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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

李健捀、蔡宜峰

一、緣　　起：

　　「發展有機農業，推動健康飲食」是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新政策重要發展

項目。『優質』與『安全』有機農產品也成為國人最重要的民生消費選擇。政府

自84年二期作開始，有計畫輔導推廣水稻有機栽培，先後經由前台灣省政府農

林廳制定『農作物有機栽培實施準則』、『有機米示範輔導要點』、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制定之『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推行

CAS有機標章並立法管理，使作物有機栽培及銷售有所依循。作物有機栽培具有

改良土壤理化性質、環境保護、廢棄物再利用及因應民生消費需求等多重意義，

作物有機栽培是屬於高技術栽培，著重於栽培技術的認識，本場近年來積極投入

有機農業之研發工作，茲將研究成果列述於后，提供農民做為栽培之參考。

二、執行情形：

　　本場自84年開始積極從事作物有機栽培技術之開發研究，累積重要的研究成

果包括：1.使用木黴菌200-400g/ha配合有機液肥80L/ha處理，可以增加有機番

茄植株存活率15-20%及有機番茄單位面積產量20-25%。2.在施用生物性蔗渣木屑

堆肥5～10 t/ha及有機液肥20～40 L/ha處理下，有機白莧菜及有機玉米產量較

對照處理增加約16～48%。3.水稻有機栽培使用合理化施肥5噸腐熟堆肥+3噸菜籽

粕/ha，產量較慣行栽培法增加約10%。4.水稻有機栽培以每叢移植3支及6支秧苗

處理，具有最高之產量及完整米率，同時亦含有較低之白米粗蛋白質含量，可兼

顧水稻產量及稻米品質，移植支數愈多，將因病蟲害控制困難，而影響水稻之產

量，進而影響稻米品質。5.每公頃施用4噸炭化稻殼雖然兩期作水稻紋枯病罹病

率均達100%，但罹病程度較輕微，仍然具有最高之水稻產量及完整米率表現，顯

示每公頃施用4噸炭化稻殼對於水稻紋枯病有減緩危害的效果，於水稻有機栽培

紋枯病容易發生地區，可以推薦使用。

三、推廣情形：

　　累計的發明專利4件，包括：1.生物性堆肥製作方法、2.製造生物性蔗渣木

屑堆肥之木黴菌種(TCT103)、3.製造生物性堆肥之枯草桿菌菌株(TCB428)、4.蔬

果栽培介質及其製作方法。累計的技術移轉7件，包括：1.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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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製作方法、2.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液化澱粉芽孢桿菌種(TCB428)、3.製作生物

性堆肥之木黴菌種(TCT103)、4.新型牛糞堆肥介質製作方法、5.有機高效肥製作

方法、6.優質安全有機稻米生產技術、7.優質安全新鮮發芽糙米加工技術。上述

之發明專利及技術均已順利移轉於廠商量產，並推廣於農民進行有機栽培應用。

四、結　　語：

　　「吃自自然，吃出健康」已經逐漸成為消費的趨勢，有機農產品當然是最佳

的選擇，有機栽培過程當中嚴禁施用任何的化學肥料及農藥，自然也可以有效復

育生態，讓大自然逐漸恢復生機。然而有機農業的推動，還需更進一步的努力，

國內自84年開始推廣作物有機栽培，至目前為止，驗證通過之作物有機栽培面

積僅有3,000公頃，尚不及國內作物栽培面積的0.38％，大部分栽培仍繼續使用

化學肥料及農藥。因此，各單位除了應致力於有機農業大面積生產推廣外，整合

行銷通路亦應同步進行，除了應於政府相關網站廣佈有機農產品銷售賣點，並給

予適當的考核及獎勵，亦應著力於E化交易平台之建立，讓生產者與銷售者可以

利用網路進行有機農產品交易，那麼生產者不必擔心農產品無銷售管道，銷售者

亦不必擔心有機農產無供貨來源，互蒙其利，對於有機農業的推展，將有顯著的

推動力量。為了保護生活環境及提昇生活品質，我們必須減少破壞，正視過度施

用化學產品所帶來的惡果。全民共同努力，多消費有機農產品，多生產有機農產

品，那麼我們生活的環境，就會愈來愈美麗。

台稉9號新鮮發芽糙米飯散發出濃郁玉米香氣

有機農業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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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炭化稻殼可以有效降低水稻紋枯病之危害

