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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2個養液岩棉栽培系統 (open sys-

前言

tem、emission free system)；且根據荷

荷蘭其國土面積與人口數都與臺灣
相似，是個小國，但荷蘭的蔬菜和鮮花出

蘭養液模式分析102、103年度臺灣所作

口量卻為世界第一，堪稱全球農業的出口

的3次預備實驗，發現原先配方許多不足

大國，這要歸功於荷蘭卓越的園藝栽培

之處，對提升臺灣小番茄養液栽培技術大

技術，設施幾乎全數採取無土栽培、養液

有幫助。除完成預定目標外，也額外執行

回收再利用與高度自動化，其相關栽培經

一個根圈水 (slab water) 與滲出水 (drain

驗與重點技術有學習的必要性，研習期間

water) 的調查計畫，給荷蘭研習中心留下

2015年8月1日至10月15日，主要與瓦漢

一些報告資料，可說是彼此互惠，建立了

寧根大學Erik博士研習荷蘭的養分與水分

雙方良好的互動關係。太艱深的專業內容

利用效率相關議題，76天研習期間，建立

就留在學術文獻，這次就與大家分享印象

1個養液資料庫、1個養液調配程序、並實

深刻的見聞及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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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栽培的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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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養液無土栽
培蔬菜大興其市
話說民以食為天，
孤身漂流在荷蘭，當然
要先去荷蘭最大的連鎖
大賣場AH，買些生鮮蔬
菜照顧自己，要不然外
食一餐都要十幾歐元以

3

安全蔬菜

上，實在吃不消，進到店內最搶眼的總是，

4

無子葡萄

琳瑯滿目的安全蔬菜區，問過瓦漢寧根的

5

甜美多汁的柳橙

Dr. Erik，超市的彩椒、番茄除了標榜有機

6

熱帶水果

外，全部都是岩棉養液無土栽培出來的，雖

7

水耕大蔥

然荷蘭的物價約是臺灣的3倍，1串3顆的彩

8

DFT水耕蔬菜

椒售價約為1～2歐元之間，也只比臺灣貴

的荷蘭的小番茄我更沒有嘗試的勇氣，還

一些而已，根部還帶著泥炭塊的養液深水

是我們臺灣的水果好吃，果然適地適種的

栽培 (DFT) 萵苣也才1歐元，溫帶水果無

精神，放諸四海皆準，臺灣小小的島上竟有

子葡萄與櫻桃應該是CP最高的，甚至比臺
灣便宜，每公斤才2.5～3.5歐元，但熱帶水
果香蕉、鳳梨、芒果價格可高的驚人，且其
貌不揚，一副我很酸的樣子。身為一位科學
家，不能沒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忍痛挑了顆
最紅的芒果 (其實外皮還帶綠)，竟沒任何香
氣與汁味，還脆中帶酸，才一口就謝謝不連
絡了，果然好奇是會殺死貓的。結果低價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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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種土綱，只差永棟土就能代表全世界的

土壤，臺灣不愧是水果的王國，或許太多樣
化的土壤與環境，導致相似的可耕面積小
無法大面積栽培，反而不易達成規模經濟。

土耕省工密植養液栽培
荷蘭農業也不全部是設施栽培，在

荷蘭瓦漢寧根大學短期進修心得

9

10

11

12

9

土耕密植西洋梨1

10

土耕密植西洋梨2

11

土耕玉米

12

蘆筍

液密植的省工栽培為主，並以西洋梨、桃

13

棄置發芽的馬鈴薯

子、蘋果為大宗，價格也很親民，令人驚

14

發白成熟的小麥

北荷蘭也有傳統的栽培模式，像是歐洲的
主食馬鈴薯、胡蘿蔔、蘆筍、玉米等。因
為荷蘭境內沒有高山，平地果園以滴灌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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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訝的是柳橙，不管重量、品質和外觀都非
常好，價格每公斤1.86歐，也有賣有機栽

