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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98年度合理化施肥工作
■ 葉菜合理化施肥成果∼西螺鎮程昆生
■ 設施美濃瓜合理化施肥
■ 水雉的天堂∼水菱有機農場
■ 週年生產、安全高品質溫室空心菜∼林春生
■ 98年啟動活化休耕田措施，實現鼓勵生產與擴大經營規模
■

本場98年度

合理化施肥工作
農委會將「合理化施肥」列為重要施政項目，本場98
年度已選定35個合理化施肥示範點，預定辦理觀摩會、講
習會30場次以上，並且利用產銷班班會的場合辦理合理化
施肥座談會，教導農友如何較經濟、有效的施用肥料。座
談會在2月份已辦理13場次，預訂3月在關廟鄉、新港鄉、
元長鄉及虎尾鎮辦理4場次。今年辦理之各項合理化施肥
座談會、講習會、觀摩會場次，將陸續公告於本場網站，
歡迎有興趣參加的農友上網查詢。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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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鼓勵青年投入農業就業
農委會將研擬針對一般青年，規劃辦理農業體驗
營，對農業有興趣者則可報名分產業的進階訓練，
課程類別規劃有機作物栽培、休閒農業經營管理、
熱帶花卉與果樹栽培等。針對失業回流青年，依據
農業產業人力需求，規劃辦理農業職業訓練，將酌
予發給生活津貼。並建立媒合平台，轉介青年至
農場見習，補助場主農場實習費。經由農業基礎訓
練、農場見習等配套措施，促進青年人加入農業，
為新進農民打下在地紮根的基礎。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葉菜合理化施肥成果∼西螺鎮程昆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達，國民生活水準提升，消費者對
農產品品質、安全性之要求日增，作物之肥培管理更不能
不重視。施肥不當容易導致植物營養供應不均衡、土壤鹽
分累積過剩、及病蟲害發生嚴重、農產品品質降低。因
此，作物合理化施肥為提升農產品品質重要的一環，而瞭
解土壤肥力及養分供應能力，是達到合理化施肥必要的步
驟。經濟合理的施肥能提供作物均衡的養分，這是安全農
業的基礎之ㄧ，也是達到健康台灣、優質農業目標的途
徑。
蔬菜連作田一年可種植十作以上，由於葉菜類對化學
肥料施用的反應很快 (尤其是氮肥)，所以農民為求高產往
往大量施用化肥，然而過量的肥料經由逕流或雨水淋洗跑
到溝渠或地下水，將造成對環境品質嚴重的傷害。此外，
連續過量的施肥也可能產生連作障礙，導致減產。葉菜類

↑本場在程昆生農友田區舉行葉菜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常會因氮肥吸收過量，造成葉片硝酸根過高，導致部分消
費者有致癌的疑慮。
本場在97年輔導雲林縣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16班程昆

98年1月11日起，三人以上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菸，違者最高可罰1萬元。
菸害申訴專線：0800-5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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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班長採行合理化施肥，依土壤肥力分析結果推薦肥料用
量，肥料施用以有機肥為主，化學肥料較其他農友約減施
50％ (合理化施肥推薦用量：氮-磷酐-氧化鉀120-30-60公
斤/公頃，並施用堆肥2.4公噸/公頃)。
由於成效顯著，於97年12月23日在程班長田間召開示
範觀摩會，其產量及品質與農民慣行相當 (冬天比一般農

↑本場專家群赴西螺蔬菜產區檢視
蔬菜生長肥力問題

民產量差一成左右；夏天雨季時，由於蔬菜受雨浸之受損
程度比一般農民少，產量多一成以上。但因夏季蔬菜價格
較冬季好，所以整體收益較佳)，且土壤有機質比附近田
區 (1.38％) 高。
程昆生班長表示，合理化施肥最顯著的成效是“降低
連作障礙”。在西螺鎮蔬菜產區，農友都採用水平網室
栽培蔬菜，其中以茼蒿、萵苣、小芥菜的連作障
礙最為嚴重，若使用大量化學肥料或施肥不當，
土地可能2年就無法繼續使用，要另覓新農地來
耕種。程班長說，化學肥料雖然便宜、效果快，
但對土地的破壞力也大，所以他2年前就改用有機
肥，並朝合理化施肥的方向來做。本場選上他做
示範點後，協助土壤肥力分析，做更科學、更精
確的肥料用量推薦，使得他不需再擔心土壤劣化
問題，能更致力於生產與行銷，受益非淺。
↑土肥專家與程昆生農友討論
田間施肥問題
【文/編輯室．圖/黃鵬戎】

