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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業合作推廣績效～深入非洲

高德錚、蔡宜峰、張惠真、戴登燦、李健捀、何榮祥

一、緣　　起：

　　非洲國家雨旱季分明、雨量不足、多荒野地、可耕地少、人口成長率高、糧

食生產不足、缺乏農業生產資金及缺乏現代農業技術。因之，在於非洲締交盟國

後，吾國即以農業合作為援非之第一要務。近20年來本場同仁接受外交部海外技

術合作委員會(國際合作基金會)委託，在延伸吾國外交觸角之號召下，背負著青

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遠離家園，足跡遍踏埃及、厄利垂亞、衣索比亞、肯亞、馬

拉威、布吉納法索、史瓦濟蘭、賴索托、南非、波札那、賴比瑞亞、象牙海岸、

迦納、多哥、加彭、安哥拉、尚比亞、奈及利亞、中非、查德、甘比亞、塞內加

爾、尼日，聖多美普林西比、摩洛哥及突尼西亞等二十餘個非洲國家。歷年來參

加過國際農業合作計畫前往非洲協助諸國糧食增產之農耕計畫的本場同仁計有謝

順景、陳榮五、高德錚、蔡宜峰、戴登燦、張惠真、何榮祥、張致盛、許志聖、

李健捀、黃勝忠、宋勳、黃賢喜、郭俊毅、洪財生、陳炎星及林家祥等人。茲將

執行及推廣情形詳述如下：

二、執行及推廣情形：

　　吾國與非洲農業合作始於1960年代，第一個團隊於1961年即在與非洲諸國相

繼建交後之『先鋒計畫』下派遣赴賴比瑞亞服務。歷年來吾國與非洲農業合作步

驟有四：(1)赴現場考察合作國農業生產困境；(2)派遣先鋒團隊赴現地墾殖建立

基地農場進行試作；(3)擴大農技示範規模和農技轉移及協助農產品產銷規劃；

(4)徵召國內專家短期支援及傳授新興農技。歷年來吾國援非國際農業合作之歷

史流程可依時代背景及任務別分成下列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之拓荒墾殖期(1960-

1985)，1960年代在外交部『先鋒計畫』之策動下，本場同仁黃賢喜、郭俊毅、

洪財生、陳炎星及林家祥等人先後參加「農耕隊」，前進非洲加入「拓荒墾殖」

行列；此階段之執行重點為增加駐在國之糧食產量。第二階段之農技宣揚期為

1975年代以後，由於非洲諸國政治環境之變遷，部分農耕隊先後撤團；非邦交國

援外之任務改由中華民國對外貿易協會接手。本場同仁高德錚亦先後參加由外貿

協會策動之「商務考察團」、「農工商產品展」、「農企業商務諮詢會」及「農

工商生產技術研討會」等活動。第三階段之示範推廣期(1986-1997)為1986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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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以農業技術團之名義而援非模式轉型為「示範推廣農耕技術」之輔導模

