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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馬里蘭大學植物保護參訪研習見聞

文／圖 ■ 蔡孟旅 張淳淳

美國馬里蘭州位於東岸中央，緊鄰首
府華盛頓特區，面積小 (跟臺灣差不多大)、
人口多，是自由之州、美國的誕生地，同時
也是美國農業大州之一，筆者有幸於2015
年至馬里蘭大學農學院參訪研習，體驗其

馬里蘭州氣候與農業
馬里蘭位於美國中大西洋區，由於鄰
海，相較許多內陸州，夏季氣候明顯溫暖潮
溼，冬季氣候較為溫和，寒冷時間較短。在
氣候帶上屬於亞熱帶潮溼性氣候，冬夏季

研究、推廣與服務形式及氛圍—正好也是

型態類似於臺灣的季風型氣候，但緯度較

我們在改良場的業務內容—因此在處處異

高 (北緯37°～39°)，月均溫低於臺灣，有

於家鄉的環境中，更能對照自身經驗而增

降雪結冰之冬季，使得四季氣候具有明顯

加不少見聞及體會，將印象深刻之處與大

分別。而在四季分明的氣候下，植物有明顯

家分享。

的生長季節，夏天是所有作物的產季，也是
研究人員口中忙碌的田野季
節 (field season)，所有田間
實驗都必須抓緊時間在短短
的三個月內完成，因為一旦錯
失，只能明年請早了。
由於夏季溫暖潮溼，馬
里蘭自古就是農業重鎮，除
了玉米、大豆、大小麥等大宗
作物外，主要農產有食用玉
米、葫蘆科蔬菜、瓜果等。值
得附帶一提的是西瓜，西瓜
是美國的節慶水果，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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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會參加者坐在大拖車上，逐點學習不同主題，講師為研究生或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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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小型農場在當地十分興盛，在馬
里蘭大學推廣中心所辦理的講習中，
就有以小農經營為主的課程。我們去
參觀了其中一位推廣專家所經營的農
場，除了桃李等主要果樹外，也種植了
許多市面上少見的蔬菜水果。美國是
移民國家，不同族裔帶來的飲食習慣，
也帶來了商機。參觀當日，剛好在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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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醋栗 (red currant)，這種莓果帶酸，
且有獨特氣味，並不合美國人的口味，
卻是俄羅斯的傳統食材，因此產品全
販售給當地俄裔移民，這個獨門生意
也因供應量少，價格得以穩定。這類以
不同族群為目標，開發新興作物的栽
培模式，在近年來逐漸盛行，成為小農
經營的新興藍海。

使用者付費思維下的農業推廣
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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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醋栗的採收與分裝

3

私人農場時常受邀在觀摩會中講解整枝修剪等技術，同
時販售許多自製產品

旦之於臺灣的中秋節，然而西瓜的產季橫
跨7、8月，如未能趕在時節上市，買氣在七
月四日後就明顯下滑，可見其產銷的問題也

講到農業推廣，就想起長輩曾提
起外公年輕時在臺糖工作，為了說服

農友試種新品種甘蔗，總是費盡一番唇舌
還不見得有人願意嘗試，這時外公就會號
召一家大小幫忙在自家附近種植，以便進

如出一轍。蘋果、桃、櫻桃等薔薇科果樹是

行推廣工作，而外婆對這吃力不討好的苦

近年來的新興產業，然而與美國西岸農企

差事總是邊種邊罵 (家裡還有一堆牲口和

業大規模經營生產不同，以小規模地產地

人口要照顧呢)。這片段的回憶往事雖然只

消為主，除了直銷、拍賣、自找通路外，也

是家人茶餘飯後的閒談，令人聽了莞爾，

有不少果園經營觀光採果 (U-pick)，力拼多

但同時也顯現了在臺灣的農業發展史中，

元行銷。其實在參訪過程中也發現到，或許

推廣工作一直都是試驗單位責無旁貸的任

是環境意識抬頭，帶動碳足跡減量的消費

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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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蟲害診斷服務中心也是由公立大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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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農業博覽會中各領域公司前來設展，光農業保險就有三家！

現今臺灣的農業改良場集研究、推
廣、服務三項任務於一身，然而在美國並無

學校實驗室、公司的收費標準及服務的精

相應於改良場的機構，美國農業部是專責

細程度均不同，完全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市

研究工作；推廣和服務的角色則由公立大
學和各領域的農企業、私人農場扮演，例如
參訪期間我們參加許多由馬里蘭大學推廣
中心所主辦之講習會、觀摩會、研討會等
活動，都是由學校的「推廣專家」教授與私
人農業公司、農場經營業者來授課及推廣
行銷，內容十分多樣化：如肥料使用教學、
水耕技術簡介、整枝修剪技術、認識病蟲
害、防治技術新知及特殊作物栽培管理簡

18

場，也因為這個市場，各種農業相關企業都
能有創業及生存的空間。走一遭美國的農
業推廣巡禮，著實讓我們體會到知識的昂
貴，這是在臺灣所感受不到的。
臺灣的農業推廣由前人辛苦付出攜
手共同走過超越一甲子，已是一片欣欣向
榮，這樣的蓬勃活力展現在每當試驗改良
場所推出各種新技術、品系、服務時，相較
於古早時代的老王賣瓜還沒人要買，現代
農民的詢間度可說是高到爆表。對受惠者

