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場於4月26日上午舉辦「魚菜共生系統技術觀摩
會」，由本場王仕賢場長及水產試驗所劉富光副所長共同

主持，經本場粉絲頁及官網的訊息推播，當天相關業者、

農會、學校及民眾約300位來賓熱情參與，不但第一會場
視聽教室坐無虛席，連第二會場推廣課大廳都是人潮滿

滿，因為這是第一次官方辦理的「魚菜共生」觀摩會，大

家都抱著期待雀躍的心情來與會。

近年來透過水產養殖和農耕結合之魚菜共生的概念，

正慢慢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許多人紛紛在大廈的屋頂、

客廳角落及居家的陽台，設置以養魚水灌溉植物的生態系

統，既能營造綠色景觀、建立生趣盎然的生態景緻，還能

提供新鮮、衛生的食材。

魚菜共生系統的原理，是將養殖物排放至水中的排廢

物，經硝化作用後由植物吸收。藉由細菌及植物將水淨化

後，再回收當作新的養殖用水，因而提高了水的利用效

率，是一種低耗能並對環境友善的生產方式。

本場經過2年的研究試驗，結果顯示養殖水可提供作物
生長所需的養份，但會有微量元素缺乏的問題，而透過適

量補充就能讓作物正常生長，作物能淨化水質讓養殖水得

以不斷的循環再利用。因此如能控制合適的魚放養密度，

適量的投餌餵食，並配合季節選擇作物，以及適時適量的

補充作物所需的養分，則此系統實為一種能同時達到節

能、省水、省肥的生產系統。

王仕賢場長於開場時說明魚菜共生結合了水產養殖與

水耕栽培，不但是一項新的挑戰，同時也開闢了另一頁研

究領域。看到民眾熱烈參與，足見國人對魚菜共生有高度

的興趣。劉富光副所長表示水產養殖與農業合作研究，既

能發揮互補作用，還能提高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楊清富助理研究員以簡報介紹“魚菜共生原理與實

作”，水產試驗所黃德威助理研究員介紹“魚菜共生之魚

類養殖管理”，之後移師至實地觀摩現場，除了有魚菜共

生整個操作系統，並同時展示相關資材與模型，不少民眾

抱持高度的興趣與期盼，與本場及水試所人員討論熱烈。

希望本次觀摩活動能提供給民眾正確魚菜共生的觀念，讓

這種對環境友善、具有資

源永續利用的生產系統能

獲得更多人的認同，而落

實到實際產業上。

【文/圖　楊清富】

■「魚菜共生系統」夯，技術觀摩人潮搶搶滾

■ 農委會沙副主委視察本場業務
■ 2016臺灣瓜果米食嘉年華6月4日登場
■ 外銷結球萵苣衛生安全把關大躍進
■ 水稻已陸續開始抽穗，注意防治穗稻熱病與紋枯病
■ 使用生雞糞不環保，政府補助施用合格有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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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菜共生
 Q 1  魚菜共生所生產的魚常有臭土味如何改善？
 A 1  魚類會有臭土味主要原因是養殖環境不佳、放射線菌附

著於魚體所導致，而一個好的魚菜共生系統，水質透過

硝化菌作用及作物淨化後所養的魚通常不會有臭土味。

(水試所劉富光副所長)
 Q 2  魚菜共生系統中使用蘇力菌、亞磷酸鉀防治病蟲害，是

否會對魚造成傷害？

 A 2  這些資材主要噴灑在作物上，只要不大量滴流，並不會
進入到養殖水體，因此不會對養殖造成問題。(臺南場
鄭安秀課長)

 Q 3  魚菜共生系統設置初期會有所謂的新缸症候群，該如何
克服？

 A 3  新缸症候群主要原因是初期水體中菌相尚未達到平衡，
而造成水質不穩定。通常需要耐心等候約一到一個半月

就能獲得改善。(水試所黃德威)
 Q 4  在魚塘水面直接進行栽培可行性如何？
 A 4  在埤塘水面上栽培會有水中營養鹽濃度低的問題，同時

必須防患魚類取食作物根系及野鳥取食作物地上部。

(桃園場賴昭宏)

↑與會來賓對展示資材興趣濃厚

農委會沙副主委視察本場業務

↑養殖系統現場觀摩

農委會沙志一副主委4月29日南下視察畜試所及本場業
務，王場長陪同參觀畜產種原中心及營養組的飼料化驗中

心後，親自引導參觀本場成果展示廳及魚菜共生系統試驗成

果。沙副主委以其漁業專業背景，對本場研究內容提供諸多

建言，同仁獲益良多。 【圖/黃鵬戎】

內容：絲瓜苦瓜主題展示、瓜果品種及米製食品

展示、瓜果雕刻競賽、米食與瓜果料理競

賽、肉圓DIY、農特產品與種苗展售等。

地點：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時間：105年6月4日 (星期六) 9:00～16:30

