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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場長         　　      謹誌黃鵬

序

近年全球氣候異常，造成國際糧食生產不穩定，反觀國內糧食自給率偏低，休耕地面積

大，造成雜草及病蟲害問題叢生，影響鄰田作物生產，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2 年

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選定硬質玉米、大豆、油茶、有機及地區特產

等作物，輔導農民契作生產，以保障農民收益，並維持國家糧食安全。

為活化轄區休耕土地，本場亦自 101 年起陸續開始進行硬質玉米、大豆、油茶及仙草等

作物品種的栽培技術研究及試驗示範推廣等，找出適合本地的品種及栽培方式，積極輔

導農民種植。其中大豆更早從 94 年就在羅山有機村推廣有機栽培，現在花蓮有機大豆生

產面積已超過 50 公頃，仍然供不應求，顯示有機大豆的栽培面積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此外，為推廣大面積栽培雜糧，本場也研發出附掛式旱田播種機，有效減輕人力負擔。

本書介紹本場近年輔導農友活化休耕地種植各種雜糧特作的案例，包括硬質玉米、小麥、

大豆、油茶、青割玉米、仙草等，可以看出這些作物好種好管理，具有不錯的發展潛力。

本場期望透過本書鼓勵更多農友一起來活化休耕地，投入生產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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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5



 �種下硬質玉米增加了部落的工作機會，休耕土地也

得到充分發揮(花蓮縣原住民心部落發展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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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活絡土地　佳民部落奮鬥記

一個原住民部落，想要突破現有困境，以休耕地活化的方式來活絡部落，為自己

找尋一個機會。來看看花蓮縣佳民部落的故事。

SS我們要活化部落

有「山蘇故鄉」之稱的花蓮縣秀林鄉佳民部落，由於土質接近砂質壤土，因此早

期種植是以花生、玉米、甘藷等雜糧為主。後來於 80 年代，部落族人將成長於深

山裡的山蘇拿到市場中販售，鮮美滋味首次被外界發現，造成轟動，因而也造就

了佳民「山蘇故鄉」的美名。可惜好光景近年來已逐漸消退，隨著山蘇這幾年價

格持續低迷，部落整體情況也跟著瀰漫濃厚的低氣壓。

「在我們部落中的土地，多數都種了山蘇，其餘的休耕地則佔了可耕土地的六成，

一半以上土地都休耕了 2、30 年之久，族人找不到工作，人口也跟著嚴重外流。」

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理事長林素美憂心忡忡的說，「這種情況之下，部

落怎麼可能興旺得了呢？」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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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是以土地為生，但休耕之後就沒了土地、沒了土地跟著也就沒有工作

了。」她直接了當這樣形容：「土地拿來休耕真的是太可惜了！」而面對困境，

他們的想法也是很直接 --「我們要復耕農地、我們要活化部落！」進行方式則是

直接找上與農友密切的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表達了復耕休耕地的意願，請他們提

供種植上的意見。

SS農改場傾力協助

花蓮農改場對部落的主動很是看重，場長黃鵬隨即帶領相關研究人員訪視佳民部

落，認為這邊的土質很合適種植硬質玉米，而且地形方正，也可搭配機械化的播

種、採收作業。在此同時，農改場對硬質玉米進行多時的品種、行株距、施肥量

等試驗研究，則可引入部落當中。

 �整地播種，佳民部落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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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決定之後，雙方的動作都很快。部落

族人士在協會的帶領之下，參加了 12 月

份花蓮農改場所舉辦的「硬質玉米新品種

田間示範觀摩會」，感覺有了活絡部落的

新希望。

協會理事長林素美除了拿出自己的土地之

外，同時還遊說鄰近的休耕地主，而為了

誘勸他們放出土地，她將政府鼓勵硬質玉

米種植者的 4 萬 5 千元補助款，全都轉手

給了地主。這個方式非常實際，果然地主

們都很願意釋放土地，這也讓原本 4 公頃

的面積，一下就增加到 7.1 公頃，而且土

地連成塊狀，非常合適機械採收。

在此同時，農改場的動作也是旋即展開，

派出土壤肥料研究人員前往驗土，發現土

壤的鈣含量不足，於是便以石灰來進行土

壤改良；此外，驗土時亦發現，部分田區

的土壤呈現含磷量偏高的情況，「由於土

壤的特性不同，所以我們在施基肥時，也

分為兩種不一樣的施用方式。」花蓮農改

場土壤與肥料研究室的徐仲禹指出，這樣

做雖難免增加一些田間作業，但卻可大大

減少肥料的浪費，「而這正是我們想傳達

給部落族人的重要觀念。」

 �佳民部落種植成功之後，讓新部落發展

協會理事長林素美看到了新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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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超大玉米S族人驚喜

除了驗土之外，播種之後由於小雨不斷，雜草快速竄高，長得都快跟玉米一樣高

了，「雜草這麼會長，到時候我們會不會連 2.5 噸的收成都沒有啊？」族人看到

雜草的囂張狀況，都不禁深深的皺起眉頭來了。

為了對付雜草，花蓮農改場特別出動了中耕除草機與農機的研究人員，清除雜草

之餘，也同步指導族人機械的原理及保養技巧，讓他們熟悉機械使用。除此之外，

還特別開設了客製化的課程，內容包括硬質玉米的栽培技術、病蟲害管理與安全

用藥等基礎，強化族人的種植概念。

雙方通力合作之下，成績果然沒有讓人失望。「長出來的玉米啊，又大又粗，村

民從來沒看過這麼漂亮的作物。」林素美笑了起來，族人們全都一副不可置信的

模樣，還直說：「我的地也可以長得這麼好喔？！」

 �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余德發(右)，教導

族人使用寄生蜂卵片

 �花蓮農改場於採收期在部落舉辦了示範觀摩會，並請來玉米聯

合收獲機協助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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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民部落第一次種植，每公頃就有 5 公噸的產量，成果比預想的要來得更好。

花蓮農改場於採收期在部落舉辦了「硬質玉米機械採收示範觀摩會」，並請來玉

米聯合收獲機協助採收，讓族人親眼看到採收狀況。大夥兒親眼看到玉米從小苗

到長大，感覺很好；看到機械採收的快速，也覺得很棒。不過最令人高興的，還

是增加了部落的工作機會，休耕土地也得到充分發揮，「土地還是真的需要利用

的啊！」

 �佳民部落第一次種植，成果就比預想的要來得更好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11



SS想要復耕北秀林的休耕地

雖然是首次種植、完全沒有經驗，族人更是

2、30 年沒下過田了，但由於田間管理超乎

預料的簡單，還是讓新手種出了好成績。林

素美表示，在農改場的協助下，從頭到尾只

除過一次草，至於其他的播種、整地、採收

等都以機械進行，因此即使是新手也能很快

上手。

花蓮農改場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游之穎表

示，佳民這邊的栽種品種，選擇的是產量高、

強健抗倒伏的「明豐三號」，由於其抗病性

也佳，「因此玉米生育期間完全沒有噴過藥，

只放了寄生蜂片而已，是很合適花蓮地區種

植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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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農改場的游之穎(左)與徐仲禹(右)兩人為輔導

佳民部落盡心盡力

對於花蓮農改場的無間斷的輔導，林素美認為其中土壤的改善是最重要的，「幸

好是事前有先行驗土、對症下肥，不然 2、30 年沒耕種過的土地不可能一下子就

種出這麼漂亮的果實。」此外，農改場研究人員三不五時就會到田區查看，不斷

溝通，「就連場長私底下都來關心過好多次呢！」

心存感念的林素美說，農改場在輔導休耕地活化上真的是盡心盡力，大夥兒都感

受得到，也同時體會到豐收及活絡部落的好滋味。「族人最早看不見土地的的真

正價值，但種了硬質玉米之後才體認到，土地還是應該要充分利用才對。」

林素美表示，佳民部落種植成功之後，讓她看到了新展望，除了本身的部落外，

她還希望未來能擴大面積、串連整個秀林鄉北區的休耕地，大家一起來種硬質玉

米，「要是全部休耕地都能活化、大夥兒全都有工作做，那該有多好呢？」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13