設施美濃瓜合理化施肥
因台灣氣候地理環境特殊，高溫豪雨多颱風等不利作
物生長，為穩定作物品質，遂逐漸發展出設施栽培，然不
當的施肥習慣長期累積，造成許多的土壤問題，而缺乏雨
水淋洗的設施土壤問題更為嚴重，例如土壤酸化、鹽害、
有機質不足、通氣排水不良、微生物活性低、營養要素不
均等，因此如何進行合理化肥培管理甚為重要。
在土壤管理方面，第一步先進行土壤採樣分析工作，
確認其pH值、EC值，各改良場都有提供免費諮詢與分析
服務。若土壤太酸 (pH＜5.5)，每分地可施用鈣鎂石灰100
公斤，並逐次檢測，將pH值調整至6.5即可；若鹽分太
高 (EC＞4)，可種植一作玉米並移除其殘株，或採行灌、
浸、排水數次的洗鹽工作 (需選擇低鹽分之灌溉水)；若能
搭配水稻輪作，不僅可降低土壤鹽分，兼可預防線蟲危
害。
因美濃瓜根系淺，不耐旱濕，若增加土壤有機質含
量，可降低土壤密度，增加土壤通氣，提高保肥保水能
力，促使根系發展健壯，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有機質肥料
依分解礦化速率不同，對土壤地力改善亦不同，例如：豆
粕、雞糞等分解快速，能迅速提供肥份，尤其是氮肥，但
對提升有機質改善地力效果不大，若選用粗纖維堆肥如蔗
渣、樹皮、稻殼、椰纖等堆肥，長期施用對土壤地力有
明顯改善。有機質肥料 (注意不是有機複合肥料) 施用量
每分地可逐次施用1000公斤，若施用豆粕、雞糞等有機肥
時，化學肥料 (尤其是氮肥) 請減少3成。
依露天施肥推薦量每公頃氮素150-180公斤、磷酐
90-120公斤、氧化鉀100-150公斤，因設施內肥料不易流

↑合理化施肥使
得株勢強健、
葉形適中且
厚、不會徒長
←合理施肥之美
濃瓜果肉鬆
軟、糖度高、
臍型平圓、果
型漂亮

失，故需酌量減少避免鹽害與徒長，換算設施內肥料用
量，每分地基肥用特43號 (15-15-15-4) 40公斤，果實追大
期用特43號 (15-15-15-4) 20公斤加上硫銨5公斤稀釋300倍
土灌，即可。
【文圖/江汶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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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雉的天堂∼水菱有機農場

心
●

李

价

斌

激
●
勵
●
人
●

事
小故

台南區農情月刊 153 期

有
↑水 菱

機農

場

場

主

在農改場工作多年，
第一次聽說有農民是以「生態保育」為理念，來
從事有機農業。三十出頭的李价斌就是這樣的怪
咖，以環保、水雉復育為出發點，投入有機菱角
生產，成立水菱有機農場，希望帶動官田鄉農民
發展不噴農藥的水田區，共同搶救水雉。

1

2

3
笓消費者下田採收有機菱角

有機農業跟生態保護並存

笅以綠頭鴨防除福壽螺及雜草

高鐵通車後，穿越水雉棲息地的核心，溼地保護聯盟
擔心會影響水雉的生態，於是跟慈心基金會合作，尋覓願
意配合種植有機菱角的農民，希望可以讓有機農業跟生態
保護同時並存。幾經波折，最後找到了李价斌。
李家原本跟大多數官田鄉農民一樣，以一般慣行方式
種植水稻、菱角。李价斌找到適合的田地後，才發現種植
有機菱角困難重重，因為菱角是水生植物，若是得了炭疽
病，並非把整顆植株拿掉就好，整片水域有可能在短短幾
天之內感染，全軍覆沒。當時的台南農改場黃山內場長相
當重視有機農業的推廣，責成場內蔬菜、病蟲害及土壤肥
料專家組成團隊，全力協助他解決問題。當時因為李价斌
剛從事有機，農改場專家跟他溝通後，發現他對有機栽培
的觀念了解很少，建議他去進修，在87年赴台南農改場接
受有機栽培的專業訓練。

笏利用生態池過濾水源，再排入
田區

別人不做的才有競爭力
儘管困難重重，連老爸都反對他做有機菱角，但附近
受他影響的農民越來越多。他的菱角產量雖然只有別人的
1/4，但價格是4倍多，而且產品除直接來購買的熟客外，
全部供應給慈心系統的有機通路，完全沒有銷售上的問
題，有機米一公斤賣60元也是供不應求。少掉農藥費用、
採收工資，實際獲益較一般慣行法為佳。目前他打算順應
農委會推動的「小地主大佃農」作法，來擴大經營規模。

生態平衡的有機水田區
李价斌目前經營約13公頃農地，其中1.2公頃為有機農

笈凌波仙子現身水菱有機農場
4

場，採用水稻、菱角輪作。由於不能噴施農藥，因此維持
田區生態平衡非常重要。他嘗試養鴨、養鵝去防治田間福
壽螺、雜草、螟蛾等，但是常遭到野狗攻擊，田區只好圍
籬，後來又發現鵝會吃掉秧苗，今年便改養野性較強、較
耐命的綠頭鴨，並嘗試自行繁殖，以便維持田區生態平衡
數量。田區周圍有一圈綠籬，除隔離病蟲害，也能隔絕外
界對水雉的干擾。灌溉用水依農改場專家建議，在進水口
以濾網過濾後再排入生態池，田區罹患炭疽病的比例大幅
降低。生態池中繁殖大肚魚、田螺、扇貝等不耐毒性的水
生動物，因此水質出現問題時可立即察覺。

