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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食農教育
對 台 灣 農 業 推廣工作的啟示
董時叡1、蔡嫦娟2
1
2

國立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理研究所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助理教授

一、食農教育推廣之必要性
隨著最近市面上包裝米被驗出混充進口米

對忽視了原本標榜的教育的功能。隨著國內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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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所暴露出的台灣糧食自給率不斷降低以及進

安全問題和農業生產環境的急遽惡化，目標在重

口糧食風險持續增高的問題，加上前段時間塑

新連結餐桌到農場，建立個人健康飲食、農業生

化劑、毒澱粉等食品添加物問題層出不窮，以及

產方式的食農教育，更顯出其重要性和實施的急

農產品被檢出過量農藥、抗生素等事件的不斷發

迫性，這一教育發展方向應該是台灣農業推廣界

生，飲食和農業之間的密切連結關係，以及農業

應該加倍努力去規劃和執行的，而從日本經驗取

生產不當、食品過度加工可能造成的國人健康威

經，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脅的問題，正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視。其實這些農
業和食品風險問題往年在日本也常常發生，不

二、日本食農教育運動

但造成消費者的恐慌，也影響了日本國民的健

日本政府從1997年將自然農事體驗納入學

康，讓日本朝野深切體悟飲食安全和健康問題，

校教育學習，強調「地產地消，身土不二」的觀

是和農業和農業產業文化息息相關。這些問題飲

念，主要目的希望能提高糧食自給率。但是日本

食和農業牽扯的現象，讓日本近年來積極地以立

國民愈來愈多不吃早餐，偏好高脂肪食物和即食

法方式，從中央到地方，逐步推行以全民為對象

餐(ready-to-eat meal)的飲食習慣和營養失衡的現

3

的「食農教育 」，多年下來成果非常顯著，也

象，造成了學童過重和不正常減肥的社會問題。

有效改善了日本糧食自給率和國民健康惡化的問

這些公民飲食習慣與健康狀況之改變，使日本在

題，他們的經驗，可說相當值得台灣的學習。

2005年頒布食育基本法，將食育教育視為一種

而台灣的農業推廣工作，在過去多年來過分

全民運動，成為日本食農教育的重要法源依據。

強調增加農業生產和解決農產品銷路的問題，相

透過白皮書之政策宣示，分別以家庭、學校、幼

3

根據董時叡、蔡嫦娟2012年執行農委會計畫「農村綠色生活推廣方案規劃研究：食農教育課程規劃設計」之定義，「食
農教育是一種體驗教育的過程，學習者經由與食物、農民、農村和相關行動者互動之體驗過程，認識在地的農業、正確的
飲食生活方式和其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和飲食方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期望建立其具有建全的知識、技能和態
度，有助於個人的健康促進和生活品質提高，並對社會永續發展具有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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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以租地給學校的方式，讓學童體驗從播種

互動，並推廣對環境友善的農林漁牧業，透過與

到收割的經驗；二、鼓勵農協輔導的農場供應食

農場接觸和食育相關之環境教育，藉由米食之推

材給學校，做為午餐的食材，落實地產地消的理

廣，加強日本人民對食物文化的傳承以及與環境

念；三、推動兒童長宿農家，親近自然，以團體

的調和相處之道，並且經由營養師、飲食指導

的方式，由農協的會員協助他們住宿於農漁家或

師之訓練和諮詢制度，建立食物營養和食品安全

山林，促進城鄉的溝通。

之正確知識。根據日本政府Office for Shokuiku
Promotion 的統計，在2009年此一食育計畫獲得
70%日本人民之支持，共招募了33萬人次的食育
志工，在日本國內推廣地相當成功。
「食育基本法」之設立基本理念，大致可以

日本食農教育對台灣農業推廣工作的啟示

托中心、地區等為單位，鼓勵生產者和消費者的

三、日本兒童的食農教育
日本食農教育推廣之理念，是植基於智育、
倫理和體育教育之養成，必須以食育為基礎。針
對兒童，食育的意義，除了讓學生經由親身體驗

歸納出如下數點：

了解食物生產和調理的過程，培養兒童對食物的

(一) 促進國民身心健康及養成豐富的人性。

感激，也藉此讓其了解這些活動與環境的連結，

(二) 對自然的恩惠及提供糧食相關人員的努力，

具有永續發展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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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感謝的心情。

(三) 食育推廣必須尊重個人、民間團體的自主意
願，並考量地區的特性。

而日本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對於學校、

幼兒園等地飲食教育的推進，以實現幼童健全的
飲食生活，促進健全的身心成長為目的，採取許

(四) 積極推行幼童之飲食教育。

多政策上的方向：

(五) 國民應該親自參與食品自生產到消費過程的

(一) 協助學校、幼兒園在飲食教育推行制度之建

各種體驗活動。

(六) 宜藉食育維護傳統良好的飲食文化，使國民

立。

(二) 培養適合食育指導的教職員。

理解糧食需求及供給的狀況，並促進農山漁

(三) 建立食育輔導之體制。

村的活性化和糧食自給率的提高。

(四) 透過學校供餐的實施、農場的實習、食品的

(七) 藉由食育的推行，對於食品的安全性提供相
關資訊，以有助於國民適當飲食生活的實
踐，並積極與國際合作。
其實食育雖然出發點是飲食教育，但與農

烹飪、食品廢棄物的再生利用等各種體驗活
動，促進幼兒童對食農知識的理解。
(五) 對於過度瘦身或肥胖對身心健康的影響提供
正確的知識。

業卻是息息相關，這也是日本推行食農教育的緣

由於日本公立幼兒園和小學有90%以上都有

由。而日本農協為了配合食育基本法之實施，

供應午餐，因此日本食育之進行主要是透過午餐

在2006年也制訂了食農教育行動方案，此一方

的機會來推行，一方面在多數學校都有設立專門

案之目的在協助兒童經由種植豆類、米和蔬菜等

的飲食營養教師或稱食育教師(至2009年日本共

農業的操作，了解農業的角色和激起其生命力，

設立了2,600個教師，其中部分教師同時輔導數個

以及認知到農業食物和他們的關連性。在此一政

學生較少的學校)，由這些專業教師輔導設計午

策方針下，日本各地方農協也配合舉辦各種食農

餐食譜和監督午餐之製作，並利用午餐時間教導

教育活動，主要的有：一、在學校附近設立兒童

孩童正確的飲食和營養觀念、使用筷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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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前洗手和用餐禮儀；另一方面也利用將食育教
育融入一般課程或放在體育課程的方式，由食育
教師和其他教師配合教學，讓學童了解食物的生