 �種下硬質玉米之後，專業稻農徐明堂種出了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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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咸宜的硬質玉米

徐明堂原本是位專職的稻米種植者，25 公頃的土地全都用來種稻，不過兩年前與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試驗合作，卻開啟了他另一層的新思維。

SS雜糧種出興趣的稻農

因應政府的休耕地活化政策，花蓮農改場於 101 年起開始與鳳林的農友徐明堂合

作，在他的一塊五分地上，試種了六個不同品種的硬質玉米，希望找出適合花蓮

地區栽種的品種來推廣，這是第一期試種玉米。農改場於第二期作再度與他合作，

不僅擴大了種植面積，同時也將試驗範圍增加了合理化施肥、機械播種、採收等

項目。

兩個期作的試驗下來，專業稻農徐明堂種出了興趣，這是由於硬質玉米的田間管

理簡易，沒有水稻那麼繁瑣；再加上他檢視了成本紀錄，認為只要有機械幫忙的

話，種植是會有利潤的，於是承租了四公頃的休耕地，一頭鑽進了硬質玉米的栽

種當中。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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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就認為，輪作是最好的土地利用法則。」徐明堂指著前方的硬質玉米這

樣說，「農改場的試驗正好開啟了我一個新的想法，就是未來若能一期玉米、二

期水稻的水旱輪作，不但可避開東部二期時常遇到的颱風，而且這樣對土地也比

較好。」如果順利的話，他打算明年便開始將水旱田輪作這個模式擴大到其他的

水稻田中。

當初農改場的試驗中，六個品種中以「明豐三號」的產量最佳，徐明堂當然也選

擇了此一品種。「明豐三號的產量高，而且也比較不易穗上發芽。」實際種植之

後他發現，此一品種的耐病性強，幾乎沒什麼病害，就算有也很輕微，「所以農

藥使用次數也就少很多了。」

 �與農改場的合作試驗，開啟了徐明堂種硬質玉米

的契機(徐明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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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省工省事超好管理

其實硬質玉米還有更重要的好處，那便是輕鬆省事許多。徐明堂就說，目前有水

源灌溉的土地上都種滿了作物，剩下的多為缺乏水源的土地，而硬質玉米的優點

便是無需特意灌溉，所以土地就會非常好找。

「省水之外，也幾乎不需要什麼田間管理。」他說，比起水稻，玉米不怎麼需要

管理，自己就會長得很好，要做的是只有一期要除兩次草，而且有時連這個都可

以免了。「像這期作的三月剛好碰上水稻忙著插秧，所以我連除草都沒做，竟然

也沒問題！」前提是雜草高度不要高過玉米即可。

「種了硬質玉米之後，我省下了許多時間

去捉魚，放到稻田當中。」正在自行試驗

「魚稻共生」的徐明堂認為，無須灌溉、

不用費心管理，硬質玉米無論在人力、時

間上都可節省許多，就算年邁的老農來做

應該都合適，「所以啊，真的可說是一種

老少咸宜的作物啊！」說到這邊，他自己

也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

 �只要雜草沒有過高，都不至於

影響到玉米植株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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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省工省事的玉米，獲利又是如何呢？徐明

堂拿起紙筆計算了起來，說道，他每公頃的平

均產量約為 5 公噸，以每公斤收購價 9 元來計

算，每公頃收益為 4 萬 5 千元；再加上契作補

貼金及每公斤兩元的烘乾費補貼，每公頃收益

可達 10 萬元。

而這 10 萬元的收入，扣除 6 萬 5 千元的機械

播種、採收的費用支出後，每公頃可賺到 3 萬

5 千元，「這與水稻的收入是差不多的。」雖

然收入相去不遠，但是跟水稻需要三天兩頭的

巡田照料相比，「硬質玉米需要投注的人力以

及時間都要少上許多，所以是一種不錯的種植

選項，我會鼓勵其他人也投入。」

SS厲害的農改場研究人員

對於硬質玉米，徐明堂本來是個門外漢，因為

玉米的病害與水稻完全不同、也不知道藥該用

在什麼時候才最恰當，因此他有目前的收穫，

特別想感謝花蓮農改場在實驗合作期間所提供

的技術支援。

「農改場的植保研究人員真的很厲害，他們只

要看一眼就知道是發生了哪種病害。」滿心佩

服的徐明堂說，而且研究人員還會點醒他，藥

 �硬質玉米的栽種簡單，就連

老農都不會感覺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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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副主委陳文德(右一)關心東部硬質玉米，在花改場場長黃鵬(右二)
陪同下，前往徐明堂田中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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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在病徵剛出現的初期，而非病發之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因為在

病徵初期即適當用藥，即使發生病害還是可以安然度過。「我因此學到一個重點，

那就是不論用肥還是用藥，一定都要放在對的時間點，這樣其他的事情就好辦

了。」他若有所思的表示，「這真是一個關鍵知識。」

他口中那個「很厲害」的研究人員，是花蓮農改場植物保護研究室的陳任芳。她

指出，想要種出好作物，有些觀念需要改變。不少農友至今依然存在著「固定式

施藥」的觀念，這是一種依植物不同的生長點，來施放固定的藥的老方式，但並

沒氣候等外在因素納入。「但如今氣候變遷快速，研判病蟲害一定要事先解讀好

天候訊息。」

 �植物保護研究室的陳任芳認為，掌握好一次的防治時機，

比後面的用藥許多次都要來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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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會教農友學會看氣象報告，並事先告知他們因應對策，若有少數特例再予

以補強。「預防勝於治療很重要，倘若病入膏肓再來補救，就算仙丹也沒效！」

她強調，「只要掌握好一次的防治時機，比後面的用藥許多次都要來得更加有效。」

種植硬質玉米之後，徐明堂學到了更多作物知識，讓他更虛心學習；另一方面，

也由於這項省工的作物，讓他得以抽出更多時間來照顧水稻，不然以目前耕種的

大面積，若種的全為水稻，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照顧周全的。

對於硬質玉米，花蓮農改場雜糧與特作研究室余德發表示，根據田間實際觀察結

果，花蓮的硬質玉米目前每公頃產量可達 5 公噸左右，未來若種植技術改良，可

望再提高水準。此外，硬質玉米對土地要求不高，即使是貧瘠土地亦可種植，未

來還可推廣至山地原鄉，由於省工且栽種技術簡單，對改善部落生活會有相當的

幫助，這點對原住民部落眾多的花蓮縣而言，不失為一項引導部落經濟發展的好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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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割玉米是硬質玉米約成長三個月後，整株採收，

絞碎後儲存，也可直接餵食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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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子　民代種起青割玉米

花蓮壽豐，60 公頃的玉米，綠油油的一大片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這是壽豐鄉民代

表周欽南所種植的青割玉米。

SS急需在地青割玉米的酪農業者

「我啊，已經當了四屆的鄉民代表，今年即將邁入第五屆了。」周欽南說起自己

的從政歷程，已經有 20 多年頭了。但工作是站在質詢台上為民喉舌的他，怎麼會

捲起褲管、下田種起青割玉米來了呢？「還不都是為了兒子嘛！」原來他的小兒

子念的是餐飲管理，但畢業後卻說對務農有興趣，為了幫兒子先鋪好路，做老爸

的便開始到處打聽，看哪種作物最具前景。

當時他的好友，兆豐農場經理便鼓勵他種青割玉米，因為花蓮的牛隻所吃都是牧

草，而且還是遠從南部運來的，不僅因長途運送而不夠新鮮，而且營養價值也比

起不上青割玉米。他聽了之後心念一動，覺得這應該是一項有前景的作物。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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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是一項深具前景的作物。因為那時剛好是政府推動休耕地活化的初期；再

