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於98年11月10日（星期
二）上午，在嘉義縣布袋鎮蔡清泉

設施田區，辦理「雲嘉南地區作物

合理化施肥具體個案輔導成果經驗發

表會」，由眾多合理化示範點中選出

5個具代表性的作物，分享他們的經驗
成果與心得。當天湧入約300位農友，會場座無虛席。
發表會於9時20分準時開始，首先由土壤研究室黃瑞彰

副研究員帶領與會者赴田間參觀，實地觀摩採行合理化施

肥後的番茄植株生長狀況與顯著效益，讓大家留下深刻印

象，之後回到發表會場，開始經驗發表的議程。本場侯福

分場長致詞後，依序由布袋鎮蔬菜產銷班第6班蔡吉隆班
長、虎尾鎮雜糧產銷班第2班陳火平班長、麻豆鎮果樹產
銷班第1班王德和班長、莿桐鄉宏田稻米產銷專業區蔡禮
謙執行長及西螺鎮蔬菜產銷班第74班廖瑞生班長，分別報

告設施小番茄、落花生、文旦、水稻及芹菜合理化

施肥經驗分享，並分別由本場黃瑞彰、吳炳奇、

陳國憲、卓家榮、謝明憲等五位研究人員擔任與

談人，每一講題先由與談人就作物栽培概況、

示範點特色及輔導經過做開場引言，之後再

由各演講人就其個案進行報告，分享施肥經

驗。會後的綜合討論民眾發言踴躍，希望能

就教於台上的農業菁英，本場專家亦進行補充說明。

本場建議「合理化肥培管理」三個步驟，首先進行土

壤檢驗分析工作，其次配合田間作物生長診斷，最終設法

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執行合理化肥培管理，不僅能省錢，

減少防治病蟲害用藥及環境污染，確保消費者對農產品的

信心，更能提高產值。此次發表會的合理化施肥示範點，

節省化肥用量10∼64％，總收益分別增加4∼10％不等。
合理化施肥不僅可以節省栽培成本，且能減少病蟲害

的發生，增進作物健康、改善品質，更能友善環境，符合

環保節能的需求，達到永續經營的願景。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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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合理化施肥工作在本場研究人員的努力輔導及執
行下，成果逐漸展現，各個作物示範點皆有顯著成效，因

此本場在11月間辦理多場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希
望將成果推廣給農民效法應用。

水稻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11月4日、5日及11日分別在雲林縣二崙鄉廖鐿錳農友
田區、莿桐鄉宏田米廠及大埤鄉林水平農友田區辦理，合

計約有400位農友參加。
水稻栽培採用本場所推薦之合理化施肥，可以保證產

量穩定、不倒伏、降低病蟲害發生，提昇稻米品質。農民

慣行施肥法因肥料施用過量，將導致青米率高、碾米品質

較差，氮肥施用過量食味品質亦降低，如採用合理化施

肥，則水稻抽穗及成熟期較一致，因此碾米品質及食味品

質均顯著提升。水稻栽培採用合理化施肥，因莖桿較強

硬，分蘗數亦不會過於茂盛，水稻田通風較良好，病蟲害

較容易控制，因此可降低農藥使用次數及使用量。合理化

施肥較農民慣行施肥法每公頃減少肥料支出6,226元，降
低農藥成本5,250元。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11月12日在雲林縣崙背鄉張松次農友之落花生田辦
理，約有130位農友參加。
落花生屬豆科作物，根部有根瘤菌共生，可固定空氣

中游離氮素，需肥量較一般作物少。但由於國內農民一直

存有施用重肥可大幅提高產量的錯誤觀念，除了徒增不必

要的肥料成本浪費，也容易導致農地土壤惡化，造成作物

生長障礙，及生態環境負擔。觀摩示範點之落花生田依照

本場之施肥推薦，每分地可節省化學肥料106公斤，換算
肥料成本約952元(減少78％)，且由田間坪割調查結果顯
示，落花生產量並不因減少肥料用量而減少。

洋香瓜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11月13日在台南縣將軍鄉
黃萬預農友田區附近的西湖活

動中心辦理，約有70位農友參加。
洋香瓜合理化施肥應依照田區

土壤條件、植株生育時期及肥料特性來進行施用，可有效

節省肥料用量，提高肥料利用效率。觀摩示範田區是依照

本場之推薦施肥，使植株生育情形維持在最適當的狀態，

不僅減少不必要肥料施用，節省了49.3％的化學肥料施用
量，亦使每公頃至少節省了4,575元的肥料成本，同時也
使果實品質維持在較佳的狀態。

柳橙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11月17日在雲林縣古坑鄉林福為農友果園辦理，約有
100位農友參加。
柳橙合理化施肥應依照果園土壤條件、植株生育情形

