表四、景觀綠肥作物之採種作業效率分析 

項目 青葙 大波斯菊 

收穫量(公斤) 34,852 3,255 

48 22.5 收穫 

調製 18 12.5 

作業 

效率 

(時) 小計 66 35.0 

結  語 

我國加入世界關貿總協後，配合因應對策，國內休耕田面積勢必大幅

增加，而政府過去採用之政策已由對生產補貼轉移為社會與環境復育的補

貼。關於過剩農地最初之對策是進行休耕計畫，目前已朝向對環境有利的

植栽管理之守護田莊計畫。花蓮區農業改良場為配合政府政策，進行景觀

綠肥作物種源之篩選，栽培技術研究，期能開發美化農村景觀用之本土性

景觀綠肥作物，未來應朝著以下方向研究： 

 繼續蒐集具本土性之景觀綠肥作物種原，建立種原圃。 

 持續進行各種綠肥景觀作物適應性試驗，評估其發展潛能。 

 加強青葙等綠肥景觀作物栽培技術研究，建立生產體系。 

 開發不同花色之景觀作物種類，形成地方特殊景觀帶，並配合休閒農業

之發展，以提昇國人休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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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attractive amenity of countryside using  
green manure for landscape 

 
Ming-Ho Chou, Der-Fa Yu  

 
1. Associate researcher, Hualien DAIS, Council of Agriculture 

2. Assistant researcher, Hualien DAIS, Council of Agriculture 

 
Summary 

Our objective was to develop green manure for landscape correspondence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creating attractive amenity of countrysi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eather cockscomb(Coleosia argentea L.), common cosmos(Cosmos bipinnatus Cav) and 

cosmos sulfureus Cav were very adaptable for planting in fallow paddy field and might 

develop a good green manure for landscape. Cosmos sulfurous Cav was better adaptation 

planting in the spring-summer crops, common cosmos was better adaptation planting 

early-spring and autum-winter crops. The feather cockscomb was adaptation plant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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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year. The productive cost of feather cockscomb and common cosmos were 253NT＄

and 1475 NT＄per kilogram, respectively. 

 

（Key words：leisure agriculture, green manure；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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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強健之青葙，花形呈火焰狀，花期甚長， 

適合作為景觀綠肥及庭園植物。 

 

 

 

 
大波斯菊花色有白、黃、桃紅、紫紅或複色等，花姿柔美，

風韻撩人，盛開時形成一片花海，頗富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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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開的黃波斯菊花朵金黃耀眼，臨風搖曳，殊為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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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堆肥之製作技術 

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倪禮豐 

一、什麼是堆肥 

將生物殘體及動物排泄物等有機資材，有時再加少量礦石或化學肥料，

調配碳氮比、水分及通氣性後，經一段時間堆積，藉由微生物進行堆肥化

（醱酵）反應之後的腐熟產品即為堆肥。 

 

二、為什麼要製作堆肥 

大量產生的農業及畜產廢棄物，如不能適當處理，不但佔用空間，又影

響環境衛生，降低生活品質；若任其棄置或焚燒處理，則又有可能造成水

質、土壤與空氣等的二次污染。將這些廢棄物中尚有利用價值的有機資材

經堆肥化後回歸農田土壤，不但可以解決廢棄物問題，而且可以增進地力。 

大部分有機資材若直接施入土壤中，分解時會產生有毒物質，並消耗氧

氣，造成土壤還原狀態。碳氮比大的資材，在分解初期會造成土壤中某些

養分有效性暫時性的下降，尤其是氮素影響最大。這些資材經腐熟後再施

用，可減少有害因素，避免抑制作物生長。在堆肥化過程中，有機碳被微

生物呼吸代謝，形成二氧化碳排出，因而降低碳氮比，所產生的熱可使堆

肥溫度達到 70℃以上，能殺滅病原菌、蟲卵及雜草種子。另外，有些堆肥

資材纖維強韌，經堆肥後較鬆軟而利於撒佈；有些具有強烈的臭味，製成

堆肥後不但沒有臭味而且具有泥土的芳香。 

 