續發展之必要性
(5) 使兒童體認識到食物生產所需投入的各式人
力，建立其對於投入人力的正面態度

產力使、傳統、飲食的文化和實際的食物製作實

(6) 學習各領域的食物文化和傳統

習或參觀。另外，為了達到學校午餐食材中在地

(7) 正確的了解食物生產、配送和消費過程

食材比例達到地方政府訂定的目標，學校也會和

大體而言，日本食農教育之推廣，除了期望

附近的農場合作，讓學童能到農場實習體驗種植

提高糧食自給率、促進國民健康外，非常重視兒

稻米、蔬菜，一方面讓學生經由辛苦的勞動對農

童、幼童之飲食教育和農事體驗，藉著培養兒童

業和農民產生感激之心，另一方面也鼓勵當地的

對農民、食物懷抱感恩的心，鼓勵農民以對環境

農場能供應學校午餐之食材，而學校午餐之食材

友善的方式種植作物，以確保食物的安全性，也

廢料或廚餘還可由學生回收處理後送至農場製作

是很重要的推廣理念。

堆肥。
日本文部科學省還特別針對各級學校學童，

四、結論

設立了食育的專門網站(http://www.mext.go.jp/ a_

從以上日本執行食農教育的內容和成效來

menu/sports/syokuiku/index.htm)，提供學童飲食

看，對照於台灣的農業推廣教育實施情況，台灣

相關禮儀教育，以及鼓勵家人一起用餐，營造愉

的農業推廣系統，不論是農學院校、農業試驗改

快的進食氣氛，嘗試減少近年來日本在飲食習慣

良場所的推廣部門，以及各級農會之推廣部門，

上小食(吃很少)、孤食(單獨一個人吃飯)、個食

在食農教育的設計和執行上都應該責無旁貸，理

(家人一起吃飯卻各吃各的食物)、粉食(偏好麵粉

應有更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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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食物)、固食(偏食)的問題。對於幼兒或兒童，

目前台灣的食農教育由於缺乏法源依據，

食育運動在進餐時的訓練，除了身體的健康，也

對政府機關和學校都缺乏強制執行力，也沒有主

講求心理的健全，因此特別強調在學校用餐時要

管機關來進行整體規劃，未來應仿效日本，朝

愉快的用餐，包括鼓勵談論健康與食物的議題、

向讓食農教育正式立法之方向發展，才是最有效

協助孩童參與食物製作、要求大家一起用餐、享

的發展方式。而從日本農協在食農教育上的積極

受食物的美味，和維持規律的進食習慣。而這些

參與，也代表了台灣農會系統可以有更多的著力

飲食習慣的培養，學校附近的食品相關機構、超

點，尤其是各級農會的推廣股，更應該借力使

市、便利商店、餐飲店都會被要求一起合作。

力，在食農教育上做更大的發揮。因為食農教育

基本上，日本針對幼兒和兒童的食農教育，
有以下幾個追求目標：

容，而其教育目標對象是以學童和青少年為主要

(1) 經由適當營養之攝取，增進和維持健康

對象，這些內涵或對象與農會中的農事、家政和

(2) 讓兒童了解餐飲製作過程和健康的餐點條

四健部門的專業可說是密切吻合的，以現有的人

件，養成其良好飲食習慣
(3) 經由食育活動讓學校生活多采多姿，鼓勵社
交和合作精神
(4) 讓兒童了解食物生產對於自然的依賴，培養
其對生命和自然的尊敬和感激，強化環境永

4

本質上就包含了農業、飲食和環境教育三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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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資源，應該能在食農教育上作最大的發揮。

茄科作物立體化栽培

茄科作物立體化栽培
宋妤1、方怡丹2、施驊倫3、劉程煒4 、張武男5
1,3,5

3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教授、助理、兼任教授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作物生產組蔬菜花卉科科長
4
明道大學精緻農業學系助理教授

一、前言
果菜類蔬菜生產為減少農藥使用及避免環境

茄科重要蔬菜如番椒（Capsicum annuum

對作物生長之影響，常於設施內進行栽培。為增

L.）品種有未完熟之青椒或彩色甜椒，甜椒可週

加單位面積產量，縮短栽培期及增加複種指數等

年生產，但夏季高溫多雨，不適平地栽培，一

優點，嘗試以上下二層之立體式栽培，為一種土

般多移往埔里、信義或仁愛等山區生產。番茄

NCHU

地精耕且集約栽培蔬菜之方法，在有限之耕地創

(Solanum lycopersicum)栽培品種之果實種類中如

造出最大的土地潛力，較傳統式單層栽培可增加

牛番茄或小果番茄，牛番茄可週年生產，但由於

產量，並紓緩溫室土地不足使用之情形，極具發

台灣夏季期間之颱風豪雨影響，為穩定生產及提

展潛力。

高品質，多數栽培者採用設施栽培，為於有限空

近年來為解決設施栽培連作所導致之土壤酸

化及病害問題，業者引進介質袋，配合養液滴灌
或微噴灌等方式，以瓜類、番茄或甜椒等蔬菜輪
作栽培，進行產期調節，對於提高產量、品質及
延長產期方面已有良好之成效，因此袋耕栽培法

（bag culture）已逐漸取代土耕成為設施栽培果
菜之重要方法。

間內為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降低生產成本，設施
內立體化為必然之趨勢。

二、立體式栽培下改善整枝方式與栽培
密度對甜椒果實產量之影響
以"銘星"甜椒為材料進行茄科作物立體化栽
培工作(如圖1)，研究立體式袋耕法之栽培模式可
行性，本文針對試驗結果進行分析。

▌圖1、甜椒袋耕立體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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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行立體栽培，密植栽培改變了植株對光

以6株/雙幹整枝之組合總產量高於其他處理，此

線利用率、微氣候環境及病蟲害發生程度，對於

結果與李（1995）以彩色甜椒開發籃耕栽培所建

作物之影響很大。尤其作物之生產力受到光照限

議採取之種植密度一致。於中果以上之產量以6

制時，會形成養份競爭，使枝條變細弱，發生落

株/雙幹整枝之處理最佳，考量經濟效益目的，建

花或落果之情形，因此以整枝方式進行植株空間

議立體式栽培採取每袋定植6株/雙幹整枝之組合

之調整，有助提高作物光合作用能力。利用整枝

對於採果數與總產量可發揮最大之效益，如為增

進行植株空間之調整，不僅影響葉面積、葉部構

加大果數目，則可放寬栽培密度至4株/雙幹。

造及透光度，更重要的是控制枝葉的空間分佈密

整枝係一種物理性之操作技術，所牽涉的結

度及莖葉之生長，若提高作物光合作用能力，保

果除空間之利用外，亦關係營養與生殖器官生長

持在最佳之生理代謝活動，便能充分增產（戴，

之平衡、病蟲害之控制及產量與品質等。果菜類

1999）。試驗以每袋定植4、6、8株與搭配單或

蔬菜對光照反應敏感，Aloni et al.(1996)曾調查

雙幹整枝數，並朝向外側整枝，以增加上下層之

甜椒在低光下落花之原因，發現正常甜椒花朵含

光截取量，主枝誘引角度約20°，構成合理之群

有高量之糖類及澱粉，在低光度下因葉片與鄰近

體空間結構，使葉片的分佈較均勻，於表1顯示

之花朵競爭同化物，受到葉片積貯(sink)強度大

上層栽培定植4株/雙幹整枝者始花日期提早，採

於花朵之緣故，使花朵內之碳水化合物含量下降

果數比定植6或8株者多，且單果重較重，總產量

約2成，引起落花。因此葉片與花朵競爭碳水化

以4株/雙幹及6株/雙幹整枝之處理最佳，下層則

合物可能為影響著果之重要因子，如何克服落花

NCHU

表1、種植密度與整枝數對立體式栽培甜椒之開花及產量的影響
栽培

整枝數

始花日數

始花節位

始果節位

採果數

單果重

總產量

位置

/株數

(天)

(節)

(節)

(果/株)

(g)

