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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減肥少藥之栽培模式—六甲鄉稻米專業區輔導 
文／圖 羅正宗 

 
前言 

水稻之生產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長期以來，政府為確保糧食

供應無缺，除致力於品種改良及生產技術之改進外，在政策上採取

各項有利於水稻生產的措施，為台灣地區早期稻作生產奠定良好基

礎;時至今日，即使國際情勢與國內生產環境均不利於水稻之競爭

力，但為確保國內糧食之穩定供應與維持適當稻米自給率，政府仍

竭力的維持此一栽培面積最廣、栽培戶數最多的產業。 
為提倡米食文化及提升國產米的生產品質, 台灣過去幾年中設

立稻米產銷專業區、舉辦全國米質競賽及設立外銷米專業區, 教育稻

農提升米質之生產技術, 並依此推廣米食文化及優質稻米, 已普獲

社會大眾之觀注與重視, 以高品質、安全之訴求深受社會大眾注目外, 

亦建立了消費者對國產米之信心。 

六甲鄉為台南縣重要之稻米生產區，在省政府農林廳時代『稻作

增產競賽』常常是名列前茅，因此，養成農民以產量為重之栽培習性。

時至今日政府推廣良質米雖已 20 年，六甲地區生產稻米之品質仍未

見提升；究其原因主要是長期以來我國肥料低價政策，導致農民過量

地施用肥料，尤其傳統栽培習慣喜好施用重氮肥，栽培過程常伴隨病

蟲害之嚴重發生，造成農藥之施用次數與施用量增加，相對地提高稻

作之生產成本，並對環境、農民及消費者之健康造成負擔。基此，96

年第一期作在本場、農糧署與六甲鄉農會合作下，輔導稻米專業區之

設立，依水稻品種生長習性與優質安全之生產理念, 由本場訂定專業

區之田間生產作業曆(從種子選定、育苗、整地、插秧、施肥、田間

灌排水、病蟲害管理、收穫及至乾燥、儲存等) ,及生產作業流程和

作業規範 ,作為農民生產過程之依據，以達成食味、安全品質的最佳

水準，帶動台南地區高品質、安全稻米之生產；另於稻作生產資材價

格上揚之際，提供稻農減少肥料及農藥等資材施用之栽培模式，以降

低生產成本增加稻農之利潤。 
 

輔導經過 
生產班之建立: 此次稻米專業區之設立，與稻農間以每公頃 16

萬元契作方式進行，惟所有資材投施與作業方式，均依台南區農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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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場訂定之田間作業歷進行。在六甲鄉農會接受農民報名參加稻米專

業區之時間截止後, 隨即依相鄰田間之範圍分為四個區段, 每個區

段 2-3 班, 共 10 個生產班, 每班設立班長一名, 以方便栽培作業聯

絡與管控及資材之發放,計龜港段 2班 14.36 公頃、菁埔段 2班 11.11

公頃、中社段 3 班 25.86 公頃及水漆林段 3 班 20.67 公頃，合計 10

班 72 公頃。 

召開生產計畫說明會：生產班成立後於元月底接連四天晚上召開

班會，由農會主辦人員及本場同仁共同宣導專業區之生產理念與作業

方式，會中並分發本場所訂定之生產作業曆，說明生產時程及各項田

間作業，並及時答覆農民對栽培生產所提出之問題。 

合格稻種之育苗作業: 於本場轄區內選擇二處優良育苗場, 以

每一育苗箱 280g稻種, 每公頃 250箱之數量(一般育苗場每箱 300g, 

每公頃 300 箱)進行秧苗之育成工作, 經與育苗業者協商, 每箱價格

26.5 元（低於市價 2.5 元）, 每公頃秧苗成本節省 2075 元。 

辦理栽培管理講習會：由六甲鄉農會邀請本場嘉義分場稻作試驗

同仁, 針對台南 11 號水稻品種加強講解栽培管理技術，尤其在提升

品質與降低農藥使用之前提下，如何說服農民接受減少氮肥施用量之

栽培模式，為本場同仁嚴峻之挑戰（表 1）。 

生產採共同作業：除前述統一育苗外，肥料及農藥等資材均由農

會供銷部以共同採購方式進行，病蟲害採共同防治，以達經濟、全面

化管理之效果（表 2）。 

生產履歷之建置：生產履歷由本場指導生產班員、育苗場及六甲

鄉農會分別依據生產履歷記錄簿登錄作業內容，落實稻作生產記錄，

進行生產流程控管及追蹤。 
田間管理指導：水稻栽培生產期間，本場同仁每週均前往專業區

之四個區段，與生產班班長及農會主辦人員，共同討論與解決農友於

生產作業上面臨之問題；場長及分場主任亦時常巡視與關心生產作業

之進度，鼓舞專業區農友之士氣。 

 