加上花蓮的酪農業者之前曾做了一個為期兩年的試驗，讓一半的牛隻吃牧草、另

一半則吃青割玉米，結果發現以青割玉米為主食的牛隻，泌乳量增加不少、牛乳

品質也較高，於是開始反思改變方式。其中位於瑞穗的吉蒸牧場最為積極，當下

決定停用牧草，全面改為餵養青割玉米。

花蓮的酪農業開始急需在地的新鮮青割玉米，周欽南順勢與吉蒸牧場簽下契作合

約，而後，沒有種植玉米經驗的他，便大膽地租下 30 公頃的休耕地，種了下去。

只是生手難為，畢竟是第一次種，不小心用到不適應花蓮地區的品種，因此首次

的產量很差，每公頃 20 公噸，為一般產量的一半而已，還蠻慘的。

 �花蓮酪農業者對青割玉米需求十分迫切，促使

縣內之青割玉米面積節節上升

24 Forage corn 青割玉米



SS農改場提點S穩定產量

但是這挫折並沒打倒他。為了解決問題，他特別前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請益，雜

糧與特作研究室的余德發告訴他，選對品種很重要，並推薦他產量高又不易倒伏

的「明豐三號」，同時還仔細提點他作物習性、種植技巧等各方面關鍵因素。

至此之後，周欽南一有問題就直接想到花蓮農改場，凡是觀摩會也沒有一場錯過。

而當他看到農改場的品種試驗，發現除了明豐三號，103 號產量也很不錯之後，

於是便開始試種了起來。此外，花蓮農改場也於他的田區設置了一處硬質玉米示

範田，同時也不忘將田間調查結果與他分享。

像吃了定心丸的周欽南，信心大增，第二年一口氣將種植面積擴大到 55 公頃，新

品種明豐三號也沒讓他失望，每公頃產量近 40 公噸，已經可以趕上南部的收穫水

平。

 �周欽南認為青割玉米是個非常好照顧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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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發展潛力S值得期待

豐收的喜悅讓他信心大增，但後續採收問題卻頗為擾人。原來是花蓮缺乏青割玉

米採收機，須要付費請來南部的採收業者，但在採收季節與南部相同的情況下，

只能選擇提早或延後採收。「第一次提早了 20 天採收，結果玉米成熟度不足、澱

粉質未達標準，玉米粒結也還不夠多。」周欽南語帶無奈的說道，提早採收不行，

那第二期便想說晚點收，不過結果卻是玉米過熟了，只能當硬質玉米給處理掉，

損失了一大筆錢。

「花蓮想要擴大青割玉米的栽種面積，機器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說，之

前曾向農委會反映，獲得一半補助的買了玉米直播機及曳引機，已降低了部份成

本，「但最大問題的採收還沒有解決，只能被採收業者牽著鼻子走！」

 �播種，施肥，施農藥可一貫作業完成

(壽豐農會提供)

 �機械化耕作對青割玉米的發展是一重要

關鍵(壽豐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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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壽豐有80公頃的青割玉米生產面積，

今年可望接近90公頃

 �花蓮酪農業者改用本地產的之後，於成本

上每公斤可省上一元，費用省下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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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旦未來能夠解決採收機這個問題，青割玉米是一項發展潛力非常好的作

物。」他話鋒一轉表示，初步估計，花蓮、台東酪農戶的青割玉米需求量，每年

約為 8000 噸左右，也就是每期就有 4000 噸的需求量，而且未來可能還會更多。

而目前東部地區只有壽豐鄉在種植及契作青割玉米，每期產量為 1500~1700 噸，

因此未來還有不少的發展空間。

再加上青割玉米是個非常好照顧的作物：成長速度快，所以不用除草；適應貧瘠

土地，所以無須灌溉，再加上給乳牛吃的不能使用農藥，所以又省下了施藥成本

及時間，「我 55 公頃的田地，有機器幫忙的話，只要三個人就忙得過來。」看

好青割玉米發展前景的周欽南因此這樣表示，「我希望未來能將種植面積提高到

100 公頃。」

 �青割玉米採收時都尚未成熟，是提供給乳牛的主要飼料

(壽豐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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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面對未來S審慎樂觀

對於青割玉米，壽豐鄉農會供銷部主

任馬玉成表示，之前花蓮酪農所用的

青割玉米都得由台南長途運輸而來，

新鮮度已有差別不說，還要算上一筆

不少的運輸費用。如今改用本地產的

之後，於成本上每公斤可省上一元，

酪農業者每期購進 1000 噸，便可節省

100 萬元，差別不少。

因此目前花蓮的吉蒸牧場、瑞穗牧場

都已契作在地的青割玉米，兆豐牧場

也可望加入，未來的發展性不小。身

為東部唯一推廣種植青割玉米的鄉鎮，

壽豐也打算在未來成立「飼料玉米專

區」，為活化休耕地增添續航力。

馬玉成表示，目前壽豐已有 80 公頃的

青割玉米生產面積，今年可望接近 90
公頃，而且採收機也可望於今年購入，

強化戰力。「青割玉米的前景看好，

我們也會緩步的擴大面積，對於未來

發展，我們審慎看待且樂觀！」

 �青割玉米適口性佳，營養值高，

長期餵飼有益牛隻健康，並可提

高乳脂率及牛乳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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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Soybean
小　麥 W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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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的非基改大豆　多元化、賣到爆

台灣每年進口約 200 多萬噸的大豆，但本土自產卻只有 200 公噸，自足率只有萬

分之一，非常明顯的不足。更何況這進口的 200 多萬公噸，九成都是基因改造大

豆，有安全上爭議不說，中間又經兩個月的海上航行，跨洲而來，商人為了防止

大豆變質，多半會使用藥物保鮮，種種疑慮都讓人食之不安。

其實近年來在食安問題的風暴下，要求本土、安全的農產正方興未艾，因而優質

安全的本土大豆，正蓄勢待發。在這之中，花蓮的有機、非基改大豆佔有一席重

要地位。

SS全程手工S不假機器

花蓮縣目前有機大豆面積約為 50 公頃，主要分布於壽豐、鳳林、光復、玉里及富

里，其中多數是以人工栽種採收、日曬乾燥、粒粒飽滿，「全程手製」，是目前

市場上非常搶手的商品。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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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同時種植，但大豆並不會同時成熟

(圖為尚未成熟的豆莢)
 �一把把用人工拔起的大豆植株正在享受

日光浴

 �撿豆挑豆夫婦倆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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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光復鄉的吳展治，正是種植全程使用人工的大豆種植者之一。98 年時，他在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的鼓勵之下，用有機的方式以一分地開始做起，品種是由花蓮

農改場所育成的「大豆花蓮一號」，每年都賣到供不應求，但是卻難以擴大種植，

只因為過程頗為辛苦。 

由於堅持有機種植，在採收時絕對不用落葉劑，再加上大豆的成熟期不一，只靠

人力來採，光是來來回回採收便須花上近 10 天的時間。而這還不是最麻煩的，事

後的日曬乾燥、脫粒及人工選豆都相當繁瑣，甚至比種植還要更累人。

種植過程艱辛之外，早期有機大豆的銷路未開，農民賣得更是辛苦。於是花蓮農

改場在輔導過程中，除了協助栽種技術之外，還得身兼推銷，要幫農民找出路。

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余德發便回憶道，當時在場長黃鵬的建議下，於所撰寫的大

豆新聞稿中都會提到農民的名字，這樣消費者便有管道直接找到農民；此外，若

有民眾打到電話到農改場來詢問何處購買有機大豆時，電話也都會轉到農民手中。

如此日積月累，花蓮有機大豆的名聲也才逐漸打開，而且一打開，前景便是無可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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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整天得講歹勢的人