水稻有機栽培合理化施肥可以穩定產量

製作生物性堆肥之液化澱粉芽孢桿
菌種(TCB428)

有機高效肥製作方法

新型生物性蔗渣木屑堆肥及新型牛糞堆肥介
質製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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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

白桂芳、王文哲、趙佳鴻、廖君達、林大淵、戴振洋、劉興隆

一、緣　　起：

　　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氣候高溫多濕，適合病蟲害滋生及蔓延，因此

作物只要疏於管理病蟲害便十分猖獗。防治病蟲害的方法很多，然由於農藥使

用操作簡單，且對病蟲害的防治效果快速，所以廣受農民採用。但近年來由於消

費者意識的抬頭，對於大量使用農藥對農產品的安全衛生及生態環境的不良影響

產生憂慮；且農藥用多了，易誘導病蟲害的抗藥性產生；加上政府提倡「有機農

業」及「安全農業」時，在植物保護方面的需求，因此開發非農藥防治技術逐漸

受到重視。本場近年來致力於非農藥防治病蟲害之技術開發，並研發出具體可行

之農藥替代方法，目的在逐年降低對化學農藥之依賴，減少農作物農藥使用量，

進而保障消費者能吃的更健康，並減少對環境污染，農民也因生產成本降低及生

產優質安全農產品收入更好。本場近年來研發之非農藥防治技術有健康種苗、昆

蟲性費洛蒙防治、物理防治、非農藥物質及生物防治等方面，以下分別介紹之。

二、執行及推廣情形：

(一)健康種苗

　　◎麻竹筍健康種苗

　　中部為麻竹筍重要產區，但感染嵌紋病毒之情形日趨嚴重，竹嵌紋病

毒主要藉器械如採筍刀及鋤具等傳播，感病嚴重之竹株所生產的麻竹筍，

其筍殼上會出現白色嵌紋、筍肉橫切面會出現俗稱「筍釘」的情況，影響

竹筍的產量及品質甚巨。由於竹類以無性繁殖法繁殖，感染後病毒代代相

傳，綿延不斷；再加上容易經機械傳播，因此，嚴重時需要進行竹園全面

更新，方可減少此病害為害麻竹筍栽培區。故要生產品質優良與產量高的

麻竹筍，選擇健康的竹苗是成功的第一步。目前台中場研發團隊已從自外

觀判定無病毒健康竹苗母樹，篩選產筍量及品質均優的竹株，再以專一性

病毒偵測技術定期檢測，經多次檢測確認無病毒感染後，才作為繁殖無病

毒健康竹苗的母樹，再以高壓繁殖方式繁殖，平均發根率接近90﹪以上，

目前已將此技術移轉給台中市農會，期能建立麻竹筍無病毒種苗之供應體

系。

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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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農藥防治物質

　　◎亞磷酸防治作物病害

　　亞磷酸之防病機制不同於農藥防治之直接殺菌，而是間接誘導抗病作

用，可防治作物露菌病、疫病及白粉病等病害，防病效果佳，可完全取代

防治上述病害之農藥。本場研發之「50％亞磷酸溶液」產品比「固體亞磷

酸」有下列優點：安全性高、調配順序不拘、液體產品不怕潮解、調配時

不需天平使用方便等。經過多次試驗，發現相同濃度之「50％亞磷酸溶

液」與「固體亞磷酸」防病效果一樣好；另外「50％亞磷酸溶液」長期放

置後，亞磷酸不會轉變為磷酸，成份穩定；使用亞磷酸其好處有(1)在梅

雨季節及颱風季節往往傳統農藥防治效果不佳，而事先連續使用多次亞磷

酸後，其露菌病等病害幾乎不發生；(2)大量減少農藥使用量及次數；(3)