三、如何製作堆肥 

堆肥化的過程是一連串微生物的反應，堆肥資材如同培養基，堆積後如

同固體醱酵槽，因此任何影響微生物活性的因子都與堆肥成功與否有關。

以下就碳氮比、水分及空氣、溫度、酸鹼度、菌種及腐熟度分別說明堆製

時控制或判斷的方法。 

1. 碳氮比：微生物需要碳當作能源，而要氮來進行代謝，堆製起始碳

氮比理論上約在 30 以上，經堆積後逐漸減少至 20 以下。正確的碳氮比需

要化學分析及計算，粗略的估計則可參考下表所列的常用堆肥資材成分。

若是以重量為基準，則需考量水分含量的不同，在實際操作上仍不方便。

更簡單的方法，可將資材分為三類：甲類包括木屑、稻殼、稻草及花生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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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不易分解，為提供碳源、構成堆肥主體結構及決定物理性狀的資材；

乙類為雞糞、猪糞、米糠、豆粕及肉骨等，主要作用為提供氮源以利微生

物作用；丙類為牛糞，不經堆肥化也可直接大量施用。若以容積比例來估

計，可約略以乙類資材與甲類資材比為 2:8 至 5:5 為適當，若以處理禽畜

為目的。另外，若對磷肥或鉀肥需求較高，可選用氮磷比或氮鉀比較低的

資材，則可製作出磷或鉀肥效較高的堆肥。 

表．十種常見堆肥資材之氮含量及重要元素比 

資材 氮含量（％） 碳氮比 氮磷比 氮鉀比 

雞糞 4.1 8.3 2.3 1.8 

猪糞 3.6 8.1 1.9 4.0 

牛糞 2.2 15.4 3.1 7.1 

木屑 1.4 35.0 1.1 1.3 

稻殼 0.6 76.7 10.0 0.8 

稻草 1.2 33.5 8.6 0.5 

米糠 3.2 14.4 1.7 2.0 

大豆粕 11.6 4.5 15.7 4.8 

肉骨 12.4 3.3 2.5 20.7 

花生殼 1.7 48.2 18.9 2.8 

 

2. 水分及空氣：此二項佔有相同空間故互為消長。水分為生物所必需，

在堆肥中約低於 10﹪及高於 90﹪時則不利於堆肥化反應，而約為 60﹪左右

時最適合，但仍應適資材本身保水特性調整之。實務上可以手掌用力握住

堆肥，而水似要滴下的狀態即可。空氣的供應主要有強制通氣及翻堆二方

法。若有通氣設備時，適量的通氣可有效縮短到達腐熟的時間。翻堆不但

可以將堆肥內外層混合均勻，提高堆肥品質，也兼具供應空氣的作用。然

而過度的通氣與翻堆則造成溫度及水分的逸散，反而不利於堆肥化的進行。 

 

3. 溫度：微生物新陳代謝所產生的熱不斷累積，在正常情形下皆可在

數日內升高達 60℃，甚至 70℃以上。這種高溫可維持一段時間，不但促進

微生物反應，縮短腐熟時間，而且可殺滅病菌、蟲卵、雜草種子等。因溫

度無需也不易控制，故只要進行監測，而由控制其他影響微生物活性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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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間接加以管理。 

 

4. 酸鹼度：在不同的酸鹼度範圍中有不同的微生物族群，可對不同種

類的有機物進行分解，雖然其適應範圍還算廣，但仍以中性附近為佳。除

了資材中有極酸或極鹼的物質，一般不需控制。堆肥腐熟後大多呈中性至

微鹼性。 

 

5. 菌種：自然環境中就有許多微生物族群，只需維持其適合的條作即可大量

增殖，故不必刻意添加菌種。但資材中若有大量不易分解物質時，則可在初期加

入專門分解此物質的菌種以加速堆肥化反應。 

 