近年來在養生風氣盛行之下，如今花蓮有機

大豆早已賣到完全的供應不及，不僅地方需

求大、北部商人更是猛打電話的到處找貨。

今年已經 70 多歲的吳展治便形容，現在根

本就是賣到沒貨，「你看過電視上一個房東

老是在講『歹勢』的房仲網廣告吧？」他自

我調侃的說，「我就是那個房東，整天都得

對顧客『歹勢、歹勢』的講個沒完！」

原來大豆花蓮一號的出漿率高，製成豆漿後

又濃又香，比其他的有機大豆來得更加香醇

濃厚，讓民眾吃過一次就難以忘懷，想買必

須要提早訂購，甚至早在播種之初就預約才

有希望買到。至於其他晚一點的電話訂購，

則須要全數拒絕，因為根本就沒有貨了。

「很多人都說要先付訂金，可是我們根本不

敢收。」他說，「因為怕到時候給不了貨！」

至於貨不夠時，一些買不到的老顧客還會這

樣對他說：「已經吃習慣花蓮一號了，現在

買不到要我們怎麼辦呢？」說到這邊，吳展

治露出農民特有的憨厚笑容說道，種有機大

豆很累，可是看到顧客這樣可愛、這樣死忠，

「一切的辛苦就全都忘記了！」

 �吳展治是花蓮全程使用人工的大豆

種植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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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四十年的美味回憶

受歡迎的大豆花蓮一號，除了一級的產出之外，同時還有著三級的休閒旅遊功能。

「我的大豆根本就沒辦法往外賣，因為光是做泥火山豆腐 DIY 材料就不夠了！」

富里鄉羅山有機村「大自然體驗農家」負責人林運枝，是花蓮農改場於 94 年推動

有機大豆時的第一批栽種者，他於家中的三分地上種下了大豆花蓮一號，並就地

運用羅山泥火山所產生的鹵水，以 DIY 方式製作泥火山豆腐，成為羅山有機村的

招牌體驗活動之一，每年都吸引了無數遊客，尤其受到國外觀光客的喜愛。

其實泥火山豆腐是一項失傳了 40 年的傳統手藝。日據時代的羅山地區，因糧食不

足，村民便到泥火山處，撈取鹵水、自製豆腐來果腹。這種情況到了光復之後，

由於豆腐變得便宜又容易買到，泥火山豆腐便隨之被人遺忘了近 40 個年頭。這項

失傳的手藝，直到 92 年羅山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時，羅山文史工作室找到當年已

81 歲的溫傅金妹老太太重溫回憶，才又重拾這傳說中的美味。

泥火山豆腐的製作過程，是以大豆花蓮一號為材料磨成豆漿，用傳統老灶燒柴的

方式將豆漿慢慢加熱，之後並非如一般豆腐的加入石膏，而是加入泥火山的鹵水。

 �古樸的泥火山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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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鹵水是取自火山泥漿沈澱後，浮在上層的鹹水為鹵，攪拌後再倒入模具中，讓

豆腐慢慢凝結成塊。

SS有機農業 + 在地文化

林運枝回憶道，小時候常跟著到父母一起到火山處舀取鹵水、自己動手製作豆腐，

而如今這項回憶則變成了村民的生財工具。雖說是生財工具，但卻充滿了誠心與

古樸之意，因為材料是來自自家田裡所種的非基改有機大豆、水是接自羅山瀑布

的山泉水、鹽鹵水則來自泥火山，素材有著完全的在地風情。

當年花蓮農改場在輔導羅山成為有機村時，首步的投入是輔導種植技術為主，鼓

勵村民種植非基因改造大豆，也就是大豆花蓮一號。歷經兩年試作有成，接著便

輔導羅山農友進一步製作優質且具地方特色的泥火山有機豆腐，將有機農業與在

 � DIY活動為林運枝增加了三成的人潮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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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化結合，並配合富里農會辦理有機農業村體驗套裝行程，提供遊客有機豆腐

DIY 活動，最終也讓這項 DIY 成了羅山最負盛名的體驗活動。

林運枝表示，自從開始泥火山豆腐體驗活動之後，為他帶入了大量的人潮，也順

帶提高了民宿的住宿率，讓他比之前單單經營民宿與種稻的收入還要多上三成。

「如果我光賣大豆的話，可能沒法多出這許多收入吧？」他坦言，「泥火山豆腐

DIY 的確為我帶入了許多附加的收入。」靈活運用作物，將原本一級的產物，變身

成為三級休閒產業，大豆的華麗變身，在羅山有機村這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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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人力的雜糧

位於花蓮光復的邦查農場，是運用休耕地種植雜糧相當早的一個例子。早在 97年，

農場負責人蘇秀蓮便開始承租周邊的休耕土地，用來種植有機的大豆、黑豆以及

小麥，除了雜糧種植較為節省人力之外，同時也看好未來的發展前景。

「雜糧有個特點，那就是在種植過程中人力的需求不強，只有後期比較需要，不

像蔬菜那樣需要全程的照顧。」蘇秀蓮直接的說出她對雜糧的看法：好種、可運

用機械幫忙，同時未來發展性也強，都是她的考量重點，因此早在政府「休耕地

活化」政策之前，她便以相當便宜的租金租到週遭休耕地來耕種。

SS人工SＶＳS機械S

農場目前有五公頃的大豆，每公頃約有 1100 公斤的產量，且到目前為止，在種植

過程中從播種到包裝都是全程使用人力。其實大豆在生產後端的工作頗為繁複，

因為熟成度不一的特性，需要分期採收；不僅如此，採回來的大豆，需要日曬，

曬乾之後再用肉眼一顆一顆的挑選，這看似簡單工作，卻是比前面全部的種植工

作加起來都還要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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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蘇秀蓮本身的理念，邦查是個以僱用原住

民或弱勢婦女為主的農場，她們對於繁複的工

作不但沒有抱怨，反而認為與其使用機械，還

不如雇用大量人力，因為如此還可創造多一些

就業機會，照顧更多弱勢婦女。

不過這是之前的看法，蘇秀蓮在雜糧種植面積

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逐漸改變了這種想法，而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在邦查農場舉辦了一場「附

掛式旱田播種機大豆播種示範觀摩會」，更實

際的改變了她的看法。

原來花蓮農改場配合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

畫，研發出了「附掛式旱田播種機」，這是一

台適用於硬質玉米、大豆、紅豆、小麥、高粱

等雜糧作物的播種機。行進間可同時完成整地、

開溝、播種、覆土及鎮壓等一貫化作業，可為

農民節省一次整地的時間與費用。

於播種大豆時，作業能力最高每小時可播種 0.5
公頃，相較於人力播種，效率至少快24倍以上。

東部農民以往在雜糧的種植上多為人工播種，

或使用國外進口的真空播種機，成本過高，而

相對的，這台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在造價則是

相對便宜許多。 �原本邦查農場認為人力處理大豆

可增加就業機會，不過後來改變

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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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觀摩會之後，蘇秀蓮的想法改變了，認為種雜糧之所以能節省人力，種植