(g/bag)

上層

雙幹/4株

18.4 ax

7.4 a

7.7 a

4.5 a

107.9 a

2268 a

雙幹/6株

20.7 a

7.8 a

8.2 a

4.0 a

92.5 ab

2195 a

單幹/6株

21.9 a

7.8 a

8.2 a

2.8 b

107.9 a

1922 a

單幹/8株

19.2 a

7.8 a

7.8 a

2.7 b

78.2 b

1735 a

LSD0.05y

3.71

0.73

0.77

0.83

20.31

609.69

雙幹/4株

23.5 a

7.9 a

8.8 a

2.6 a

93.1 a

952 b

雙幹/6株

21.9 a

8.0 a

8.6 a

2.6 a

83.2 a

1391 b

單幹/6株

21.8 a

7.6 a

8.3 a

1.8 b

98.8 a

1097 b

單幹/8株

22.6 a

7.8 a

8.0 a

1.5 b

82.5 a

1065 b

LSD0.05

4.51

0.64

0.78

0.52

30.97

558.13

對照組

20.3 a

7.6 a

8.1 a

2.5 a

79.8 a

1715 a

栽培位置

＊y

n.s.

＊＊

＊＊

n.s.

＊＊

整枝數

n.s.

n.s.

n.s.

＊＊

n.s.

n.s.

下層

單層

x 同欄內相同英文字母表示以Fisher̕s LSD test未達p≦0.05的顯著水準
y ns,*,**, indicated nonsignificant or significant at p=0.05 or 0.0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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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上層

始花日數

始花節位

始果節位

採果數

單果重

總產量

(day)

(node)

(node)

(fruit/plant)

(g)

(g/bag)

7.8ab

7.9b

2.9a

89.2a

2160a

(102.6)

(97.5)

(116.0)

(111.8)

(125.9)

22.3a

8.0a

8.6a

1.8b

86.6a

1299b

(109.9)

(105.3)

(106.2)

(72.0)

(108.5)

(75.7)

20.3b

7.6b

8.1b

2.5a

79.8b

1715a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5b

x

(96.1 )
下層

單層

y

茄科作物立體化栽培

表2、立體式栽培對"銘星"甜椒開花及產量的影響

x、y ：同表1

（果）之方法應從栽培作業予以改善，如栽植袋

驗中也發現，美國加州地區之甜椒生產由每公

間隔排列、栽培床之離地高度加高及下層植株的

頃21,527株增加至81,109株，總產量與可售果比

枝條誘導角度加大等操作技巧，應可減少下層之

率反而提高，且植株之分枝數及果實大小也未受

弱光情形。於表2結果顯示立體栽培對光線利用

種植密度之影響，主要原因係地上部因密植栽培

度之差異，遮蔭使始花日期延遲亦使開花高峰期

之競爭，發育速度減緩，為爭取較多的水份及養

延遲，使下層植株雖進入開花期，但因落花導致

份，致使有較大的地下部分佈。因此建議採行適

始果節位高。下層之單株著果數平均僅1.8個，著

當之密植，建議株距不低於25cm，以提高甜椒的

果率偏低，僅達正常單層栽培之75%，因此產量

生產。

NCHU

明顯下降，但果實大小並未受限，上下二層每袋
產量總計3,499g仍高於一般性栽培約2倍，以經

三、立體栽培對甜椒植株生長之影響

濟產量之觀點來評估甜椒在立體栽培體系之可行

立體栽培技術主要是利用空間之延伸，以

性，雙層栽培在應用上仍具優勢，應有開發之潛

提高土地之利用度，達到增產之目的，最難克服

力。

之問題即為光線之均勻利用，如何將光線有效截
Motsenbocker（1996）曾試驗將甜椒之株距

取，對於增進不同栽培位置之植株光合作用能力

由45cm逐漸調整至7.5cm，結果發現當栽培密度

是相當重要的。栽培者為設法利用光線，調整種

增加時，雖然由於植株間對光線之競爭，使莖徑

植密度、整枝後停心及去葉等園藝操作方法，均

變細，但可以增加早期植株冠層間的葉片光線利

有助於提高品質。

用率，提高光合作用同化物質藉以增加產量，株

本試驗發現立體栽培之甜椒植株在外觀性狀

距加大時，下位葉光合作用率提高，也增加CO 2

之生長表現如葉片數或葉面積等地上部部分，雖

固定率。Boztok et al. (1992）利用增加行株距與

然無法如同一般之單層無土栽培法達到枝葉茂密

調整留果數進行促成栽培，實驗結果對提高溫

之程度，但是果菜類之生產著重經濟部位之產量

室番茄品質與增加早期產量確有助益，且留3果

與品質，試驗結果上層之果實產量2,160 g/bag明

序者在14天內即可採收達90%，有效節省田間生

顯高於單層栽培之1,715 g/bag，增產近25%（表

育期。同樣的結果在Stoffella and Bryan (1988）

2）。此結果說明植株外觀的枝葉茂密不盡然對

及Sanchez et al.（1993）以甜椒為研究材料的試

果實產量有所助益，合理的葉面積與光合產物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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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立體式栽培對"銘星"甜椒生育的影響
葉片
處理

上層

節數

單層

葉面積
鮮重

乾重
2

葉片數

比葉重 z

葉果比

2

(node)

(cm)

(g /plant)

(g/ plant)

(cm )

(piece)

(cm / g)

x

44.7a

61.3b

4.5b

1102b

17.3b

248.3b

6.1b

(98.9)

(67.9)

(70.5)

(70.8)

(51.2)

(102.4)

(55.0)

14.8a

41.8a

81.5ab

4.8b

1467a

21.5b

310.8a

12.3a

(106.0)

(92.6)

(90.4)

(73.8)

(94.3)

(63.5)

(128.2)

(110.8)

14.0a

45.2a

90.2a

6.4a

1556a

33.8a

242.4b

11.1a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3.8a
(98.8)

下層

葉片

株高

y

x

同欄內相同英文字母表示以Fisher’s LSD test未達p≦0.05的顯著水準
各處理與單層之各項甜椒性狀調查值之相對比率。
z
比葉重(SLA)=葉面積/葉片乾物重
y

分配，避免嚴重遮蔭、通風不良所導致之病蟲害

容物並無明顯增加，導致葉片變薄（圖2B）。依

NCHU

等，進而增進產量與品質，應是研究立體栽培之

據表3結果顯示，地上部之葉片數與葉面積均以

主要目的。

單層栽培者最佳，每形成1g之葉乾重需要242.4

植物從苗期就表現對鄰近植株之光型態改

cm 2之葉面積供應，但下層栽培之植株則至少需

變，意即在達到被遮蔭前就開始表現株高、生長

305.6cm2方能合成1g之葉片乾重，顯見下層植株

方向、分枝數及同化物分配等光線誘導型態之變

之淨光合作用能力確實較弱，遮蔭情形較嚴重。

化（Ballare et al., 1995），最明顯的改變即是在

立體栽培之下層位置因遮蔭影響，不僅使植株葉

節間長度與葉柄長度之調整，藉由莖部延長增加

面積變大，且根據比葉面積(SLA，specific leaf

可見光之捕捉率，避免群體競爭。試驗結果顯示

area , cm 2/g) 或稱為比葉重之分析結果，指每形

下層之節間相對生長速率最高（圖2A），葉片

成單位葉重所需之平均葉面積，可視為葉片密度

的伸展程度（包含葉長及葉寬等）亦以下層之生

或葉片相對厚度之測量。下層植株每形成1g乾葉

長速率最大，且葉片含水量高，雖細胞增大但內

重至少需要310.8cm2之葉面積，高於上層之248.3

(A)