式。此階段之執行重點為替駐在國示範推廣先進農業、漁業、畜牧、手工藝之經

營管理技術，本場同仁高德錚則受邀示範推廣先進農技。第四階段之產銷規劃顧

問期為1998年以後，更改以技術顧問團而援非模式更提昇為「農技轉移及產銷規

劃輔導」之顧問諮詢模式。此階段之執行重點為農產品行銷與加工，本場參與同

仁有謝順景、陳榮五、高德錚、蔡宜峰、戴登燦、張惠真、何榮祥、張致盛、許

志聖、李健捀、黃勝忠、宋勳等人。

(一)在地農技之開發案

1.1999年4月在謝順景及陳榮五等2位場長率領下首次踏上甘比亞國境，由

高德錚、蔡宜峰、戴燈燦、張惠真及孫培賢等人開始執行為期24個月之

「甘比亞地區肥料施用對水稻影響之研究及推廣計畫」，先後完成甘比

亞流域周年水質分析、甘比亞農田土壤特性及肥力分析、稻作合理化施

肥量估算(潮灌區及陸稻區施肥量分別為複合肥料(N：P2O5：K2O=15：15：

15)/尿素(N46%)，100kg/200kg/ha與100kg/100kg/ha)、完成稻作區有機

堆肥配方與製作手冊、甘比亞共和國稻農農場經營習性之分析及甘比亞

共和國之稻米增產實錄之錄影帶1卷。

2.2001-2003年執行為期24個月之「查德、賴比瑞亞發展運用有機資材製作

肥料技術協助計畫」，由陳榮五、高德錚、張惠真、蔡宜峰負責執行，

在2001年查德地區的農業有機廢棄物調查總量有4,048,210公噸，換算

成氮總量為26,706公噸，磷總量為4,001公噸，鉀總量為38,427公噸。

2001年查德地區的畜產有機廢棄物總量36,598,000公噸，換算成氮總

量為227,747公噸，磷總量為166,374公噸，鉀總量為357,038公噸。依

據有機材料種類及特性，有兩種牛糞堆肥配方適用於稻作推廣區應用參

考。其中牛糞堆肥甲配方主要材料乾物量比例牛糞：稻草桿：稻殼約為

40:40:20，氮含量約為6.3 g/kg，磷含量約為1.3 g/kg，鉀含量約為7.6 

g/kg，有機質含量約為616 g/kg。牛糞堆肥乙配方主要材料乾物量比例

牛糞：高粱桿約為40:60，氮含量約為5.3 g/kg，磷含量約為1.0 g/kg，

鉀含量約為9.6 g/kg，有機質含量約為589 g/kg。由水稻肥料試驗結果

顯示，使用牛糞堆肥5 t/ha配合複合肥料(N-P2O5-K2O:20-10-10) 100 kg/

ha及尿素150 kg/ha處理可以獲得最高的稻穀產量與較理想穩定的土壤肥

力，因此，完成牛糞堆肥之製作與使用手冊，並召開2場次觀摩會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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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完成蔬菜產銷班之農家生活習性分析，藉以推薦查德稻作推廣區農

