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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簡介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創會於 1979年，由前台大農化學系陳玉麟教授當年在各方奔走下，

以『雜草科學之研究、雜草防除方法之改進及雜草之應用與開發』為宗旨，邀集產官學相關

各界成立，至今已 26年。會員分團體與個人，團體會員以二十五家農化工公司為主，而各

人會員約 250 人則散見各單位與民間。 

本學會每年舉辦大會與論文發表會一次，間或舉辦各項學術與觀摩活動。學會從 1980

年即開始出版學術會刊，每年兩期。簡訊自 1994年開始發行紙版，2001年開始轉為電子版，

不定期刊登於學會網站。學會網站創設於 2001年，除了刊登簡訊與會刊之外，也不定期提

供相關資訊。 

本學會鑒於農業環境的變遷，過去視為寇讎的雜草，在有機農業、生態農業、以及觀賞

或藥草利用等方面，都已逐漸受到重視，因此目前「本學會以莠草科學之研究、莠草防除方

法之改進及各類雜草之應用與開發為宗旨」，亦即雜草管理分為雜草防除以及雜草利用兩大

方向，希望能對農業提供更進一步的貢獻，也盼望有志之士加入本會，共同奮鬥。 

 

理事長   郭華仁     2006-08-11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網址 

http://wssroc.agro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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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雜草對於一般人而言，是相當沒意義甚至是不起眼的；而農夫也都不太喜歡雜草叢生的景象。 

一位從事有機耕種的朋友曾經有次好不容易培養許久的田間野草，竟然被隔壁田厝邊的農夫

噴了殺草劑，而且還附上一張字條「你太忙了，我幫你噴藥了」。 

「雜草」──太簡單了！有很多田間或野生的雜草都是相當珍貴的藥草或相當可口的食

材，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就是看到應該是資源但卻被浪費，因此成立「南島採集館」，將採

集回來的野菜做成水餃，並發展成為套餐。 

其實雜草並不是那麼沒用處，只是不為人知與不為人所用。在有機農業的田間管理就非

常重視田間的草生栽培，因為草生栽培可以使土壤得到應有的溫度及濕度，而且是構成重要

的地被植物生態系的一環，使其中蘊藏豐富的生物相，這些生物相是過去較少為農夫所重

視。事實上，這些看不見的微生物和昆蟲，如果應用得宜將是農夫的好幫手，但如果管理不

當則成為田間的禍害。所以該如何管理和善待這些彌足珍貴但不為人知的無名英雄──雜

草，是這場研習會的主要目的。 

研習會中除了讓大家認識雜草外，我們也將介紹台東的名產「釋迦」。現在也有朋友從

事有機釋迦的栽培，歡迎來台東作客並認識「有機釋迦」的草生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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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協辦單位 
台大農藝系、綠色陣線協會、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秋圃文

教基金會、台東區農業改良場 

研習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八月十一日(星期五) 

研習地點 南島採集會館（台東縣卑南鄉） 

採集館地址 台東縣卑南鄉賓朗路 286 號 

採集館電話 089-237175 會場傳真 089-231327 

採集館 E-mail service@nature-an.com.tw 

參加對象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學員、雜草學會會員、花東地區的有機農業生產

者、及其它對有機農業、草生栽培與管理相關的學者、專家。 

研習費用 
活動當天，主辦單位將會免費提供講義教材、及中餐和至田間參觀的

交通。但遠地朋友的交通和住宿則請自理。 

預計名額 50 名，以報名為主。 

報名方式 

 

1. 綠色陣線協會（http://www.gff.org.tw） 

地址：台北市信義路三段 147 巷 36弄 22 號 

電話：02-27080961  傳真：02-27080962、02-27073369 

Email：gffront@gmail.com  

2.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 

地址：台東縣卑南鄉賓朗路 286 號 

電話：089-237175   傳真：089-231327 

Email： service@nature-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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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議程】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10:00~10:10 報到 

10:10~10:20 研習會介紹 郭華仁教授 

主持人：劉教授炯錫 

10:20~11:20 釋迦園草生栽培觀摩 王旭朗先生 

11:20~12:00 討論 劉炯錫教授 

12:00~13:00 午餐 

主持人：吳執行長東傑 

13:00~14:30 果園草生栽培的雜草管理與應用 蔣永正博士（藥毒所） 

14:30~14:50 休息 

14:50~16:20 草生栽培與生物防治 謝進來博士（台東農改場）

16:20~17:40 綜合討論 郭華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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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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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草生栽培的雜草管理與應用 

 
蔣永正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電話：04-23302101轉 605 
E-mail: cyj@tactri.gov.tw 

 
前言 

農田雜草的發生對栽培作物的影響，分為競爭及非競爭性危害兩種，吸收養分、水分、

遮蔽光線、佔據空間，造成作物產量及品質的損失，屬於競爭性危害。以往研究顯示，雜草

在台灣引起作物的減產多在 10%以上。非競爭性危害包括分泌剋他化合物、增加病蟲危害、

干擾田間作業及採收後處理、導致人畜中毒、影響景觀等。許多害蟲均以雜草為中間寄主，

可隨時侵入作物田增加蟲害管理的困難。高速公路每年用於清除雜草的經費即超過仟萬台

幣，各地區每年用於防除小花蔓澤蘭之人力及費用也頗為可觀。雜草非競爭性危害的層面很

廣，造成的影響雖大，卻不易具體估計。台灣每年直接或間接投入之除草花費高達百億金額，

因此雜草的防除確為不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果園雜草的防除方法，包括人工或機械刈草、覆蓋塑膠布或稻殼、使用除草劑、及施行

草生栽培。除草劑因為具有速效省工的優點，因此在農田雜草管理上使用極為普遍，但在多

年生之果樹園區內，卻需經常性的施用才能達到完全控制的效果，長期重覆的使用除草劑，

對土壤環境、雜草抗藥性、及施用人的安全性，均有可能引起某種程度的隱憂。此外一般果

園的栽植面積遠較其他作物明顯廣闊，栽培期間若僅使用單一種之雜草防除方式，如人工、

機械刈草、覆蓋塑膠布等，往往需投入極高的成本費用，也不易達到預期的效果。針對坡地

及高山果園的雜草管理，尚須顧及裸露之土表在豪雨沖刷下，導致表土嚴重流失等水土保持

問題。因此改變以往除草務盡的手段，取而代之為利用雜草的觀念，並配合適當的管理策略，

即落實為草生栽培的最終理念。 

果園雜草對果樹生育之影響 

一般雜草發生的種類及數量，與作物生長週期、株型、土壤性質、氣候及田區管理方式

有關。果樹屬多年生長樹齡作物，每年雖定期進行施肥、灌溉、病蟲害防治及整枝疏果等園

區作業，但相較於其他短期作物的管理程度仍屬粗放，同時台灣果樹的栽培區域分布在平

地、坡地及高海拔山地，由於氣候及地勢差異極大，果園雜草發生的種類及數量頗多，其中

不乏多年生雜草。果樹生育初期因枝葉及群落尚未形成覆蓋，雜草滋生快速，與幼齡期及成

樹期之果樹競爭資源，因此果園雜草的管理為作物生產體系中的重要一環。 

一、果園雜草發生種類及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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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中春、夏兩季由於雨水多，氣溫高，為果園雜草發生的高峰期，若未盡速防治，