亞磷酸比農藥更便宜，可降低生產成本；(4)亞磷酸不會造成環境污染；

(5)採收的農作物無農藥殘留問題。經過多年之試驗推廣，目前在本場轄

區農民使用亞磷酸防治葡萄露菌病已有30%之多。

　　◎油劑防治作物白粉病

　　油劑乳化或加展著劑噴施於作物表面形成一層薄膜，能阻隔病原菌孢

子發芽及菌絲生長，達到防治病害效果。本場試驗比較礦物油及市售多種

食用油對白粉病之防治效果，結果發現玉米胚芽油、葵花油及礦物油效果

優於其它油劑，另外玉米胚芽油、葵花油及礦物油稀釋500倍之效果優於

1000倍，油劑試驗於胡瓜、番茄、豌豆及玫瑰等作物，皆可有效降低白粉

病發生，但油劑500倍使用多次對豌豆及玫瑰會造成新葉變小及表面淺褐

色傷害，對胡瓜及番茄則無影響；礦物油及市售食用油，在有機栽培屬於

可使用資材，由於成本低且無殘留疑慮，不論傳統栽培或有機栽培都是實

用防治方法，尤其傳統栽培之連續採收作物，如胡瓜及番茄等，採收期間

使用油劑防治白粉病即不會有農藥殘留發生。油劑防治白粉病方法目前已

在有機農業及連續採收作物廣泛應用。

　　◎農用螞蟻餌劑

　　許多與田間蟻類共生之同翅類昆蟲一直是果樹與蔬菜等作物上的重要

害蟲，田間蟻類族群的消長與上述害蟲的密度息息相關。與害蟲共生的

蟻類多以其蜜露為食，並提供害蟲禦敵、族群衛生、庇護所、族群擴散等

有利族群發展的條件。目前螞蟻防治多以市售殺蟲劑或餌劑防治，田間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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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種類眾多但無推薦藥劑。以餌劑誘殺螞蟻不但可節省施藥時間與用藥成