＊活動內容請上本場網站查詢

 http://www.tndais.gov.tw

→王場長引導參

觀成果展示廳

↘參觀本場魚菜

共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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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機械運轉動線更流暢，也需要改善栽植

條件增進整齊度，以利提昇採收作業效

率，因此仍需要生產團體與相關單位一起

持續共同努力。

觀摩會眾所矚目的焦點均在輔助機具應

用，在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契作田應用「拖

車平台」作業示範，是以170匹馬力曳引機
帶動拖車平台進行不落地採收作業，其特點

是拖車平台之結構設計簡單、製作價格較親民，但受限

於動力來源為曳引機，左右輪距固定，故侷限用於相同

畦寬 (栽植行距) 或單種大面積栽培作物之採收，雖然曳
引機價格偏高，但尚可應用於其它如田間整地作業，對

目前已佔外銷結球萵苣總出口量約60％的麥寮果菜生產
合作社而言，頗為適用。

第二場在新湖合作農場契作田是應用「輸送帶」的作

業示範，陳清山理事主席特別強調，該輔助機具屬於多

功能業母機。該機械結構設計雖較複雜，但主要仰賴油

壓系統運作，故易於維修保養；此外左右輪距具可變動

性，適用不同畦寬 (栽植行距) 蔬菜及低矮作物如鳳梨採
收，雖然價格較不親民，但適用於多樣化蔬菜作物生產

團體應用。

參與的生產團體如庄西合作農場及農友均提供不少重

要建議，包括：目前二種機具「拖車平台」或「輸送

帶」在行進時的迴轉半徑偏大；示範用輔助機具

以鋼材為主要材質，造成操作笨重，未來應

在可接受的成本考量下，改用輕量化材質建

置；個體農戶及返鄉青農也迫切需要相關機

具，應導入縮小版採收輔助機具，減少人力

負擔。陳清山主席感謝各單位輔導，並分享

十多年的經營經驗與心得，也期望夏季農閒

期儘速進行機具修改，並完成微電影拍攝，

提供對外貿易宣傳用。

為強化外銷結球萵苣產業

國際競爭力，輔導農民生產

更衛生安全的生食蔬菜，本

場及農糧署於4月28日，在麥
寮果菜生產合作社及新湖合

作農產二大外銷結球萵苣生

產團體的契作田，辦理「外

銷結球萵苣不落地採收作業

示範觀摩會」，分上下午兩

時段進行應用「拖車平台作

業型」及「輸送帶作業型」不落地採收

示範，藉此展現外銷結球萵苣生產團

體用心與持續經營該產業的熱情，兩

場合計有111人參與。
觀摩會由農糧署中區分署蘇宗振分

署長、作物生產組方怡丹副組長及本

場王仕賢場長共同主持，本場謝明憲

站長說明外銷結球萵苣不落地採收作

業特點，接下來為田間作業示範。第一場次由麥寮果菜

合作社郭淑芬經理，介紹拖車平台不落地採收操作流程

及人力配置；第二場次則由新湖合作農場陳清山理事主

席，介紹輸送帶輔助不落地採收作業的重要功能展現，

與人員作業效率提升程度。

王仕賢場長表示，臺南場與農糧署共同輔導外銷結

球萵苣產業，已密切合作多年，為達成「不落地採收」

基本條件，生產團體在十多年前已將萵苣採收後直接裝

進紙箱，完全不接觸地面，以避免污染發生。如今藉由

輔助機具「拖車平台」或「輸送帶」的應用，引導萵苣

產業朝向「產品與包裝紙箱完全不落地採收作業」的目

標，相信能在近年內達到落實應用。本次作業示範觀摩

會仍是初步成果，未來仍需要從設備上調整作業平台，

讓人員操作更符合人體工學；改進行進模式，

外銷 結球萵苣 衛生安全把關大躍進
導入拖車平台 vs. 輸送帶不落地採收作業

↑麥寮觀摩會現場 ↑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應用拖車平台進行

不落地作業示範

↑新湖合作農場應用輸送帶作業母機

進行不落地作業示範

↑王場長與麥寮果菜生產合作社

郭淑芬經理討論應用拖車平台

進行不落地作業未來改進重點

【文/圖　謝明憲】

↑王場長與新湖合作農場陳清山

理事主席討論應用輸送帶進行

不落地作業未來改進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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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地區較早種植的水稻已抽穗，多數田區為孕穗