過程中人力需求不多是原因之一，而另一個因素則是播種及採收都有機械可以運

用。「若是種植面積在三公頃以下人工還可以應付，三公頃以上就一定要用到機

器了。」她說，「不然太累人了！」而對於農改場研發的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她

則是直接了當的表明：「蠻好用的，那一台我是打算要買下來的。」

SS種植小麥S再接再勵

大豆是邦查農場的主力作物之一，但蘇秀蓮希望能更多元化的種植雜糧，因此除

了大豆、黑豆外，也於去年二期作時種下了 5 公頃的小麥，成為花蓮地區除了玉

里東豐之外最大的小麥種植農場。

 �到邦查農場參訪時，農委會副主委陳文德(左二)對花蓮農改場所研發的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感到相當興趣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43



 �這些黃色的小麥並非是成熟的，

而是被鳥給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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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首次的種植，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幾乎都沒有收成，因為全都被鳥給

吃光了！」她說，田區靠近山邊，而且冬天的鳥兒沒東西吃，看到小麥就全給吃了。

田間雖然擺了一台機器驅鳥機，但鳥兒很聰明，在習慣它規律的擺動之後，就算

停在驅鳥機上也不怕了。

給吃了個精光的小麥田，讓農場少賺了 30 萬元，不然蘇秀蓮原本十分看好小麥的

收益高、人力需求少，沒想到卻敗給鳥類。「沒關係，我會反攻復國的！」她志

氣高昂的說，雖然第一次一無所收，但明年仍要繼續種植，並打算請一個人專門

在小麥田中驅鳥，相信這樣會產生效果。「要是只做一次就放棄的話，那就沒有

成功的道理了。」

雖然遭遇重大挫敗，但蘇秀蓮依然如此堅持，小麥的特點是相當重要的原因。「休

耕地的水源多半不充裕，非常合適種植對水份要求不高的雜糧。」同時她認為小

麥的田間管理相對簡單，無須灌溉、也幾乎不用費力除草，因為小麥很容易就長

得比雜草來得高。除此之外，「小麥是最合適放在秋裡作的輪作作物了。」因為

台灣適合種植小麥的季節為二期作後的 11 月，剛好可以接替春作的大豆來種植。

 �小麥因為特性，是最合適放在秋裡作的

輪作作物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45



SS銷售沒問題S鼓勵種植雜糧

在銷售方面，邦查目前的有機大豆、黑豆都是供不應求，一收成幾乎就已被訂購

一空，而量少些的黑豆更是如此，賣到根本不敢多接訂單，就怕萬一到時出不了

貨，傷了信譽。

「我非常鼓勵年輕人投入雜糧的種植。」蘇秀蓮這樣說，「因為後端的銷售市場

是完全沒問題的。」對於大豆進口 90％、小麥進口幾乎 100％的台灣市場來說，

對本土雜糧的需求孔急，沒有賣不掉的問題，甚至很多人都是想買而找不到管道，

這種情況對種植端是相對有利的。她同時指出，花蓮是相當適宜種植雜糧的地區，

整體的氣候、土地都是合適的，因此鼓勵青年農民投入這有前景的行業，還能同

時促進年輕人返鄉。

蘇秀蓮不只是說說而已。目前邦查農場參與了原民會的一個計畫，成為花東地區

的雜糧種植示範點；同時農場也自我規劃成為光復地區的中心點，吸收花蓮中區

 �將豆株放進脫粒機脫粒，

之後大豆便會與植株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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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農，以大豆為起點，大家來共同種植，一起加入驗證、一起採購設備，產出

則由邦查農場負責銷售。

「水稻生產已經過剩，大家一起來種植雜糧吧！」蘇秀蓮直接了當的說出她的願

望，「我希望花蓮中區的原住民農場、甚至整個光復地區都能轉而栽種有機大豆，」

因為這樣未來民眾在想到大豆時，就會直接想到光復。「讓光復成為台灣有機大

豆的中心點。」她綻開燦爛的笑容表示，「期待有這麼一天！」

 �蘇秀蓮希望整個光復地區都能栽種有機

大豆，這樣未來民眾在想到大豆時，就

會想到光復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47



 �水田輪作之後的旱作雜草會相對的減少，

這是因為兩者的雜草相不同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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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水稻輪作　恢復大地活力

與花蓮多數是以人工來栽種有機大豆不相同的，玉里東豐的曾國旗是花蓮唯一有

著採收機的有機大豆種植者。他在玉里的長良有機專區，種下了 10 公頃的大豆及

10 公頃的小麥，同時也是花蓮地區種植雜糧面積最大的人。

SS躲掉稻熱病纏身

其實東豐是玉里最大的有機米產銷班，長年生產著優質的稻米，但回鄉接下家業

的曾國旗卻有他自己的想法，想要以水旱田輪作的方式來保持土地原有地力，修

復被破壞的土地。於是他在同一片土地，每期分別種下水稻與大豆，或是水稻、

水稻及小麥的輪作。

「目前這種方式仍在試驗階段，但成效卻已明顯的呈現出來了。」曾國旗說，他

發現在大豆收成後所種下的水稻，於肥料用量上可以減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這完全要歸功於大豆具有優異的固氮效果。豆科植物是自然界中最強的生物固氮

體系，與大豆共生的根瘤菌，可將空氣中的氮素固定下來供植物利用，而氮素正

是植物生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基本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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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也發現，除了減少肥料用量之外，病蟲害的發生機率也跟著降低了，這情

況在福壽螺上看得最明顯，「如果前一期種的是雜糧的話，第二期的水稻幾乎都

不用再灑苦茶粕了！」這是由於輪作導致寄主的中斷，自然而然的便將病蟲害的

發生給降低了。

「不過我覺得水旱輪作最明顯的優點，還是稻熱病發生率的減少。」他表示，稻

熱病的產生一大部分是由於肥料中氮素過量的緣故，但豆科是為最天然的肥料，

不會導致氮素過高，因此當別處稻熱病嚴重時，他的水稻卻都能安然無恙度過。

SS一公頃的起步

其實曾國旗早在進行水旱輪作之前，就曾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商量，雜糧與特作

研究室的余德發非常贊同，認為此一構想很好，還給了他一批「大豆花蓮一號」

種子，以一公頃的面積來做起步，後來才越做越大。

 �做有機最頭痛的就是雜草，人工拔除的速度永遠趕不上

雜草生長的快速(曾國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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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余德發(左)對曾國旗(右)的水旱輪作

非常贊同，認為是土地永續經營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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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田輪作這個做法是絕對正確的！」余德發表示，水稻吃不完的養分，大豆

可以拿來利用，而大豆本身也可製造養分，這樣剛好又可被水稻所運用，「有著

相當的互補作用。」而且雜糧與水稻輪作，雜草會因適應不良而大為降低，減少

了除草的成本。

除此之外，對土壤的物理性也很好。「水旱輪作會使得土壤的物理、化學性質發

生變化，增加了土壤中的有效物質，進而提高作物產量。」他指出，輪作同時還

能減少土壤因長期種植同一種作物，而產生同屬病原菌的感染，因而改變病蟲的

發生相，可謂優點極多，因此很鼓勵農民採用這種耕種模式，無論對於作物或土

地都是永續的經營方式。

SS機械運用的必要性

與花蓮多數有機大豆都是小面積栽培的不一樣，曾國旗是採大規模種植，在雇工

不易及節省成本的考量下，播種及採收過程都是運用機械來進行。在農糧署補助

部份的情況下，他買下一台 260 萬元的採收機，也是花蓮縣唯一的一台。

 �熟成度完全的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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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機器協助，不過有機大豆在機械採收上必然會遇到一些困擾。主要是大豆有