(B)

▌圖2、立體式栽培對"銘星"甜椒(A)節間相對生長速率與(B)葉片厚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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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位置

果實大小

N
(%)

P
(%)

K
(%)

Ca
(%)

Mg
(%)

上層

小

2.95 a

0.37 a

3.40 bc

0.05 c

0.18 a

中

1.97 cd

0.25 cd

3.07 cd

0.06 bc

0.13 c

大

1.52 e

0.26 c

2.76 d

0.06 bc

0.12 c

小

2.33 bc

0.38 a

3.74 ab

0.09 b

0.18 a

中

1.93 cde

0.35 a

3.85 a

0.09 bc

0.16 b

大

1.64 de

0.33 ab

3.34 bc

0.15 a

0.15 b

小

2.54 ab

0.27 bc

3.43 abc

0.09 bc

0.16 b

中

1.84 de

0.20 e

3.57 ab

0.09 bc

0.15 b

大

1.56 de

下層

單層

0.20 de

2.80 d

0.08 bc

0.12 c

栽培位置

n.s.

x

＊＊

＊＊

＊＊

＊＊

果實大小

＊＊

＊＊

＊＊

n.s.

＊＊

位置×果實

n.s.

n.s.

n.s.

n.s.

＊＊

x、y ：同表1

茄科作物立體化栽培

表4、立體栽培之甜椒果實大量元素含量之變化

NCHU

表5、立體栽培對甜椒果實品質之影響
栽培
位置
上層
下層
單層
x

硬度

果厚

Vit.C

L值

(newton)

(mm)

(mg/100g F.W.)

2.40a

3.70a

40.50a

1054.4a

1.78a

3.05b

37.67ab

552.0b

2.03a

3.56a

36.52b

696.0b

同欄內相同英文字母表示以Fisher’s LSD test未達p≦0.05的顯著水準

cm 2，顯示下層植株節間長度與葉片之生長速率

充足，葉片蒸散量高)。同時上層植株各時期果

加快、葉片厚度變薄等光型態改變，主要係受

實之鈣含量亦同步降低至0.05-0.06%，雖調查時

到上層栽植袋遮蔭，造成植株相互競爭光線之結

未達到缺鈣之程度，但栽培上仍需注意鈣肥之供

果，因此，如何在植床架與栽植袋排列之配置上

應，以避免發生果實尻腐病。

增加光線穿透率，是未來試驗工作需進一步探討
與改進之重點。

四、立體栽培對甜椒果實品質之影響

此外，立體式袋耕栽培對葉片內無機及有

一般而言，甜椒品質除果實外觀、色澤與果

機成分之運移、合成及利用有所影響如表4，本

重等評估項目外，維他命C含量亦可列為觀察指

試驗葉片大量元素之含量以下層植株葉片高於上

標。本試驗比較立體栽培對果實品質之影響如表

層植株，其中氮、磷含量具顯著差異。值得注意

5，可看出不同栽培位置之果實以下層栽培者硬

的是上層植株之鈣含量低於其他處理，可能與栽

度最差，果肉厚度最薄，上層及單層之間則無顯

培介質引起植株之生理性乾旱有關，因上層植株

著差異，而果實色澤以上層栽培者顏色較濃綠，

葉片之氣孔導度下降，與試驗過程中所觀察到上

下層與單層栽培之對照組無顯著差異，至於維

層栽植袋之表土較為乾燥之情形可能相關(日照

他命C含量以上層栽培者每百克之鮮重含量高達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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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番茄立體栽培

1,054mg，幾乎為下層植株維他命C含量552mg的

養液滴灌栽培，其番茄可生長四個月以上，不影

一倍，也明顯高於單層栽培者，影響果實品質甚

響果實品質及產量(圖3)。

NCHU

為此研發出保麗龍製之立體模組化離地栽培

鉅。

本試驗並調查立體栽培對甜椒果實大量元

裝置及方法之專利(圖4)，於一箱可栽培六株，減

素含量之變化，在三種栽培位置所採樣之不同大

少介質用量、搬運方便、管理科學化，且由於彼

小之果實，在小果均累積較高之氮、磷、鉀及鎂

此獨立，減少病害傳播，使番茄立體化栽培更易

元素，其次依中、大果含量遞減，僅有鈣之分佈

進行。立體栽培系統還可用在番茄與胡瓜、甜瓜

則以中、大果之含量較高，幼果較少。結果顯示

上下二層栽培(圖5)。溫室作物，據估算約30%之

立體式栽培位置對磷、鉀、鈣及鎂等元素之分佈

入射光線會被溫室之結構物所吸收，在不推薦人

有極顯著之差異，倘以果實累積之大量元素來比

工補充光源之情況下，其光照強度幾乎與樹冠表

較立體栽培的影響，則可發現因上層植株接受光

層之淨光合作用能力呈正比，例如番茄在日照時

照較充足，使無機元素迅速同化為有機物，而造

數減少10%時，其產量亦下降10%（Wilson et al.,

成葉片與果實礦物元素濃度降低，栽培於下層之

1992）。因此，於設施內生產甜椒、番茄或胡瓜

植株其果實所含之大量元素高於上層栽培者。因

等作物，必要的整枝以達到對光線之最佳利用與

此，吾人在採取立體式栽培時，對於養分之供給

提高生產效能，是規劃栽培不可忽略之要件。

應隨時參考調整，避免營養過度或缺乏，以維持
果實品質一致。

五、進行立體栽培之生產體系

10

六、結論
甜椒及番茄立體式袋耕栽培對增加產量具有
促進效果，且對果實品質無顯著性影響，理論上

設施內進行立體栽培，為便於操作介質可裝

具推廣之實用性。但立體栽培對下層植株所產生

填於袋、籃、箱之容器，故根系可生長之容積對

之遮蔭現象，在植物生理方面如葉片光合作用速

植株生長勢必有影響，唯其會因作物而異。對於

率及氣孔導度下降，可溶性糖類增加，減少澱粉

番茄根系而言，於金三角蔬果運銷合作社將番茄

累積等現象確實影響下層果實之採果數與產量，

栽培於如栽培菇類之太空包大小之塑膠袋內，以

為改善應用，除於栽培養液濃度與灌溉週期之調

興大農業第85 期

茄科作物立體化栽培

NCHU
▌圖4、立體模組化離地栽培裝置(專利)

(1)
▌圖5、番茄與胡瓜立體栽培

(2)

(1)下層胡瓜於幼苗期、(2)下層胡瓜於結果期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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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避免營養缺乏及栽培介質之波動性水份逆境

per square meter on yield in glasshouse

外，建議上下層可採取不同栽培密度，以提高品

tomato. Acta Hort. 303: 85-89.

質，上層定植株數4-6株，採行單幹整枝以促進

Mostenbocker, C. E. 1996. In-row plant spacing

單果重量，雙幹整枝則促進產量，下層定植株數

affects growth and yield of pepperoncini

4株，最多不超過6株，以單幹整枝為佳，以維

pepper. HortScience 31(2): 198-200.

