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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水稻是我國最重要的糧食作物之一，為促進水稻栽培採用更友善環境與永
續經營之方式，並提供消費者更健康安全之稻米產品，臺灣自 1994 年起開始推
動有機水稻栽培，至 2012 年 3 月止全國有機水稻面積達 1,666 公頃，佔全國有
機作物驗證總面積 32.1％。經多年之技術研發與推廣，目前水稻有機栽培技術已
大致建立，包括環境檢測評估、栽培與肥料施用管理、病蟲害防治、雜草防除等
技術，有機水稻成熟的栽培栽培技術已能提供慣行農法農民轉換成有機栽培時良
好之技術支

，使近年有機水稻栽培面積擴增速度增快。本場更在有機水稻育苗

方面研發連續式水稻種子溫湯消毒機及育苗土處理等技術，成功突破與解決以往
有機水稻育苗之技術瓶頸。目前有機水稻的栽培過程中，病蟲害仍是重要關鍵，
病蟲害的防治應著重於整個生長期間的管理工作，從水稻的栽培前整地、育苗
時注意抗病品種選擇、栽培期間放寬行株距增加通風、合理化施肥及酌減氮肥施
用、非農藥防治資材施用與田間衛生等，均應根據當地易發生的病蟲害做好各項
預防措施，才能降低病蟲害的發生與確保有機米的生產。在以往較難處理的病害
問題，已運用生物防治可利用之拮抗微生物，如枯草桿菌、放線菌以及一些土壤
中的有益菌如木黴菌等，及成功突破與解決以往有機水稻育苗之技術瓶頸等，都
能有效降低病害危害。政府鼓勵水稻有機栽培朝向集團栽培方式集中發展，在花
蓮縣富里鄉

山、永豐、豐南、石牌與竹田村，及宜蘭縣三星鄉等，均以水稻為

主發展具特色之有機村，除更能確保有機生產及避免鄰近慣行農田之干擾與污染
外，並與休

農業結合，發展出二級及三級之更具附加價值之農產業。未來我國

有機水稻應朝向更環境友善之方向深化發展，在技術部份，如有機水稻專用品種
研發、有機專用之栽培法包括行株距、適合之施肥量與施肥方式等、病蟲草害非
農藥防治資材及綜合管理技術、以及營造更生態多元化、環境友善與促進環境健
康方式，如綠籬或綠帶等有益環境建構方式、輪作或綠肥應用、減少整地或低投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通訊作者，E-mail: dahpyngs@mail.hda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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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栽培可行性、減少碳排放等，均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發可應用之技術，以提供產
業應用。本文將介紹我國有機水稻栽培發展狀況，並

討目前在各生產過程中栽

培技術現況及所面臨之問題，以及針對有機水稻產業未來發展及需配合研發之技
術提出建議，希望能提供各界參考並促進有機水稻產業能更朝向友善環境與永續
經營之初

進。

前

言

水稻是臺灣最重要的糧食作物之一，也是國人不可或缺的主食來源，隨著
國內經濟和生活水準提高，食品健康安全與環境生態保護日受重視，也促使水稻
產業從高產量需求轉向強調安全、有機及高品質等目標發展並日益蓬勃發展。臺
灣推行有機水稻栽培近 20 年，至 2012 年 2 月止全國有機水稻面積達 1,666.7 公
頃，占全國水稻面積約 15 萬公頃的 1.1%，因此，水稻有機栽培仍有相當大的成
長潛力。有機水稻耕作除了確保食品安全與品質，也
標，同時兼顧環境友善
有機水稻栽培經

求自然資源永續利用的目

合與生態多樣性，具有理想性意義及產業經濟價值，而

近 20 年的洗

與調整，在栽培技術上已更

有機栽培推動過程中也衍生出許多不同

成熟，且在水稻

求之農法。因此，有機水稻栽培不應只

是無農藥、無化學肥料的栽培模式，而應持續

力研發與

求更環境友善的栽培

管理技術、資材及專用品種等，促進有機水稻產業能更朝向友善環境與永續經營
進。

臺灣有機水稻產業發

進

有機農業理念的發起最早從 1924 年開始，由德國人 Dr. Rudolf Steiner 提出
不使用包含農藥及肥料等化學合成物質的栽培法 (John, 2011)，而 1935 年日本岡
田

吉為維持環境生態資源永續利用的農業生產模式，提出減少物質及人為因素

介入的自然農法。然而從 1945 年開始，高產的糧食作物新品種

問市，例如

矮性的小麥及水稻品種大幅提升產量，且戰後石油資源投入農藥、肥料的生
產及農機具的開發，育種人員也響應致力於育成高肥料反應品種，即為農業綠色
命 (Green revolution)，因此注重環境永續的有機農法未被重視，大量使用農藥
及化學肥料之
「

面影響逐漸出現，1962 年

秋

森 (Rachel Carson)

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 一書，指出農業

環境生態，如不

求改變，將來不僅繁花

士發表

用殺蟲劑的結果，已嚴重影響

的春天將

嚴重毒害影響人類自己。至 70 年代能源危機發生，各國

不見蟲

鳥

，也將

開始關注永續農業

議題，有機農業逐漸蓬勃發展，根據「2004有機農業世界統計資料和未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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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從事有機農業的國家已超過 100 國，總面積高達 2,400 萬公頃 (賴等，
2007)。
臺灣有機農業發展最早由 1986 年開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為了發展有機農
業，

專家學者出國考察，評估推展有機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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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區及高雄區等農業改
良場執行，並

辦大型的有機農業研討會及出版研討會專輯。1990 年省農林

推動有機農業先驅計畫，試行有機農業。1994 年花蓮場根據多年的試驗結果，於
一期作首先選定花蓮縣最南端米
模試作示範，開

富里鄉設置 1 公頃有機水稻示範田，進行小規

了臺灣有機水稻的示範階段 (

和陳，2005)。1995 年農林

立農作物有機栽培觀察示範計畫，各場所組成有機農業推動小組，研
機栽培實施基準，設計有機農產品標章及

定認

成

農作物有

使用辦法等，積極推動有機農

產品之生產輔導工作。而有機農業在臺灣正式受到法規保護則從 1996 年的驗證
及核發標章開始，並經

多次修正及轉移後趨於完整 (賴等，2007)，2007 年 1 月

29 日公佈「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有機農業正式列入法
有機農產品認驗證管理制度，規範有機產業

位階規範，建立

序，有機栽培須經有機驗證合格方

可使用標示「有機」。
至 2012 年全臺灣有機農田通過驗證面積已達 5,194.3 公頃，占全臺灣耕地
面積 70 萬公頃的 0.7%，而臺灣有機水稻通過驗證面積為 1,667 公頃，占全有機
農田面積之 32.1%，顯示水稻為臺灣有機農業主要項目之一。有機水稻驗證面
積中，東部地區因具有肥

的耕地及低度工業發展的耕作環境，驗證面積總計

達 931.94 公頃，佔有機水稻驗證面積 61.9%，以花蓮縣 618.2 公頃所占比例最高
約 37%，台東縣 214.98 公頃第二約占 13%，宜蘭縣 198.76 公頃第三約占 12%。
近年來東部地區有機水稻面積成長快速，自 2006 年東部有機水稻總驗證面積
451.61 公頃 (花蓮縣 235.42 公頃、臺東縣 149.27 公頃、宜蘭縣 66.92 公頃)，至
2012 年總驗證面積 931.94 公頃，有機水稻面積 6 年內增加 1 倍以上。

有機水稻栽培綜合原
有機水稻栽培最基本原則為不得施用化學肥料及農藥，以有機資材及有機
肥代替，但部份農民除了上述原則外，仍如慣行農法一般，不

病施藥、

補肥的傳統概念。隨著有機水稻栽培技術改進，並結合成本效益管理的概念，有
機水稻栽培逐漸提

以建構一個健康良好的栽培環境，使水稻能健康地生長，以

「防範」重於「補

」的未雨

的觀念，培育健康及有益微生物豐富的土壤，

選擇適合有機栽培品種，運用栽培管理的方式，適度地施用肥料、擴大栽培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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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減低栽培密度及每叢株數，營造生態豐富的栽培環境等，以使水稻植株能更
健康生長，儘量減少生育不良及病蟲害發生等不利影響的機率與風

，同時病蟲

害及雜草也以經濟防治為原則，而非如傳統慣行觀念需完全以藥劑控制至沒有一
草一

蟲的地步，以達成節省資源、環境

合及食品安全等目的。除了觀念轉

變之外，在栽培模式、肥培管理及病蟲害管理實際技術層面上，近年有機農法有
許多突破，許多新的有機資材、技術及整合式管理方式已研發供產業利用，綜合
各方面的優良技術才能確保有機水稻的優良品質及穩定產量。近年豐年社出版的
「臺灣有機農業技術要覽」、花蓮農改場出版的「水稻有機栽培手冊」等亦有豐
富資訊可提供各界參考應用。

有機水稻栽培管理

式

有機水稻栽培係指水稻生育過程中，完全不使用化學合成之肥料與農藥 (包
含殺菌劑、殺蟲劑及除草劑) 的自然栽培模式，且栽培環境必須是已規劃為良質
米適栽區，並且經過土壤及灌溉水檢測合格無