本，提高天敵與藥劑防治田間的介殼蟲、蚜蟲等重要害蟲的防治效果。現

正值安全農業蓬勃發展的時期，降低農藥的毒性與使用次數，極可能造成

此類害蟲猖獗。以餌劑誘殺田間蟻類，可降低害蟲的族群發展優勢、提高

天敵的防治效力，且無農藥殘留的疑慮。餌劑的使用相當簡便，可配合天

敵施放作業一併施行。

(三)昆蟲性費洛蒙

　　◎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

　　本場近年來投入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管理技術的研究，進行二化螟

及瘤野螟等害蟲性費洛蒙配方的探討，已確認可在臺灣應用的性費洛蒙配

方，並評估最佳的使用載體及性費洛蒙誘蟲組於田間的最佳配置條件等。

可依據性費洛蒙誘蟲組誘集的成蛾數量，決定是否需要施藥防治，並由成

蛾高峰的時間點來推算最適當的防治時機，有效提升對蛾類害蟲的管理能

力。研究成果於97年12月辦理「水稻蛾類害蟲性費洛蒙管理技術」之技術

移轉非專屬授權。於彰化縣二林鎮、竹塘鄉及臺中縣外埔鄉等水稻栽培區

域進行大範圍試驗及推廣的工作，推廣面積達300公頃，能夠有效監測二

化螟及瘤野螟族群變動情形，並整合作為水稻病蟲害整合性管理的工具，

有效減少藥劑施用的頻度。

　　◎中改式誘蟲盒：性費洛蒙誘蟲盒

　　鑑於老式昆蟲性費洛蒙誘蟲盒在設計上一些缺失，及使用時裝卸不

易，本場改良研製出一種使用簡便，誘捕效果良好，價格較低廉之誘蟲

器，並命名為「中改式昆蟲性費洛蒙誘蟲盒」。其主要特點是蟲盒入口內

面之凸出設計，能減少成蟲之逃出，蟲盒可不加裝或加裝廢棄之保特瓶及

塑膠袋等，以增加容蟲量，能減少清除捕得蟲體之次數，蟲盒一體成型，

換餌及裝卸保特瓶極為容易，操作簡單，可節省人工，蟲盒體積縮小，能

減少運費及放置之空間。目前中改式昆蟲性費洛蒙誘蟲盒搭配使用不同的

性費洛蒙除可偵測斜紋夜蛾、番茄夜蛾以及甜菜夜蛾等害蟲之發生動態

外，亦可大面積長期誘殺，達到防治的效益。

(四)物理防治

　　◎太陽能誘蟲燈對蔬菜害蟲之防治技術

　　燈光誘引昆蟲很早就應用在家庭上及農業上，在家庭主要捕捉蚊子，

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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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上為捕捉田間昆蟲，不過目前使用之器材皆需要電力，在田間使用

常要拉延長線才能到達燈照點且田間常灌水，易引起落電，而太陽能誘蟲

燈完全不會消耗能源、安全且方便移動。至目前為止已安裝太陽能誘蟲燈

於葡萄、甘藍、毛豆、蘿蔔、油菜、包心白菜、芥菜等作物田區，可誘殺

到鞘翅目、同翅目、半翅目、雙翅目和鱗翅目等5目21科的昆蟲種類，其

中農作物主要的害蟲種類包括黃條葉蚤、葉蟬、飛蝨、蚜蟲、番茄夜蛾、

斜紋夜蛾、甜菜夜蛾、二化螟、瘤野螟、小菜蛾等3目8科12種的昆蟲。應

用太陽能防治農作物病蟲害之器材，能減少農藥使用量，降低農產品的農

藥殘留問題及不會破壞自然生態，有助於節能減碳目標，值得開發利用。

　　◎淹水防治十字花科黃條葉蚤

　　黃條葉蚤在壤質砂土之繁殖蟲數顯著地較粉質或粘質壤土為少。土壤

淹水時間之久暫對黃條葉蚤幼蟲及蛹致死有明顯之影響，盆栽試驗結果顯

示土層經淹水24小時約有65%蟲體死亡，淹水48小時以上能使土層中幼蟲

及蛹全部致死。而使其後發生之黃條葉蚤族群及為害率較無處理者極明顯

減少。以生育短期之小白菜類為例，其在網室內之生育期約25-35日。黃

條葉蚤由卵至蛹期發育所需時間約為22-30天，因此即使蔬菜播種時，網

室內仍殘留少量成蟲，待其產卵再發育為成蟲時蔬菜已屆收穫期。生育期

較長之作物則需配合其他防治方法防治第二世代黃條葉蚤之危害。配合清

園、浸水，可使設施栽培生育期短之白菜類及芥藍等蔬菜，在整個生育期

不施任何殺蟲藥劑，仍可維持高品質之生產。

　　◎噴水防治作物白粉病

　　白粉病通常於秋末乾季開始發生，冬季為害最烈，直到隔年春末夏初

雨季開始時，發病逐漸減少。利用自走式自動噴水系統分別在早上九點及

下午二點各噴水一次；每天噴水者其效果明顯較每二天噴水者佳，其罹病

率分別為12.6％及60.9％，對照不噴水處理者為94％。應用噴水防治田間

種植之玫瑰及豌豆白粉病，於完全不使用農藥的條件下，玫瑰噴水處理區

白粉病罹病率為1.9％，而對照不噴水區白粉病罹病率達100％；在豌豆方

面，噴水處理區與對照區罹病率分別為11.3％及97.1％。在連續採收的蔬

菜作物，如豌豆及胡瓜等，如能應用噴水防治白粉病，即可避免農藥殘留

發生。應用噴水在完全不使用農藥情形下即可防治白粉病，並避免農藥殘

留發生，又不會造成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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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消毒栽培介質