護整體產量與果實品質。另為增加下層透光率，

Sanchez, V. M., F. J. Sundstrom, and S. Lang.

可改善栽培作業以減少植株落花（果），如補充

1993. Plant size influences bell pepper seed

溫室內之光照與日照時數、增加CO 2濃度以提升

quality and yield. HortScience 28(8): 809-811.

光合作用效率、栽植袋間隔排列以增加光照、加

Stoffella, P. J. and H. H. Bryan. 1988. Plant

高栽培床之離地高度及調整下層植株的枝條誘導

population influences growth and yields of bell

角度等園藝操作方法，除了維持單位產量之效益

pepper. J. Amer. Soc. Hort. Sci. 113(6): 835-

外，亦可減緩下層之弱光情形。目前LED燈已被

839.

運用於蔬菜生產上，對於果菜立體栽培之補光條

Wilson, J. W., D. W. Hand, and M. A. Hannah.

件有待試驗進一步研究，並推薦最適合之栽培模

1992. Light interception and photosynthetic

式。

efficiency in some glasshouse crops. J. Exp.

NCHU
Bot. 43(248): 36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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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合理及安全施用技術
蔣永正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組長

前言
農藥施用的目的為降低病蟲草等害物在農作

護。施用農藥與其他田間操作不同，不當使用下

生產過程中的危害程度，以維繫作物產量及品質

對作物生育造成的影響，往往因為在短時間內不

的穩定。根據以往調查結果顯示，大約有600種

會立即表現出來，因而錯失彌補時機。

的昆蟲、1800種的雜草及為數眾多的病原菌與線

影響田區施藥效果之決定因素，包括單位面

蟲等，在農業生產上造成作物生育的可能威脅，

積之有效劑量、藥劑分布的均勻程度、以及藥液

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加及產品價格的上揚。化學藥

粒徑大小在目標作物或田區沈積之適合性。農藥

劑的使用為目前植物保護措施上的普遍方式，臺

類別、作物種類及生育期、施用器械的規格、氣

灣每年施用的成品農藥有數十萬噸，單以除草劑

候變化及施藥區之特性，則為實際施用時影響藥

有效成分估算所使用的面積即高達280萬公頃。

效的關鍵因子。

農藥施用的效果與藥劑的用量有關，藥量過高

一、農藥類別：包括藥劑特性、劑型及毒性。

NCHU

會增加水、土等環境的污染、農產品中農藥的殘

以除草劑為例，選擇性與非選擇性、接觸性

留、作物的藥害、以及人身安全等風險；藥量不

與系統性、土壤中之殘效性、萌前與萌後等施用

足則無法有效控制害物的發生量，甚至可能促使

時期及抗藥性等，為影響施用效果之重要特性。

抗藥性的加速產生。使用化學防治確實會助長農

揮發性強的劑型在噴施時易於飄散，如

業經濟的顯著成長，但濫用農藥導致環境生態的

2,4-D等苯氧羧酸類除草劑被加工成酯、酸、鹽

直接或間接的各種損失，則遠遠超過此數值。農

等不同劑型時，酯類的揮發性較鹽類強，容易受

藥施用以最低有效藥量，達到最大防治效果及人

到氣候因子的影響引起藥害，鹽類中的除草活性

身與環境的最高安全為原則，即朝向提升藥劑在

為胺鹽>銨鹽>鈉鹽，一般低鏈酯劑型具有較強的

目標物上的沈積率、降低在非目標物或區域的分

揮發性。

布量，以精準及高效的施用技術為目標。

影響施藥效果的因子

高毒性農藥的濫用，導致殺蟲劑或殺菌劑成
為所謂的殺生劑，在農業生態環境中，不論是害
蟲、益蟲或天敵均一網打盡。天敵的消失有可能

農藥施用分為噴施(液劑、乳劑及可濕性粉

造成日後蟲害更大規模的蔓延與猖獗。此外非選

劑)及撒施(粒劑及片劑)等不同方式，選用適當的

擇性除草劑的過度使用，導致野生植物的種類及

施用機具，有利於掌控噴撒過程中的藥量，同時

數量遽減。長期下來兩者對生物多樣性都造成顯

降低藥劑的飄散程度，不僅得到安全有效的田間

著的影響。

防治效果，同時也有利於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維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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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物種類及生育期
萌後噴施之農藥對植物覆蓋的均勻程度會受