染之水田，並須與鄰近非有機農

田有適當區隔的栽培模式 (宣，2005)。

一、品種選擇
品種的選擇除了具備高產潛力及高品質以外，因為有機栽培不施用化學農
藥，因此環境適應性及抗病性表現也是品種選擇主要考量因素之一，本文在病蟲
害防治部份會詳述其須掌握之細節。
有機水稻品種需具備的條件除了在產量、品質及抗病性以外，初期生長速度
及葉面積覆蓋率也是必須考量的因素之一，有機水稻適栽品種選育中，高氮素利
用效率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之轉換，研究顯示出其生長速度較快，分蘗點較
開的水稻植株對於雜草較具競爭力 (

，2011)，同時由於有機肥料釋放肥料速度

較化學肥料慢而長效 (陳，2011)，低氮素利用效率品種對於肥料吸收效率較差，
有機肥釋放濃度可能不足以被吸收，高氮素利用效率品種則因為肥料吸收轉換效
能較佳，

可適應有機肥料緩效特性。有機肥料特性也往往造成稻穗成熟期時養

分供給不足使品質下降，因此應考慮避免選育稻穀充實過快、稻穗過長或稻穗成
熟期不整齊的品種，應選擇分蘗數多、分蘗速度較快且一致的品種。

二、育苗
有機水稻秧苗的提供，一直是臺灣有機水稻栽培瓶頸之一，有機驗證規定秧
苗應用符合有機規範方式生產，除非在取得有機種苗有困難時，不得已情況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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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一般秧苗，長期上仍須以使用有機秧苗為優先。水稻育苗過程中因稻種及
育苗土中之病原菌致使秧苗感染病害，是主要有機秧苗生產之困擾所在。以往雖
也有各式育苗時稻種消毒可採用之方式，但大多操作較不方便。花蓮區農業改良
場新開發成功之水稻連續式種子溫湯消毒機，利用物理溫湯消毒方法進行稻種消
毒，搭配花蓮場開發水稻有機栽培育苗技術調配育苗土及播種處理，已突破多年
來有機水稻育苗瓶頸 (陳及施，2011；宣等，2011)。
1. 稻種處理
選擇來自無發病採種田之乾淨稻種 (黃及

，2009)，

採用發病田之稻

穀作為稻種，儘量以隔一期之稻穀為稻種。病原菌感染稻種會造成
形成

粒不飽實

粒，常會感染或污染稻穀而經由稻種傳播病害。因此浸種前建議應先以

鹽水預措選種處理，充分翻攪，去除

粒不飽實及病

(張，2002)，可以讓培育出之秧苗更整齊及健

後，再進行稻種消毒

，並減少部份秧苗生育不良及

死亡造成育苗盤上其它秧苗致病。
白葉枯病病菌可在種子上存活，主要存在於稻穀及

芽上 (陳及許，

2009)，存活時間受環境影響甚大，尤其溫度與濕度為主要因子。水稻徒長病
近幾年在臺灣各地區發生逐漸普
及

，2009)。稻種帶菌情形普

發生，尤其在高雄 139 號及臺

，稻種帶菌是本病最重要的初次感染源 (黃
而嚴重，2009 年一期作臺東、花蓮地區普
2 號最為猖獗，本田罹病率均超過 10%。選

用罹病率低的品種並使用健康稻種，配合有效的稻種消毒可阻斷稻種傳播徒
長病、稻熱病、白葉枯病、白
等，2007；黃及

病、穀枯病、胡麻葉枯病及葉鞘腐敗病等 (林

，2009；陳等，2011)。

利用物理溫湯消毒方法處理稻種，可以 54℃ 溫水預浸 5 分鐘，再以
56-57℃ 處理 15 分鐘，最後迅速放進 20℃ 以下之冷水中 5 分鐘 (黃及

，

2009)；或以 40℃ 溫水浸泡 10 分鐘，再以 60℃ 浸泡 10 分，再冷水浸種 (陳
等，2011；吳，2007)。由於步驟繁

，且無法大量處理，較不易被採用。因

此花蓮場開發之連續式稻種溫湯消毒機，使用過程簡單精確、操作簡便，作業
能力每小時 300-500 公斤 (2,400-4,000公斤/8小時)，可改善作業環境及減少勞
動力，降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促進提升有機栽培健康優質秧苗 (陳及
施，2011；宣等，2011；陳等，2011)。
2. 浸種催芽
稻種處理後浸種催芽，浸種時長短依溫度高低、播種期及品種而定，催
芽要保持適當水溫，不可太冷或太熱。溫湯消毒機處理之稻種可縮短浸水時
間 1-2 天 (陳及施，2011；宣等，2011)。稻種催芽後可浸泡肉桂油 667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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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ppm 展著劑混合液 4 小時 (陳等，2006)，或施用 1×1010cfu/ml 枯草桿菌
WG6-14 液劑 30 倍於浸 8 小時處理 (費等，2010)。一期作催芽溫度避免
室外氣溫太多，以防稻苗抗病性變

過

。

3. 育苗土壤處理
育苗用土以質地為壤土 pH4.5-5.0 之水田心土較佳 (林等，2007；吳，
2007)，若 pH 太高，至少在播種前一個月進行苗土拌稻殼及有機肥時，用硫
磺粉調節。苗土與稻殼使用 1:1 容積比混合，
一期作秧苗有利，但混拌稻殼

用一

稻殼可增加 2-3℃，對

使用當期稻殼混拌育苗土，育苗土需經乾燥後

長時間存放，於混拌後至少存放 4 個月以上 (陳等，2006)，待土中病原菌密度
降低後再使用。育苗土可添加拮抗微生物如木黴菌等預防秧苗立枯病、徒長病
(陳等，2006；黃等，2009)，育苗土添加 0.8-1% 蚵殼粉及

麻粕可降低徒長病

發病率 (陳等，2006)。
4. 苗箱處理
舊育苗箱重複使用前應洗淨，必要時應予以
箱、排箱保持乾燥。播種時苗箱

白水消毒處理，育苗箱積

土播種後，可灑用拮抗微生物後覆土堆積待

萌芽 (宣等，2011)。或先覆土後灑水或灑水後覆土，視現場作業機具而定，育
苗覆土時可施用 1,500 倍亞磷酸溶液代替澆水 (陳等，2006；黃及
稻芽長出 1mm 時播種，播種覆土

，2009)。

超 5mm 厚度，可縮短育苗箱堆積時間，

減少病菌感染機會。為了防止土壤病原菌的感染，在播種時亦可以用枯草桿
菌、放線菌或黏帚黴菌等有益的孢子懸

液淋注澆灌 (陳等，2007；陳及楊，

2009)。播種時不可過密，以每箱 180-200 公克播種 (林等，2007；吳，2007；
陳及楊，2009)，以得到較健康的秧苗，每一育苗箱播種量以不超過 220 公克
為宜，播種量過密，稻種在育苗箱中易相互堆疊，堆積期間育苗箱之單位面積
稻種發芽時所分泌之營養份多，病原菌迅速滋長而增加發病機會，易發生秧苗
立枯病 (林等，2007)；箱育秧苗因播種量多土壤淺又非
多 (林等，2007；張，2002)。積箱作業，一期作

水狀態，徒長病比較

寒流時，應蓋塑膠布保溫，

寒流過後氣溫回升時，應打開塑膠布兩端使通風，避免過度濕熱促進病菌滋長
（張，2002）。
5. 苗

管理
綠化場地整理 (整地、作畦、排水溝)，地面

以

蓋雜草抑制蓆，必要時應予

白水消毒處理。出箱綠化後視秧苗生長情形每隔 7 天施一次1×1010cfu/ml

枯草桿菌 WG6-14 液劑 200 倍液均勻噴施保護秧苗，連續 3 次 (費等，2010；
宣等，2011)。插秧前參考使用白殭菌或菸草浸出液 100 倍或苦楝精 1,500 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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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防治阻止水稻水象鼻蟲、

泥蟲成蟲產卵及

化幼蟲為害。

三、
一般慣行農法插秧為確保灌水後不易流失，插秧深度較深，往往使植株下
節位分蘗時受到抑制進而影響抽穗之一致性，進而造成未熟粒過多情形而減產及
影響稻米品質；有機水稻栽培插秧深度相對較淺，以插秧深度 2~3 公分為主以確
保有機米品質，插秧時每

支數由一般 7~10 支改為 3~5 支，可改善稻株互相競

爭養份，及減少充分伸展空間不足使莖桿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研究指出，一

細化之影響，確保產量及品質表現，

支數為 3 支時，具有最佳的產量以及米質表

現 (李，2009)，插秧支數降低亦可刺激每支稻株分蘗強健，且一
風，減少病蟲害傳播增殖的機會且避免倒伏，故一

稻

內較為通

支數不宜過多 (李，2002)。

為了增加通風及避免競爭，有機水稻之行株距相較一般慣行農法株距較大，行距
維持 30 公分，株距建議由慣行農法的 15 公分 (5
至 24 公分 (8

) 至 21 公分 (7

)，

大放寬

) 以上，合鴨稻共生之株距甚至放大至 30 公分 (1尺)，放寬株距雖

然有利於每叢稻株內分蘗間生育及通風，但相對雜草發生機率也增高，須加強雜
草之控制。

四、

灌水管理

水田排灌水技術是水稻栽培重要的一環，而優良精準的排灌水技術在有機水
稻栽培更顯重要，不但影響基本產量及品質，更可藉由
福壽螺及紅冠水雞的管理，田間呈現
也使土壤成缺