　　應用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進行菊花苗床之沙土消毒，當溫度達70℃

並維持20分鐘，即完成蒸汽消毒處理，處理結束測得不同位置20cm深之溫

度範圍為76-95℃。菊花莖腐病、根腐病及軟腐病病圃以蒸汽消毒，隔天

扞插菊花，所生產之菊花種苗，其病害發生率只有0-2.1％，而對照不經

蒸汽消毒處理，其菊花種苗發病率高達84.2-100％，顯示蒸汽消毒能同時

防治菊花莖腐病、根腐病及軟腐病等菊花育苗期土壤傳播性病害。另外應

用蒸汽進行介質栽之栽培介質消毒，能使感染青枯病或萎凋病之介質，經

過蒸汽消毒後能夠重覆使用，達到防病效果。蒸汽消毒所需費用較更換介

質(菊花育苗之河沙或介質栽培之栽培土)便宜且操作方便，而蒸汽可滲透

到每個角落，效果比更換介質佳。蒸汽消毒優點為可同時殺死多種土壤傳

播性病原、無農藥殘留問題、不會造成環境污染、蒸汽消毒完成後溫度降

到常溫即可種植。目前很多設施栽培業者應用蒸汽消毒，處理使用過的栽

培介質，已有多年經驗。

　　◎熱水消毒農業資材

　　太陽能熱水系統包含太陽能熱能加熱水溫及太陽能充電板蓄電提供控

制系統電能，每次能提供400公升熱水，溫度可達90℃以上。育苗床栽培

介質埋入3種病原菌，將太陽能熱水澆入介質並淹過介質，溫度記錄器測

得在50℃以上之溫度達112分鐘，經太陽能熱水處理區之3種病原菌完全無

法存活，以太陽能熱水處理介質，再扞插菊花則病害未發生；而將此太陽

能熱水調為50℃、60℃及70℃，放入6種病原(3種真菌、3種細菌)，結果

50、60及70℃皆能殺死病菌。本技術目前在試驗階段，希望將來能實際應

用到田間。

　　應用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導入水中，當水桶水溫達到設定溫度後

(90℃)，將熱水澆入使用過之介質，以殺死介質內之病原菌，以防治茄科

作物青枯病及萎凋病，以及瓜類作物疫病及萎凋病等土壤傳播性病害；此

法殺菌優點同蒸汽消毒介質，不過由於不用覆蓋塑膠布及移動介質，較蒸

汽消毒介質方便操作。目前部份設施介質栽培者已開始使用此方法。

(五)生物防治

　　◎應用卵形捕植蟎防治瓜類銀葉粉蝨

　　近25年來，全世界有60餘種藥劑（分屬七大類）用於防治粉蝨類害

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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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但僅10餘種具田間防治效益，其中銀葉粉蝨更因農民頻繁施用化學