散；但大霧滴的分佈效率也將下降，這樣也就降
低了非系統性農藥的效果。

株形的高矮及大小等形態差異所影響，一般噴施

由於霧滴可能被風吹到處理地區以外、沉積

於水稻、蔬菜等低矮作物或雜草的稀釋水量與高

到鄰近敏感作物上或者污染附近水源，因此，噴

大之果樹有明顯差別，在考量有效施用濃度的因

霧時也必須考慮風向。通常認為1~2 公尺/秒的風

素下，須先針對噴施作物量測適當之水量，作為

速最適合液壓式噴頭作業。小於150 μm的藥液

調配有效劑量的依據。

粒子會受風速的影響而發生飄散現象。飄散的總

不同種類或生育期之作物對同類型藥劑的吸

體積百分比，會隨風速增加成直線或平方關係的

收、傳導及代謝作用可能不盡一致，因而造成敏

提高。風向則主要是對位於順風下方之敏感作物

感性的差異。如葉表面茸毛或角質層等構造會影

影響較大。
溫度及相對濕度會同時影響藥滴的蒸發速

響藥劑的滯留與吸收，解毒機制的發育不完全則
有引起藥害的風險。

率，而改變其體積與重量，使其停留在空氣中的

三、施用器械

時間更長也飄散的更遠。溫度還會加速藥劑的揮

適當的施藥器械可使藥劑能夠經濟有效的抵

發，引起揮發性的飄散。另外溫度也會影響氣流

達目標害物上，因而提高病蟲草害的防治率。器

及大氣的穩定情形，清晨太陽初昇，照到陽光的

械的選擇視實際的防治措施而定，噴施時用為藥

上層空氣較為暖和，下層溫度較低的空氣會形成

劑稀釋的水量，則與藥液在目標害物上的適當劑

支撐網籃，此時噴藥會使懸浮在冷空氣層的藥液

量及均勻分布密切有關。

粒子，只能向旁邊移動至遠處，當遇到下降氣流

NCHU

藥液覆蓋密度與防治效果密切有關，一般在

一定數值範圍內，霧粒細則覆蓋密度高，防治效

能引起藥害。

果較佳，同時小霧粒還具有穿透性佳和沉積率高

五、施藥區特性

的特點。當霧粒噴入植叢中，大霧粒只是直接撞

噴施區位置如空曠或有圍籬之田區，氣流行

擊在莖葉的上表面，小霧粒還能隨著氣流繞過莖

進的方向及不同粒徑藥滴沉降的比例會有差別，

葉正面，附著於背面，且大霧粒容易在植株表面

所可能引起的飄散性危害潛力因而不同。此外噴

發生彈跳跌落現象，小霧粒則不易彈跳沉積率較

施區作物的高度及密度亦會改變植冠上方風速和

高。實際使用中，粒徑在250 μm以上的液滴，

氣流的分佈，進而影響藥液粒子掉落及穿透的程

適用於田區除草劑之噴施，所產生的大霧粒會在

度。

限定的範圍內沉積分布，不致造成非目標區敏感
作物的藥害。
四、氣候變化

14

時即向下沉降，此時若掉在敏感作物表面則有可

農藥的混合施用
一般田間慣行的管理措施，不論是施肥、病

農藥噴霧的沉積效率顯著地受到當地作物上

蟲草防治，或作物生育的調控，通常都具有延續

空氣象條件的影響。風速、風向、溫度、相對濕

性及重疊性。往往同一時間內針對不同的目的，

度、降雨頻率都影響著噴霧霧滴的沉積。

需要使用數種功能不一的化學藥劑，基於省工及

噴霧霧滴的運動距離取決於霧滴下降的初始

掌握控制時效的原則，混合施用農藥遂成為現代

速度、噴霧高度以及風速。霧滴越大，受風的影

化，尤其是大面積農場經營之用藥趨勢。農用藥

響就越小，下降速度就越快，這樣就可以減少飄

劑除包括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及殺蟎劑等

興大農業第85 期

象。
通常協力效應多與植體對藥劑的吸收量增加

長調節劑，不同類別之藥劑在物化性及生物活性
上的表現有明顯差異。

有關。如除草劑與細胞分裂型生長調節劑混合施

一、農藥混合施用對植物的毒性作用

用時，因為吸收和傳導的促進，導致藥劑的生物

混合劑在上市前如同單劑，大都進行過室內

活性提高。有些協力效應則發生在作物特定的生

及田間的生物活性測試，有關敏感作物的種類與

育期。有機磷及氨基甲酸鹽類殺蟲劑，在細胞內

生育時期，也有部分記錄可供依循及參考。不同

會干擾醯胺類除草劑(如除草寧)之解毒作用，導

藥劑的單獨連續施用，造成作物的生育抑制，則

致稻株發生藥害。具類似防治效果之藥劑混用，

多為間接的；如某些殺菌劑施用後，可能造成土

對藥效佳之高價位藥劑有降低用量的作用，達到

壤微生物相的改變，因而影響後續土壤施用型除

節省成本之經濟效益，可說是混合藥劑的一大利

草劑的分解速率及殘留活性，增加後作發生藥害

用。

的機率，但實際發生的案例則不多見。田間立即

二、農藥混合施用應注意事項

混合的噴藥方式，則為任意的藥劑組合在一起，

農藥合理及安全施用技術

防治害物之藥劑外，還有調節作物生育的植物生

1. 遵循正確的藥劑混合順序及判斷準則

有可能在藥液中、植體表面、組織或細胞中、

農藥田間立即混合施用引起作物發生藥害的

甚至土壤內，藥劑彼此間發生物化或生物性的交

首要原因，為藥劑間物化性的不相容，造成噴施

互作用，直接或間接影響藥劑生物活性的整體表

不均勻的結果。一般依劑型混合加入的順序為肥

現。由於牽涉到的因子多且複雜，在超出預期的

料溶液、可濕性粉劑、水懸劑、溶液、展著劑、

反應結果時，即可能引起藥害。因此混合農藥引

乳劑，但各單一成份仍以先加水稀釋再行混合為

起藥害的主要原因，可從物化性及生物性兩方面

宜。尤其是可濕性粉劑在混合前，應先以少量水

探討。

徹底溶解，以免溶解不完全造成田區局部位置的

NCHU

1. 物化性不相容

施藥量過高。乳劑及可濕性粉劑混合後，若靜置

當不同藥劑混合後，在溶液中會產生絮聚、

過久，則會發生藥劑與水分離的現象，即使在連

沉澱、結晶、分層及濃濁的現象，即為物化的不

續噴施過程中，亦須防止藥液分離，以免造成田

相容性。主要和藥劑間的溶解度、離子電荷性及

區局部作物的藥害。部分混合劑在連續攪動下才

錯化合物的形成有關。物化上的不相容會導致藥

可維持互容的情形，表示田間噴施應維持在持續

液的噴施不均勻，不易精確掌控噴施的藥量，及

攪拌的狀態。此外混合時應避免藥液中含太多空

藥液在細胞表面吸附及滲透的作用。

氣所形成之氣泡，因為氣泡亦會造成噴施不均勻

2. 生物性不相容
兩種或兩種以上農藥混合施用時，通常可能

的現象。
2. 確實了解各單一成份之生物活性

發生之效應包括(a)協力效應(synergistic effect)，

成品農藥混合使用，不論是主成份或添加

即混施效果大於各單劑使用之加成效果，藥劑

劑，在物化及生物活性間的交互作用，都會影響

間發生藥效促進的現象；(b)加成效應(additive

到原有單劑的活性。此外施藥時日照及溫度等氣

effect)，即混施效果等於各單劑使用效果之總

候環境，也會改變作物對藥劑的吸收、傳導及代

和，藥劑混合後並不影響個別藥效的表現；(c)拮

謝等作用。混合農藥要達到擴大害物防治範圍，

抗效應(antagonistic effect)，即混施效果小於各

且不會引起作物藥害，除物化相容性外，尚須注

單劑使用之加成效果，藥劑間發生藥效降低的現

意作物生育期、藥劑作用機制、劑型中不同添加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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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對混合農藥生物活性的影響。成品殺蟲劑的乳
劑或分散劑中，所含的油劑、有機溶劑、乳化劑
和濕著劑，會促進植物對除草劑的吸收，因此兩
者混合噴施會減少除草劑的選擇性，提高藥害發
生的可能性，因此一般除草劑應避免與他種農藥
混合使用。
3. 精確掌握噴藥量
一般殺蟲劑和殺菌劑等目標害物非為植物，
因此要達到引起藥害的劑量，通常要高出推薦劑
量數倍，或在作物敏感生育期施用，才有可能引
起作物生育的顯著異常。但在除草劑的利用上，
主要是根據其對作物與雜草間選擇性的差異，因
此劑量的掌握十分重要。除草劑的選擇性通常是
以選擇指數(selectivity index; S)為標準，選擇指

施藥操作應注意事項
農藥的使用對施用者、其它生物和環境都可
能帶來風險。一般農藥在上市前，多已通過物化
規格檢驗、毒理資料審查、藥效及藥害試驗與殘
留量測定等嚴格篩選，因此依據標籤上與藥劑使
用的相關技術與注意事項等說明，施用於登記之
作物範圍，為提高使用的安全性及防治效果所必
須遵循的首要條件。
一、安全性：農藥操作人員必須以維護安全作為
施用時的最重要考量。
1.操作人員的健康監測：
包括健康記錄和醫療檢查。選用農藥的毒性
程度及接觸時間的長短，為健康監測所應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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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抑制作物生長達10%之劑量(ID10)，與達到

