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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亨1重重的連作Jlll區，沒有錢買!ftll"下，塵，歡路車里

影，，..曲曲筒，過成績3鞋，而現任中，睡夾，食品E

不＊﹒而前面所殼的賀龍骨，．壘，組me成療單幫

繪圖E中心主任讀書，t鑄繳費E勘查J!:lil對毯于書喔， S寄

濃Jl!(lllJIJ:函，灣他們回績很久﹒

自己彎彎的敘生物第十八自ll!>'t越紛處長﹒緩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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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u蟹的指導下， 4圖書有...讀l'i~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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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j施肥的方筒，他我承『制E是很盲目的

啦，自己組哥哥草種~II’，鐵總什艘，有關瘓，軍人儂
說JI個好＇＂J ﹒以前也此，~＆有紀，龍：還餘，E騁
的rl.*1i面，以前紹現在的比較﹒他樂家 r三十

.蕩，三＋唱，.可能寮…J 目前 t Ill!給擻，使用

獲十八菌的肥料成本， MS\:金銀『現在哥哥哥宜t是企
績，事爸也喜~－-1屆﹒ fOLTM用越濃初以前期的
，當然1&**1最a-1宜，主團I＆華ii!'.踐過爽，你懷
有辦法給它志，言，績一兩年，本錢一定要1E

~I J ﹒個 r三年四年袋，象 8&t1"Rii 下
來。 J 飯以前比越來有省－M·MSI;生.~示， tE
灣殺發街串串之前，聽草坪方111 r以前用色的.哥哥用
分配的啦，不是121富續發貨鐵哥哥 7• 」倦，磨著
Ii ：「以前的思想'If!：滋ilt.11好也﹒也沒有錢黨教
授那錢用心的東指導書畫們 •J 泉，酷的資訊.破車，

筒，錢JIJJ輯，厲的那份， rlt;l4!ft1輩們，~R績，區

的悔恨，他哥哥跟你:t作廢編織霄，聽笠， l!Jlltt﹒
艘，區﹔華書時續一種哥哥好績單單，麼，帶縛錢.積1著It
積＝~圓的遁入4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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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乎是

’，繭的遺跡，且多是但是~於預防才有8

的抱有IJ.Z窩。＊均由方或正街 r也沒有目4醒了， •:1

傘，，....而這他嫂”務繳費貴的指導後，用了

II敘.忽.'It宜，自己－~忽.II徽圖E念，E敘JQI t包

教竣鱗，塵世壘的目置，績獲珍領防的緣份·at會§底線教

紋辛苦人來指導如 i J 、 r只有裊，直店，呵，這娘娘

授的續續﹒ rJ.1在學教授黨指導， 8們要績”的時

看輩們昌需要讀什.II績單t’，什麼團體』饗讀1J＆量方面，

候ltlU電話給他， 2，學tf也tltJJltE哥哥用什總比較

他，£（$以前的•＆組Ii＂麼多， rm.忽沒有m’，

好 •J 所以澳翩翩1閉眼：tE·作冊的部分， r原

好﹒官司，金說好了， 不：u-e~少，~哥哥瓷敏絡，

跡斑要多灣訪，串串到你縛了漪，不好濾章里， E曙你

有結果脫好7. J 而古老縛，甜的事聲聲!tn焉，，不會

處種﹒他a.嗨，開 tit!渡”吾吾消祖輩7

續他們常常遭到－金錢辦法解決的病鐵哥當閥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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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總給輛自五六＋年約•＊~益，金錢”驀敏盡量

用哪個比較野，還章，可給鶯他說自句﹒ J 袋，間的使用

而在蠻地方面是否有改變，他tit: r以前5副

18完全褒承， t£禦緻銬終總司，之自由以紛紛7錢，區

總子繞城凳驗舟”頌詞艙，把它81111棠，肥料$

的資’，病﹒所以，通通量的發增方·~以及所認為：！！！

r~壘，再$l刻的士被它追上﹒ J 前親密，也第斂

a裂般的原因，程導教授的動資下，茶，r:lf忌地

錢的街結下本啊，要蠻地 f飽線念歡用激’，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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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化方式誘引，提升菌種活力，根部吸收效果