雜草生育快速易形成群落。秋季雜草發生相對減少，但水分充足時，仍會不斷萌發新的植株。

一般秋季多為株形高大之成齡雜草，田面幾乎完全被覆蓋，以根、莖繁殖的多年生雜草發生

特別嚴重，對果樹的生長和養分吸收有明顯影響，因此及時除草才能發揮效果，和減少雜草

的發生與危害程度。 

果園雜草的發生，與果園的土壤質地、土壤濕度、通風、光照等條件有關。一般地勢較

高、土壤貧瘠的果園，以禾本科、莎草科草發生較多；地勢較低，土壤濕度較大，遮蔭強之

狀況下，則闊葉草發生量相對增多。故雨水多之春季闊葉草多；夏秋高溫季節，以禾本科草

發生多。台灣雜草發生的種類主要有蓼科之火炭母、旱辣蓼，菊科之鬼針草、咸豐草、昭和

草、霍香薊、野茼蒿、鼠麴草等，酢漿草科之酢漿草、茄科之龍葵、扛板歸、心葉母草、馬

蹄金、車前草、刺莓、闊葉鴨舌黃舅，禾本科之五節芒、馬唐、棕葉狗尾草，莎草科之水蜈

蚣及蕨類植物等，其中禾本科及莎草科草的危害潛力高，防治困難。 

二、果園雜草對果樹及生育環境之影響 

果園內常年都有雜草的發生，雜草在果園中與果樹競爭養分、水分，消耗土壤養分，影

響果樹的生長，同時田間雜草發生，不利於果園管理工作的進行。近年來果園推廣草生栽培，

選擇種植淺根性雜草或間作豆科覆蓋作物，不僅達到雜草管理的效果，還兼具改良土質及助

長天敵繁殖的效用。 

1.危害： 

(1)競爭性危害：雜草在作物栽培體系內，扮演著不可輕忽的角色，與作物競爭光照、

養份、水份、空間等資源，直接危害到作物生育，養份的競爭對作物生育的影響尤其明顯，

特別是作物對氮肥的吸收效率降低，導致生育不良的黃化現象。競爭所導致之作物減產程

度，會因雜草的種類、生物量、發生時期、作物的品種、及氣候環境等條件而有差異。 

(2)非競爭性危害：雜草同時也會成為病蟲原的寄主及老鼠等害物棲息的場所，造成田

區管理上的困擾，某些雜草殘質甚至會釋出酚類等二次代謝物，引起所謂的剋他作用

(allelopathy)，導致作物品質低下及產量損失。除了對農業生產有明顯影響外，雜草也會干擾

田區的作業。因此如何管理及控制雜草的發生與蔓延，成為植物保護範疇內的主要課題。 

2.影響： 

(1)增加土壤抗蝕能力：果園內生長之覆蓋植物，可防止表土受雨滴的直接打擊而分

散，逕流流動在緊貼地表之莖葉上，但根緊固土壤，增加土壤抗蝕能力。雜草具有減低狂風

大雨期間之土壤沖蝕，增加土壤之滲水性，在土壤中形成不透水層。利用雜草生長，維護土

壤生態，讓果樹處於良好之生長環境。台灣雨量集中在夏季，山區雨勢大，坡地土壤流失嚴

重，坡地應採草生栽培或栽植敷蓋作物，可減少表土流失，配合割草覆蓋增加土壤有機物，

促進團粒結構及改善通氣性提高地力。 

(2)涵養水分及調節蒸散作用：草生栽培之土壤保水力較佳，可延長灌溉時間，減少灌

溉次數，達到省水及減少灌溉之功效。灌溉後草生土壤保水性較佳，可能因草類有助於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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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調節本身蒸散作用及減少地面之蒸發等。草生土壤也可較裸地土壤縮短雨水浸泡時

間，可能和草類減少入滲量，增加逕流量，根死亡後留出之大孔隙增大滲漏速率，及草類自

身蒸散作用之調節等有關。因此果園實施草生栽培，無論對灌溉後土壤水分維持，或豪雨後

水分之排除皆有正面效果。 

對耐旱性弱之果樹，尤其是淺土層為礫質之果園，盛夏高溫日照下，葉片蒸散量及土壤

蒸發量大，連續一個月即發生旱害，造成葉片內捲下垂，萼片日燒，果實肥大受阻，嚴重會

發生落葉及落果。土壤水分不足，亦影響肥料移動及根的吸收，故梅雨季節結束後需儘早割

草敷蓋果園。 

(3)改善作物養分的吸收及利用：果園草生栽培會有草類與果樹競爭土壤養分的疑慮。

但一般果樹根深而草類根淺，只要採用溝施或穴施等適當施肥補充養分等，不會影響果樹生

長。此外草類可截留流失之養分，密佈之根系可吸取土壤中多量的有效性氮，減少氮化物之

淋洗，降低地下水之污染。草類死亡腐化後所含之養分亦將釋出，再供果樹利用，同時將向

下淋洗之養分重回土表，增加肥料利用率。改善一般裸地化肥的流失現象。 

草類葉片蒸散作用可自土壤深層吸收水分，或促使水分經毛細作用升至土表，將淋洗

至下層的養份帶回地表，供作物吸收利用。調查結果發現，果樹根系的生長發育，因種植覆

蓋作物而有所影響，除細根較多外，根之數量、分佈及擴展率，均較淨耕良好。 

(4)改善土壤質地：覆蓋作物種植後，可調節土壤的溫度，改善作物生長環境，同時草

類根系腐爛後會增加土壤有機質。土壤酸鹼度會影響土壤養分之有效性及土壤微生物活性，

裸地土壤常受降雨沖蝕，所含養分隨之流失或向下淋洗，其中鈣、鎂等鹽基性離子之流失會

使土壤酸化，不利作物生長。草生可減少離子之流失，緩和土壤酸化之速度。 

土壤有機質可活化土壤微生物，提供所需之營養來源；減低土壤內聚性、塑性及粘著性，

使土壤便於耕犁；促進及穩定土壤粒團，保持良好之通氣及透水性，適於植物生長。果園草

生栽培提高土壤有機質，改善土壤性質。裸露土壤因受降雨之直接打擊，易使土粒分散與懸

浮，微小土粒因而填塞孔隙，造成土壤壓實，抑制作物根系之伸展，降低養分吸收之能力及

範圍。 
(5)與病蟲害之關係：草生栽培對果樹病蟲害之影響正反面皆有，何氏(1992)試驗指出

在蘋果及櫻桃園中，以雙子葉草為草生栽培之植被優於單子葉草，因雙子葉草生區存在較多

天敵，而單子葉草生區發現較多之葉璊。選擇適當草類，草生與果樹是可良性共存的。一般

供做果樹草生栽培之覆蓋植物，對病蟲之抗性能力很強，但有時亦有病蟲害發生，果樹是否

受其侵襲或感染，及草生是否成為危害果樹之病蟲媒寄生植物，抑或可降低果樹病蟲害之發

生皆值得研究。 

果園雜草管理 

雜草防治策略之首要工作為問題雜草的確認及分布調查，如防除發生在多年生作物田內

之多年生雜草時，使用化學藥劑會較耕作防除有效，因為後者可能會加速多年生雜草營養繁

殖體之散佈。但雜草管理為作物生產體系之一環，應避免進行任何會干擾作物生長之防除措

施，如開花期施用除草劑阻礙昆蟲傳粉，間接影響果樹著果及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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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雜草的管理，以使用除草劑配合人工割草或機械除草等方式最為普遍，每年約進行