效益成果分析 

提升六甲鄉稻米生產品質與安全：此次稻米專業區之設立與生產

輔導，所生產之稻米經本場進行米質分析，結果發現白米蛋白質含量

大幅下降，食味值明顯高於六甲鄉一般慣行栽培之稻米（表 3）。尤

其四個區段均有相同之結果，顯示本場依安全優質前提所研訂之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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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履歷標準化作業流程，有效提升稻米生產品質，而且也能兼顧稻

米產量，對而後推廣優質安全之稻作生產，具有充分之說服力。 

建立水稻減肥低藥之安全、高品質栽培管理模式：此次參加稻米

專業區之農民，除參加專業區之生產輔導外，多數均有水稻田位在專

業區之外，進行一般高投施（肥料及農藥）之慣行栽培作業，經由親

身比較兩種不同栽培模式之後，多數農友均有極大意願於日後的水稻

栽培，採取本場研訂之管理模式。此次專業區採用集團栽培模式，在

資材與田間作業之工資上均能有效降低成本；另因改變過去過量施用

肥料之習性，因而減少了肥料與農藥之支出，生產成本大幅下降（表

2），每公頃直接生產成本約為 61050 元，較一般慣行減少了約兩萬元

以上。此為無形卻影響深遠之效益，對農民勞力支出與身體健康、生

產成本、環境保育、消費者權益均有莫大助益。 

  

結語 
台南縣六甲鄉由於位在烏山頭水庫之畔，具有潔淨水源與肥沃

土質，具有『風尾水頭』之極佳稻作生產條件，過去因農民生產習性

之故，未能提升所生產之稻米品質，經由此次稻米專業區之設立與生

產輔導，依循本場訂定之水稻減肥少藥的栽培模式，由農民親身體驗

此提升稻米品質與安全生產的管理方法，讓農民能由衷接受此一模

式，對日後良質米生產有極大幫助，尤其在面臨生產資材價格上揚之

際，對穩固台灣西部地區之稻作生產，及台灣最重要之稻作生產區的

農友而言，將是莫大之助益與鼓舞。 
 

表 1.六甲農會稻米生產計畫肥料施用推薦量 

要素成分量(公斤/公頃) 
施肥次數 

肥料量(公頃)及成分

(N:P:K) N P2O5 K2O 有機質

基肥 

 

台肥有機複合肥料 

寶效 5號 400 公斤 

(N: P2O5: K2O =16:8:12) 

64 32 48 200 

第一次追肥 硫酸銨 160 公斤(N:21%) 33.6 0 0 0 

第二次追肥* 台肥複合肥料一號200公斤

(N: P2O5: K2O =20:5:10) 

40 10 20 0 

穗肥 硫酸銨 100 公斤(N:21%) 21 0 0 0 

合計  118.6 

(158.6) *

32 

(42)

48 

(68) 

200 

 

* 依各田區葉色之濃淡決定施用量，僅少數田區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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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田間作業內容及成本分析 

工作項目 工   作   內   容 成本支出(公頃) 

整地 兩次整地 9000 元 

施基肥 

 

每公頃台肥有機複合肥料寶效五號400公

斤。 
4320 元 

福壽螺防治 每公頃施苦茶粕 100 公斤 1000 元 

插秧 採用插秧機插秧，採寬行寬植方式，行株

距為 30 公分×21 公分，力行淺植，每公頃

秧苗約為 250 箱 

秧苗 6625 元 

工資 5500 元 

施殺草劑 每公頃施用 5公斤 6%欣克免速隆水懸劑 1650 元 

第一次追肥 每公頃施用硫銨 160 公斤 780 元 

葉稻熱病防治 每公頃施用 30 公斤 10%撲殺培丹粒劑。 3300 元 

第二次追肥 每公頃施用量為台肥1號(銨態)複合肥料

200 公斤。 

1400 元(稻株葉色

濃綠者不施用) 

葉稻熱病防治 每公頃施用 20%嘉賜三賽唑可濕性粉劑

0.33 公斤 
825 元 

施穗肥 每公頃施用量為硫銨 100 公斤。 488 元 

穗稻熱病、紋枯病

及二化螟蟲防治 

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每公頃施用 0.4

公斤、利穗 0.3 公升各稀釋 3000 倍及蘇

力菌。 

2250 元 

收穫 聯合收穫機 10000 元 

田間管理作業總

工資及材料費(採

集團作業方式) 

基肥工資 1500 元、追肥及穗肥均為 1200

元、農藥施用工資每公頃每次 2500 元，

材料費 312 元 

12912 元 

  合計:61050 元 

 
 

  表 3.96 年第一期作六甲鄉稻米專業區稻米品質分析及產量估計 

          區段  龜仔港 中社 水林 菁埔 米質對照2

白米食味值1 78.5 78.0 75.5 76.5 73 

乾穀產量預估3 7334 7564 7320 7432  

註: 1.食味計為 Kett AN-800 型，2.六甲地區生產之一般稉稻                               
3.乾穀產量以六甲鄉農會提供之濕穀產量乘 78%估計(公斤/公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