著熟成度不一致的特性，若是等待整片大豆全部熟成再採收的話，一些早熟的豆

子早就裂莢了，並不十分理想，但卻也不能像慣行的一樣使用落葉劑或巴拉刈，

只能想辦法讓它熟成度儘量一致些。「我的話是在播種時，就設法提升發芽率。」

曾國旗表示，發芽率不一致的話，熟成度也會跟著不一致，因此提昇發芽率及控

制發芽時機都是訣竅之一。

人為可以掌控的因素儘量做到，但有些因素還是難以掌控，例如在大豆生長後期

雨下得太多的話，熟成度就一定會不均勻，這點沒辦法改變。「這時候只能選擇

多數成熟的去採收，而放棄一部分未熟的。」他說，「捨棄是必要的，這一點在

做有機上是最困難的！」

此外，使用機械採收的話，豆子在過程中經過輾壓及破壞，10％ ~20％的損失是

跑不掉的，「儘管如此，機械化還是絕對有必要，不然根本就沒有多餘的人力。」

他坦言，「如果只靠人工，根本就無法擴大栽培面積。」

 �在雇工不易及節省成本的考量下，曾國旗

的種植全面是運用機械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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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旗認為只要種得起來，小麥對台灣

來說會是三贏，因為小麥好種、收益又

高，對於增加台灣的糧食自主性以及土

地利用率來說，都是上上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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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種小麥是三贏

除了大豆之外，曾國旗已經連續四年種下 10 公頃的小麥，今年已邁入第五年。他

認為，小麥相當好栽種，幾乎不用什麼田間管理自然就會長得好，只是逃不掉「天

下小麥都會遇到的麻煩」，那就是鳥害。

他說，鳥害情況每年不一，沒那麼嚴重時，收成真是

令人開心；但以去年來說，就幾乎被吃光，情況還蠻

慘的。為防鳥害，噴藥會是一個快速的方式，不過有

機的決不能如此做，只能尋求其他防鳥措施，或是祈

求老天爺保佑了。

「只要種得起來，我認為小麥對台灣來說會是三

贏！」曾國旗表示，小麥好種、收益又高，同時對於

增加台灣的糧食自主性以及土地利用率來說，都是上

上之選，因此非常鼓勵青年農民以水旱田輪作的方式

逐步投入，不但風險性來得小一些，而且種植雜糧還

能領到一筆補助，不無小補。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募集人力，並遊說擁有休耕土地的農友，在使用共同機具的

機制下，大家一起來種有機雜糧。」到目前為止，募集的成效如何呢？「多數人

都有一些興趣，不過只要一看到拔不完的雜草就投降了！」

他說，做有機最頭痛的就是雜草，人工拔除的速度永遠趕不上雜草生長的快速，

「是影響產量的最大因素！」很需要中耕鋤草機及附掛式曳引機的協助。他認為，

鼓勵有機雜糧耕種是個非常好的方向，但在鼓勵投入之餘，也須給予農民最必要

的補助，如此才能做到真正的擴大種植面積，強化台灣的糧食自主率。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55



油　茶 Oil Tea
仙　草 Me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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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型小巧可愛的小果油茶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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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樹　經濟價值高兼護山坡

這兩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黑心混油風暴，引發了民眾對食安的信心危機，但相對的，

也讓人回頭過來找尋國內自產的安全用油。在這之中，不飽和脂肪酸、耐熱點都

比國外橄欖油還高的本土苦茶油，便在此一風暴中，讓人回頭發現到其獨特的光

彩。

台灣目前的油茶栽種主要分為「大果種油茶」及「小果種油茶」兩種，其中大果

油茶的果實較大、不飽和脂肪酸及抗氧化劑高；而小果油茶則是含油量較高。不

過無論是大果或小果，所榨出的都是台灣傳統被認定的優質好油。

SS苦茶油紅了S想種油茶的人變多

寒冷起霧的 12 月，卻是雪白茶花綻放的時刻，滿山遍野的茶花將崙山部落點綴得

如畫一般。卓溪鄉的崙山部落，便是花蓮大果油茶的最為密集產區。

60 年代時，民間缺乏食用油，政府鼓勵偏鄉自行種植油茶來提煉苦茶油，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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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所需不足，當時的卓溪鄉滿山遍野的種了許多，約有 120 公頃之多。不過後

來隨著國人對食用油的偏好轉移到沙拉油身上，苦茶油逐漸被人淡忘，茶樹被廢

棄、土地也大片的跟著休耕了。

直到近五年來，情況才逐漸出現轉變。崙山部落為找回過去榮景，復耕了 40 公頃

的油茶樹，並且開始自己榨油，以自我品牌打響了「崙山苦茶油」的通路。崙山

苦茶油在出道的第一年就賣得不差，去年更因黑心油風暴而知名度暴增，有錢都

買不到，呈現完全的缺貨狀況。

也正因為如此，這兩年想種油茶的人增加了不少。「這幾年有很多人跑來問我哪

裡可以買到種苗？他們也打算要試試看。」崙山特用作物產銷班第一班班長景友

惠表示，油茶的特性是合適種在酸性土壤，無須特意灌溉，即使於貧瘠的山坡地

也能長得很好。

 �崙山自行榨製苦茶油，是部落重要的生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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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田間管理也非常簡單。他說，定植之

後的前兩年除草兩次，並於每年開完花後施肥一

次，如此即會自然成長。幾乎沒什麼病蟲害的油

茶樹，說起來非常的好照顧，而且樹齡可達 7、
80 年，可採收的時期長，「是很好的作物啦！」

SS根系深S水土保持好作物

如果要說有什麼缺點，那就是收穫期會久一些。

通常油茶樹於第 5年開始開花、第 6年才會結果，

並不是一下子便能有收成。「所以我都會建議想

種的人要同時間作，在樹苗中間種些玉米或其他

作物，這樣便不至於收入全無。」

景友惠認為，油茶是效益頗為不錯的產業，尤其

合適貧瘠的休耕地來種植。「而且它還兼具水土

保持的功用喔！」這是因為油茶樹的根系長、深

入四面八方，固土力強，水土保持的功用極佳，

崙山部落就幾乎不曾出現過土石流。

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部落中有人曾將他的油茶

樹給砍掉，結果颱風一來那片山坡地立刻就遭遇

土石流了，「所以啊，我都告訴別人，與其種一

般的樹，不如就種油茶樹，因為好照顧又多一層

收入，同時還兼顧土。」景友惠直接了當的說，

「很值得推廣的作物啦！」

 �崙山苦茶油這兩年知名

度暴增，有錢都買不

到，呈現缺貨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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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外殼後的小果油茶果實

 �過濾之後，苦茶油晶瑩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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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追求高產S田間管理不可少

油茶基本上是無需太多花費心思的作物，但若想

要增加榨油量，田間管理的功夫還是省不得。「小

果油茶啊，是世界上最好的油了！」於花蓮瑞穗

鄉種植小果油茶的葉步伸說，小果的含油量高、

油質品質好，無論是用保健還是清腸潤肺，都是

再好不過了。

葉步伸種了 18 年的小果油茶，認為這種作物病

蟲害少、很有韌性，即使是粗放也會長得好，只

是若想追求果實多、油質好，就要定期修剪、管

理，與一般果樹無異。

「我發現油茶樹不能種得太密，不然樹勢只會向

上生長，但結果率及榨油率卻不會跟著上升。」

他以十多年的經驗表示，若是樹勢向下、下垂枝

條多的話，所產出的果實與油質反而更好，所以

他會用繩索將部分樹枝往下拉，以調整樹勢。「而

且，我的油茶樹的行株距很寬，每 16 尺一株，

因為這樣採光好，樹勢及結果率都會跟著變好。」

還有另一項訣竅。小果油茶的結果期是在冬季，

為了讓結果率提高，他於前一年便著手為樹進行

「調理」，「因為在春天培養得好的話，枝葉的

側芽便長得好，果實跟著也會結得多。」

 �葉步伸為了增加果實及油質，會

用繩索將部分樹枝往下拉，以調

整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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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油茶樹S一輩子的效益