三至五次，持續定期的執行田面雜草管理工作，才能達到抑制雜草再生之全面效果，尤其在

作物栽培之前需先徹底壓制田區內多年生雜草族群。一般萌前除草劑可用為延緩雜草萌芽，

果樹行間雜草可使用除草劑配合中耕等作業防除。其他覆蓋塑膠布、有機資材、植物殘質或

人工種植、選留草生草等，亦為配合田間實際狀況可加以選擇運用之不同雜草管理方式。 

果園雜草的防除亦須配合氣候變化及地勢分布。雨季來臨前以人工或機械除草，控制生

長旺盛之禾草類；坡地果園內常保留矮生藤類發出之嫩葉以為草生栽培；雨季結束前則除去

即將開花結子之闊葉草；通常在果樹休眠期或草量過高時施用殘效短之除草劑，以降低人工

或機械除草所增加之工資成本。但需注意長期重複使用同種類之除草劑，易導致耐性草成為

優勢草。 

一、果園化學除草技術  

果園中除人工植草或選留草生草種之特殊情況外，大多數雜草都需進行防除。果樹多為

樹幹高大之喬木，枝葉生長位置與地面距離大，雜草生長多在果樹莖基部，與果樹枝葉著生

部位有一定的距離，利用這種高度上的差異，噴施除草劑防除雜草，可達到安全有效的除草

目的。 

1.果園除草劑的選擇：果園除草劑之選用需視田區草相及環境而定，地勢較高之果園，
要注意水土保持；一年生草或闊葉草較多之果園，可選用接觸型藥劑；多年生草或禾本科草

較多時，需用系統型除草劑；需要保留低矮小草生草之果園，使用之除草劑殘效勿過長，避

免抑制新草長出；若需長時間保持無草，可用殘效較長之藥劑。目前植保手冊在柿園雜草防

除方面，尚未登記有可供推薦使用之除草劑。 

2.除草劑施用方法： 

(1)春、夏季除草：果園雜草萌發的時間是二至四月之春季，隨田間溫度及濕度而異。

四至五月份雜草長至 5～6片葉，高度約 10-15 cm，此時田間大部分雜草已萌發，但尚未開
花結子，為除草劑使用的適當時機。但春季雜草發生快速，除草效果一般持續約一、兩個月，

多雨氣候下施藥，應考慮使用吸收快速之藥劑，才能適時發揮藥效。夏季溫度高雜草生長勢

強，可選擇在雜草開花前使用除草劑，均勻噴施葉片至濕潤為宜，以藥效持續期較長之除草

劑為優先考量。 

(2)秋季除草：秋季果園內多為株形較大之雜草，很快即進入開花結子期，特別是多年

生禾草之地下莖生物量大，但因葉片直立狹長，藥液吸收量少，除草效果一般較難發揮。可

選用活性較強之系統性除草劑。秋季後天氣逐漸轉涼，田間溫度低，雜草生長速率相對減慢，

使用除草劑除草後，能保持較長的控制期。 

二、草生栽培 

果園草生栽培即選留自生性雜草或以人工種植覆蓋植物、綠肥作物，使果園表土保持草

生狀態，適用於坡地、多雨區、土壤侵蝕嚴重地區，及缺乏有機質之輕土區。平台面果園亦

可於行間種草，配合剪草機割草。適當之留草時期為減少雨水沖刷及侵蝕之雨季，及雜草生



【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編印 11

長慢，植株低矮，對作物干擾及競爭少之冬季低溫期。栽植於坡面之果園，以採草生栽培為

宜，可避免表土之沖刷及浸蝕，栽植於平台面之果園，可採清耕，覆蓋，草生栽培等多重選

擇。選留之低矮匍匐性雜草以割草方式，或利用低劑量之除草劑如嘉磷塞控制其草量，管理

方式需配合季節及作物生長時期而定。 

1.草生草之選擇：枝葉茂盛、株型低矮、節部可生根、根部固著力強，可減低雨水沖刷與

逕流、無攀緣性、無刺、不妨礙果樹生長及園區管理作業、競爭性弱、根分泌物無毒害作用

者，為理想之地被植物。 

果園行草生栽培應先篩選果園內原有之自生草種，依雜草生長情形及配合果園肥培管理

措施，進行人工割草或噴施適當之除草劑。自生草種就地利用沒有環境適應的問題，由果園

中選留適合為地被植物的自生草類，降低其它不適合覆蓋利用的雜草族群，建立及養成可與

果樹共生以為地表之長期覆蓋，減少除草劑的使用及表土的裸露。 

建立自生草種之地被植物需先分辨及選留適合的草類，並配合長時間的培育及管理。菁

芳草、雷公根、鵝兒腸、闊葉鴨舌黃舅、竹仔菜毛穎雀稗、黃花醡醬草、紫花醡醬草、山地

豆，蓮子草、焊菜等為適於低海拔果園之地被植物。早熟禾、台北水苦藚、小酸模、薺菜、

台灣蛇莓、黃花醡醬草、貓葉菊、金錢薄荷等適合於中海拔果園。株型低矮、具分枝性、分

蘗性為上述雜草之共同特性，於土表形成覆蓋後，不致干擾園區栽培管理之操作，由於為當

地自生植物，無生長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適應性，及購買種子支付額外費用的問題。 

苕子、多年生花生、青皮豆等為果園草生栽培覆蓋極佳之一年生綠肥作物。柿園可在九

至十月雨季結束前撒播笤子，約一週左右萌芽，生長迅速短期間內即全面覆蓋果園地被，可

抑制其他雜草的發生，梅雨季節可防止土壤流失。五月開花，於六、七月高溫時枯死後敷蓋

地面，尚可防止夏季旱害，腐爛後增加土壤有機質。苕子具柔軟之匍匐性莖蔓，生草量高達

100%覆蓋，係秋播越冬之二年生綠肥作物，秋冬季使用苕子作為果園地被覆蓋效果佳。 

多年生花生可增進土壤中有機物的含氮量，改良土壤的物化性，因具深根性，可將心土

養分移運於表土，供果樹根吸收，增進肥力，易於覆蓋地面，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及防止雜

草滋生。密植約 3個月可達 90％之覆蓋率，能有效抑制其他雜草的生長。 

台南改良場育成之「台南育七號」及「台南育八號」覆蓋大豆，生長勢旺盛、有機質與

鮮草量高，對雜草抑制力強，耐病蟲害，與果樹主要病蟲害無共同性或寄主關係，覆蓋期長

達 180天以上不需掩施，秋作子實落粒後適當灌溉即可再生，做為果園長期覆蓋之效果良好，

具防止表土沖刷等功能。植體腐化後增加土壤有機質含量，改變土壤理化性質，增加土壤保

水性及肥料利用率。 

青皮豆係一年生綠肥作物，適合於春、夏、秋季播種栽培，約五至七天左右萌芽，莖枝

柔軟繁茂具匍匐性，具果園覆蓋效果。抑制雜草滋生及防止土壤沖蝕流失，達到保水保肥，

增加土壤肥力效果，青皮豆適用於夏季果園之草生栽培。 

2.草生栽培之管理：草生草種植初期，為減少競爭，需定期施肥及割除其他雜草，割下

之草可覆於果樹周圍。新墾果園於整地前，應先將茅草等多年生宿根性雜草挖除，整地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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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根系淺、草莖低矮、具匍匐性、被覆性強之本地草種，或放任雜草自然生長，在開花前利