良劑（ LTM ）來改良，估計產量的話，應該一年

比以前好，農民能減少用藥。

會比一年增加。趙先生說「以前對產量的期待是

至於產量方面的成長有否明顯改變？大家都
表示「應該是說品質方面得到控制」。趙先生：

要靠打點滴，黃龍病的時候，每年要打，有打的
話就有東西收啦。」郭先生則表示「工時浪費很

「品質很好，照老師的計畫在做，品質方面是比

多啦！」趙先生：「以現在來講，我們以前要打

較好，比較均勻。」他們認為栽培與管理是一個

這個點滴，加這個菌就省很多了，打那個點滴整

循環。趙先生：「蔡教授指導我們怎麼做，我們

場打完，可能要二十幾天了。這二十幾天要來澆

就一直做下去，因為今年做起來成果很明顯。」

這個菌，你看要澆多少？」

所以，過去的產量不高，問題出在管理﹔得病誤

每一顆都是不倒翁，不能吃，有打的話就是有一

認為是黃龍病，其實在教授的指導下才知道是真

些變正常。」

菌引起的疫病，讓農民過去花了不少冤枉錢。而

「沒有打的話，幾乎

提到蔡教授研發改良的這個菌最大的好處，

今天在使用這個菌後，成本大減外，產品質量也

趙先生：「應該是土讓跟我們這個成品、品質出

相對提高。

來也很好，果實重量也加重，同樣是相桶，甜度

而這個過去農民誤以為的黃龍病，在教授看

也增加。」趙先生：「上次教授來看，他說，還

來是疫病啦，蒂腐病，目前棺橘疫病的情形已經

不錯呢，你們這裡的做的還不錯，他還蠻高興」

改善很多。郭榮華先生表示，「現在會黃，可是

趙先生表示，「其實我們跟蔡教授也很有緣份，

橘子不會像不倒翁，以前橘子會黃，像不倒翁那

剛開始去的時候，請他來指導，他一下就答應這

個樣子。」趙先生：「今年這種情形，數量就減

個禮拜就來了﹔那個賣肥料的老闆跟我講說蔡教

很少了，可能減三分之二了。」用蔡十八菌已經

授全省的人要找他都沒有那麼容易，怎麼你一去

使疫病得到控制。趙先生接著表示：「蔡教授指

沒有幾天，他就跑來你這邊，我說這個是緣分

導的就不一樣，這個比較省」，郭榮華先生認為

啦！」

「晶質比較穩定」

70 多歲的賴阿伯對蔡老師十分有信心
..：：：......－－，，因－叭，高

今年的碰相樹結實嚷嚷，需要支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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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微生物研發的日益改良下，農民都期

其他農民也認為這個菌帶來很大改變，反應

待隔年能有好收成、好年冬 ，然而，在黃草崗農

在「吃起來口感不一樣。」趙太太也表示：「現

民接受蔡教授的指導過程中 ，信心與遲疑都仍是

在轉換的基底比較正常，它的結實度比較正常﹔

不可避免的，趙先生：「人家說噴藥下去果實的

數量就會增加 ，我覺得基本上真的蠻不錯的。」

水分會減少，豆類下去，相橘會變成沒有水分’

這個菌跟液體農藥的栽培方式，使得產量可

那時候不敢用，一直確認說是不是可以用，如果

以表現更好，土壤繼續改的話，用微生物土壤改

沒湯，那整年的心血就都沒了。」趙先生接著

直是.

r.過袋也不是殺ft.fl連聲聲，只是給用的納悶

海鮮海胡島還是，但南下大－IS ﹒車t變饋，lrllHlJ大甲

哥哥不要包制﹒國必椅子直接伯領到醫泌霆，椅子會團體

，聽了， 4員本都沒效果﹒ fR：緝部.43 獵路科楚一道

大，街面比較沒有計，普車們只是偽遭彎子﹒』繳

教數欲把車巷，撤軍官欲把科在晴天跨使用不會有效

仁穆9色金表示『重輩們敏被他， It哥哥相信他﹒』.