6. 腐熟度：有許多方法可以測定堆肥腐熟度，但大部分需要有化學的

背景才能進行。一般較可能的方法就是利用種子發芽率與外觀變化作為自

行判斷的依據。選用白菜或蘿蔔等較敏感的蔬菜種子，以堆肥熱水抽出液

使其濕潤萌發，若為腐熟堆肥，數日後發芽率應可超過 60﹪。更簡單的方

法是直接觀察，堆肥腐熟後結構疏鬆，呈深褐色或黑色，沒有刺鼻味而呈

現像泥土般的香味。 

 

四、如何使用堆肥 

堆肥是一種良好的土壤改良劑，可以提供植物舒適的生存環境，但卻

不是一種可以快速提供作物所需養分的肥料。土壤的量相當驚人，一公頃

的土地，只要表土 10 公分的體積即有 1000 立方公尺，也就是每公頃施用

10 噸的堆肥，也僅佔表土的百分之一而已，因此，經常且大量的施用堆肥

是必需的。又因為堆肥中大部分速效性的氮素都已因堆肥化而轉變成較緩

效的形態，故僅撒施於土表時其功效不大。正確的堆肥施用方式，應於作

物定植或播種前，利用耕耘機使其與表土充分混合，才能表現出堆肥改良

土壤的功效。多年生作物如果樹因根系更深，也是需要深施才能得到較佳

的效果。 

 

五、結語 

堆肥製作是一種古老的技術，不需精確的計算和高深的技巧，只要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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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分心力，既可解決有機廢棄物的環保問題，又可增進地力，應值得鼓

勵採行。但在目前的農業環境下，考量人力、空間、時間及設備等，若自

行製作恐不敷成本，故仍以購買市售有機質肥料使用為主。選購時應查明

是否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公告之合格有機質肥料，才有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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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休閒農場經營管理有機休閒農場經營管理

林銘昌

助理教授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臺中健康暨管理學院
 

 

93年3月11日

何謂休閒產業?

 廣義的定義是指提供人們休閒所需之相
關產品或服務之企業。包括提供民眾食、
衣、住、行、育、樂相關休閒服務的一
般娛樂事業，如電玩業、歌唱娛樂業、
百貨業、餐飲業…，以及協助消費者進
行觀光遊憩活動的觀光遊憩業，如飯店
業、旅行業、運輸業、遊憩設施業、輔
助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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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3月11日

休閒產業的特性

消費經驗短暫。消費經驗短暫。

情緒化購買行為。情緒化購買行為。

強調服務證據。強調服務證據。

相關事業相互依賴。相關事業相互依賴。

服務易被模仿。服務易被模仿。

需求變化大。需求變化大。

 
 

93年3月11日

休閒未來趨勢

1.1.休閒與時間。休閒與時間。

2.2.分眾化的觀光遊憩。分眾化的觀光遊憩。

3.3.精緻化的小團體旅遊。精緻化的小團體旅遊。

4.4.流行文化形成的觀光景點。流行文化形成的觀光景點。

5.5.休閒與環境。休閒與環境。

6.6.休閒權益。休閒權益。

7.7.更多元的行銷通路。更多元的行銷通路。

8.8.重視個性化的產品。重視個性化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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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3月11日

有機休閒農業的產業吸引力

發展休閒農業的必備條件是要有錢又有閒。發展休閒農業的必備條件是要有錢又有閒。

國民平均所得達國民平均所得達10,00010,000美元以上。美元以上。

實施公務員週休二日制。實施公務員週休二日制。

台灣已正式邁入有餘暇又富裕的社會。台灣已正式邁入有餘暇又富裕的社會。

國人休閒、環保及健康意識抬頭。國人休閒、環保及健康意識抬頭。

 
 

93年3月11日

餐旅服務業的定義

Hospitality Industry，就字面意義
是指經營餐廳與旅館為主的產業，
後來引伸為凡從事類似以主人和
藹、親切的態度接待顧客、款待
顧客，讓顧客有「賓至如歸」的
一種休閒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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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3月11日

何謂「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係由傳統農業或農村為基礎延休閒農業係由傳統農業或農村為基礎延
伸出去的一種休閒服務業。伸出去的一種休閒服務業。