民應用參考。

　在賴比瑞亞地區的試驗發現賴比瑞亞推廣示範農田土壤多屬於強酸性

（pH<5.0），電導度質偏低，土壤有機質含量屬於中低含量，屬於低

肥力範圍。土壤有效性磷、交換性鉀及鈣含量，都屬於極低範圍，甚至

有缺乏之虞；土壤中有效性鐵、錳、鋅、銅、鎳、鉻、鎘、鉛等微量元

素含量而言，某些地區含量偏高，甚至於呈現毒害情形，在Bonmile及

Fendell等以外地區，仍有許多地區屬於缺乏範圍。經利用當地有機資材

辦理土壤改良及改善管理技術之試驗結果獲知(1)用木屑薰炭處理(由1m3

木屑/10m2製成)，可以將土壤pH由4.2提高至5.4-5.5，以及增加土壤磷及

鉀有效性。又配合複合肥料(N-P2O5-K2O：12-24-18) 150 kg/ha ＋尿素

100 kg/ha的肥料管理方法，可以促進辣椒生長。(2)使用雞糞堆肥5t/ha

與尿素100kg/ha處理之番茄生長及產量，與一般慣行法之使用複合肥料

(N-P2O5-K2O＝12-24-18)200 kg/ha與尿素150 kg/ha差異不顯著，惟雞糞

堆肥具有增加土壤有機質含量，增進土壤肥力功能，因此如能適當推廣

使用雞糞堆肥(稻殼40%、米糠10%、雞糞50%)，應可取代大部分化學肥料

用量。

3.2002-2004年執行為期24個月之「塞內加爾、布吉納法索發展運用有機資

材製作肥料技術協助計畫」，由陳榮五、高德錚、李健捀、蔡宜峰負責

執行。2003年3月在布吉納法索巴格雷墾區水稻田發現有滿江紅生長，外

觀分別有綠色及紅色兩類，經鑑定為Azolla pinnata品系。其中外觀綠

色的滿江紅植株氮含量約2.83%、磷含量約0.40%、鉀含量約2.80%，外觀

紅色的滿江紅植株氮含量約1.91%、磷含量約0.27%、鉀含量約2.46%。

另外觀綠色的滿江紅植株生長速率及鮮重/乾重比分別為0.37±0.09 g/

plant/day及5.2±0.7%，外觀紅色的滿江紅植株生長速率及鮮重/乾重比

分別為0.12±0.03 g/plant/day及7.5±3.1%，顯然外觀紅色的滿江紅植

株的生長速率相對較慢，且植株鮮重/乾重比則相對較大。由水稻田間試

驗施用滿江紅500 kg/ha配合牛糞/滿江紅堆肥5 t/ha處理的產量約6.42-

6.89 t/ha。因此，在布吉納法索水稻墾區，推薦農民持續施用滿江紅及

牛糞/滿江紅堆肥，以維持農田土壤肥力及增進水稻產量。

　在塞內加爾之計畫執行成果包括2001年調查塞內加爾境內農業有機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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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總量約4,048,210公噸，分別含有氮量約26,706公噸、磷量約4,001

公噸、鉀量約38,427公噸。進一步依據塞內加爾當地有機材料種類及特

性，研製兩種堆肥配方供稻作栽培應用。其一配方為牛糞羊糞混合堆肥，

利用包括牛糞、羊糞及稻草桿等材料；乾物量混合比例為牛糞：羊糞：

稻草桿約為40：40：20。腐熟後此配方之氮含量約為0.68%，磷含量約為

0.36%，鉀含量約為0.46%，有機質含量約為55.6%。其二配方為牛糞堆

肥，主要有機材料包括牛糞及雜草桿等，乾物量混合比例為牛糞：雜草

桿約為80：20。此配方腐熟後之氮含量約為0.50%，磷含量約為0.25%，

鉀含量約為0.37%，有機質含量約為51.6%。在建立適用於Richard-toll

水稻推廣區及Tambcounda陸稻推廣區之合理施肥法方面，依據試驗結果

乃建議Richard-Toll水稻推廣區以使用牛糞羊糞混合堆肥5 t/ha 及外加

尿素100 kg/ha之產量在5.94公噸/公頃及淨收益在302,075CFA/ha較具經

濟效益。Tambacounda陸稻推廣區以使用牛糞堆肥5 t/ha及外加尿素100 

kg/ha處理之產量在3.53公噸/公頃及淨收益在206,700CFA/ha較具經濟效

益。

　在探討塞內加爾食米中碎米率偏高原因，由試驗中發現為：(1)聖路易

地區直播水稻推廣區田間取樣的胴裂率達92﹪，Tambacouda陸稻栽培推

廣區田間取樣的胴裂率達98.33%，測稻榖水分含量為11.5﹪（品種：臺

中秈10號）。因此推測塞內加爾碎米率偏高之主因，為收穫後放置於田

間，稻榖水分含量偏低，同時日夜溫差大，因榖粒遭受冷縮熱脹影響，

導致胴裂增加所致；(2)聖路易地區直播水稻推廣區田間取樣的稻榖千

粒重為25.18 g，Tambacouda陸稻栽培推廣區田間取樣的稻榖千粒重為

25.00 g，國內一期作臺中秈10號之稻榖千粒重為27.43 g，因此榖粒充

實程度較差，導致碎米裂增加，應為次要原因；(3)聖路易地區碾米設備

較差，亦是導致碎米裂增加原因。

4.2004-2006執行為期24個月之「馬拉威發展運用有機資材製作肥料技術

協助計畫」，由陳榮五、高德錚、何榮祥、蔡宜峰負責執行。本計畫於

2004年至2006年間分別派出六梯次團隊赴馬拉威之技術團推廣區執行任

務，先後完成下列事項：(1)完成適合馬拉威貧農地區設立社區型玉米

碾粉廠之標準作業模式；(2)於馬國北、中、南三區分別選定五個社區

(Mpolena, Ukwe, Mkoko, Zombe及Mtubwi)及訓練五個農民組織來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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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3)2004年7月完成5組碾粉機組(每組包括Chokonola去皮機、M-16