至抽穗期間，田間水稻葉片上仍有發現葉稻熱病病斑，同

時水稻欉基部亦發現紋枯病病徵，本場籲請農友注意穗稻

熱病防治工作，並同時防治紋枯病，清除田間感染源，避

免後續病害嚴重發生，影響水稻收成。

葉稻熱病菌可危害葉片、稻穗、莖節及葉舌，發病初

期於葉面上形成褐色或暗綠色小斑點，若環境適合病勢進

展，則擴大呈紡錘型，病斑周圍呈黃色，中間灰褐色，嚴

重時葉片枯萎，如感染稻穗則造成榖粒不充實。稻熱病於

相對溼度高時容易發病，溫度高低變化劇烈時，水稻的抵

抗力降低使病情更加嚴重。稻熱病在一期作較容易發生，

尤其在施高量氮肥、密植而通風不良的稻田更容易發生，

因此請農友密切注意田間稻熱病發生情形，一旦發現病勢

進展，應立即施藥防治，避免病害擴散蔓延。

水稻俟抽穗時，穗頸部罹病初期患部呈淡褐色或暗褐

色，以致組織壞死養分不能送達，影響整穗發育，並自罹

病部位彎曲，而形成俗稱的「吊穗」或「吊狗」現象，穀

粒受感染時，病斑則呈暗灰色或白色，發病嚴重時穀粒無

法充實或不稔，俗稱「空包彈」，造成產量損失。此外也

要避免施用過量的氮肥，以免植株細胞柔弱，使病原菌容

易侵入。

把握預防施藥時機，於抽穗前三至五天完成施藥工

作，可有效減少病害發生與蔓延，確保防治效果，防治

方法可選用下列藥劑進行防治，如35％護粒丹可濕性粉
劑1,000倍、75％三賽唑可濕性粉劑3,000倍、41.7％三賽
唑水懸劑1,500倍、48％丙基喜樂松乳劑1,000倍、5％嘉賜
黴素溶液2,000倍、45％喜樂克拉乳劑1,200倍 (加展著劑
CS-7 2000倍) 或50％護粒松乳劑1,000倍等。
紋枯病主要初級感染源為菌核，初期隨水漂流的紋枯

病菌核，接觸到水稻植株即附著在葉鞘外側，菌核發芽後

侵入葉鞘組織進而往上蔓延，初期在葉鞘上形成灰綠色水

浸狀的橢圓形病斑，後來逐漸擴大變成中間灰白色邊緣褐

色，有時數個病斑癒合成虎斑狀。葉部受害時初呈濕潤狀

灰綠色病斑，迅速擴大成雲紋狀或不正形的枯褐色大病

斑。稻穗被害則局部呈污綠色，後腐朽枯死。環境適宜，

病斑上或附近稻表面組織上的菌絲會形成菌核。

防治藥劑可選用25％賓克隆可濕性粉劑2000倍、20％
褔多寧水懸劑2000倍、10％菲克利乳劑1500倍、53％維
利熱必斯可濕性粉劑1000倍、23.2％賓克隆水懸劑2000
倍、55％貝芬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或參考植物保護
手冊，或於本場網站查詢(http://www.tndais.gov.tw/view.
php?catid=382)。 【文/圖　林國詞】

水稻已陸續開始抽穗，注意防治 穗稻熱病 與 紋枯病

生雞糞非屬肥料產品，應經醱酵腐熟製成有機質肥料 
(堆肥)，再回歸農田。為鼓勵農友施用政府推薦之有機
肥，政府每公頃補助6,000元至9,000元，本 (105) 年推廣
施用國產有機質肥料3萬公頃，需用農友可向所在地農會
申請。

為確保國產有機質肥料品質，農糧署已訂定「國產有

機質肥料品牌推薦作業規範」，藉由定期檢驗、製造廠 
(場) 現場製程查核及市售肥料查驗等機制，加強查驗監
控，並遴選優良國產有機質肥料，該署網站登載推薦優質

有機質肥料品牌計有71家業者，176個品牌。為鼓勵農友
施用，每年編列預算補助農友購用，補助標準為每公斤獎

勵補助施肥翻耕工資1.5元，一般慣行栽培每公頃4公噸，
補助6,000元，長期作物每公頃提高為6公噸，補助9,000
元。國產有機質肥料品牌推薦名單、補助原則及作業規

範，公告於農糧署全球資訊網站 (首頁/農糧業務資訊/土
壤肥料專區)，農民可上網參閱選用，維護自身權益。

【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

使用生雞糞不環保 政府補助施用合格有機肥每公頃6至9千元

↑穗梗罹患稻熱病之病徵 ↑罹患穗稻熱病形成白穗 ↑水稻紋枯病之虎斑狀病徵 ↑紋枯病病菌形成菌核病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