用割草機割除地上部，數年後成為禾本科草或闊葉草之單一草相。 

栽培初期之蔓性及匍匐性雜草應隨時注意勿纏繞幼樹，同時必需適時適量施氮肥，及加

強病蟲害的防治。草生栽培區之表土水分含量較淨耕區少，故土層淺之果園及幼齡樹，於草

生栽培區易遭受旱害。雨季結束後需砍除雜草覆蓋地面保持水分。夏季高溫多雨時雜草生長

迅速，可使用稀釋倍數高之接觸型藥劑，抑制雜草之過份生長。 

坡地果園選留之低矮匍匐性雜草，可以割草方式抑制其生長。幼齡果樹植株，為減少地

被植物與其競爭養分和水分，根系分布範圍內之植物宜清除，行間之草生植物可以割草方式

管理。雨季期間應保留適當地被植物，避免清耕造成土表裸露及表土沖刷。旱季期間使用藥

劑或機械除草等方法，減少雜草消耗土壤水分。冬季期間氣溫低，地被植物生長緩慢，可放

任自然生長。果樹於春季氣溫回升後需供給充足養分，採用藥劑處理以減少園區內地被植物

之競爭。果樹於開花期間對藥劑敏感，宜減少用藥。著果後可使用萌後除草劑，延續藥效至

採收期。 

3.實施草生栽培應注意事項：病媒寄生、水分與養分之競爭、及對土壤性質、品質與產
量、耕作等之影響，為採行草生栽培需思考之問題。果樹植冠下栽培覆蓋作物需面對其他雜

草之競爭、缺水及照光不足等逆流，因此覆蓋作物需具有耐旱、耐陰等特性，對養分及水分

利用分配效率高之蔓生，分枝多，再生力強之匍匐型植株，覆蓋率不受缺株的影響，較直立

形易於適應。 

適合果園草生栽培的覆蓋作物，栽培容易且成活率高為草種選留首要考慮的因素，不論

是播種或扦插，如果能配合機械作業進行，可減少人工成本的支出，種子發芽後的成活率要

高，減少補植需求。總之生育期間所需投入之管理耗費，應列入草種選拔之評估項目。 

草生植物的生長速率亦為決定果園草生栽培成功與否之關鍵。覆蓋作物因面對田間雜草

的競爭，早期的生長速率非常重要，必須在其他雜草尚未萌發或成長前，即能快速達到地面

覆蓋之一定比例，減少其他雜草的存活空間。初期生長快速的植物具有生存之競爭優勢，可

壓制或排除其他雜草的發生。 

覆蓋厚度則與抑制其他雜草的生育及果園的管理作業有關。覆蓋度太薄無法有效壓制地

面的其他高莖類雜草，太厚則會妨礙果樹生長及田間管理作業。一般以 40-55公分的覆蓋厚
度為佳，可有效抑制禾草類及大多數闊葉雜草之長大，同時亦不至影響果樹幼苗生育及田間

管理作業。 

果樹為多年生長期性作物，覆蓋作物的生育期不宜過短，多年生豆科植物在栽培管理及

雜草防除的有效性上，不失為最佳的選擇。 

覆蓋作物的病蟲害與果園果樹主要病蟲害，應無共同性或寄主的關係，以免互相感染危

害，造成負面影響。覆蓋作物的選擇，應儘量避免需要額外噴施農藥才能達到栽培效果之品

種。實施草生栽培之果園，於生長季節之環境溫度會略為降低，微氣象的改變因而減輕病蟲

害的發生。此外某些草種如紫花霍香薊提供了璊類天敵之蜜源，間接達到防治璊類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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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季節地被植物對土壤水分及肥料之競爭，颱風豪雨季節果園裸露地面之土壤流失，

及過高株型妨礙果園之管理操作等，為草生栽培管理作業實際研擬時應考量之重要項目。至

於除草劑方面，應限制長殘效藥劑在坡地果園之使用。 

三、其他雜草防治技術 

將田面雜草翻埋至土中或鬆動雜草根部之耕犁除草，為除草劑普遍使用前之主要除草方

式，切斷雜草之養分及水分，降低雜草競爭力，用於除去樹冠內根圈附近之雜草。另外使用

植物殘質、稻殼、稻草、樹皮等有機物敷蓋，造成遮光、土溫升高抑制雜草生長之功能。有

機物分解後增加土壤中之腐植質，樹勢較弱或土壤貧瘠之果園，經常敷蓋樹皮等含碳率高之

有機物。但在有機物分解過程中土壤氮素的消耗，宜增施適量氮肥避免果樹缺氮。 

結論 

雜草在作物栽培體系中會持續性發生，快速的蔓延及過強的競爭力，對農業生產帶來明

顯的衝擊，農民除草的無奈，可由“野草除不盡，春風吹又生”這句俗諺予以深刻體會。台灣

農業生產上所採用之雜草管理體系對除草劑有高度之依賴。傳統之栽培習慣常以除盡田園中

之雜草為目標，這種觀念支配著實際田間防治方法及藥劑之使用。除成本及效果外，農田生

產者較少考慮到雜草防治外之其他層面問題。實際上所有雜草防除的技術，均會減少不同雜

草的侵害程度，若針對特定種類雜草的完全根除，不僅困難度高且需投入極為龐大之資源，

對實際防除的效益也無意義。 

典型雜草綜合管理強調整合運用各種方法，並以監測及危害界限為決定是否實施防治之

依據。在技術層面，雜草監測及危害界限之訂定涉及大量之田間工作，以取得相關之數據。

由於臺灣研發規模及資源之限制，完全缺乏此類之本土性資料，未來亦不易解決此方面之問

題。歐美國家所推展之綜合管理計畫，多以降低農藥使用量，減輕環境衝擊為重要目標。台

灣之雜草綜合管理較易取得成效之處，為一般性理念之推廣及各別防除方法之改進，即推動

雜草管理而非除盡之觀念。稻作為除草藥劑用量高之大面積作物，應發展降低用藥量之管理

體系，政策法規上亦可提供經濟上之誘因，以減輕藥劑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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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栽培與生物防治 

臺東區農業改良場 謝進來 
一、前言 
  草類若依人類經濟利益衡量，可劃分為害草及益草等二大類，而雜草則屬於害草之泛

稱。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是代表負面的意義較多，尤其對從事耕作的農夫而言，遇

到田園中的雜草，總有一股衝動，必須去之而後爽的快感；而對一些遷客、騒人及不得志的

士大夫們而言，總藉著周遭環境中雜草荒蕪、陋室之景…等，聊表內心深處的孤寂、寞落，

或雜草難除或表示不屑的情懷，如古代東晋陶淵明之「歸去來兮，田園將蕪胡不歸」或「三

徑就荒，松菊猶存」，或唐朝劉禹鍚之陋室銘「苔痕上階綠，草色入簾青」，或春秋左傳之「蔓

草猶不可除」，或南朝齊國孔稚珪之「芥千金而不盼」，或大家從小就耳聞能熟之唐朝李紳的

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等；而在近代臺灣有一些日據時代出生、本土的伯、叔

公們常告知後輩，在化學農藥及農業機具尚未引進臺灣時，除草全靠人工，非常辛苦，如「稻

仔得愛跪勒挱（se）草、尻（kau）稗仔，迦也大」（臺語）意思是水稻在移稙本田初期秧苗
時，水田要除草時，必須以人工彎腰、跨過一行秧苗，跪著除雜草，生長中期要除稗草，水