水與否進行水田雜草、

水狀態時除了可提供生長發育所需用水，

還原狀態不利雜草種子萌發 (蔣，1998)。一般栽培在插秧初期時

予以深水灌溉，對於雜草的生長可有效抑制，但同時也提供福壽螺喜好的棲息環
境或引來紅冠水雞造成水稻秧苗殘株或缺株，新的灌水作法在秧苗插秧初期應灌
水但避免深灌，水位以 2~3 公分深以內，

可提供水稻生長所需水分，也預防雜

草及福壽螺的大發生。而在分蘗數目達到預定理想支數後進行
持續

田，可避免田土

狀態而影響根部發育，也抑制過度分蘗造成成熟期不一致；

田後幼穗

形成期及抽穗期則以深灌栽培，提供稻穗所需水分及營養 (李，2002)。

五、

管理

福壽螺是水稻生育初期的主要有害動物之一，性喜深水且繁殖力強，田區乾
燥時於土中潛伏，灌水時則出土

斷稻苗莖部，造成嚴重缺株 (

，1986)。有機

防治福壽螺最常用作法為物理性清除及施用苦茶粕等，除了以上兩種防治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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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透過新的防治資材施用及栽培技術的開發也能有效控制福壽螺危害，在耕作
前的整地須整平避免低

處提供福壽螺棲息，插秧後以淺灌代替深灌並隔

外來

入侵因子可降低福壽螺危害機會，或是利用福壽螺喜好深水的特性，在田區內進
行開溝引誘福壽螺進入後人為清除，亦可於田區內擺放腐

蔬果吸引福壽螺後予

以誘捕；另外福壽螺「見綠就食」的特性雖然造成秧苗嚴重的損失，但稻秧成長
20~30 天後後莖

發育較粗

且

，福壽螺無法

食轉而食用雜草反而對雜草防

除有所幫助，因此防治福壽螺時機以插秧後生育初期加強防治為主。
目前常用在水稻有機栽培的方法詳述如下：
1.物理性清除
(1)插秧後田間應保持淺水狀態，田區入水口及出水口鐵絲網或塑膠網，如 32
目阻隔網，以隔
隔網或平

來自溝

30 公分長之

(2)摘除卵塊、

的螺體流入稻田中繁殖危害，並於排水口設置阻
板，可防止螺體之逆水侵入稻田。

螺體為減少福壽螺危害之有效方法。

螺體及摘除卵塊壓

碎，可供家畜或水產養殖之飼料。
塘或水庫養飼青魚或

2.上游水源

魚捕食。

3.施用苦茶粕
苦茶粕含有植物性皂素，為天然的植物性界面活性劑，可使造成福壽螺表
面無法交換

氣而死亡，在整地後插秧前於田區灑佈施用苦茶粕，每公頃用量

為 50~100 公斤為主，但施用過多的苦茶粕造成其他以皮

作為

吸器

的軟

體動物死亡而降低生物多樣性，研究指出，苦茶粕不僅對黏液生物有害，對於
水中泥

及魚類亦造成毒害 (陳等，2010)，因此苦茶粕並非現代環境

和型有

機栽培法中最適合的防治方法，且苦茶粕防治福壽螺雖效果顯著，但時效性僅
維持3天，因此若有新的福壽螺入侵須進行二次防治。農試所研製成功之無患
子皂

抽出液「益無螺」粒劑 (余等，2006) 每公頃施用 10-15 公斤亦可有效防

治福壽螺。亦可使用植物油乳化物代替苦茶粕，且乳化植物油可在水面形成覆
蓋層以抑制福壽螺

吸達到防治效果。上述相關資材使用時必須符合各驗證單

位要求 (陳等，2011)。
4.飼養合鴨亦為有效的辦法，水稻分蘗期時放鴨進水田啄食螺體，除了可以捕
食福壽螺幼螺進行防治，也可清除雜草嫩苗，唯須要養鴨技術輔助 (古野，
1993)。在宜蘭三星鄉有機米產銷班和苗栗山水米公司以鴨稻共生栽培的「稻
鴨米」及「鴨間稻」品牌有機米即是成功應用之案例。

六、雜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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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屬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交界，水田雜草發生機率高且種類繁多，雜草
通常具有生活史短暫、生長勢強且種子量多易散布等特性，往往傳播迅速和水稻
競爭養份，進而影響水稻生長，因此雜草防除應再生育初期

早防治效果

好

(蔣，1998)。有機水田禁止施用除草劑，因此一般有機田雜草控制與防除可採用
整地後

水、物理性除草、輪作控制、灌溉水管理或覆蓋等方式。

整地後

水為插秧至少兩週前進行粗整地與細整地後立即深灌

水，至插秧

前約 2~3 天再濕整地一次，將表面雜草種子拌入土內抑制其接觸光線及

氣而發

芽；物理性除草為直接將雜草移除或將雜草植株拌入土中，例如人工拔除及中耕
除草機，人工除草雖為最有效的除草方法，但須耗費大量的時間和人力不符合經
濟成本，而中耕除草機以人為方式沿插秧路徑推動進行行內耕犁與除草，但僅針
對行內雜草進行防除，但株距內雜草無法以機器除草，仍是有機栽培須克服的困
難之一。輪作控制法係透過水田及旱田不同的雜草相進行雜草量的控制，連作水
田的環境下，適應水田環境的雜草隨著連作進行繁殖及擴散，造成雜草數量及密
度提高，因此適時輪作可避免提供雜草適應環境進而抑制雜草族群的擴大；灌溉
水管理為水稻初期有效控制雜草的方法之一，

水環境下土壤的

狀態可抑制

雜草種子萌發，但須避免深灌防止福壽螺危害。
覆蓋法亦是有機水稻栽培防除雜草有效的方法之一，最常見的覆蓋物是稻
殼，於插秧後每公頃約 4 噸進行覆蓋並配合

水管理，可有效防除雜草 (李，

2002)，或預種滿江紅於插秧後移植於本田，藉由
線，抑制雜草幼苗光合作用，同時可阻
滿江紅死亡分解後

於水面的滿江紅阻隔光

由田梗或其他地方

落之雜草種子，待

可提供水稻所需有機質養份，具有多種功效，唯須耗費成本

培養足夠滿江紅量 (賴等，1999)。
除了上述常見方法以外，水稻生育初期施用例如米糠及豆粕等易發酵的有機
質每公頃約 1~1.5 噸，施用後的有機質接觸水後開始發酵，消耗土中的

氣形成

狀態，發酵放熱的同時釋放有機酸抑制雜草種子萌芽 (中井等，2009)，而
狀態提供土壤中乳酸菌大量繁殖改善土壤菌相，且分解後之有機質亦可提供水
稻生長所需養分，但須注意施用時機以高溫之二期作較一期作有效，且施用過量
時發酵反應釋放過多有機酸和熱能可能造成水稻根系受損。另一種生物防治法為
飼養合鴨，於插秧 20 天後放養

化後約 14 天的幼鴨，平均每分地 20~30

鴨，幼鴨有啄食雜草、福壽螺幼螺、田間害蟲及

幼

踏行株間雜草等三種功能，在

雜草防除及田間生態維持上具有良好的效果，但必須有養鴨的基本設備及防網設
施 (古野，1993)。防治雜草必須針對其特性才能達到有效的效果，田間出現雜草
時應立即拔除或防治，避免種子散播引起更大的危害，也可降低後期除草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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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讓雜草控制更有效率。

七、

及肥培管理

有機水稻栽培不使用化學肥料，必須依賴有機質肥料提供水稻生長營養所
需，在施用有機肥上必須掌握肥料的種類、特性、施用量及施用時機，才能達到
優良的有機水稻肥培管理 (陳，2011)。
有機質肥料施用量的估算應衡量地力及施用肥料種類，一般有機質肥料包括
高氮含量的豆粕類、腐熟堆肥以及牛、雞糞堆肥等等。若前一期休耕種植綠肥，
當期肥料施用估算也必須

除綠肥所提供的氮素量，而豆粕類的含氮量比例較

高，且釋放分解快速，可直接依氮肥推薦量估算施用量。有機質肥料終究不如化
學肥料來的速效，且有機質在分解時往往需時且釋放熱能，因此施用時機相較慣
行栽培施肥習慣提早 7~10 天，基肥施用量則為全部施肥量的一

，並在插秧前

15~25 天施用，基肥施用後將肥料深犁入土中進行整地，並配合灌水可加速有機
質分解以提供幼苗生長所需；

肥及穗肥施用量約各為四分之一，穗肥於幼穗形

成期前 7~10 天施用為主。氮肥用量宜先參考作物施肥手冊中慣行農法之推薦用
量，各地區有不同之建議量，如宜花地區一期作氮肥推薦用量為每公頃 110~140
公斤，二期作為 90~120 公斤 (陳，2011)，以一般市面上出售之有機質肥料之氮
素含量配合各地區氮素推薦用量，同時考量當地土壤質地、土壤肥力及氣候因子
共同決定肥料施用量之估算，在氮肥部份建議應較慣行農法用量稍為減施，以減
少生產倒伏及病蟲害發生之風