果， •tE"下商~ill ﹒也必須要是，j、繭，如般是夫

t械制挪書，心、過嗨，也要紹信白色，眼司曾擔書貴

繭，又變個都絲絲7• 所以以前所施的le!縣看書，是

的獨哪去誠畢竟！

:ttiEli'.f!紋， m:ti:只有豆，..三當lit不用多少
錢.

J

lit外，.明顯的故團體叉車E般采來m~醫泌的

「而今年，i!llR去年一線的貓子，驚喜農舍不動

T• 辛苦tt•• 1J S語，1•111t方面也可以因此受
盡量，發太玄：「法濃重輩們lttlt鑄鴛掏錢，I· J

!I

先金： r以前慎的處樂•11• ，苦奮們繞Z豈不太’，
哥哥哥u壘，臣，除舜，I! :!I!鋸JJ鐘，不無不太禮，哥哥
哥:t

•J

釗lit可見讀書，！Ul哥哥俊的....民的時生

紋，也改變他們的生活和健Ii ﹒純文:t:: r讓老
JllJ'I塵1章”機銜，實子聽非”﹒濃厚
圾袋，用了.十八萬物徊的薇，壘，習E輯用!I先
~發承﹒ r的陳子2掌聲E都沒葉子，敬禮，像at錢好

師食在是很好﹒太鳴治彈， •J Iii銜，當仔被灣至是農
民束手無饋， JJJJ.l(f紛紛紛紛a臨終險，員圖書F年
冬，.庚的感激n;,c.,.

rJDTt壘狗”tlH聲很多，你管理Ht會被漪

張先坐： r如果單三年組．．畫畫約稿祖睡不m

，曾•·』員會太玄t!!:打著哥哥越做切的比用自＊被明迦

!«I!續多 l 本來已經叉，~1&單單，你呵，彭總祖國哲學都

去錢袋： rt輩們除鐵tr&J寶.氣膺，事，目撞他們翁

又e11•下當本 7• 現在反而要把商本搶手車

”啦！”.據1高聲毯子，大，使鄧－~廳，不楚只有

7• J

你﹒畫畫們傲，龜， •m輩們峻的鐵都挖苦！：A’，跟您

7• 有啦，華軍隊都廣＊•·但也1嘟嘟．．』

斜. J 前為7&1之蠻的魂，塵，嶺先生讀書鞋， r不

所以，海軍時a龜鹿，E般大的改變革國差別， m太玄：

7 •J

哥哥說罵起鏈，少，鑽到豬，圈，壘的擻，E越來－~”，

~直太求：『－!!!1錢，·~怪，也都全花在夠有區

ri廳的﹒書畫的給淆，l!lilil績，苦奮，E哩E役，....

111 J ~念念：

:1l很多，…J ﹒另一方面，估算績，111面的使

暑輩們的信4、激多－富有聲7

用 •4睡袋金： r美食也不’，哥哥，E什必穗，因為用

AM後不僅用錢成＊省恨，．．民主E翁”腐草，防

蕩個首﹒.不會慶紅緝隊毯， it不要積佇＂＂﹒ J

治工作也更有信心 i

ra－•五好7• －個月，E三次，而現在務時儂
JR個月遺忘了司•·」張太太：1!!.表示，「書畫們今年
比較不用績，E…J

r”，閣的重量今年才，閣總紛It

用也不知祖國，明年才知到t. J 議員，眼』E斜少ms
苦，·•念文： r.ca:被剝包車再用t靈驗也發管﹒－

f灣在此敏好，辛苦比紋，置，’， 1J

IJ

可見.晨，l!JI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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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嘻年約量at多tU棠， M今年沒羹，明年if!.-)i!

~大，置一千勢， Ii§給你爾干，以前貫一次償使
部，但哥哥好.穗，紋，高的 •j ~先生表汞產波哥哥使
用懿十八圈，之自由的的科儉用俏侈， f以前都用E驅

車重大軍車也草坪，個大，直肥料如果沒有下繭，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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