稻才會長得健壯。「園仔得愛尻（kau）草，迦也美」（臺語），意思是旱田要常常除雜草，作
物才會長得漂亮。「果園得愛割草，迦也旺」（臺語），果園要常常人工割草，果園才會長得

茂盛，可見雜草在農友的心目中，認為會影響作物的生長。另外，民國 50~60 年代台灣的鄉

土詩人吳晟，也把野草比喻為粗俗的、戇直的、不善作態的、卑微的，但卻是最驕傲的野生

植物，其中有一篇「野草」，最能把雜草的特性，以擬人化、從最親切的田園生活、農家作

物的生產、物種間生存競爭的生態平衡壓力及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生命延續的強靭力，以簡

短、有力的新詩，描寫地淋灕盡致。茲利用此次草生栽培研習會的機會，摘錄於后，讓大家

體會其實「草生栽培是不困難的」。 
 

野草 

我們是驕傲的 

野生植物，嗯！我們是卑微的 

野生植物 

 

默默接受各樣各式的腳步 

任意踐踏；默默接受 

圓鍬、鐮刀、或鋤頭，任意鏟除 

我們的子子孫孫，依然蔓延 

 

羊來吧！鵝來吧！牛隻來吧 

並且，張開嘴巴，請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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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們最親近的野孩子，也來吧 

並且，奔跑吧！打滾吧 

陽光和雨水，甚至春風 

啥人也不能霸佔 

寬厚的土壤，不需要任何照料 

咒詛吧！鄙視吧！鏟除吧 

我們的子子孫孫，依然茂盛 

 

我們是卑微的 

野生植物，嗯！我們是驕傲的 

野生植物（吳晟, 1995） 
 
  由上述可知，不管你是農夫或是遷客騷人或不得志的士大夫抑或純樸的鄉土詩人，雜草

自古以來就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即使你鄙視她、討厭她，想把她滅除之，但她始終那麼有競

爭力的存活至今。因此，與其「野火燒不盡，春風吹又生」之殺滅策略無法奏效，不如採取

柔性的互蒙其利之共存對策，有效地規劃雜草使其成為田園中與作物，形成兩兩相輔相成之

農園地被植物，不但能解決農夫最頭痛的雜草問題，而且避免土壤劣化，更可維持土壤的保

肥力。 
 
二、優質化草生栽培管理 
 
（一）草種的選擇 

  果園優質化草生栽培管理，並非類似懶惰人所想像的，放任讓雜草種類恁意蔓延

叢生，而是有效地利用草生栽培之草種，於該草種長大變成地被植物期間，避免與耕

種作物競爭根部生長之土壤空間、養分、水分及氧氣等，影響根部輸送或儲藏養分及

水分；甚或產生種間相拮抗或相剋的物質（Allelochemicals），使根部之功能喪失或停
頓；抑或與作物葉部競爭生長空間及日照等，而影響葉部行光合作用，使作用生長勢

逐漸衰弱，進而降低作物的產量與品質。因此，針對農園經營方向，選對地被植物之

的草種，係優質化草生栽培成功關鍵因素之一，故應優先考慮下列各因子之可行性： 
 
1. 耐踐踏或環境逆境：由於草生栽培之範圍，大多介於耕種作物行與行之間，該空

間係供農園管理時，工人或農機具行走之步道，因此，草種於苗期固然必須照顧，

使其快速成長，但至成株後可覆蓋農園之行間空隙時，則最好具有耐踐踏或耐其

他環境逆境之壓力，即除去該等逆境因子後，很快恢復生機，讓表土於最短時間

內不再裸露。 

2. 地上部之莖、葉要能快速成長：一般果園於耕種作物之苗期或幼株時，表土裸露

期間較長，因此，地被植物之草種必須在此期間，快速成長並達到覆蓋表土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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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3. 地下部之根要能長得既廣且深，才能保護果園表土，避免被颱風豪雨沖刷而流失，

尤其是坡地或山地果園，草生栽培之覆蓋用之草種更需慎選，因為新墾植之果園，

或落葉性果樹，如溫帶果樹－梨、寄接梨、甜杮、葡萄、水蜜桃、梅等，熱帶果

樹如－番荔枝、鳳梨釋迦等，於幼年期（一般 1~3年生期間）或休眠期（落葉期）

至新梢期之間，果園表土之裸露率較高，且裸露時間較長，則需有草生栽培可供

覆蓋表土之葉片，能緩衝豪、大雨之下降沖刷表土的衝力，再藉覆蓋草種之根部，

能廣且深地箝制表土，避免流失。 

4. 乾旱期間，草生栽培覆蓋用草種，長至成株後之葉片，可擋掉一些日照，並遮蔭

表土，降低表土水分蒸發速率與蒸發量，增進土壤的保水力，使栽種作物之根部

得以繼續吸收水分，維持作物生長所需之最低吸水量，避免因乾旱過度缺水，而

使作物達到永久萎凋點（Persistent wilt point），無法恢復生機。 

5. 草生栽培之草種應具較不需肥料且可生長良好者，減少與栽培作物競爭吸收部份

肥料，並經一段期間後，待草種長至成株時，可行地上部（離地面 5~6 公分處）割

草並覆蓋在表土上，則草類有機質之養分又回饋到土壤，減少農夫們再施有機肥，

因而可降低生產成本。抑或選豆科之綠肥植物供草生栽培之草種，因為在田間土

壤內有許多細菌性之根瘤菌（Rhizobia spp.），能與豆科植物之根部行共生作用，於

根部產生根瘤（Nodule），而該根瘤菌可自豆科植物取得存活所需的物質，並將空

氣中之游離氮素固定，進行胺基化合物的轉化作用，供給所栽培作物之養分，不

但可減少氮肥的施用量，又能兼顧環境保護的效益。 

6. 草生栽培之草種，必須不是所栽培作物病蟲害之中間寄主植物或較偏好之植物

等，以免草生栽培變成病蟲害的溫床，造成該栽培作物之病蟲害更加猖獗，增加

防治上之困擾。 

7. 選擇之草種，最好對農園所栽培作物不會產生拮抗或相剋的物質，或草生栽培之

草種植物體地上部成分因具有避忌、或抑制病蟲害生長的物質或地下根部可分泌

抑制或毒殺的物質，而能幫助作物驅離、抑制或毒殺病蟲害等，減少防治成本，

又可增加農園周遭環境之綠美化。 

8. 選擇之草種若兼具蜜源植物，於開花期間其花蜜、花粉可當生物防治之天敵的食

料，並提供天敵存活之能源及營養；另外，當天敵處於惡劣的環境下（如落葉性

果樹於休眠時，必須行強剪或自然全部落葉，天敵無棲息場所，或颱風豪雨、寒

流來襲低溫壟罩時），草生栽培之植物體因低莖而接近地面，較能避免受強風豪雨

侵襲，可提供天敵食料及棲息、躲藏之場所等，提高天敵的族群在農園周遭環境

內存活、立足的機會，增加抑制害蟲的能力，提升生物防治的效果。 

9. 草生栽培要具經濟及實用性，針對果園經營方向，可選擇當作地被植物之草種，
如耐踐踏且易存活之原生蔬菜或中草藥類，於栽培作物非採收期間無收入時，亦

可兼營原生蔬菜或中草藥類，增加農園收益。另外，亦可直接選用農園所在地土

生土長的草種，不必費錢費工買草種及定植，又免費工照顧且能生長良好，最合

乎經濟效益。 

    衡量上述各因子，茲將適合於農園草生栽培之草種，簡列如下表，供農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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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選擇草生栽培之草種可依植物體不同經濟利用類別而分 