。在插秧前一個月前如能採取田區土樣送各區農

業改良場所分析土壤肥力狀況後，再依土壤分析結果來決定施肥量更可精確及適
當合理地施用肥料。

肥及穗肥實際用量需視栽培品種、田區土壤肥力、水稻實

際生育情形、當季氣候狀況及葉片顏色深淺等彈性增減調整，可運用葉色板輔助
判斷，並須較慣行法提早施用。

水稻有機栽培病蟲害管理
一、

本原

水稻由播種至成熟收

期間，其根、莖、葉及穗部均可遭受多種病蟲危害

而影響稻作之生產。有機水稻栽培期間發生病蟲害，不可使用化學農藥，如何有
效降低病蟲害的發生，則有賴栽培管理技術的改善 (陳及楊，2009)。病蟲害的發
生必須有致病蟲害的病原菌或害蟲源的存在，感病蟲的作物及誘發病蟲發生的環
境，三者缺一則病蟲害不會發生。病蟲害防治需有經濟危害水平的觀念，亦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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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病蟲害，當發生輕微時可不必去防治，而是設定一個經濟水平，當達這水平或
預測病蟲害可達這水平時才進行防治 (陳及楊，2009)。
臺灣稻作每年因病害約有 6% 的損失，而各地區因土壤質地與肥力差異，病
害種類及發病程度亦會有所不同。臺灣水稻病害有經常會發生的風土病，如紋枯
病、胡麻葉枯病、徒長病及線蟲白
枯病、稻
害及近

病、穗枯病、

病等屬全面性的病害，葉鞘腐敗病、褐條葉

色菌核病及褐色菌核病等屬地區性的風土病；病毒病

病害之發生受栽培管理、田間衛生之影響較大。另外臺灣有稻熱病及白

葉枯病二大流行病，當

上適合發病之氣候，常引起重大的流行及

害損失，稻

熱病在一期作較嚴重 (張，2002；張，2004)。
稻作病害之防治，目前已從發病治療轉而著重預防，預防病害發生包括稻
品種的選擇、栽培管理、田間衛生、及瞭解發病生態，掌握防治適機。風土病是
每年甚至每期均會發生，可在未發病時就事先防範；流行病則受氣候影響，要
留意病害發生預測，掌握發病初期的防治措施 (張，2004)。要做好有機水稻病害
管理，必須具備病害發生與病原生態的基本知識，選擇適合栽培的地點及抗病品
種，培育健康秧苗，施行適當肥培管理，配合田間衛生管理與微生物資材防治
等栽培管理技術，方能達到最好的病害管理效果，確保有機水稻的產量與品質
(吳，2007)。
臺灣水稻害蟲種類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之害蟲約有 10 餘種，如稻飛蝨、葉
類、瘤野螟及二化螟等，可同時為水稻營養生長期、繁殖生長期及成熟生長期之
害蟲，此等害蟲在水稻生育中、後期之族群密度與其在生育初期之
切關係 (

，2003)；族群發生密度因稻品種、耕作制度、新害蟲的侵入及外圍環

境以及人為的防治策略而改變 (黃等，2009；
生態環境之變
之差異 (

入蟲量具密

及

，1999)，害蟲種類則隨稻田

而演變，同時又因地理環境之限制，其發生與危害程度又有很大

，1996)。事實上，在類

生態條件之水稻栽培區，重要害蟲種類大多

在4-5種，其種類、發生生態、危害程度等，亦依環境條件而異。因此，

定防

治策略時需因地制宜，以害蟲生態為基礎，儘量栽培抗蟲品種、利用耕作手段、
田間衛生、肥料與灌排水之管理及天敵保育與利用的生物防治等及大面積同步
種植的綜合防治方法 (

，1996；

，2003；

及黃，2009；黃等，2009)，降

低害蟲的蟲源及族群增殖，以抑制害蟲密度於可能造成經濟損失的基準下 (

，

2003)。進行有機栽培時不可施用任何化學藥劑，再加上目前多種病蟲害均未發
展出有效的非農藥殺菌、殺蟲物質，故對於病蟲害的防治多需

賴各項預防措

施，以降低病蟲的發生，且避免於病蟲害大發生後缺乏有效殺菌、蟲可施用的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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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機水稻的栽培過程中，病蟲害仍是重要問題，病蟲害的防治工作不應
僅專注於殺死病原或害蟲上，應著重於整個生長期間的管理工作，病蟲害整合性
管理體系和品種、栽培技術、肥、水管理等之間均相互影響，目的在

求作物生

產的最大經濟價值，而非最高產量 (陳，2002)。

二、管理
（一）栽培抗病、抗蟲品種
防治病害最有效的方法為栽培種抗病品種 (張，2004)，並

對要避免

使用易感病品種 (李，2000)。如選植抗病品種可有效的防治稻熱病之發
生 (吳，2007)，但稻熱病病原菌生理小種多，田間變異快速，大面積栽培
同一品種，極易誘導失去抗病性，如種植面積最廣之品種臺

2號、臺

16號與臺南11號，可能因稻熱病病原菌新生理小種產生，已漸失去其抗病
性，而新品種臺農84號目前於田間呈現較佳抗病性 (林，2011)，故應避免
同一地區栽植同一品種，以維持抗病品種的抗病力，降低稻熱病的發生。
單一種抗病品種栽種的面積

大，稻熱病菌變異產生新生理小種的機會也

大，新生理小種在沒有其他小種的競爭下生長繁殖很快，容易引發流行
病。可輪種不同抗病性的稻品種，或是種植多品系或混合品種，交替種植
抗病品種 (陳等，2011)，品種多樣化病害少，區域性稻品種多樣化可降低
病害之大流行 (張，2002)。一般而言，抗葉稻熱病之品種 (系) 亦具穗稻
熱病抗性；一期作低溫時

稻較易感病，二期作高溫下

其穗稻熱病在期作間差異更顯著 (陳，1983)。而
等，2011；林等，2007)，但簡及

稻較

(1970) 指出臺灣

稻較易感病，尤
稻抗稻熱病 (陳

稻品種較

稻白葉

枯病罹病度高，白葉枯病菌亦存在不同的生理小種，進而影響抗病育種的
結果 (陳及許，2009)。臺灣栽培品種較複雜，引起病菌變異亦趨複雜，建
議各地分別培育適合當地的抗病品種。但栽培品種的改變亦常導致不同種
類害蟲發生更

，如穗重型 (或莖粗型) 水稻易遭受二化螟蟲危害；雜交稻

易引起白背飛蝨的大發生 (
大，

稻品種較

螟被害較輕 (

及黃，2009)。稻品種間對二化螟危害差異頗

稻品種為輕。栽植葉片較狹、質

而

之水稻品種瘤野

，2003)。

（二）調整栽培管理方式進行防治
栽培管理包括稻種處理、育苗、整地、灌排水、行株距、施肥及田間
衛生等均需相互對應 (張，2002；張，2004)。一般而言，多肥、密植及持
續保持灌溉水有利於多數水稻害蟲的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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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品種，生長在密植、重肥及

水的情況下，其潮濕環境不但吸引害蟲棲

息，並可提供豐富營養，促進害蟲快速增殖，而致海外

入的主要害蟲如

褐飛蝨、白背飛蝨及瘤野螟嚴重發生。故改變栽植稻種或栽培管理方式，
應有助於「防」蟲害的猖獗發生 (

及黃，2009)。總之，有機水稻的栽培

就是，不貪肥、不貪水，則水稻較不易發生病蟲害 (陳及楊，2009)。如前
作種植蔬菜殘留過多氮肥，亦要採用二段式整地，粗整地時可加施稻殼
或稻草，稻殼及稻草分解時會利用氮肥，降低氮肥過量及不均勻的風
(張，2004)。天氣太冷或太乾旱，肥料無法供給水稻吸收或充分溶解會使
稻株生育減緩，此時不可再