需求支撐才行，全荷蘭

培的柳丁每公斤2歐，反觀臺灣每到過年柳

有 7000 公頃以上的無

丁產量就過剩，價格低到每公斤10元，甚

土栽培設施，從生產、

至還補貼清運，真是可惜，也不能老怪價

分析、監控、銷售，整

差傷農，這些柳丁個頭都小小的，美其名

個產業鏈已經完備且巨大，難怪有如此強

稱為雞蛋丁，其實是疏於照顧，若能種出
像國外優良的品質，何愁價格低廉沒人要
買呢？或許我們應該更看重臺灣的柳丁產
業。

14

的分析能量，反觀臺灣農業的養分分析仍
仰賴公部門 (試驗改良場所)，免費的分析
服務與輔導，對農民而言或許是一種德
政，但對企業而言，卻是少了一份服務經

民間企業能量龐大
私人檢驗機構的分析能量令人驚訝，
即便是瓦漢寧根大學的養液水質分析也是
送給私人檢驗機構分析，每次分析項目達

濟的來源。
荷蘭有多家肥料公司，產品銷售世界
各地，各式的肥料手冊或簡章製作精美，
也非常有內容，肥料的內容物與適用條件

19項以上，收費才30歐價格非常便宜，而

描述清楚，我也拿了一本參考紀念，其中

且分析快速，收件3天後就收到詳細的報

試驗分析甚至不輸給科學文獻，當然其中

告，包含歷次分析結果，本次養分離子拮

一部分成果是與機關學校產學合作而來，

抗分析、合理的分布濃度等。能建置如此

或許真是市場規模的問題，臺灣的肥料業

快速精良的實驗室，必須要有足夠的市場

者還有許多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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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研究大數據共享
荷蘭人很愛說話，meeting一場接著
一場，似乎用說話就能完成試驗，其實
不然，他們是用大量的溝通來連繫研究
團隊，每周至少1次meeting分享試驗狀
況，而每天的coffee time也是絕佳的溝
通平台，他們的研究調查做的非常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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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5

布萊斯韋克(Bleiswijk)的溫室區

16

瓦漢寧根大學

17

Dr. Erik

18

Dr. Aat

一個200平方公尺的小溫室試驗，竟有十
幾位研究人員參與，這是一個研究團隊，
19

有專門的調查人員記錄每周彩椒的莖、
葉、花、果實等一切生理指標 (例如葉柄
長、開花數、著果數)，另一組收集環境參
數，甚至還有資訊的人協助開發軟體，而
這一切數據全部收集在同一個資料庫內，
研究團隊所有的人都可以調閱分析，彼此
討論若意見不合也會尊重對方的專業，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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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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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瓦漢寧根大學短期進修心得

農業新知與技術

幾乎不使用植
物保護藥劑，
而多使用生物
防治方法。因
此蔬果非常
安全，稍微清
洗就能生食，
不需太多的烹

22

煮、切除與清
洗，不 僅 吃 得
21

營 養 健 康，也

21

養液回收過濾裝置

22

乳酪市集

23

避冬雁群

更省資源。
23

結語

聰明，但雙拳難敵四手，更何況面對一群

荷蘭集合許多矛盾的元素，國土面積

人，但團隊文化非一朝一夕養成，或許我

小卻是蔬菜和鮮花出口量世界第一的出

們仍有許多框架待突破，即便只是向前一

口大國，發展養液科技農業卻能兼顧生產

小步也勝過原地不動。

安全與環境保護，注重傳統 (乳酪市集、
博物館林立) 卻又擁抱另類思想 (第一個

經濟與環保兼顧
雖然荷蘭人對產能經濟數字斤斤計

同性婚姻)，居處歐洲金融中心 (阿姆斯特
丹) 卻有舉世聞名淳樸小鎮 (羊角村)，這
麼多衝突擠在小小的荷蘭卻又能相互融

較，但卻非常注意環保，荷蘭許多的溫室

合，呈現迷人的風采，隨處的街景也都令

已經開始執行養液回收再利用，但若因

人心曠神怡，2.5個月的時間一眨眼就過

水質惡化或執行介質淋洗等，仍會有廢

了，雖然荷蘭有好土好水好風情，但金窩

液排放，但為符合後續法規要求，零排放

銀窩還是不如自己的狗窩，回國一踏上臺

(emission free system) 密閉溫室系統

灣的土地，內心深深感覺還是臺灣好，因

也已經開始測試運作，零排放不僅做到排

這裡有份土地、情感，稱為家鄉的牽絆。

放水滅菌回收再利用，甚至要求栽培過程

期望這份參訪的經驗，能為臺灣未來的農

中所使用的植物保護藥劑，也不能在水中

業增添一抹色彩。

被檢測到，需要被完全去除，栽培過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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