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類地毯草

（Axonopus affinis） 
carpet grass 

禾本科 

地毯草屬 

+++ +++ 其葉寬約 4~8 公釐，葉色

淺綠，葉鞘緊密，節桿光

滑無細毛，匍匐性良好，

冬季有些葉尖會轉為紫紅

色，但不影響生長。 

喜溫暖潮濕、耐寒性

強、適合土壤 pH 

4.7~7.0、株高 5~25

公分、匐匍莖。 

1. 扦插法或草皮鋪設法於
4~10月行之。插穗10~15

公分，行株距 30×20 公

分。 

2. 種子法：3~5 月，種子
量 10~15g/m

2
。 

綠化、水

保，每年剪

草 5~8 次，

割草高度

3~6 公分。

－ 坡地

農園

或山

地農

園 

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 
百慕達草 

鐵線草 

Bermuda grass 

禾本科 

狗牙根屬 

+++ +++ 葉寬 2~3mm，質感柔細，

具匍匐性，且繁殖速度

快，經常修剪質感可與韓

國草媲美，是目前使用最

普遍的草種之一。 

喜溫暖、抗寒性差、

質感細緻、抗病蟲、

耐旱、土壤

pH5.2~7.0，株高 2~15

公分、匐匍莖。 

1. 扦插法：3~10 月，插穗
10~15 公分，行株距 50×

15 公分 

2. 種子法：種子量

8~10/m
2
，於春末夏初行

之。 

綠化、水

保，每年剪

草 5~8 次，

割草高度

3~5 公分。

－ 坡地

農園

或山

地農

園 

假儉草

（Eremochloa 
ophuroides） 
centipede grass 

小牛鞕草 

禾本科 

+++ +++ 葉寬約 3~5 公釐，長約 4

公分，葉背及葉緣具短

毛，先端鈍，葉色較淺綠，

質感中粗，植株伏貼地

面，修剪次數少。 

喜溫暖、抗寒性佳、

耐旱性強、耐酸性

強、紅土最適宜，株

高 4~10 公分、匐匍

莖。 

扦插法：4~10 月插穗 10~15

公分，行株距 30×20 公分。

綠化、水

保，每年剪

草 2~3 次，

割草高度

4~5 公分。

－ 坡地

農園

或山

地農

園 

草
坪
用 

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 bahia 
grass 

禾本科 

+++ +++ 質地較粗糙的草種，可大

致分為大葉種及小葉種兩

種，大葉種葉寬約 5~8 公

釐，葉長 30~60 公分，小

葉種葉寬約 2~5 公釐，葉

長 15~30.公分，兩種葉基

均呈紅色，根系強健，根

數量多，且具強壯的地下

莖及走莖。 

耐高溫、耐瘠、耐

旱、砂質土至粘質土

壤均可生長，土壤

Ph5.5~8.9，株高 5~45

公分，根系發達至地

下 100 公分，匍匐

莖。 

扦插法：4~10 月插穗 15~20

公分，行株距 30×20 公分。

綠化、水保

每年剪草

7~8 次，割

草高度 5~8

公分。 

－ 坡地

農園

或山

地農

園 

註：＋＋＋表示極佳；＋＋表示優；＋表示佳 



【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編印 18

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多年生花生

（Arachis pintoi）
peanut 

豆科 

++ ++ 具有匍匐莖及地下莖，剛

種植莖會先匍匐生長，而

後直立生長，形成厚度約

20 公分之緻密草皮。葉片

為羽狀複葉，長橢圓形，

小葉 4 枚，與食用花生相

似。花黃色，長 12~17 公

厘，寬 13~18 公厘，花梗

伸長於花冠之上，週年可

開花，子房柄可伸長 20 多

公分於地表下5~10公分處

發育成果莢，通常一個果

莢只有一粒種子，果莢長

10~14 公厘，寬 6~8 公厘，

種子淺褐色，長 8~11 公

厘，寬 4~6 公厘，百粒重

11~20 公克。 

喜溫暖、潮濕、耐旱

及耐蔭性強，適合各

種土壤、酸鹼性土壤

亦可生長。 

扦插法：5~6 月插穗 15~20

公分，行株距 20×15 公分。

綠化景

觀、青刈高

度 8~10 公

分，作豆科

牧草，與根

瘤菌共

生，增加土

壤氮肥，整

年開花，供

天敵寄生

蜂食料。 

－ 坡地

山地

或平

地等

皆適

宜 

綠
肥
用 

苕子 

（Vicia dasycarpa）
Rairy vetch 

豆科 

+ +++ 匍匐性莖柔軟、羽狀複葉

苕子在三月所開的紫色小

花及莖葉。 

喜冷涼、適合各種土

壤，耐旱、酸性強，

一年生蔓性草本，葉

軸末端有捲鬂，匍匐

性莖。 

播種法：2月下旬或 10 月

中旬~12 月上旬，播種量每

公頃 15 公斤。 

綠化豆科

牧草，於開

花期，耕犁

掩埋，每年

一次，與根

瘤菌共

生，增加土

壤氮肥，嫩

稍可作蔬

菜用。 

－ 坡地

農園

或平

地農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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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原
生
蔬
菜 