藥劑致族群抗藥性日益加劇。緣此，國際間均積極尋求其他的防治方法以

解決銀葉粉蝨對作物的為害。卵形捕植蟎為台灣本土性的捕食性天敵，經

本場與中興大學合作研究證實乃銀葉粉蝨的優良天敵，具有田間立足機率

高及對不同環境具高適應性的特點。本研究證實接種釋放卵形捕植蟎可顯

著控制胡瓜銀葉粉蝨族群，又於食餌匱乏時，卵形捕植蟎可利用田間作物

（胡瓜、玉米等）的花粉維持其族群。當胡瓜植株之銀葉粉蝨密度達10隻

/株時，即時釋放卵形捕植蟎成蟎（7隻/株），可獲致與化學藥劑相同的

防治效果，除了二者間的胡瓜產量無差異外，得以生產出無農藥殘留的安

全瓜果，更能符合現代的消費潮流。

　　◎茭白筍園福壽螺生物防治

　　茭白筍為深水栽培作物，由於水位過高，且水呈流動狀態，化學藥劑

對於福壽螺的防治效果不佳。本場評估青魚、泰國鯰魚及鴨子對福壽螺的

取食能力及取食量，並釋放於茭白筍園調查對於福壽螺的防治效果。發現

放養青魚、泰國鯰魚及鴨子均能有效降低福壽螺的卵塊數目、福壽螺的數

量及增加茭白筍的產量。顯示青魚、泰國鯰魚及鴨子可作為深水栽培作物

的福壽螺防治，能發揮捕食性天敵的功效。南投縣魚池鄉茭白筍栽培田計

約70公頃，於深水栽培時期，全面於每分地釋放7尾重約2公斤的青魚來捕

食福壽螺。埔里鎮茭白筍園有1千餘公頃，考量到部份水位較淺及水流動

性較差的田區，則選擇放養泰國鯰魚或鴨子來捕食福壽螺。相關成果已成

為國內生物防治的絕佳案例。

三、結　　語：

　　當前台灣的農業正朝向安全、精緻、永續之路發展，而農作物病蟲害之防治

方法是否符合需求，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在此轉型的時刻，要馬上完全不使

用農藥，尚有很多困難。化學農藥在穩定農作物生產上仍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故除了開發更多的非農藥防治技術，以取代化學農藥防治法，另外導正農民對症

用藥及合理使用農藥之安全用藥觀念也很重要，皆有助於以減少農藥的使用量，

是今後植物保護的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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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確認無病毒感染後，作為母樹，
以高壓繁殖方式繁殖竹苗

無病毒麻竹筍苗圃區

亞磷酸防治葡萄露菌病(前：對照，
後：亞磷酸處理)

舉辦亞磷酸溶液防治葡萄露菌病之試
驗成果田間觀摩會

礦物油防治胡瓜白粉病(右：礦物油處
理，左：對照)

多種食用油中以玉米胚芽油及葵花油
防治白粉病效果優於其它油劑

介殼蟲與田間蟻類共生之情形 本場研發之農用螞蟻餌劑

檢測確認無病毒感染後，作為母樹， 無病毒麻竹筍苗圃區

亞磷酸防治葡萄露菌病(前：對照， 舉辦亞磷酸溶液防治葡萄露菌病之試

礦物油防治胡瓜白粉病(右：礦物油處 多種食用油中以玉米胚芽油及葵花油

介殼蟲與田間蟻類共生之情形 本場研發之農用螞蟻餌劑

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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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配置性費洛蒙誘蟲組監測蛾類害蟲 二化螟危害水稻出現枯心徵狀

中改式誘蟲盒組成配件 中改式誘蟲盒搭配斜紋夜蛾性費洛蒙
誘殺情形

太陽能誘蟲燈誘殺蔬菜害蟲 黃條葉蚤為害十字花科蔬菜之情形

採收後田間淹水以防治十字花科黃條
葉蚤

自走式自動噴水系統噴水情形

化螟危害水稻出現枯心徵狀

改式誘蟲盒組成配 中改式誘蟲盒搭配斜紋夜蛾性費洛蒙

太陽能誘蟲燈誘殺蔬菜害蟲 黃條葉蚤為害十字花科蔬菜之情形

採收後田間淹水以防治十字花科黃條 自走式自動噴水系統噴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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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噴水防治設施栽培之玫瑰及豌豆
白粉病情形

應用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進行蒸汽
消毒

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導入密閉室
內，進行使用過之介質消毒

應用太陽能產生之熱水進行農業資材
消毒

應用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導入水中加
熱水溫，再澆入使用過之介質進行消毒

卵形捕植蟎捕食銀葉粉蝨若蟲

銀葉粉蝨成蟲 魚類應用於茭白筍園福壽螺生物防治
模式圖

應用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進行蒸汽

應用蒸汽機產生之高壓蒸汽導入水中加

銀葉粉蝨成蟲 魚類應用於茭白筍園福壽螺生物防治

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作物病蟲害非農藥防治技術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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