最夯的生態教室
近年來做出知名度後，公視的「我們的島」節目曾赴
現場拍攝一整天，真理大學自然資源應用學系學生來調查
青蛙生態數量，社區大學辦理戶外教學，水菱有機農場儼
然成為最夯的生態教室。現在水雉常在他的菱角田出沒，
8、9月菱角盛產期，田區還曾發現20幾隻水雉的蹤影！
「買菱角護溼地，搶救水雉」，消費者也可以為生態
保育盡一份心力。而像李价斌這樣善的循環的故事，正一
幕幕地在這美麗之島上，不斷地上演著。
【文/黃惠琳．圖/黃鵬戎、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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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奮 鬥 小故事

週年生產、安全高品質溫室空心菜∼林春生
林春生農友從小即幫忙農事，成長階段也對農業有相
當的興趣，因此求學及工作也是一路從農始終如一，從高
職的農機科到嘉義農專唸園藝，再到屏東技術學院植保
系，耳濡目染下累積了相當專業的農業知識背景。84年當
兵退役後從事農藥業務員工作，一年後（85年）因父親健
康問題而繼承其蔬菜（空心菜）事業，並擔任產銷班會
計，一直種植空心菜至今，從85年繼承父業之0.3公頃溫
室開始，到現在（98年）擴大為1.2公頃，每年約可採收
250天，年產量約可達220公噸。

術業有專攻 確認農作物產業
89年他開始試著輪作洋香瓜生產，一季下來發現仍有
許多技術與問題待克服，且相關生產技術也不夠熟捻，
更重要的是投資報酬率不如預期，因而當年的營業額減少
約200萬。痛定思痛後，他決定還是種植最熟悉的「空心

↑林春生與本場研究人員討論研發空心菜採收機械之可行性

菜」，並積極拓展找尋合作之通路商，從85年的2個通路
商到目前已有4個，年產量95％皆由其銷售，僅5％送拍賣
市場。因為單價合理穩定，自己更可以專心從事生產及穩
定品質。

「專業、用心」為經營成功之道

↑週年生產之安全、高品質溫室空心菜

98年啟動活化休耕田措施
實現鼓勵生產與擴大經營規模
為活化休耕農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本 (98) 年度起
提高輪作、契作產銷無虞作物及造林獎勵標準，並推動連
續休耕農地租賃措施，鼓勵專業農民承租休耕農地種植水
稻及芻料等糧食作物，以擴大經營規模。相關調整措施業
奉行政院核定，自本 (98) 年第1期作起實施，農委會將於
近日積極召開全國分區說明會，對農民作充分的宣導與說
明。
目前國際糧食價格仍較以往為高，為活化休耕農田，
鼓勵復耕，農委會除已於97年提高收購稻穀保證價格及契
作飼料玉米獎勵為每公頃4.5萬元外，並自98年度起調整

在生產上以溫室設施等相關技術調節空心菜週年生
產，降低病蟲害與農藥使用，夏季生產完全不用藥，冬季
僅只用1∼2次殺菌劑。為克服空心菜之連作障礙，與本場
鄭安秀博士討論，採用蒸氣消毒土壤方式，消弭病蟲害與
連作問題，並降低用藥機率，目前每年可連作14次，並且
品質提升。林春生的成功經營，歸因於他的專業農業知識
背景與用心經營的態度，可以合理的管控成本、品質及產
量。
【文圖/陳勵勤】

休耕措施，鼓勵休耕之稻田回復耕作，提高糧食自給率，
確保糧食供應無虞及價格穩定。
除一般輪作獎勵標準由每期作每公頃2.2萬元提高為2.4
萬元，契作牧草及青割玉米則提高為每公頃3.5萬元，以
推動休耕田復耕種植芻料及輪作產銷無虞作物。另為鼓勵
連續休耕農地出租，保障地主每期作每公頃所得4.5萬元
(含) 以上，倘連續出租3年 (含) 以上者，每期作每公頃更
提高為5萬元 (含) 以上；承租人每期作每公頃僅負擔1萬
元以上，如種植水稻得辦理稻穀保價收購，種植飼料玉米
每期作每公頃獎勵2萬元，有機作物獎勵每期作每公頃1.5
萬元，牧草及青割玉米則獎勵每期作每公頃0.5萬元，以
鼓勵專業農民租用連續休耕田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
率。對於未能出租或無法復耕之田區，農民可維持兩期種
植綠肥，給付每期作每公頃4.5萬元。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