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pigweed 
豬母乳 

馬齒莧科 

++ ++ 長橢圓倒卵形的肉質葉

片，全緣，略帶紫紅色，

長約二公分。除葉腋外，

全株無毛光滑。夏季開

花。黃色花朵頂生或腋

生，徑約一公分，常見三、

五朵聚生枝端。長橢圓形

蒴果，約半公分長，橫向

裂開後，會迸出許多黑

黑、小小的種子。莖多分

枝，基部匍匐地表，略帶

紅紫色。 

一年生草生，莖基部

伏地，枝、花直立向

上，性喜冷涼、耐

旱、酸性高，適合各

種壤，株高 15~20 公

分，莖、葉肉質肥

厚。 

一、 播種法：2月中旬或

10 月中旬~12 月上旬，

播種量每平方公尺

10~15 克。 

二、 扦插法：於 3~4 月插

穗 5~10 公分，行株距 20

×15 公分。 

綠化、原生

蔬菜，亦可

當藥用植

物，全草性

寒，味酸，

具清熱、袪

濕、涼血、

改毒、清肝

明目 

－ 平地

農園 

 白鳳菜（Gynura 
formosana） Taiwan 
velvet plant 

台灣土三七 

菊科 

+ + 葉厚、互生、被毛，

匙形或長橢圓形，先

端鈍，葉基下延成葉

柄，葉緣不規則裂片

或琴狀羽裂。筒狀頭

花少數繖房狀排

列，總苞圓狀或近似

鐘狀，總苞片兩層，

外層副萼狀；小花兩

性，黃色或紫色，花

冠筒 5 裂，花柱伸出

花冠筒，花柱分枝甚

長；具長總梗。瘦果

多稜形。冠毛柔細，

白色。  

喜冷涼、適合各土

壤、多年生草本、莖

直立、株高 20~50 公

分。 

1. 扦插法：於 3~4 月行插

穗 5~10 公分，行株距

20×15 公分。 

2. 播種法：於 2月中旬或
10 月中旬~12 月上旬，

播種量每平方公尺

10~15 克。 

綠化原生

蔬菜，亦可

當藥用藥

植物，全草

性涼，味甘

淡，且解熱

消炎、解毒

消腫、外用

創傷出

血、跌打骨

折。 

斜紋夜

盜蟲 

平地

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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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兔仔菜（Ixeris 
chinensis）rabbit 
milkweed 

小金英 

苦咩仔 

+ + 多年生草本，高 20~60 公

分，全體具有乳汁，根生

葉大而發達，莖生葉較

小，頭狀花黃色，徑約 1.5

公分，全部由舌狀花所構

成，初春時，在公路不難

發現其蹤影，兔仔菜是一

種救荒的野菜。 

一年生草本，根粗

大、可生葉片且較

厚、莖直立、性喜冷

涼、耐旱酸性高，適

合各種土壤，株高

10~15 公分。 

播種法：2月中旬或 10 月

中旬~12 月上旬，播種量每

平方公尺 10~15 克。 

原生蔬

菜、唯有苦

味必須用

開水燙過

再食用，此

外其莖葉

煎服可治

皮膚病和

瘧疾，亦可

敷治，有消

腫、解熱之

效。 

－ 平地 

香附子（Cyperus 
rotundus）purple 
nutsedge 

土香、有頭土香 

莎草科 

+++ +++ 株高約 10~40 公分高。單

葉基生；3－6 個傘狀花

序，每個花序 3－10 小穗，

小穗線形，1－3 公分長；

花柱長；瘦果褐色。 

多年生草本、喜溫

暖、耐乾燥、適合各

種土壤、其匐匍根莖

細長、塊莖於土中蔓

延。 

地下球莖自然蔓延繁殖。 綠化、每年

割草 1次，

於11~12月

行之。 

－ 平地 

農
園
當
地
土
生
土
長
植
物 

碎米莎草（Cyperus 
iria）rice flat sedge 
三角草、無頭土香 

莎草科 

+++ +++ 一年生草本。稈叢生，直

立三角形。葉基生，短於

稈，葉鞘紅褐色。苞片 3~5

枚，葉狀。長側枝聚繖花

序，具 4~9 個輻射枝，小

穗線形。小堅果倒卵形，

黑褐色，橫切面三角形。

一年生草本、喜溫

暖、好潮濕、適合各

種土壤生長、稈叢

生、直立、株高 15~20

公分。 

種子自然蔓延繁殖。 綠化、於冬

末春初耕

犁一次。 

－ 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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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本
土
藥
用
植
物 

台灣蛇莓

（Duchesnea 
chrysantha）
mockstrawberry 

蛇莓、蛇波 

薔微科 

++ + 匍匐爬生，具長軟毛，節

處生根並長芽。葉具長

柄，三出複葉具有長柄，

小葉邊緣有鋸齒，葉柄基

部的纖細托葉，有保護嫩

芽的功用。花黃色，腋生，

五枚萼片，還有苞片狀的

副萼長在花萼的外圍，構

造相當特殊。瘦果細小，

扁圓形，著生在紫白色或

粉紅色的膨大球形花托

上，聚合成卵狀球形的聚

合果，整個果序徑約 1cm。

多年生草本、性喜冷

涼、耐潮濕、適合各

種土壤、全株匍匐走

莖、節處可生長及

芽，株高 10~15 公分。

1. 分株或扦插：插穗以兩

節為主，於 2月中旬或

10~12 月間，行株距 15

×10 公分。 

2. 播種法：3~4 月，播種
量每平方公尺10~15公

克。 

綠化、藥物

植物、全草

性寒、味

甘、酸，具

清血止

熱、消腫止

痛、殺蟲效

果，外用毒

蛇傷。 

－ 平地 

 魚腥草（Hunttuynia 
cordata）Pigthigh 
蕺菜、臭臊草 

三白草科 

++ ++ 高約 40cm，地下莖分枝

多，全株有強烈腥味。葉

闊心形，長 4~10cm，寬

3~6cm，邊緣紅色波浪狀，

二面脈上有毛；葉柄長

1~4cm，常呈紅色。穗狀花

序，花小，無柄，花序基

部有 4~6 片白色總苞片，

看似花瓣。蒴果，頂裂。

性善冷涼、適合各種

土壤、多年生草本、

根莖均發達、可直立

或匍匐，節處可生根

及長芽，株高 10~50

公分。 

1. 分株或扦插：插穗以兩

節為主，於 2月中旬或

10~12 月間，行株距 15

×10 公分。 

2. 播種法：播種量每平方

公尺 10~15 公克。 

綠化、藥物

植物、全草

性寒、味

辛、具清

熱、解毒、

利尿、消

腫、外用疔

瘡、痔瘡、

鼻竇炎、腫

毒。 

－ 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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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雷公根（Centella 
asiatica）Asiatic 
pennywort 

蚶殼仔草 

繖形科 

+++ +++ 莖細長，匍匐地面，常呈

紫紅色，全株具有微毛，

節間長，在節上長根生葉

及花序。葉圓腎形，鈍鋸

齒緣，葉柄甚長。花淡紅

色，細小。果實扁圓形，

紅褐色。 

多年生草本、喜溫

暖、耐旱、適合各種

土壤、多年莖細長達

10~16 公分，具匐匍

性、節間長，並於節

處生根、長葉及花

序。 

1. 走莖扦插法：插穗以兩

節為主，行株距 15×10

公分。 

2. 播種法：播種量每平方

公尺 10~15 公克。 

綠化、藥物

植物、全草

性涼、味

甘、辛、具

清熱、解

毒、消腫利

濕、涼血生

津。 

－ 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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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本
土
藥
物
植
物 