90%雜草防治劑量(ED90)之比值；即S=ID10(作

物)／ED90(雜草)(作物生長抑制率及雜草防治
率，在不同作物與藥劑種類，容許某種程度的變
異範圍)。選擇指數值愈大時，除草劑對作物與

雜草間的選擇性差異愈大，除草效果愈佳，引起
藥害的可能性則愈小。

農藥混合噴施有其經濟及環境上的需求；如

減少田間管理的操作次數，避免作物及土壤受到
過多的機械傷害，延長噴藥器械的壽命，甚至不
同類型的農藥混合施用，還具有預防田間害物相
發生明顯變化的生態意義。但混合藥劑間物化的
不相容性，會降低噴液的品質，引起局部田區因
藥液濃度過高，或分散不均勻的現象。因此在計
劃農藥混合噴施作業之前，應先確立防治的標的
害物，並針對作物生育特性，選擇有效且劑型適
合之農藥，除藥劑間物化相容性的測試外，並依
循正確的混合步驟，配合氣候等環境因子做適量
的噴施。隨意改變農藥登記施用的方法或任意混
合噴施，都是造成浪費藥劑、污染環境、甚至引
起作物藥害的主因。

監測技術和頻率的決定因子。
2.農藥的運輸和貯存：

農藥從生產工廠運入倉庫或從倉庫運到田

間，都需要配備載明緊急處理措施的運輸應急
卡。同時在運輸過程中，必須檢查農藥容器和包
裝是否滲漏、損壞，標籤也必須保持清晰。農藥
的正確貯存為提供最大貨架壽命，降低著火和滲
漏風險等安全環境的重要措施。
3.農藥的取用和藥液的配製：
農藥量取和灌注時，操作人員接觸的風險最
高，必須穿戴合適的防護裝備。配置時，於藥桶
中應先加入清水，再依照標籤的說明加入適量的
農藥。某些毒性較大的農藥，使用密閉的加藥系
統，會減少對操作者和環境的污染。一旦發生藥
液外溢時，必須快速採取緊急措施。
4.農藥容器的處理：
農藥空容器的回收利用系統，可以解決空罐
的清洗和處置問題，回收後也可以重新利用。採
用深埋的處理方法，則需考量深埋地點必須遠離
水源。只使用了部分農藥的包裝容器必須重新封
口，帶回貯藏庫貯存。
5.意外事故的處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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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的農藥可能引起火災、人員受傷、或環境污

移，噴灑除草劑的則較大，在限定的幅寬內沉積
分布。

染等問題。當意外事故發生時，必須儘快通知相

行走速度、噴幅寬度及藥液流量為噴霧校

關部門，及詳細記錄有關農藥洩漏和採取的補救

準的主要項目。以通過已知距離內的行走時間計

措施。

算行走速度，測試地點最好與施藥區地面狀況相
似，測試需要重複三次。噴幅寬度係指噴嘴或者

6.個人防護：
農藥進入人體的主要途徑有(1) 意外口服；

整個噴桿噴霧時覆蓋的有效寬度。以噴桿噴上噴

(2) 皮膚接觸；(3) 吸入細小的農藥顆粒或液滴，

頭的數量乘以噴頭的間距，即可計算噴幅寬度。

其中皮膚接觸是農藥進入人體最常見的途徑。個

噴嘴在既定壓力下的噴霧量可以從噴嘴生產

人防護裝備一旦受損，必須立即更換受損部分。

廠商的說明書中得到。當實際測量噴頭噴量時，

如呼吸器必須經常性的定期檢查，根據生產廠商

建議至少在每節噴桿上挑選一個噴嘴進行測量，

的建議更換濾毒罐。使用後也必須徹底清洗及晾

並計算其平均值。當噴嘴的噴量在一定壓力下與

乾，並貯藏在通風良好的處所。

規格書中的噴量相比增大5%、或者同一噴桿上

二、施藥作業：

噴嘴噴量的差異超過10%時，就需要更換新的噴

NCHU

農藥在施用前應先確認害物的種類，以選擇

嘴。果樹噴霧雖沿用升/公頃之單位施藥量，但對

適當的防治藥劑及施用方法，並針對施藥區計算

於高大果樹/果園之噴霧，若根據果樹冠層體積

用藥量及用水量，使用合適的器械以達到均勻分

的增加來調整施藥量，可有效提高果樹的噴霧效

布的防治效果。

率。

1. 藥劑類別

農藥合理及安全施用技術

農藥在運輸或取用配製過程中如發生洩漏，

選擇與環境相容的高效、低毒及低殘留農

藥。目前絕大多數農藥是人工合成的化學物，在

其他有關輸液管是否滲漏，管路彎曲點的耐

壓性，濾網網眼尺寸的適合性，以及安裝防滴閥
膜片等機具性能的檢查均屬畢藥性工作。

環境中往往不易完全分解而造成污染。與環境相

噴霧作業結束後，噴霧機具的內部和外表

容的農藥，在一定期間內發揮控制目標害物的藥

面都應徹底清洗，包括藥液箱的內部和外表、整

效後，即降解為對環境無害的物質而融入到大自

個輸液系統的所有管道和軟管，以採用“少量多

然中。

次”的方式為佳。機具存放前應保持乾燥，勿直

此外長期連續使用單一藥劑，易造成害物抗
藥性的發生，反而增加施藥次數和提高施藥量，
形成了惡性循環。應依照產品標籤指示用藥，勿
輕易更改施藥方式和施藥劑量。
2. 施藥器械

接照射到太陽。
3. 施藥技術
掌握精準的施用劑量可提升農藥的有效利
用率。一般農藥噴施的有效率大約只有20～30%
（先進國家可達60～70%），在大量浪費了農藥

多數農藥製劑可以水溶液或水懸浮液的形

的同時，還造成了農業生態環境的嚴重污染。同

式通過液壓式噴霧。不經稀釋直接進行超低容量

時這些農藥在植物上的分佈也是極端不均勻的，

噴霧(ULV)或者用水稀釋進行低容量(VLV)噴霧

而真正擊中目標害物的比例更低，大部分的藥液

時，就需要特殊的施藥機具。噴霧機在不同轉速

都飛散到環境中或被作物所吸收。

產生的霧滴大小不同，用來噴施殺蟲劑和殺菌劑

農民在防病治蟲方面一直習慣以高水量藥液

的霧滴較小，從噴霧點順著風的方向向下風處飄

的噴施方式，將植株達到完全淋濕的狀態，大量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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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滴在葉面上積聚成細流，並沿著葉緣流滴到

（用藥前的健康記錄）的專門檔案。記錄操作者

農田中，不僅防治效果不佳，而且浪費的大量農

與農藥接觸時間的長短，操作者與農藥初次接觸

藥也污染了環境。

的日期，以及醫務人員完成監測任務所提出的所

施藥最佳時間是由作物、害蟲、雜草和病害
的生長發育階段所決定的。農藥標籤上都會標明
施藥時間，但通常是指在害蟲危害早期或發病初
期施藥，因此可以使用標籤上標注的較低農藥劑