加施肥 (黃等，2009)。

1. 整地與病蟲害防治
整地應前先行灌水 2-3 cm 深，經 2 天後再行整地，讓天敵能
稻田而棲於田
(

，必能提升天敵

入稻田的豐度而降低

離

入之害蟲蟲源

，2003)。整地時將田間殘株翻犁入土中，殘株在土中腐敗發酵，會

降低土中

氣，並產生一些對稻株不好的物質。故應採二段式整地，二

次整地間隔期，可採較深水位且至少
殘株

至下風處並

個月以上，使紋枯病菌核及部份

除，以降低病原密度 (吳，2007)。並使埋入土中

的植物殘體發酵完全，同時讓前期作留下過剩的肥料均勻化。切

為趕

著插秧而忽略第二次整地，以致插秧後一段時間，氣溫回升時加速土中
殘體的發酵，而有

息病的發生。

2. 灌排水與病蟲害防治
稻田儘量整平，插秧時採淺水位保持水位 1-2 cm 左右，插秧後控制
周圍灌溉排水，田間儘量保持低水位，

淺

好 (0.5cm 以下) (陳等，

2011)，後讓稻田自然乾枯至土面微裂，再行交替淺灌與
壽螺危害

田，可阻礙福

插秧之幼株水稻，同時亦可減少高溫致使土壤還原，產生對

水稻發育之有毒氣體，並促使稻根往下生長，並降低田間濕度，使水稻
分

稍晚，可減少許多葉

、飛蝨類的

入(

及黃，2009)，致該類害

蟲及二化螟與瘤野螟的族群增長及危害，其中尤以對褐飛蝨的影響最明
顯(

，2003)。若整地不平致積水或灌水太多，會誘引水稻水象鼻蟲成

蟲於一、二期作插秧後陸續
田至少 10 天，卵
將大部幼蟲

入稻田，在水面下稻莖產卵。分蘗期後

化後之幼蟲

入土中危害稻根，可藉土壤之收縮而

壓死亡，可減少水稻水象鼻蟲幼蟲殘存，降低危害 (

2003；陳及楊，2009)。水稻分蘗初期至中期排水
採間

田至田土

，

裂後，

性灌排水，以強化稻根，增加抗病力。排水除有利抑制水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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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蟲之危害外，亦可降低褐飛蝨及紋枯病的危害 (陳及楊，2009)。實
施淺水間灌及

田，降低叢間相對濕度，增加稻株對稻熱病、紋枯病、

白葉枯病的耐病性，減少飛蝨大量發生 (林等，2007；吳，2007；施，
2007)。若田間有稻熱病發生時，必須保持適當的田水，不能乾旱而增加
稻株逆境壓力；葉稻熱病發生期間，可適時引水灌溉，避免嚴重
以免病情加

田，

(林，2011)。

3. 行株距與病蟲害防治
插秧時每叢苗數不宜過多，栽培密度過高的稻株通風不良，易導致
株間濕度高，增加葉面水膜停留時間，而增加罹病率。行株距大，稻
株較強

抗病，即使有發病亦較耐病 (陳及楊，2009)。稻行的方向影響

田間的通風性，插秧行向採與季節風同向，通風良好，可降低水稻病蟲
害的蔓延速率 (陳等，2011；陳及楊，2009；林等，2007)。由不同插秧
密度間之罹病程度，顯示插秧密度
稻熱病罹病程度

密，即單位面積內稻叢數多時，葉

嚴重 (簡，1984)。高濕極利於稻熱病病原菌侵入及傳

播，分蘗盛期稻株間濕度增高達90%以上稻熱病即可發病 (林，2011)，
稻熱病之發生須露水之存在，行株距
秧苗平均病斑數有
的濕度及
蟲的發生 (

密的

密，露水維持時間

長，每支

增加趨勢 (簡，1984；楊等，1982)。密植提供較高
密場所，有利於飛蝨、葉

類、瘤野螟、黑椿象等害

，2003)，故應避免密植，可降低叢間濕度及病害的蔓延速

率，增加稻株對稻熱病、紋枯病、白葉枯病的耐病性，減少飛蝨大量發
生 (林等，2007；吳，2007；施，2007；陳及許，2009；陳等，2011)。
4. 施肥與病蟲害防治
肥料對水稻病害的影響，氮肥最為密切，磷肥及鉀肥的影響較小
(張，2004)。多施氮肥可增加水稻的發育及分
及棲息環境，而增進其族群之增長及危害 (
發性物質，誘引多種害蟲危害 (

及

，提供害蟲良好的營養

，2003)，稻株產生大量

，1992)，幼嫩而養份高的寄主可

增加害蟲的存活率、取食量、生長速度及繁殖量，而繁
提供高溫高濕環境，亦極適合水稻害蟲棲息繁殖 (

生長的稻田

及黃，2009)。施用

過量的氮肥後水稻組織內的含氮化合物增加，稻莖蛋白質含量較高，
水稻

趨向植株高大、稻桿較粗、發育嫩綠

密，有利二化螟幼蟲的發

育，使二化螟幼蟲生育良好，生存率、體重及成蟲產卵數都隨而提高，
因此，隨氮肥用量之增加二化螟之危害有增高之趨勢 (

，2003；陳及

楊，2009；陳等，2011)。瘤野螟成蟲有趨嫩綠性，植株生長特別嫩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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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的稻田，產卵量較多，被害嚴重 (

，2003；陳等，2011)。施用氮

肥之水稻為褐飛蝨所喜愛取食，且褐飛蝨之繁殖又隨氮肥之用量而增
高，感蟲品種的容忍特性相對降低。須避免過量施用氮肥、密植及長期
積水而創造溫暖潮濕、有利褐飛蝨繁殖之環境 (林等，2007)，且使水稻
容易感染稻熱病、紋枯病、小粒菌核病及白葉枯病 (張，2004；林等，
2007；吳，2007；陳及許，2009；陳及楊，2009) 以及水稻倒伏而導致
減產 (張， 2002)。氮肥施用過多時，稻葉長度及寬度成正比例增加，即
葉面積增大，厚度變
大，水稻植株過份

，稻葉表皮細胞膜較

，且氣孔數增多，形狀較

盛，或葉色過於濃綠，會使抗稻熱病品種的抗病性

降低 (陳及楊，2009)，加重稻熱病、紋枯病、葉鞘腐敗病及小粒菌核病
之發生，施用量

多，則

增加其被害程度，胡麻葉枯病則反，缺氮肥

發病率較高 (陳等，2011；林等，2007；簡及
避免

，1970)。發病地區盡量

施穗肥 (吳，2007)，孕穗期增施氮肥會促使白葉枯病病斑增長，

其罹病率與產量呈

相關 (林，1999)。

減施氮肥及施用矽酸爐渣及鉀肥可增強水稻組織

度，減少傷口

白葉枯病之發生，減輕小粒菌核病為害程度，降低病害的發生 (張，
2004；

，2003：吳，2007)，增加對螟蟲的抵抗性 (

則可減輕被害程度，施用量

多，略

，2003)。鉀肥

顯著 (吳，2007；簡，1970)。鉀

肥則可增加稻株抗病蟲性 (林等，2007；

及黃，2009)，並可降低稻株

含醣量及氨基酸，增加細胞壁的厚度及矽的吸收，對許多害蟲之族群均
具抑制作用 (

，2003)，但氮肥多會降低鉀肥的效果 (張，2004；陳及

楊，2009)。矽是稻株的重要元素，可強化細增強抗病蟲性，稻穀及稻
草分解後會釋出矽酸化合物，可增加水稻組織之
(陳等，2011；張，2004；
利於螟蟲之發生 (

度，降低病害的發生

，2003)。磷肥可促進根部之發育，多施有

，2003；陳及楊，2009)。

天氣太冷或太乾，肥料無法供給水稻吸收或充分溶解，會使稻株生
育減緩，此時不可再

加施肥，避免肥料積於田間，待氣溫升高或降

雨，使稻株加速生長而減低抗病力 (林，2011)。
（三）加強田間衛生
田間衛生主要指收
中間寄主的剷除等 (

後稻

及稻

的處理、翻土

及黃，2009)。水稻收割後之稻

及田邊雜草與
與再生稻為田間主

要感染源，病蟲害之發生程度與田間管理方法有密切關係，收
稻

及稻

後應將將

翻犁入田中，連續浸水二週，以降低病蟲密度 (張，2004；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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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7；吳，2007；陳及許，2009；陳等，2011)。由於環保議題日益受
重視，稻田禁止焚燒稻草規定已實施多年，導致病蟲害殘株無法從田間有
效清除，造成田間感染密度逐年累積增加，健康稻苗於本田遭受感染情形
普

發生，應加強相關病蟲害田間密度及發生消長、殘存等研究，據以擬
稻田管理策略，以減少本田病蟲害的發生 (黃及

採放任態度，於前作水稻收

，2009)。休耕稻田常

後，未予妥善管理，任

稻

與雜草萌芽再

生，而淪為稻穗害蟲之溫床 (陳及曾，1992)。
水稻病害的病原常會感染田間雜草，繁殖增加病原密度，雜草也是
媒介昆蟲的主要棲息處，故清除田間禾本科雜草是防治病害的重要工作
(張，2004；陳及許，2009；陳等，2011)，但也可能是害蟲天敵的寄主植
物及棲息場所 (
田

及黃，2009)。水稻田田

種植防風林，如竹類、

以台刈方式除草，於部分農田

等植物，避免強風

增加病害的發生，

但亦會有可能衍生害蟲防治的問題。因此，如何減少病原或害蟲的中間寄
主，而又使害蟲天敵保有棲身之處，為現行有機栽培新的研究方向 (楊及
林等，2008)。
稻熱病的初次感染源主要來自帶病稻穀及病稻草(林等，2007)。病稻
草不能留置病稻草在田間，稻草要利用為堆肥時，必須經過發酵，完全腐
熟後才能使用 (陳等，2011；林等，2007；張，2004)。拔除罹病秧苗，淘
汰罹病率2%以上的秧苗箱 (吳，2007)，拔除本田病株，以減少二次感染，
亦是減少徒長病必須採取的綜合防治措施 (黃及
儘速翻耕稻田，並避免堆積稻
以降低