葉步伸 200 棵油茶樹的產量，每年約可製成兩、三百瓶茶油。這些茶油雖然只有

分裝，上頭沒有貼標簽名號，但可是搶手得很，一出來就被親朋好友整箱的給拿

走，而且還必須早在前一年就下定預約才拿得到，光賣週遭親友就已供不應求，

銷售完全的不成問題。

近年苦茶油爆紅，不少人向他詢問如何種植油茶，他指出，只要土壤偏酸，即使

於貧瘠的地上都合適種植，但要種下後等到結果須花上 4 年時間，因此最好能同

時間作其他作物。

「我認為，有心要做的話，『以業養業』的方式是比較好的，有個主業，而把油

茶當成副業來做，這樣會比較有保障。」這是由於等到結出果實需要 4 年時間、

而約莫要 10 年才會逐漸顯現經濟效益。

 �葉步伸認為種植小果油茶，換回的會是一輩子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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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陳正昇(右)前往農友田區

進行採土，以測出最佳的施肥方式

「雖然要花上多一點的時間，但卻會有百年的收益，是種長期而穩定的收入。」

與小果油茶相伴近廿年的葉步伸說，小果油茶樹會隨著樹齡而逐漸增加產量、油

質的穩定性也越來越高，剛種下時可能難以體會，「但換回的會是一輩子的效

益！」

SS油茶研究S各研究室分頭進行

油茶是花蓮地區重要的地方特色作物，前景看好。為了建立有機栽培模式，同時

提高產量，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已開始進行一系列的研究試驗，由各研究室分頭進

行，包括運用嫁接技術提高產量、有機栽培技術的建立、同時也將苦茶殼研製成

生物製劑，甚至抗發炎劑。

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陳正昇表示，花蓮農改場針對油茶，從種原、栽培一直到廢

棄物的利用，全面的進行研究，就是希望在有機栽培整合性技術下，增加油茶的

產量及運用面，讓農民在後續的行銷中能更有賣點，同時強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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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草名稱有幾個來源，但都與仙人有關，可見

這種作物受到一般人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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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栽種、產量高的仙草

台灣人酷愛仙草，夏天吃仙草冰、冬天喝燒仙草，一年四季都要吃到仙草。用量

這麼多，不過卻很少人想到，台灣的仙草 80％以上都是進口，想要吃到在地、具

有特殊香氣的本土仙草，反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仙草是一種台灣的原生植物，分布在全台各處的山坡平野，古早的田埂間也常可

見到，不過這是一種很怕農藥及殺草劑的作物，因此近年已不像從前般隨處可見。

其實台灣本土仙草具有一種獨特的香氣，是進口仙草所難以比擬的，這正是本地

產品的一個強項。

SS超好種的仙草

花蓮富里的鍾阿盛，已有近十年的有機仙草種植經驗。他表示，仙草相當好栽種，

幾乎沒什麼病蟲害，「種了這麼多年以來幾乎都沒遇到什麼病害，只有蝸牛會來

危害而已。」他形容，「把蝸牛撿起來丟掉就好了，很容易防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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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性喜潮濕，「我的經驗發現，在每年的端午節前，也就是梅雨季前後是最佳

的定植時機。」他說，定植方式很簡單，直接插枝下去，「下個一、兩天的雨就

會活了。」至於平日，看到植株有些乾就灌溉一下、也不用施什麼肥產量就很高，

「反正很好種就是了！」

仙草除了好栽種之外，對鍾阿盛而言還有另一項妙用，那便是輪作。他通常是將

大豆、水稻、仙草；或者是以蓮花、水稻來進行輪作，因為這樣做對他而言，是

為一項省工利器。

SS輪作的好選項

「我發覺接在大豆或仙草之後的水稻都很省肥料，幾乎可以省掉 2/3 的肥，所以

跟著也省了很多的錢。」他說自己已經十多年幾乎都沒在放肥了，而在少肥的情

 �以仙草為輪作作物，可達到省肥及恢復地力

的功能，且仙草開花之盛景可吸引眾多天敵

昆蟲，營造有利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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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稻熱病也就難以侵襲了。相反的，若

是施肥過度、氮素過高的話，植株便會因生

長過快，細胞壁變薄，反而使得病蟲害有了

可趁之機。

好處不只如此而已，輪作之後，一般水稻的

大患福壽螺幾乎都看不到了，就連其他蟲害

也少了很多。就因為如此，有機耕種的鍾阿

盛便說，他平日不僅絕不用農藥，「甚至就

連有機資材都用不著了。」

輪作的好處真的很不少，因此他建議農友可

將仙草列為輪作的選項之一。至於栽種地

點，休耕地會是一個好選擇，尤其部分靠山

邊的休耕地，因為靠山邊的黃豆、玉米很可

能會被野鳥及野獸給吃掉，而若種的是仙草

就不會有這些煩惱了。

SS吃了耐熱且耐操

「仙草啊，以前的老人家都說，吃了很能耐

熱、耐操。」鍾阿盛笑著說，就因為這樣，

早期仙草都是熬煮給在外工作的吃的，是

很好的東西。這麼好的東西，在富里開設田

媽媽養生餐廳的鍾太太，會在客人預約下熬

製仙草雞以及仙草茶。「仙草熬煮需要花上  �已有近十年的有機仙草種植經驗的鍾

阿盛，認為仙草相當好栽種

東部休耕地的再出擊 69



半天的時間，但熬出來的比任何的飲料都要來得

好！」她形容，每次熬煮時都是香氣撲鼻的，滿街

都知道，因為廚房的味道都傳到街上去了。

為了推展仙草的加工價值，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曾到

富里指導家政班媽媽製做「仙草年糕」。園藝與加

工研究室主持人邱淑媛表示，將富里在地產的糯米

 �園藝與加工研究室主持人邱淑媛(右)到
富里指導家政班媽媽製做「仙草年糕」

及仙草汁予以融合，就成了顏色烏亮、香

氣撲鼻的仙草年糕，製做過程簡易，媽媽

們都能很快上手，「仙草的可塑性極強，

可做的變化頗多，是一種具有加工潛力的

作物。」

而曾獲新加坡世界御廚競賽亞軍的「銘師

傅」莊忠銘，對仙草也是稱讚有加，仙草

燉雞更是他餐廳中一項頗受歡迎的料理。

他表示，他只用台灣本土的仙草，因為比

起進口的更具香氣，而且放得越久，香氣

越是濃郁。

仙草味濃，但會帶點苦澀，通常銘師傅會

加入黨蔘、冰糖及米酒來去除苦澀。仙草

燉雞經過長時間的熬煮，雞汁與湯底融為

一體，嚐來甘醇鮮甜；而味道的呈現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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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草略帶絨毛的葉片，感覺與薄荷有

幾分相似

 �曬乾的仙草會有一股芬芳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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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甜、後鹹，最後於喉間則會感到回甘，比起單一味道的雞湯，喝起來更有層次

的感覺。除此之外，這道料理在放涼之後會呈現芶芡狀，這是因為仙草本身具有

大量植物性膠質之故，這也是仙草入菜的一大特色。

「仙草燉雞是一道溫補的藥膳料理，即使吃多了也不容易上火。」銘師傅說，溫

補而又具有特殊香氣，使得這道料理頗受歡迎，經常有客人吃完後還會整隻雞的

打包帶走。「如果花蓮有產仙草，我希望能用在地的新鮮食材。」愛用花蓮在地

食材的銘師傅說，「在地食材最能完美詮釋食物的原味了！」

SS有機作物的新選擇

就因為仙草是為具有潛力的進口替代作物，花蓮農改場已開始廣泛收集仙草品種，

希望能育成合適本地生長的品種。雜糧與特做研究室的游之穎在前往全台各地尋

覓之後，目前已收集到多種不同的品種及品系，其中包括各地農民早期留下來的

 �仙草燉雞比起單一味道的雞湯，喝起來

會更有層次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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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種，和野外採集到的台灣原生種仙草。這些品種品系將會以有機栽培方式試