碾精粉機、1524型Perkins柴油引擎及連動組)之採購，驗收及現地安裝

試俥；(4)完成5個碾粉廠現場操作手之培訓；(5)完成碾粉機組之碾粉廠

碾粉標準操作及維護手冊，並辦理五次碾粉廠現場操作手之技術轉移訓

練會；(6)完成玉米碾粉廠電腦記帳程式及查帳程式，並藉由辦理碾粉廠

經營技術轉移訓練會將之轉移給農民組織：馬國農部地區推廣員及農團

輔導人員；(7)2005年4月於Ukwe社區辦理1次社區型碾粉廠營運模式觀

摩會；(8)2005年9月於農團園藝中心辦理3次社區型碾粉廠營運模式講習

會；(9)完成5個社區型玉米碾粉廠2年度之營運評估及撰寫結案報告及推

廣手冊各1冊。

(二)農技轉移輔導案

1.1999年8月本場同仁高德錚、戴登燦及蔡宜峰等人赴甘比亞，為非洲地區

駐外技術團7國農技團隊，辦理小農組織運作及產銷規劃講習會及與加拿

大天主教援助服務CRS與合辦之「小農組織之生產與運銷研習會」，會中

將台灣輔導小農組織經驗及利用農廢棄物製造有機肥之技術分享于駐外7

國技術團隊及甘比亞推廣官員67人。

2.1999年10月本場陳榮五場長應邀赴塞內加爾指導熱帶蘆筍生產技術。

3.2000年10月在甘比亞首都凱羅巴旅社辦理甘比亞地區稻作增產途徑研討

會，與會人員有駐甘比亞大使館館員、駐甘比亞技術團團員、駐非洲7國

技術團團長、國合會及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代表團等25人。

4.2001年3月在甘比亞首都凱羅巴旅社辦理甘比亞地區稻作增產途徑研討

會，與會人員有駐甘比亞大使館館員、駐甘比亞技術團團員、甘比亞產

官學及農民代表，駐甘比亞NGO代表及國合會和台中區農業改良場代表團

等675人。

5.2003年1月本場高德錚應邀赴查德首都及Casier B Bongo辦理2場次小農

組織運作及稻作產銷規劃研討會。

6.2003年3月本場高德錚應邀赴甘比亞及塞內加爾指導小農組織之生產與運

銷規劃。

7.2003年9月本場高德錚應邀赴史瓦濟蘭及馬拉威指導小農組織之生產與運

銷規劃。

8.2004年2月本場陳榮五場長及高德錚應邀至塞內加爾首都辦理1場次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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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作及稻作產銷規劃研討會。

9.2004年5月本場高德錚應邀赴聖多美普林西比指導小農組織之生產與運銷

規劃。

10.2005-2007年本場張致盛應邀赴聖多美普林西比指導熱帶水果生產技

術。

11.2008年5月本場許志聖應邀赴布吉納法索指導陸稻生產技術。

12.2009年10月本場高德錚應邀赴肯亞指導小農組織之設施蔬菜生產與有機

液肥製造技術講習會。

13.2010年5月本場高德錚應邀赴布吉納法索，辦理小農組織之生產與運銷

規劃及有機液肥製造講習會。

(三)甘比亞共和國規劃輔導案

1.2002年場長陳榮五擔任團長率稻作、園藝及水產加工專家等五人組規劃

團，赴甘比亞就現階段甘比亞農漁產業之困境及資源，擬依時程將其未

來農漁產業發展規劃如后：

●短程方面有：

(1)由國內提供優良水稻稻種及駐甘技術團提供NERICA稻種，供甘國未

來一年所增加稻作面積之採種田使用。

(2)培訓及組織稻種繁殖農民班隊240人分4班及設置採種田120公頃，

供甘國每年增加5,000公頃所需之稻種。

(3)改進潮汐灌溉水稻區之灌排水系統。

(4)整合西部省現有220公頃之婦女蔬菜產銷班51班，規劃產銷計畫。

(5)規劃芒果乾、腰果及落花生之簡易加工。

(6)改進衛生安全之鹽漬、煙燻及乾燥之漁產加工品。

●中程方面有：

(1)規劃稻作優良稻種二級制繁殖制度。

(2)規劃陸稻之栽培區，增加稻米生產。

(3)改進淺水沼澤水稻區之灌排水系統。

(4)規劃蔬果專業區生產之體系。

(5)引入多樣化之園藝作物進行試作。

(6)輔導鹽漬、煙燻及乾燥等水產加工及產品推廣。

(7)辦理稻作、園產品及水產品加工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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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方面有：