，2009)。水稻收

，清除再生稻、落禾苗及田邊溝

冬蟲源及中間寄主，或人工

(

及
（四）

及黃，2009)。田

，

，1996) 等措施，可使二

化螟、三化螟、瘤野螟、水象鼻蟲及飛蝨類、黑
(施，1996；

雜草，

卵塊、切除枯心、剪白穗 (

受害稻

1996)、適期灌水殺蛹或幼蟲及挖

後，

葉

等發生明顯減少

覆蓋塑膠布減少水稻水象鼻蟲中間寄主

冬場所 (施，1996)。
避病蟲害
水稻有機栽培田應應設置於開

、通風良好之處，避免選擇於靠近

山區 (李，2000；林等，2007；吳，2007；陳及楊，2009；陳等，2011)。
濕的山谷地區因為濕氣重、露水時間長，易罹患稻熱病，避免施重肥，
或種植太密及種植感病品種；溫度變化亦會影響對稻
高溫季對稻熱病較感病，

稻在

稻則在低溫較易罹病 (簡，1985)。於適當時期

插秧，儘量避開病蟲害發生時期，同時保持稻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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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陳及楊，2009)。避免於常發病地區及風大地區種感病品種 (陳及許，
2009；吳，2007)，或用手拔秧苗或剪除秧葉
或

露

(陳及許，2009)，在雨後

乾前進入稻田工作，以減少人為傳播病菌 (陳等，2011；林等，

2007；吳，2007)。病田休耕可減少二次感染，亦是減少徒長病必須採取的
綜合防治措施 (黃及

，2009)。

風大之地區，避免種植

稻較易感染白葉枯病，曾經發病地區及

稻。避免提早插秧，減少

冬水稻水象鼻蟲成蟲

集中侵入為害。大面積同步種植齊一栽培期調整栽培，減少褐飛蝨之

移

及擴散為害 (黃等，2009；施，1996)。
（五）非農藥防治技術
瞭解發病生態可掌防治適機。風土型病害每年甚至每期作均會發生，
可依據稻生育期決定防治適期 (張，2004)，流行病則受氣候影響，要留意
病害發生預測，掌握發病初期的防治措施 (張，2002；張，2004)。
可將插秧後剩餘的秧

置於田邊，當發現秧

即開始田間預防性防治，並移除秧

稻葉有稻熱病病斑時，

(張，2004)。葉稻熱病通常在一期

作插秧後 35-50 天發生，尤其清明節前後，和天氣有相當密切之關係，
須把握防治時機 (林，2011)。穗稻熱病防治時機為抽穗前 3-5 天，若
溫變化大，又常

氣

隨陣雨、多霧的天氣，可於齊穗期噴施防治一次 (林，

2011)。稻株抽穗前之幼穗最易被感染，穗頸稻熱病被感染時期，為穗前
及抽穗中之稻穗極為感受性 (簡，1985)。稻熱病適時防治效果佳，若氣
溫 20-28℃、連續降雨 3 天以上時，可選用枯草桿菌等微生物製劑 (李，
2000)，依產品標示推薦倍數及用量施用 (吳，2007)，亦可參考使用肉桂
油、

香油、亞磷酸、木黴菌、枯草桿菌等有機資材防治稻熱病，可減輕

稻熱病之發生 (陳等，2011；陳，2010)，亞磷酸具良好抗病誘導效果，可
為稻熱病等水稻病害預防性非農藥防治資材，於未發病前連續施用 2-3 次
以上可有效降低發病率 (陳，2010)。防治資材之使用必須在病害將發生或
剛發生時使用才有效。
白葉枯病可噴施枯草桿菌與放線菌 (李，2000；林等，2003) 或
防治，或利用肉桂油、

香油及香

黴菌

油以無患子當乳劑抑制效果佳 (陳及

許，2009)。間作綠肥及施用有機肥促進有益菌的繁殖，長期施用有益微生
物如枯草桿菌、黏帚黴菌、木黴菌、放線菌等於土壤中，可以產生拮抗作
用，排除土壤中有害菌，亦可有效降低紋枯病的發生。
一期稻生育初期易遭受水稻水象鼻蟲及二化螟第一世代幼蟲的危害，
其他飛蝨、葉

類及二化螟第二世代幼蟲之主要危害期均在孕穗期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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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稻生育初期可能遭受水稻水象鼻蟲及早植稻之白背飛蝨與瘤野螟、與晚
植稻之稻心

危害，而飛蝨、葉

期均在孕穗期及其後期間 (

類、二化螟、大螟及瘤野螟之主要危害

，2003)。為防治二化螟蟲可於插秧後使用二

化螟性費洛蒙誘殺，二化螟成蛾出現高峰後 10 天左右 (卵

化期)，於幼

蟲尚未鑽入葉鞘或稻莖時 (陳等，2011；陳及楊，2009)，如發現 12-15%
之
(

黃莖或 5-10% 之枯心率及 2-3% 之白穗率時，應立即噴施蘇力菌防治
，2003；陳等，2011)。蘇力菌僅對鱗翅目的幼蟲有效，至於非鱗翅目

的害蟲可利用白殭菌或黑殭菌來防治，例如水稻水象鼻蟲，可用白殭菌進
行防治。瘤野螟主要危害期在第二期作孕穗
稻平均有幼蟲 1

期至乳熟期中，若發現每叢

或被害葉片達 3 葉以上時 (施，2007；

，2003)，可於

成蟲出現後 10 天左右噴施用蘇力菌 (李，2000；陳及楊，2009)、菸草浸
液或苦楝精等防治，經 7 天再噴施一次，可獲得良好的防治效果。或懸
濕式二化螟、瘤野螟誘殺器大量誘殺田間二化螟、瘤野螟雄蛾，以減少田
間

蛾交

機會，減少

懸

誘蛾

誘殺，以竹

水稻分

蛾產卵或造成卵無法受精，降低下一代幼蟲數。
除或

打幼蟲 （施，2007；

，1996）。在

期至幼穗形成期即應注意田間褐飛蝨之發生密度，若每叢平均

蟲數達 2-3

，即應做一次防治 (劉及張，1980)，在水稻乳熟期前，如發

現每叢水稻飛蝨平均密度在 5-10
即應行防治 (

(劉及張，1980)，其後為 20

/叢，

，2003)，可參考使用窄域油 (李，2000；陳等，2011)、菸

草浸液或苦楝精等防治，防治時應盡量噴及稻株基部，在水稻孕穗期開
始防治，若蟲期防治效果較佳。在插秧期設置誘蟲

大量誘殺水象鼻蟲

成蟲 (施，1996)；在水稻生育初期發現每叢稻株上有 1-2

泥蟲 (

，

2003)，且發生叢率在 10％ 左右時，或於水稻生育初期施肥時開始防治，
可利用竹竿將

泥蟲捲落，或使用動力噴霧器，以空氣或加水將

落水中 (陳等，2011)，或以蟲

泥蟲

除幼蟲 (施，2007)。依據花蓮區農

業改良場試驗顯示白殭菌對水象鼻蟲防治率極高，可以參考使用 (陳等，
2011)。
（六）生物防治
稻田及其四週生長的雜草可能成為水稻病原、害蟲及害蟲天敵的寄
主植物及棲息場所，防除田

或灌排水溝

的雜草，雖可減少部份害蟲或

病原的中間寄主，但同時亦使害蟲天敵無棲身之地 (

及黃，2009)。蟲害

可利用捕食性生物、寄生性昆蟲及微生物等進行防治，稻田內捕食性及寄
生性天敵頗為豐，對害蟲之發生具有調節及抑制作用 (陳及曾，199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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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田間天敵之族群常落於害蟲之族群增長，
時，水稻已然受害 (

天敵能有效抑制害蟲族群

，2003)。

若希望藉由天敵降低害蟲密度，必須常營造有利天敵生態環境。因
此在有機栽培田，其田

最好能保留雜草，且第一次整地以旱粗整方式進

行，然後才灌水，讓較多之天敵有機會

至田

，而田

之雜草於第二次

整地時再行割除，割除時殘留 2-3 公分高以供天敵棲息，則可保留較多量
的天敵 (陳及楊，2009)。若水泥田
敵棲息以增加其數量 (
野螟在雜草上

，2003；

，則最好能在田

上鋪設稻桿，讓天

及黃，2009)；陳及邱 (1983) 更指出瘤

冬的幼蟲被天敵寄生蜂寄生率較稻田中高。

利用綠籬植物建構生物多樣性環境，供多種生物作為棲息場所，同時
也增加生長其下的草相，綠籬與草之間

藏多種捕食性和寄生性天敵，如

蜘蛛、鳥類、寄生蜂等，有助於防治田區內蝶蛾類和蚜蟲等小型害蟲，對
整個農業生態環境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楊及林，2008；林及楊，2010)。使
其豐度足以在害蟲