及肥料特性進行施用，可有效節省肥料用量，提高肥料利

用效率，避免過量施肥所造成土壤酸化、鹽化及水源環境

污染等問題。觀摩示範田區根據實際土壤檢驗結果並配合

本場之推薦施肥量，使植株生育情形維持在最適當的狀

態，節省了1/3的化學肥料施用量，即每分地可節省1,592
元，同時果實品質較佳。

合理化施肥成果豐碩 說明會中展現具體成果

↑水稻合理化施肥成效顯著

(二崙鄉)
↑農友下田實地體驗觀摩

　(二崙鄉)
↑水稻合理化施肥成果說明

會現場 (大埤鄉)
↑落花生合理化施肥由農民

現身說法，提供執行經驗

↑侯場長與水稻合理化施肥示範點農友

合影 (大埤鄉)
↑卓家榮先生在田間解說柳橙合理

　化施肥成效

↑林明瑩先生現場解答柳橙病蟲害防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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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提高柳橙廢園補助標準　由源頭平衡產銷

台南縣後壁鄉稻米經檢驗無鉻、砷污染問題

國人可安心食用

為穩定柳橙產銷問題，農委會自即日起將柳橙廢園補

助標準，由現行每公頃15萬元，提高為20萬元，參加99年
廢園之農民可優先供應有機肥處理每公頃20公噸，期由源
頭減量，達產銷穩定之目標。

本（98）年柳橙預測總產量21萬8,375公噸，較去年25
萬4,125公噸減少3萬5千公噸，減幅14％。惟因部分果園
管理粗放，次級品比率偏高，去化困難。為穩定產銷，農

委會已規劃辦理多元化促銷措施，除外銷1,870公噸、國
內促銷3,695公噸及預定辦理加工榨汁2萬公噸外，已自11
月下旬陸續啟動。另由於本年部分果品品質較差，不符榨

汁規格，另規劃以每公斤5元收購作有機肥，以達平衡產
銷之效果。

農委會為縮減柳橙面積，雖自94年開始輔導廢園轉
作，迄今已縮減1,159公頃，為加強源頭減量，達穩定柳
橙產銷之目的，該會業已規劃將柳橙廢園補助標準由現行

每公頃15萬元，提高為20萬元，並補助轉作所需種苗費每
公頃5萬元。另申請辦理99年廢園者，除給予廢園獎勵、
繳交加工果外，在每公頃20公噸內，得以每公斤5元繳交
次級品供作有機肥。即日起受理登記，農民可向鄉鎮農會

登記。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1月16日在臺南縣後壁鄉超翔科
技公司附近之稻田、政府公糧倉庫與當地民間業者抽取稻

米樣品，經檢驗鉻及砷含量均無異常現象，因此無「鉻

米」或「砷米」問題，消費者可以安心食用。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表示：土壤中的重金屬如

果對作物的毒性大，作物會受到重金屬的傷害，無法正常

生長，也無法產出可食用之農產品。鉻及砷即是屬於會妨

礙水稻植株生長，且不易自土壤中被水稻吸收的重金屬，

故不會有毒害人體的鉻米或砷米上市。

在自然環境中即存在各種重金屬，因此食物內含有微

量金屬為正常情況。英國於1994年檢測各類食物中鉻含量
為0.1至0.9ppm；德國所訂穀類（小麥）砷含量限量標準
1ppm，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砷含量限量標準亦建