確實記錄。
4. 個人防護裝備：
防護裝備在穿戴或碰撞中出現損壞，就不能
保證全面的防護效果，因此必須要進行經常性的

量。
施藥時間還受氣象條件的影響，因為氣象因

檢查。特殊的防護設備，如防毒面具，必須依據

素可能引起噴霧藥滴的物理飄散和揮發損失，溫

生產廠商的建議進行檢查。損壞的地方必須要詳

度、相對濕度、風向和風速，再加上降雨的可能

細記錄，在下一次使用前修補完整。

性都有可能影響噴霧的沉積效率。

5. 意外事故發生時的聯繫方式：
面對意外情況發生時，應該具備一份當地緊

4. 預先警示
施藥前，必須確實通知鄰近種植敏感作物的

急情況聯繫名單，這份名單應該包括瞭解毒物污

農戶，以及附近的養蜂業者。標籤上出示的預警

染相關資訊的適當醫療部門。緊急聯繫的第一步

訊息應確實閱讀。噴霧作業結束後，應立即在處

應該是掌握最新的農藥產品資訊，和緊急救護措

理區周圍豎立警示標誌。警示內容應包括進行過

施的當地農藥生產或銷售廠商。

NCHU

的處理，及可重入此區的建議時間。
三、用藥紀錄：

詳細的用藥紀錄有助於農藥的庫存管理，同
時可以作為農藥有效性及安全性判定的參考。
1. 田間噴藥：

結語

施藥技術應朝向(1)發展低量噴霧技術，提

升農藥的有效利用率，降低農藥對環境的污染；
(2)加強對生物農藥及其施藥機具、施藥方法的研

一個準確完整的檔案記錄系統必須包括所有

發；(3)在防治病蟲害的同時，要研究如何有效的

相關的資訊：農田位置、操作者姓名、作物及生

保護天敵，充分利用天敵對害蟲的限制作用；(4)

長階段、目標有害生物以及生長發育階段、農藥

在施藥過程中，不應只求防治效果提升等目標邁

使用日期和時間、使用的農藥的種類及劑量、用

進。根據相關資料報導，防治效果從80%提升到

水量、農藥使用的總量、不噴霧緩衝區的資料、

95%，農藥的用量將提高一倍以上。因為害蟲種

鄰近作物、桶混資料、展著劑的使用、噴霧過程

群在植株上的棲息部位不同、大小程度不同、抗

中和噴霧後的氣象條件、採用的個人防護設備、

藥性不同所致。足量的農藥可以殺死大部分的害

操作者在藥液層中曝露的時間、解決問題/錯誤的

蟲，但要全部殺滅殘存難以殺滅的害蟲，則需大

措施。

大增加藥量或藥液濃度，勢必造成環境的污染、

2. 機具的維修保養：
噴施技術的改變、噴頭的更換以及噴霧壓力
的改變等，都必須記錄以備將來參考。
3. 操作人員健康監測：
需要建立包括操作者姓名、健康詳細狀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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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農藥殘留量的增加及防治成本的提高。農
藥的種類很多，使用的作物範圍也不一樣，首先
要確定作物的種類、生育期和病、蟲、草害的種
類、危害程度，選擇適合的防治方法，配合物
理、栽培、生物的方法來控制害物，並減少化學

農藥合理及安全施用技術

藥劑的用量。此外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則是注
意人畜的安全，尤其在藥液配置、量取時，個人
的防護裝備更應予加強。

NCHU

▌農藥劑型改變引起稻株矮化藥害。

▌藥劑混合噴施不均勻引
起稻株黃化藥害。

▌農藥噴施飄散引起之秧苗黃化藥害。
興大農業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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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農民經營者標竿專欄~張芳銘
文／圖 林文集
大悟！為什麼時下年輕人不願返鄉務農，以上班
族來說：不需投資任何金錢，只要努力工作，每
個月就有固定薪水可領，不怕颳風、也不擔心下
雨，遇颱風還有颱風假，農夫則是擔心害怕。
作為家中的長子和孩子的爸爸，是漂鳥、也
是菜鳥，既然選擇了這條路，也只有努力往前不
斷學習，連媽媽都一起到中興大學聽蔡老師上番
茄課。有付出就有收穫但是很難事先知道，因為
克服了天候，也還要看當時市場價格與顧客接受

NCHU

69年次的張芳銘20歲先去當兵！退伍考上

崑山科技大學資管系，畢業後先在南科工作了三
年多，結婚生了小孩，媽媽幫忙帶小孩，爸爸務
農種稻、98年父親過逝後留下了一甲多的農地！
對於農業完全空白的他，99年決定返鄉務農，一

來可以陪伴接手務農的老媽，二來老婆小孩全家
人可以住在一起，從沒務農經驗，單純的想要靠
農業撐起一個家庭只能說是勇氣可佳，嘉義因為
冬天日照足、溫差大，對小蕃茄來說得天獨厚，
因此回家務農種就是聖運、金滿堂品系的小蕃
茄，第一次種在露天田，加上100年天候異常雨
水特多，又遇到台塑工廠大火的煙塵，番茄園可
說是灰頭土臉，番茄沒紅，阿銘的臉就綠了，一

季辛苦收成不到一萬元，加上媽媽種稻子的7分
地一期約15萬，只能用很慘來形容。還好加入產
銷班，認識了一樣是年輕農民，卻拿過美濃瓜比
賽冠軍的王大權，也在他的引薦下到中興大學農
民講堂上課、有了學習課程和同業指導，待過高
科技公司，知道除了知識、經驗，對精緻農業來
說：設備和技術是競爭力的關鍵，如果要繼續往
安全高品質小蕃茄的目標邁進，就要先花錢投資
搭建溫室、設施加上種苖，肥料，這下他才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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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01年溫室裡的小番茄長的還不錯，透過宅
配與好友的幫忙介紹推銷，有了小小的成就感！
今年第三次種小番茄，因為種苗慢了一個多月，
要等產季結束、才知道辛苦的代價為何？蔡芳銘
說：農業的奧祕沒有十年功夫，是看不透的，很
佩服原本待工廠的媽媽早他2年回來種稻，三代
在稻與小番茄的植物公司，收入還不足以還本，
一家人聚在一起全年不用打卡，就用這種快樂的
生活當作最好的收穫。

農業推廣中心工作成果

稿 約
■ 本刊以推廣中興大學農資學院研究成果及農業先進相關新知，傳播農業知識，
俾助農業發展為宗旨。
■ 主要閱讀對象：農業相關單位之工作人員、農民及對農業有興趣之民眾。
■ 主要邀稿對象：興大農資學院教師與各農業研究單位學者專家。
■ 文稿性質：本刊為推廣性、科普性刊物，以實用及平易之說明式文章配合實際
圖片為主，請儘量避免深澀專門用詞。引用文獻請務必載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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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長：以三千字到五千字（約4～5個印刷頁）為原則。
■ 稿酬：每千字650元，因經費有限，稿酬最高5,000元／篇。
■ 文章內容由作者自行負責，譯稿請先行徵得作者與原出版單位同意並註明出處
(請註明：本文翻譯自○○○期刊○卷○期○○頁，年○月○日出版，並經徵
得作者與原出版單位同意)。請勿一稿兩投。除錯別字外，本刊對來稿原則上
不作任何刪改，若有修改必先徵詢作者同意。排版後送請作者校對。

■ 來稿請寄台中市國光路250號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王俊雄先生收。

日期 : 102 年 11 月 17 日 時間 : □上午 □下午 ■全日 地點 : 民雄
說明 : 番茄嫁接茄子為負砧，養份及水份供輸不足。

■ 若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電：王俊雄研究員04-22870551或校內分機400＃35，
email：jiwang@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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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業推廣中心
校

長／李德財

院

長／陳樹群

主

任／齊心

主

編／王俊雄

地

址／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
設計印刷／財政部印刷廠

日期 : 10
日
102
02
2 年 11
1 月 17
17 日 時間
間:□
□上午
上午 □下午 ■全日 地點 : 民雄
說明 : 導管褐化為負砧現象。

地

址／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88號

電

話／04-24953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