入稻田後之初期，即能有效地降低蟲源 (

，2003)，

又不致製造水稻病蟲害源，如何改變目前的整地方式，改善天敵的
地，以豐富天敵蟲源，為現行有機栽培首要的研究方向 (

護棲

，2003)。在有

機栽培田中因為不施用農藥，稻田中的有益生物活動較頻繁，如蜘蛛、
捕食性天敵昆蟲、青

，白

及其他有益生物會捕食害蟲 (陳及楊，

2009)。
病害的生物防治可利用拮抗微生物，如枯草桿菌、放線菌以及一些土
壤中的有益菌如木黴菌、黏帚黴菌以防治土壤傳播性的病害。在使用拮抗
微生物防治防治水稻病害時，必須建立一個觀念，即施用之微生物必須能
夠立足並建立其族群，因為土壤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環境，有各種微生物棲
息，因此當新加入的拮抗微生物不能建立其族群當然就不能發

其應有的

防治功能 (陳及楊，2009)。
二化螟、瘤野螟之卵、幼蟲及蛹被多種天敵寄生、捕食。如稻螟
蜂、螟黑卵蜂及

卵蜂、小

蜂、

真菌如白殭菌、黑殭菌、綠殭菌及
發

黴菌等。若能加以保育配合應用應可

相當之防治效果。田間多種捕食蟎、

蜂、黑

蜂、步行蟲及捕食性蟎等，蟲生
類、綠

椿象、

翅蟲、

小

蜂等均為褐飛蝨之天敵，褐飛蝨可利用其天敵蜘蛛來防治，蜘

蛛對褐飛蝨的

食量相當大，每

蜘蛛平均每

可

食4

以上褐飛蝨，

因此，若生態平衡，褐飛蝨之密度不易增高 (陳及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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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
有機米市場最主要的

品質與

求為採取環境友善之栽培方式，提供消費者健康、安

全有機米，消費者願意以較高的價
望能

管

去購買有機米、支持有機米產業，一方面希

到無化學合成肥料及農藥環境下生長出的健康安全產品，增加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藉由支持有機產品，維護農村自然生態環境，減少環境破
壞。除此之外，有機米應有一定程度之品質，消費者也會希望能買到高品質，好
的有機米，獲得更有價值的產品。因此有機米在品質與生產控管上須有更嚴格
的要求標準。

一、有機

之管

有機米的安全生產最重要為符合有機驗證規範，包括環境、栽培管理與使
用資材、收

調製等。有機水稻生產驗證自 1997 年由農委會各地區農業改良場

輔導有機水稻農戶栽培，並辦理驗證檢驗和核發標章的工作，至 2001 年開始則
由各區農業改良場轉移至民間團體，進行有機農產品生產及加工的驗證 (賴等，
2007)。至 2012 年通過農委會審查認可且適用於有機水稻生產認證的有機驗證團
體共有 13 家。各驗證單位針對水稻生產生育前後進行嚴格的檢驗抽查，以確保
有機水稻生產的安全無毒及確保消費者保

(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03 年起推動農產品產銷
(Traceability)，除了加強臺灣農產品對「農產品由田間至餐
處理、流通、販

紀錄制度

間」的生產、加工

等各階段的資訊及流程之管控外，並且可讓臺灣優良農產品可

以透過此種透明化、可

蹤的制度，開拓國外

廣的市場提升國外競爭力 (劉，

2006)，同時也可讓國內消費者對於生產栽培過程亦能夠了解，一旦農產品出現
問題，由生產

紀錄進行

蹤也可快速找尋源頭有效處理。因此部份有機水稻

產銷班除有機驗證外，也進行生產

驗證，從整地至最後調製過程中詳細紀錄

各個步驟，並將詳盡透明的紀錄提供消費者參考，同時農友藉由各年度各期作的
生產

作為改善栽培管理流程之依據及品質提升之參考 (宣，2005)，具有完整

生產

流程記錄的有機米產品包裝上具有條

，透過「臺灣農產品安全

資訊網」登入後可查詢產品的生產管理情形，以獲得更多生產資訊進行產品的選
購，除了提高產品價值和提升產品資訊，對消費者的健康安全更有保

。

不使用農藥及不受農藥污染是有機米對消費者而言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因此
有機米生產在不受農藥污染上應有最高標準的嚴格管控。田間環境的選擇非常重
要，應有適當之區隔防止來自周遭非有機農田之污染，近年來幾次有機米被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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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農藥殘留事件常為鄰接慣行農法田區農藥污染，因此如有機田區與慣行田區
相鄰，一定要保留最少 6 公尺距離之緩衝帶，此區稻米不做為有機米販售。最好
的做法是能位於獨立區塊進行有機集團栽培。另一方面為了確保有機米產品的安
全，在收
車

及調製流程之控管也相當重要，在聯合收

機收割及稻穀載運流程之

皆須先徹底清潔乾淨，如能有專用獨立機械最佳。有機米的加工

製設備及

流程必須通過有機驗證單位進行加工驗證，確保有機米產品的安全性，在乾燥及
米過程須加強控管，乾燥及

米機械最好有機米專用之機械來確保

製過程中

不受污染。如果必須委外加工

製，則需要嚴格控管各項工作流程、

製前一定

要徹底清理機械內部，並確認無慣行栽培之稻米殘留，以確保有機米安全。

二、有機

品質管

雖然部份消費者覺得採用有機米最重要
下，有機米品質必然不太好也不必

求，就

求是健康、安全，在有機栽培方式
有機菜不必強求沒有蟲

跡。但

在我國有機稻米栽培技術逐漸成熟與完整的情形下，如果在栽培及肥培管理上掌
握正確原則，有機米亦能具備良好的外觀以及食味口感，而提供給有機消費者更
高品質之產品。
由於市售有機稻米品牌玲
蓮農改場曾於 2005 年

滿目，為了解市面上一般販售有機米之品質，花

辦全國有機稻米品質評鑑，以全國各市售

點實地取樣

2005 年一期作生產之 29 個品牌有機白米為標的，分別調查有機白米各項外觀品
質及食味品質等，評鑑結果其表現較佳及較差之樣品如表一。由評鑑結果顯示，
在有機白米外觀品質部份，表現最佳的品牌完整米比率可達 96％，但最差者僅
66.8％，表現差者其碎米及白

質米比率均甚高，各項食味品質也有相當差異。

白米外觀品質與品種、田間管理及
產規模均較小，在

米設備及規模上無法達到一般慣行良質米廠之精良設備，也

可能沒有能力購置色彩選別機以至白
具規模之有機米產銷班因具有較佳
確實一般較佳。但除了
關，表現較差之品牌除了
因不只是

米廠設備及設定標準均有關，一般有機米生
質米比率較高，雖由評鑑結果可以
米設備及較高

出較

米品質要求，產品米質外觀

米設備外，有機米栽培管理也與外觀品質與食味息息相
米品質不佳外，食味品質也較差，顯示品質不佳之原

米選別設備不良，而是田間栽培管理也有須改進之處。有機推動早期

階段各項技術尚不成熟及可使用之有機資材相當有限，對有機米產品也不宜太過
要求，但近年各項有機水稻栽培技術及資材使用研發均有長足進步，有機水稻栽
培農友也應用相關技術以提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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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售有機白

及

品質表

情形

有機白米外觀品質

食味品質

白
裂 蛋白質
質粒
粒(％) (％)
(％)

排名

完整米
粒(％)

碎粒
(％)

1

94.9

1.8

2.8

0.3

2

96.2

1.3

2.5

3

82.4

0.4

27

69.1

28

食味
值

新鮮
度

能
品評

味度
值

6

75

7.2

21.7

63

0.0

6.1

73

7.2

20.1

63

1.5

0.7

6.7

72

7.1

20.3

58

5.3

24.1

0.9

6.8

68

6.9

17.3

50

69.2

6.6

23.4

0.3

7.1

65

6.9

18.1

48

29

66.8

11.7

19.9

0.2

6

75

6.8

16.0

43

平均

79.8

4.5

12.4

0.4

6.5

71

7.0

18.9

54

影響米質外觀及食味值的因素和田間栽培管理、品種特性及病蟲害管理有
關。田間管理技術可參酌本文建議相關作法施行，影響食味的因子，除了良好的
田間管理與病蟲害控制，米粒中蛋白質含量與食味良劣關係密切，蛋白質較低的
米

會比較軟，黏性也較佳，高蛋白質的米

後較

而食味表現差，多施氮肥

雖有高產的結果，但有機米食味品質下降，因此在栽培過程中須要氮肥用量的控
制。
我國推動有機水稻栽培已近 20 年，許多有機稻田土壤有機質含量也逐漸上
升，因此有機肥料施用量須要加以調整，應視土壤肥力狀況、水稻生長情形、當
期作氣候條件與使用有機質肥料中氮素含量綜合考量來決定施用量。各區試驗改
良場所提供之土壤肥力
成前葉片葉色濃