種，待選出合適的地方品種及有機栽培方式後再推廣給農友，希望能讓花蓮地區

農民擁有品質高、適合本地生長的仙草品種。

她表示，仙草利用方式多元，國內需求量大，加上仙草栽培管理粗放、無嚴重病

蟲害問題，非常適合有機栽培，後端的收購及加工若能更加強化的話，將會是一

項具有商機的有機農產新選擇。

此外，她還進一步指出仙草的潛在價值。由於這種作物的植株型態優美、花數眾

多，紫色花穗如同薰衣草般美麗，花朵會吸引許多蜜蜂前來，協助其他作物授粉。

因此她建議可將匍匐型的仙草種在梯田邊坡或是果園中，當做地被植物。「仙草

是台灣的原生植物，不僅栽培容易，同時還可兼具景觀與生態功能，對於著重觀

光與有機農業發展的花蓮而言，會是一項頗具發展價值的好選擇！」

 �雜糧與特作研究室的游之穎(右)前往全

台各地尋覓，收集到多種不同的仙草品

種及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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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機 S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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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市面上的雜糧都可以用附掛式旱田

播種機來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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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錢的多功能好幫手－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這台播種機真的幫了我們很大的忙，大大節省了人力以及費用負擔，我估算了

一下，使用一次每公頃大概就幫我們省下了 8000 元！」人稱「蔣媽」的花蓮奇美

部落的農業專業經理人蔣金英，在使用「附掛式旱田播種機」來為部落的紅豆播

種之後，對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所研發的這台機器讚不絕口，「簡單來說，就是省錢、

省時又省力啦！」

SS播種使用率高

關於雜糧播種機，台灣早期曾經出現一些機器研發，但隨著開放進口、國產雜糧

價格的低迷而跟著消失不見了。不過近年來，養生意識抬頭，國產有機雜糧的身

價日益提高，有意願種植雜糧的農民也變多了，花蓮農改場看準這波趨勢，在場

長黃鵬的建議之下，研發出「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幾乎市面上看得到的各種雜

糧都運用得上。

適用範圍有多廣？不僅目前「休耕地活化」所力推的硬質玉米、大豆、紅豆、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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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等都可以使用，其他如薏仁、蕎麥

也行；就算農友不種雜糧而想種植主流

作物，例如水稻、紅蘿蔔、白蘿蔔，也

都可運用這台機器來播種，「就連種子

最細的的胡麻都不是問題。」研發者作

物環境課課長施清田如此表示。

運用面廣，也就代表使用率高，買一台

機器不管是種雜糧還是稻米，幾乎都用

得上，這不只對於代耕業者，對一般小

農也是如此。

SS六萬元便買得起

其實，對於一般小農，或是小地主大佃

農來說，這台播種機的好處中，最切身

的莫過於價格親切了。目前這台附掛式

旱田播種機的售價，四行式的規格為

25 萬左右 ( 含舉升結構 )，比起國外進

口的真空播種機的 70 多萬元，價格只

有 1/3，可以省下 2/3 的經費，可說是

大大的節省。

而若是無需使用到四行式播種的小農，

也有其他替代方案可以選擇，那便是單

買播種機本身。由於這台機器除了可附

 �機械播種的紅豆，排列呈現優美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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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曳引機之外，同時也能附掛於中耕管理機上，不用三點連接、不用油壓舉升，

這麼一來就可變身為雙行播種機。這個省錢方案，價格大約為 6 萬 ~6.5 萬元左右，

是一般小農所負得起的，只要種植面積大於一公頃以上，便值得投資這筆經費，

可將機器播種所省下的大量時間拿去做其他工作。

其實不管價格是 6 萬還是 25 萬元，只要多使用幾次，很快就能回本。

以目前致力於有機紅豆種植的花蓮奇美部落來說，他們去年在 1.1 公頃的土地上，

以附掛式旱田播種機種下了紅豆。部落的農業專業經理人蔣金英估算，這 1.1 公

頃的山坡土地，若以人工方式播種，大概需要僱用 10 個人力，每人一天需要 800
元的工資支出；再加上事先的拉線以及兩次整地約 10000 元的代耕費用，總共要

花上 18000 元左右。

 �奇美部落的農業專業經理人

蔣金英，對附掛式旱田播種

機稱讚不已

 �奇美部落的有機紅豆，已經有人

出面來保價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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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部落使用了附掛式旱田播種機之後，將第二次整地工作和播種工作結合，以一

貫化作業方式同時完成，省下了人工作業費用約 8000 元。因此，使用這台機器，

不僅可以省錢還可省時，更重要的是工作變輕鬆了。

SS模組化設計S拆卸容易

之所以連拉線及整地費用全都省了下來，這是由於這台播種機在行進間可同時完

成整地、開溝、播種、覆土及鎮壓等一貫化作業，因此可節省下整地的時間與費用。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進口真空播種機

適用作物

硬質玉米、高梁、小麥、

黃豆、紅豆、薏仁、蕎

麥、白蘿蔔、葫蘿蔔、

水稻等

玉米、豆類、花生、甜

菜等

工作能力 *( 不間斷作業 )
約 0.5 公頃 / 小時以上 ( 
100 馬力 )

約 0.5 公頃 / 小時以上

(100 馬力 )

行距調整 18 公分以上 35- 80 公分

株距調整 2-40 公分 3-35 公分

取種精度
部分作物在精選種子後

可達一穴一粒

一穴一粒

友善設計
透明視窗、快速排料、

快拆設計

快速排料

價　格
臺灣製造價格合理，約

25 萬元 / 四行式

國外進口價格較高，

70-75 萬元 / 四行式

* 數據為參考用，實際情況受操作人員及田間環境影響

SS性能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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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農改場場長黃鵬(右二)視察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田間試驗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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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的設計，也是這台機器的

一大特色。原來當初在設計這台播種

機時，便考慮到要同時適用各種雜糧

種子，因此藉著更換播種輪，便能同

時滿足各種不同品項的播種；此外，

它在拆卸組裝上，也設計得頗為簡

單，一個人便能進行快速拆卸及組

裝，這也使得播種在行距、株距需要

調整時變得容易，調整幅度也大。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當初在研發時，並

沒有將行距給固定死，因此行距 18
公分以上的作物皆可使用，即使是窄

行距的小麥、水稻也適用；相對的，

國外播種機在設計時將行距給固定

住，最小行距為 35 公分，狹窄行距

的作物便無法使用了。

 �由於設計簡單，一個人便能快速

拆卸及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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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小農、中農的助力

「我覺得使用機器播種在『搶農時』的時候，真的是很重要！」花蓮光復的原住

民農場—邦查有機農場負責人蘇秀蓮這樣表示，人力播種實在無法與突如其來的

壞天氣爭，要是在搶種時遇到下雨就完蛋了。

為了推廣有機大豆，蘇秀蓮栽種了 6 公頃的大豆。近年來養生風氣盛行，這種本

土、非基因改造的大豆也紅到不行，「根本就是還沒播種，訂單就已經爆滿了，

我根本就不敢隨便答應數量！」越種越有心得的蘇秀蓮認為，大面積作物想要搶

種時，有台合宜的播種機真的可以幫助不少，以她的農場為例，附掛式旱田播種

機過來，一天便為她省下 28800 元 (6 公頃 x 4800 元 / 公頃 ) 的開支，這對小農、

或是她這種不大不小的「中農」而言，真的是一大助力啊！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觀摩會，農機

研究室主持人張光華(前)向農友

解說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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