議為1ppm。由於重金屬鉻、砷在穀類中殘留風險極低，
國內外食米並未訂鉻、砷限量標準。惟為安定消費信心，

農委會於16日派員至後壁鄉取樣，對象包含鉻含量超過土
壤管制標準之臨近田區、臺南縣公糧倉庫與後壁鄉民間稻

米經營業者等，計取樣41件稻米樣品送檢。檢測結果皆落
在背景值範圍內，故稻米實無砷及鉻的污染問題，請消費

者安心。

為確保農民權益，農委會除加強辦理公糧收購外，另

對台南縣後壁鄉稻米辦理專案收購，讓當地生產稻穀有更

多銷售管道，並持續與環保署等單位配合，如田間土壤重

金屬含量超過管制標準，其地上食用作物均立即鏟除銷

燬，確保食用作物安全無虞。

【摘錄自農委會新聞資料】

甜玉米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說明會

11月20日在雲林縣元長鄉辦理，約有150位農友參加。
國內農友為提昇甜玉米產量，生

育期間肥培管理常有化學肥料施用過

量之情形，而造成土壤酸化及環境的

污染。據甜玉米肥料試驗結果，氮

肥施用量120公斤/公頃及240公斤/公
頃，其鮮穗產量分別為18,700公斤及
18,900公斤，處理間並無明顯差異。
但其理化性質檢定結果，氮肥施用量

120公斤/公頃的可溶性固形物(°Brix)
含量為16.7％，高於氮肥用量240公

斤/公頃的15.6％。氮肥施用量120公斤/公頃的果皮韌度
354公克及果皮含量1.71公克，亦比氮肥施用量240公斤/

公頃之果皮韌度408公克及果皮含量
1.72公克為低。因此，過量之氮肥對
產量無顯著差異，但會降低甜玉米的

品質。甜玉米合理化施肥示範，是在

施肥作業前採取土壤進行分析，依土

壤肥力分析結果來推薦肥料用量。

合理化施肥推薦用量為：氮素100∼
140、磷酐50∼80、氧化鉀25∼75公
斤/公頃。

【文/編輯室整理　圖/黃鵬戎】
↑吳炎融先生現場說明甜玉米合理化

施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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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為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促進農業轉型

升級，98年推出「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
希望能調整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推動農

業經營企業化、提升農業競爭力。然而台

南縣麻豆鎮陳峯昇農友開始做大佃農的時

間，卻遠遠超前，從民國85年便率先採
行，也奠定他成功的契機。

代耕中心為跳板　投入採種業

陳峯昇從事過化工原料、成衣加工等工作，

後來由成衣業回到父親經營的農機代耕中心幫

忙。他將代耕中心定位為服務業，農忙時一天得工

作15、16個小時，非常辛苦，也因此他認為應該在代耕之
外自營農耕，才有利潤。

當時以外行人身分投入農業，農業界放眼望去只有

種苗業有能力開公司、養員工，而考量自己沒有研發能

力，因此只有取得別人育成的品種來進行採種這個模式可

行。開始的契機，是台南區農改場連大進研究員來找他父

親，談大豆台南2號的委託採種工作，陳峯昇主動表示有
意願，因而投入採種工作，後來台南場的綠肥大豆台南4
號、台南6號、台南7號也陸續委託他採種。

眼光放遠　成採種大戶

陳峯昇說，當時只計較成本及價格是否划算，未考慮

市場需求，因此大豆台南2號僅試種5分地，結果供不應
求。有了前車之鑑，綠肥大豆台南4號在尚未命名前，他
便率先試種5公頃採種田，後來果然銷售拉長紅。陳峯昇
回憶，綠肥大豆台南4號在最盛時期，曾經種植200多甲採
種田，讓他儼然成為「採種大戶」呢！

動機純正明瞭　贏得農民信任

目前正志農場管理約150公頃農
地，以水稻、大豆、玉米為主。回

想當初向農民租地，有些人會持

保留態度，怕土地被轉作其他用

途或收不回來。他採取的策略是

以年輕人為說服對象，因為知識水

準高、溝通容易，而且要採行大面

積機械管理，需移除各個農地邊界，

因此租地契約中還特別明定，租約期滿歸

還農地時，由他出錢向地政辦理鑑界。他

歡迎地主隨時無需知會，自行前往勘查農地使用情形，如

此讓地主吃了定心丸，同意出借，並且租期由一開始的1
年、3年、5年，到現在都是一簽10年以上，大家都放心交
給他管理。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仍有努力空間

雖然本身由代耕中心轉型出發，擁有多種大型農機

具，陳峯昇仍認為台灣農地小而分散，農業僅需要適當的

自動化即可。政府頒布「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後，其實對

他造成一些困擾，包括農地跨縣市無法登錄、地租上漲

等，希望政府能協助解決。他也依實務經驗，建議最小農

地面積同ㄧ區塊至少要2公頃以上，方便農機運作。
陳峯昇相信，只要有錢賺，投入農業的年輕人會越來

越多。在麻豆與善化交界的麻善大橋邊，陳峰昇以獨到的

眼光，打造了一望無際的大豆採種田，也成就了一番事

業！ 【文/黃惠琳　圖/黃鵬戎】

「小地主大佃農」的執行先鋒∼正志農場陳峯昇
產業奮鬥小故事

↑陳峯昇擁有許多大型農機，甚至設計或改良多種農機具，

協助耕作

↑陳峯昇的大豆採種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