斷服務可提供施肥量調整參考，穗肥施用則可視幼穗形

、氣候狀況等綜合判斷調整，其中自國際稻米研究所 (IRRI) 引

進之葉色板可輔助判斷葉色濃

程度。每期作收

後可進行稻米蛋白質及食味值

檢測來進行後續期作施肥調整，以提高有機米品質。

有機水稻發
一、有機水稻

力方

栽培

臺灣現今的有機農戶與栽培田大多
106

與

散分布，雖有機栽培田與一般農田、

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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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必須有一定的間隔距離或必須設立「緩衝帶」，但仍可能因人為或其他因
素而受影響。近年我國水稻有機栽培鼓勵朝向集團栽培之方式，以有機村及有機
生產專區實施大規模集團有機水稻栽培方式，有機農田栽培土地集中，較不易受
鄰近非有機田或污染源危害；因施行大面積集中栽培與管理，有利於當地生態平
衡，較不易發生大規模的病蟲害，亦有利實施大面積之生物防治，防治效果容易
顯現與評估。
花蓮農改場積極推動有機農業，在花蓮縣富里鄉

山、永豐、豐南、石牌與

竹田村，及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等，均以有機水稻為主發展具特色之有機村。並
推動於退輔會長良推動發展有機生產專區，已建立約 80 公頃有機水稻集團栽培
區。其中 2002 年起為營造整體之有機栽培環境，結合自然資源與人文環境，生
產、生活及生態「三生一體」的有機農業觀念，經過評估發展潛力後選定花蓮縣
富里鄉的

山村，並經過在地的行政、農業機構及村民的認同，組成「

山村有

機農業之推動委員會」，營造及推動成立全國第一個有機農業村 （陳等，2005；
劉、

，2006；

等，2008；陳等，2009；曾，2009）。

，土壤肥

，水源獨立且純淨，無任何工業的污染，已發展成花蓮縣有機

米集團栽培的主要生產地之一。

山村位於東部海

山

山村除了在農業生產環境上得天獨厚外，因其

地形變化多、動植物的生態豐富、季節流動帶來的優美景緻，加上本地純
村生活及文化特色，具有不可多得的休

的農

農業發展條件。花蓮農改場更協助

山

村將當地主要有機水稻、少量有機雜糧、果樹等產業，結合當地的自然景觀與生
態環境，發展成為體驗型的有機休
的休

遊

農業，除了農業生產外，也可提供旅客不同

服務，為有機農業村民帶來更多元的經濟來源，期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的，近年更進一步

集

山村鄰近四個村落（竹田、石牌、永豐及豐南）一起加

入有機村推動行列，各村各有其多樣化的景觀、文化及農產業，可強化原有的
山村而形成有機村產業群聚效應。2009 年亦開始在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協助推
動有機村，本區主要為平原農地，居民以務農為主，區內安農

沿線兩

景觀

延，極富獨特田園景觀，具發展觀光旅遊潛力，基於當地居民發展有機村之強
意願，花蓮區農業改良場自 2009 年 11 月成立推動小組開始協助推動有機村，至
今已有有機水稻面積已超過 20 公頃。2010 年 7 月協助該村成立「宜蘭縣行健有
機農產生產合作社」以積極發展有機產業。未來希望能夠結合地方人文休

，帶

動觀光產業，將本社區之特有之有機產品推廣行銷至各地，提高地方知名度，促
進地方經濟及有機農業發展。
有機村方向之發展，將有機水稻產業除農業生產外，進一步與休
合，發展出二級及三級之更具附加價值之多元農產業，以

農業結

山有機村為例，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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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兼具生產、休

旅遊、農家體驗、生態觀察、

活等多重元素結合之成功案

例，值得各界參考。

二、生

與

理

之

以往有機水稻產業發展偏重在如何提升有機栽培技術，以成功生產有機米，
對於生態多樣性及環境維護上

力仍有不足，未來我國有機水稻應朝向更環境友

善之方向深化發展。在技術部份，如有機種苗 (有機採種)、有機水稻專用品種研
發、有機專用之栽培法包括行株距、適合有機質肥料特性之施肥量與施肥方式
等、病蟲草害非農藥防治資材及綜合管理技術、以及營造更生態多元化、環境友
善與促進環境健康方式，如在集團栽培區整體營造綠籬或綠帶等有益環境建構方
式、輪作或綠肥應用、減少整地或低投入栽培可行性、減少碳排放等，均需要進
一步深入研發可應用之技術，以提供產業應用。
有機農業發展過程中因不同環境需求、文化及理念而衍生出許多不同農法，
例如 1935 年日本人岡田
進發展出不同

別的自然農法，例如 MOA (Mokichi Okada Association) 農法、秀

明自然農法、日本「山
以環境

吉提出環境永續耕作模式的自然農法後，隨著時間演
會」推行的循環農法、強調土壤菌相平衡的綠生農法等

合資源永續理念為目標的農法 (

，2007)。

我國有機農法在栽培技術逐漸成熟之際，應思考有機農業發展之初

，也就

是發展符合自然、對環境與生態有益之栽培方式，從「有機資材代替化學資材」
的安全基本

求，轉向低環境成本的高品質有機農業。而參考其他國家及其他自

然、有機農法技術，或可提供有機農業技術未來發展創意及不同思考面向供為
。如以秀明農法為例，為刺激作物本身生長能力得以發

，收成後不進行田地

翻耕深犁，以較惡劣的環境運用特殊插秧機插秧促進新的秧苗根系發育、進行自
家採種以透過自然環境篩選適合當地品種，栽培過程不施用任何肥料只運用土壤
及自然產生養份、自行育苗並透過鹽水選種及大幅減少每箱苗盤種子用量以培育
強健秧苗等作法 (秀明自然農法實施要

，2009)。綠生農法則強調土壤中微生物

相的豐富與平衡可減少病蟲害及維持地力，透過施用微生物培養介質肥「
（bokashi）」以達到此目的，並提
之

自行製做

堆肥的方法，運用發酵熟成

中含有大量的微生物，其中乳酸菌、EM 菌、放線菌、酵母菌及光合菌

可改善土質幫助養份分解以利作物吸收，及減低病蟲害的功能 (Iwaishia, 2001；
Yamada and Xua, 2001)。由非洲地區興起之水稻強化栽培技術體系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簡稱SRI），強調以單本植及大幅擴大行株距使水稻有充足
生長空間，獲得較多的陽光和空氣，產生更多的分
108

，並以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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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通氣性，促進強健發達的根系，輔以提高有機肥用量等作法，大幅提高稻米產
量。這些特殊作法雖不一定能適用於我國目前有機栽培制度，但其做法背後之理
念或精神值得

，或由這些較具理念之做法

發去發展適合我國之友善環境之

做法。

有機水稻栽培面積佔水稻面積雖仍不大，但在政府近年有機面積倍增政策
推動下，有機水稻栽培面積大幅增加，部份有機米品牌銷售已有競爭壓力。未來
有機水稻產業持續發展，一方面在栽培管理技術上應再持續研發，提供產業更好
的整合技術支

。另一方面也需加強行銷，透過宣揚有機水稻對健康、環境、生

態等綠色環保價值，爭取社會與消費者更大支持與認同，並加強品牌塑造、休
體驗結合、生態環境友善特殊作法等，創造更多元化附加價值，提高產業產值與
獲利。並應強化農友及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運用包括體驗耕作、耕作換宿及農地
認養、社區支持、休

旅遊等模式，如宜蘭穀東俱

部、南

自然田、

山及行

健有機村等，擴大有機米之社會支持及行銷方式。期在持續有機技術精進發展、
創造多元價值與

力爭取擴大社會支持之

力下，促進臺灣有機水稻產業永續發

展，提供高價值且富有環境意義的健康有機米，並藉此促進我國農業生態環境更
健康、自然與充滿生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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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Organic Rice
Production System
Dah-Pyng Shung1*, Tai-U Lin, Jen-Fang Chen, Cheng-Zu Pan, Chia-Hsing
Huang, and Ching-Tien Shih

ABSTRACT
Ri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ops in Taiwan. In order to promote rice
cultivation using more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and provide
consumers more health and safety rice products, Taiwan began to promote organic rice
cultivation since 1994. Up to March of 2012, organic rice area was 1,666 hectares,
accounting for 32.1% of the total verified crop area in Taiwan. By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in past years, rice organic cultiv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roughly established, including of environment assessment, cultivation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pest, disease and weed control technology. Mature organic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ies has been able to provide good technical support for farmer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methods converted to organic farming, and benefited the
amplification of organic rice cultivation area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uous rice seeds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 and nursery soil treatment
technology have successful breakthrough the technical bottlenecks of organic rice
seedling. In organic rice cultivation, pest and disease is still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isease, the use of biological control of antagonistic microorganisms such as Bacillus
subtilis, Actinomycetes and soil bacteria such as Trichoderma and non-pesticide
materials such as phosphorous acid and plant extrac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sease
hazards. In Hualien and Ilan counties, several organic villages have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rice mass cultivation. It is better to ensure that organic production could
avoid the interference and pollution from neighboring conventional fields and benefit
to combine with more value-added leisure agriculture. In future, Taiwan organic rice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dahpyngs@mail.hda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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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deepen the development toward the more environment friendly direction. In
the technical part, such as organic rice varieties breeding, suitable plant spacing and
fertilizer methods, pes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s well as a more ecofriendly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crop rotation or green manure application, and
reduce soil preparation or low-input cultivation feasibility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ll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es to provide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and discuss Taiwan's organic rice cultivation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in each production process. And in future development and need of organic
rice industry towards more 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will als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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