(1)建立優良稻種選育及採種制度。

(2)建立適地適種之稻作栽培技術。

(3)建立稻米自產自足之產銷體系。

(4)建立多功能農業教育訓練中心。

(5)建立農業專業區之園產品產銷體系。

(6)建立外銷園產品及水產品加工生產體系。

2.本場同仁高德錚為規劃增產稻米為糧食自給自足之行動計畫方案，于

2007年3月赴甘比亞，行動計畫規劃如后：

(1)在2008-2015年間，于高梁、玉米、晚熟小米等粗穀旱作區轉作陸稻

60,000公頃，即八年間逐年轉作陸稻7,500公頃，而增加稻穀產量

90,000公噸或白米產量54,000公噸。

(2)在2008-2015年間，以高產陸稻品種更替原陸稻區低產陸稻品種

10,000公頃，即八年間以每三年滾動式逐年轉作陸稻1,250-5,000公

頃，而增加稻穀產量15,000公噸或白米產量9,000公噸。

(3)在2008-2015年間，在中游省南北岸再闢新潮汐灌溉區2,150公頃，年

生產二作，每公頃年稻穀產量9公噸，屆時可增加稻穀產量19,350公

噸或白米產量11,610公噸。

(4)在2008-2015年間，擴大新陸稻面積區5,000公頃，年生產一作，每公

頃年稻穀產量2.5公噸，屆時可增加稻穀產量12,500公噸或白米產量

7,500公噸。

(5)在2008-2015年間，于Jahally及Pachar之潮汐灌溉區之一期作，逐年

設置採種田150公頃，生產Nerica及ATM Sel 3號等高產陸稻品種700

公噸及逐年設置採種田10公頃，高產水稻品種台農秈14號及台農秈育

19號等高產水稻品種50公噸。

(6)在2008-2015年間，逐年于Jahally及Pachar之潮汐灌溉區逐年輔導稻

農組織設立稻種產銷班或稻種生產合作社並于以組訓採種技術。

(7)在2008-2015年間，逐年于Sapu之NARI分所訓練中心開辦推廣人員及

核心農民之有機肥製造、良種繁殖及稻作栽培技術講習會。

3.本場同仁高德錚為甘比亞需于2015年達到稻米自給自足案年需增產8,000

公頃陸稻案于2010年5月赴甘比亞進行規劃作業。

國際農業合作推廣績效～深入非洲國際農業合作推廣績效～深入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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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　　語：

　　近十餘年來本場同仁在響應政府「農技援外，拓展外交疆土」之策略下，先

後以身家性命深入黑色非州，為駐在國糧食增產而奮鬥。在歷經團隊前仆後繼之

努力衝刺下總算在非州駐在國之農村留下不可磨滅之根基。前者血淚猶未乾，後

繼來者隨踏身而上。總為苦難之農技援外，不甚唏噓！

1999年5月7日訪視甘比亞班竹町婦女蔬菜產銷
班作業

2002年4月7日訪視甘比亞司庫達婦女蔬菜產
銷班作業

2001年4月6日訪視甘比亞北岸稻作試驗區

2002年4月5日訪視甘比亞農業試驗所研商稻
種生產作業

1999年5月7日訪視甘比亞班竹町婦女蔬菜產銷

2002年4月7日訪視甘比亞司庫達婦女蔬菜產

2001年4月6日訪視甘比亞北岸稻作試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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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5月30日在馬拉威講授堆肥製作

2004年3月8日訪視布吉納法索姑河墾區

2003年3月5日在布吉納法索巴格雷墾區發現滿
江紅綠肥

2003年1月13日在查德彭哥辦理農技轉移講習會

2004年3月8日訪視布吉納法索巴格雷墾區滿江
紅堆肥試驗

2010年5月21日在布吉納法索講授發展社區小農
產銷組織之台灣經驗

2005年5月30日在馬拉威講授堆肥製作

2004年3月8日訪視布吉納法索姑河墾區

2003年3月5日在布吉納法索巴格雷墾區發現滿

2003年1月13日在查德彭哥辦理農技轉移講習會

2004年3月8日訪視布吉納法索巴格雷墾區滿江

010年5月21日在布吉納法索講授發展社區小農

國際農業合作推廣績效～深入非洲國際農業合作推廣績效～深入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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