 休閒農業的主要獲利來源在於經營服務休閒農業的主要獲利來源在於經營服務
業的收入。因此，經營重點應致力於：業的收入。因此，經營重點應致力於：

想辦法吸引相當數量的遊客前往農場，想辦法吸引相當數量的遊客前往農場，

再設法讓他們花錢消費。再設法讓他們花錢消費。

 若想由傳統農業轉型走向休閒農業，應若想由傳統農業轉型走向休閒農業，應
先掌握服務業特性與創造利基。先掌握服務業特性與創造利基。

 

 

93年3月11日

服務業的特性

 無形性：消費者在購買一項服務之前，通常比無形性：消費者在購買一項服務之前，通常比
較無法看到、品嚐、摸到、聽到或嗅到。較無法看到、品嚐、摸到、聽到或嗅到。

 異質性：隨著服務提供者的不同，或是提供服異質性：隨著服務提供者的不同，或是提供服
務的時間、地點與對象的不同，都會造成服務務的時間、地點與對象的不同，都會造成服務
效果的差異。效果的差異。

 不可分割性：服務在進行時，通常服務者與被不可分割性：服務在進行時，通常服務者與被
服務者必須同時在場。服務者必須同時在場。

 易逝性：服務因具有不可分割性，造成服務無易逝性：服務因具有不可分割性，造成服務無
法儲存的特性，其產能缺乏彈性。法儲存的特性，其產能缺乏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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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3月11日

服務的無形性

 行銷問題行銷問題

服務的無形性，產服務的無形性，產
生向消費者溝通展生向消費者溝通展
示的困難性示的困難性

無法利用專利權來無法利用專利權來
保護該項服務產品保護該項服務產品

消費者無法預知服消費者無法預知服
務的結果，將使消務的結果，將使消
費者在購買時缺乏費者在購買時缺乏
信心信心

服務成本因無形性服務成本因無形性
而計算不易而計算不易

 行銷策略行銷策略

提高服務的可接觸提高服務的可接觸
性和強調服務的利性和強調服務的利
益益

加強「口碑效果」加強「口碑效果」

建立企業的特定形建立企業的特定形
象象

成本會計的有效控成本會計的有效控
制制

 
 

93年3月11日

服務的異質性

行銷問題行銷問題

服務品質的標服務品質的標
準難以建立準難以建立

服務品質缺乏服務品質缺乏
一致性。一致性。

顧客缺乏與服顧客缺乏與服
務配合的專業務配合的專業
性性

行銷策略行銷策略

建立完善的顧客建立完善的顧客
反應追蹤系統反應追蹤系統

服務的自動化服務的自動化

注重人員甄選與注重人員甄選與
訓練訓練

重視員工重視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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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產品

基本產品

期望產品

衍生產品

潛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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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休閒農場主題塑造

 核心利益核心利益

 基本產品基本產品

 期望產品期望產品

 衍生產品衍生產品

 潛在產品潛在產品

 休閒及學習

 可進行休憩活動的
場合

 舒適的環境、具教
育性的休閒

 導覽、特別優惠、
賓至如歸、貴賓的
感覺

 食用有機產品

 提供餐飲的建築物
或餐館

 乾淨衛生的料理、
親切和藹的服務

 精湛廚藝、親自下
廚、私房菜、量身
訂做

指隨著產品可能的演進而附加上去的利
益，也就是明日的「衍生產品」，例如
親自栽植與料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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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行銷的金三角

公 司

顧 客員 工

外部行銷內部行銷

互動行銷

 
 

93年3月11日

 外部行銷：指公司提供產品、定價、配送、外部行銷：指公司提供產品、定價、配送、
及促銷服務給顧客的經常性工作，此即所及促銷服務給顧客的經常性工作，此即所
謂的謂的44PP’’s s 行銷（行銷（Product, Price, Place, 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Promotion）。）。

 內部行銷：指公司提供員工訓練與激勵工內部行銷：指公司提供員工訓練與激勵工
作，以使員工提供更佳的服務給顧客。作，以使員工提供更佳的服務給顧客。

 互動行銷：則是有關員工服務顧客的技術，互動行銷：則是有關員工服務顧客的技術，
藉以建立良好的顧客關係與高度滿意，故藉以建立良好的顧客關係與高度滿意，故
互動行銷亦稱之為「關係行銷」互動行銷亦稱之為「關係行銷」((創造、維創造、維
繫、強化繫、強化))。。