介等。這方面的知識、技術在臺灣均是由農

來說，臺灣農業單位提供的免費知識及服

業試驗所及改良場免費提供，而美國的模

務是相當超值且容易取得的；但從另一個

式則為使用者付費，例如我們參加過的講

角度來看，美國使用者付費的資本主義文

習或觀摩會報名費，從每人25到80美元不

化或許能使人更加重視這些知識累積的結

等，不但不便宜，內容也僅為入門等級，更

晶、更珍惜得來不易的資源，也提供了更

進一步的服務—水質檢測、土壤肥力分析、

多農企業發展的空間，這樣的文化衝擊，除

病蟲害診斷等等，則需再另外收費，州內各

了自我肯定自己所擁有之知識、技術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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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幾種惡名昭彰的
害蟲都是外來入侵
種，如 農 作 物 上 的
褐翅椿 (Halyomor-

pha halys )、日本甲
蟲 (Popillia japon-

i c a )，林 木 與 園 藝
樹木上的光肩星天
牛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光蠟
瘦吉丁蟲 (Agrilus

planipennis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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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農場經營的販賣店，售價與大型超市相近，卻省去運輸成本與
浪費

這些害蟲原產亞洲，藉由貿
易貨運抵達新大陸，造成美

值外，也令我感受到每個制度都有一體兩

洲農林業上巨大損失。對許多昆蟲來說，

面的利弊得失，究竟該如何權衡，值得深

北美的氣候條件成為了族群增長的限制因

思。

子，然而這些害蟲體型大，世代長，能在植
體或土壤中越冬，或有群聚越冬的機制，

有別於臺灣的害蟲相
在蟲害方面，整體而言，冬季的低溫
限制了許多病蟲害的續存，平均氣溫較低
加上無法越冬的氣候，病蟲害在種類與頻
度上都不若臺灣嚴重。粉蝨、薊馬、蟎類
等小型害蟲並不普遍，僅偶見於設施蔬果

再加上脫離了原產地天敵的控制，成為了
相當棘手的害蟲。美國政府投入非常多的
人力與經費對付這些害蟲，從監測、研究、
防治、推廣、宣導各方面著手，而相關的
工作也觸及到大眾，如舉辦演講、媒體宣
導、製作文宣等。美國幅員廣大，多數人口
居於鄉間，鄰近自然環境，日常生活中就會

與花卉。其實設施栽培在當地也非主流，

接觸到各種動植物，當生活周遭產生變化

較常見的是以區域性生產農家所採行的簡

時，也很容易察覺。在美國，光臘瘦吉丁蟲

易大棚 (high-tunnel)，目的在於延長作物

危害的梣木(Ash)是一重要的園林樹種，幼

產期，少見大規模的設施生產。此外，當地

蟲鑽蛀樹幹，造成圖畫型的隧道，進而使

盛行的害蟲種類與臺灣傳統蟲害有很大不

得樹木死亡。由於這些樹木可能就種在自

同，多為體型較大的椿象、甲蟲等。特別的

家庭園或學校、公園裡，因此對付害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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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褐翅椿卵寄生蜂Anastatus reduvii 的
寄生能力研究

國政府對於外來入侵物種的防
治相當重視，挹注了相當多的
7
7

觀摩會中Evert博士解說設施病蟲害種類

經費在各項工作的推行。以褐
翅椿為例，經費來源為美國農

不光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大眾都需要關注

業部(USDA)，而防治團隊由11所大學，

的事情了。光臘瘦吉丁蟲會隨木材的運送

超過50位專家學者所組成，橫跨各種專

散播，而在露營活動興盛的美國，營火所

長，齊力對於同一目標害蟲進行各式各樣

用的木材間接成為傳播的媒介，因此各個

的研究、推廣工作。其中許多研究是都透

販賣營火木材的地點與露營區都會設立標

過對單一物種 (如天敵寄生蜂) 的觀察、

識，宣導民眾就近使用當地取得的木材，

試驗，逐步累積基礎資料，再由這些資料

避免長距離的攜帶而擴張了害蟲的領地。

中逐步拼湊，建構起各種問題解決的方

由深入生活以喚起的全民防疫意識，在其

案。這可能是一個進度相當緩慢的過程，

他病蟲的防治宣導上也相當普遍。

但卻不可或缺。而許多學者的研究能量也
是在這些問題的探求中逐漸累積。在與團

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及細緻分工

隊一同工作中也常見到，不管老師或是研
究生，成員們對於研究工作都有著熱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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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科學研究產業相當龐大，提供

好奇，不斷透過討論、假設與驗證，對於

了研究者許多的發揮空間。此行參與寄生

問題尋求解答。能夠實際與這些專家們接

蜂之研究工作，主要是加入了褐翅椿防

觸，學習，並在這樣的環境中獨立進行研

治團隊下的原生天敵寄生蜂工作項目。美

究，實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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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臘瘦吉丁蟲鑽蛀造成圖畫狀的隧道

10

防堵光臘瘦吉丁蟲擴散的宣導標語

在本次參訪過程中，不論在公立大學
或政府機關美國農業部，都感受到美國對
基礎研究的重視，將人力及時間長期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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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變動；或能夠建立一塊病圃，四十年來
都進行同一病害的研究，而所有應用方面
的研究，也是奠基於這些基礎研究聚沙成

於同一研究主題的研究，不但能夠對同一

塔累積而來的資料上，此行讓我感到即使

主題有深入的了解及精進研究方法，更重

身為臺灣農業圈的一顆小螺絲釘，也可以

要的是經年累月建立起地區性的基本資

貢獻一份心力，讓屬於這塊土地的知識能

料，例如同一地點、作物十年來的病蟲害

夠涓滴成河，以至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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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食性的日本甲蟲，為害玉米(左)及櫻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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