服務業行銷的核心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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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價值到忠誠度

價 值

維 持

忠 誠

滿 意

重複購買

口碑介紹

更高的消費

支出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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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演進的四個階段

 農業經濟時代農業經濟時代

以生鮮的農漁業產品提供消費，附加價以生鮮的農漁業產品提供消費，附加價
值有限值有限

 工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

以加工產品提供消費，附加價值升高以加工產品提供消費，附加價值升高

 服務經濟時代服務經濟時代

以最終產品提供消費，附加價值更高以最終產品提供消費，附加價值更高

 體驗經濟時代體驗經濟時代

佈置一個舒適、高雅的消費空間提供消佈置一個舒適、高雅的消費空間提供消
費，附加價值最高費，附加價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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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休閒農場的行銷策略

 老二策略老二策略：追隨第一品牌，強化自己在消費者心目中：追隨第一品牌，強化自己在消費者心目中

的地位。的地位。

 找洞策略找洞策略：發掘市場尚未重疊的新區隔，而此區隔擁：發掘市場尚未重疊的新區隔，而此區隔擁

有足夠的消費者並值得加以開發。有足夠的消費者並值得加以開發。

 創新策略創新策略：想辦法在新闢的區隔市場中捷足先登，獨：想辦法在新闢的區隔市場中捷足先登，獨

樹一幟，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建立獨特的品牌。樹一幟，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建立獨特的品牌。

 聯盟策略聯盟策略：例如產銷聯盟（上下游）、同業聯盟（共：例如產銷聯盟（上下游）、同業聯盟（共

生）、異業聯盟（互生）。生）、異業聯盟（互生）。

 原料自創品牌策略：原料自創品牌策略：跳脫買方的制衡，直接在消費者跳脫買方的制衡，直接在消費者

心中創造價值。心中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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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聯盟的基本觀念

聯盟的動機在追求企業的繼續生存，聯盟的動機在追求企業的繼續生存，
如果無力單打獨鬥，不如與同業合如果無力單打獨鬥，不如與同業合
作，與競爭者合作。作，與競爭者合作。

聯盟目的在發揮本身獨特專長。聯盟目的在發揮本身獨特專長。

聯盟夥伴亦應具備獨特專長，才能聯盟夥伴亦應具備獨特專長，才能
互擷長短、各取所需、產生互補。互擷長短、各取所需、產生互補。

聯盟雙方切忌存有強取對方獨特專聯盟雙方切忌存有強取對方獨特專
長的意圖。長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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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市場導向的事業定義

 公司公司 產品導向產品導向 市場導向市場導向

 SKSK--II       II       製造化妝品製造化妝品 販賣希望販賣希望

 全錄全錄 製造影印設備製造影印設備 改善辦公室生產力改善辦公室生產力

 中油中油 銷售汽油銷售汽油 供應能源供應能源

 開立開立 製造空調設備製造空調設備 提供舒適的居家室溫提供舒適的居家室溫

 柯達柯達 製造軟片製造軟片 保存記憶保存記憶

 先鋒先鋒 製造卡拉製造卡拉OKOK音響音響 協助您唱歌協助您唱歌

 華納華納 拍製電影拍製電影 提供娛樂提供娛樂

 有機休閒有機休閒 銷售有機產製品銷售有機產製品 販售健康與快樂販售健康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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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論

必須了解休閒農業的產業範疇，亦必須了解休閒農業的產業範疇，亦
即掌握休閒服務業之市場特性。即掌握休閒服務業之市場特性。

鎖定客層建立持久的顧客關係。鎖定客層建立持久的顧客關係。

發掘目標顧客最重視的產品與服務發掘目標顧客最重視的產品與服務

營造有機主題明確的經營特色。營造有機主題明確的經營特色。

創造所有員工投入於經營顧客「高創造所有員工投入於經營顧客「高
度滿意休閒」的氣氛。度滿意休閒」的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