金錢薄荷

（Glechoma 
hederacea）common 
glechoma 

金錢草 

唇形科 

++ ++ 多年生匍匐草本，高 5~20

公分。莖細長，四稜形，

有分枝，節著地生根，枝

梢直立，被短柔毛。葉對

生，有柄；葉片圓形或腎

形，長 1~3 公分，寬 1.5~3

公分，基部心形，邊緣有

圓齒，兩面脈上均有短柔

毛。春、夏開花，輪傘花

序腋生，每輪有花 2~6 朵。

苞片鑽形，頂端有芒。花

萼筒狀，長約 8~10mm，有

5齒，齒端有芒，外面和齒

緣上均有白色細毛；花冠

二唇形，紫紅色或淡紫

色，長 1.2~2 公分，冠管

細，向喉部增廣，上唇短，

倒心形，頂端有深凹，下

唇有 3裂片，側裂橢圓形，

中裂最大，倒心形，頂端

有凹；雄蕊 4，二強，花絲

頂端分 2枝，其中 1枝著

生花藥，藥室叉開成直

角；花柱光滑，柱頭 2裂。

小堅果長圓形，褐色。 

多年生草本、喜溫

暖、耐潮濕、適合各

土壤、莖分枝多、呈

匐匍狀。 

1. 扦插法：於 3~4 月行之

插穗 10~15 公分，行株

距 20×15 公分。 

2. 播種法：2月中旬或
10~12 月，播種量每平

方公尺 10~15 公克。 

綠化、藥物

植物、全草

性溫涼、平

和、味苦、

辛、具解毒

消熱、鎮

咳、利尿、

化石、消腫

止痛。 

－ 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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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

類別 
草種名稱 

耐踐

踏度 

地被

速率
外觀 習性 種植方法 

管理與 

利用 

病蟲害

茲生源 

適合

對象 

萬壽菊 

（Tagetes erecta）
Africa marigold 

臭菊 

菊科 

+ + 萬壽菊株高 30~90 公分，

品種極多，有高性、矮性，

花型有單瓣或重瓣，花色

有鮮黃、金黃、橙黃等色。

莖直立多分枝葉:互生，深

裂，幾乎達葉的中脈，邊

緣有鋸齒，葉緣有數個腺

點，分泌特殊氣味。 

一年生草本、喜冷

涼、適合各種土壤。

播種法：於 3~4 月或 9~10

月行之，播種量，每平方

公尺 5~10 克，實生苗 2~3

葉假植，10 公分後再定植。

綠化景

觀，於開花

後花謝時

耕犁掩埋

入土中，可

抑制爪哇

根瘤線蟲。

－ 平地 拮
抗
植
物 

孔雀草 

（Tagetes patula） 
spreading marigold 

孔雀菊 

菊科 

+ + 植株多屬矮性，分枝非常

多，主幹呈綠色或赤褐

色。葉:對生或互生，呈羽

狀裂葉。 

 

一年生草本、喜冷

涼、適合各種土

壤、矮性、分枝多、

莖、葉受傷後會分

泌特有氣味，根亦
有分泌物，對土壤線

蟲有驅除作用。 

播種法：於 3~4 月或 9~10

月行之，播種量，每平方

公尺 5~10 克。 

綠化景

觀，於開花

後花謝時

耕犁掩埋

入土中，可

抑制腎形

線蟲。 

－ 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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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生栽培之栽植管理： 
一般草類植物由雜草被選為草生栽培之地被植物後，其栽植與管理自然不同。雜草在

農園之存活競爭力，通常是比農夫所栽培之經濟作物更耐各種環境逆境。根本不用施

肥、灌溉等照料就能長得很旺盛，即使是長期日照、高溫及乾旱等氣候逆境或是人為

處理等因素之下，地上部均已黃化、枯乾，一旦遇適合的環境後，又立刻恢復生機，

足見其族群存活力之強勢。當然草生栽培之草種亦不例外，惟幼苗期或定植初期常需

稍微照顧，才不會被其他非標的雜草掩蓋，而失去了草生栽培的目的，其方法如下： 
1. 草種播種前或定植扦插穗苗前，於欲行草生栽培之處，需先稍微整地、耕鬆表土 3~5
公分深，並撿除其他非標的草類之植物體包括地下根部，再行播種或扦插及澆水。或

利用雨後，表土鬆軟時，先行除草後再播種或扦插，即可省去整地、耕鬆表土及澆水

之工作。 
2. 幼苗生長期間可不再施肥，因為農園在栽培管理作物均已施肥，而草生栽培之草類幼

苗，雖栽種於作物與作物間隔之行間，卻已足夠其生長所需之營養，惟隨著天候狀況

及表土軟、濕的程度，作彈性澆水，以利幼苗生長。另外，若發現其他非標的的雜草

又入侵或生長掩蓋幼苗時，仍需作撿除雜草的工作，至幼苗長至株與株相互接觸時，

即可省去該項工作。 
3. 當長成地被植物後，每年僅需例行割草數次並將割下之草體覆蓋於原處之表土上。 
4. 綠肥用之地被植物則以盛花期行青割，當豆科牧草或覆蓋表土；原生蔬菜用之植物則

於開花前，摘取當蔬菜用；本土藥用植物亦於盛花期採收，或鮮用或經日光曬乾後，

再與水煮開，當開水飲食；拮抗植物則於開花期，整株耕犁掩埋入土中，抑制一些線

蟲之發生與降低危害程度；另外，有些藥用植物具殺蟲或抑制害蟲之繁殖，減少對作

物之危害，或採收鮮材或經曬乾後，用水煮沸，待冷卻後，亦可當有機栽培之病蟲害

防治資材。 
 
三、生物防治 
 

土壤  品種  氣候  栽培管理  病蟲害防治 
         

     
   

 

  

                農業生產    
           
    產量  品質   

  圖一、農業生產之重要五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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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蟲害的防治   
          

              
法規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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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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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防治 

  圖二、農作物病蟲害防治之綜合管理方法 
 

抗病蟲害之 
品種 

 
生物防治 

 遺傳操縱 
（不孕性處理）

      
          

 
寄生性

天敵 
 

捕食性

天敵 
 

病原 
微生物 

 

  圖三、生物防治的主要方法 
 

寄生性天敵（臺灣成功的例子） 
 
一、赤眼卵寄生蜂 
二、小菜蛾寄生蜂 
三、紅胸葉蟲寄生蜂 
四、柑桔木蝨寄生蜂 
五、粉蝨寄生蜂 
 

赤眼卵寄生蜂（Trichogramma spp.）在臺灣生
物防治成功例子 
   
一、 蔗螟赤眼卵寄生蜂（T. chilonis） 

1. 發現：1910 年在臺糖白甘蔗園。 
2. 寄主：蔗螟、黃螟、二點螟、條螟。 
3. 推廣：1957~1976 年在臺糖旗山、屏東等地大量釋放。 
4. 1979 年台糖公司設置蔗螟赤眼卵生蜂繁殖中心，釋放面積達 56,81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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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米螟赤眼卵寄生蜂（T. ostriniae） 
1. 寄主：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2. 推廣：1984~1991農委會、臺糖一期作玉米大量釋放。 

三、 小菜蛾寄生蜂 
1. 小菜蛾寄生性天敵有 42屬、126種。 
2. 在臺灣以菜蛾絨繭蜂、雙緣姬蜂、彎尾姬蜂等 3種最重要，完成大量飼養技術。 
3. 1960 年菜蛾絨繭蜂在低海拔寄生率高。 
4. 1966 年雙緣姬蜂在臺北地區有記錄。 
5. 1985 年亞蔬中心自印尼引進彎尾姬蜂，1986 年大量飼養，並於武陵地區釋放，1988

年立足。 
 

四、可可椰子紅胸葉蟲蛹寄生蜂－釉小蜂（Brontispa longissima） 
1. 1983 年自關島引進，1984 年高屏地區分批釋放。 
2. 1985 年分別在屏東、臺東、花蓮、高雄、嘉義、雲林、台北等立足，而可可椰子也

不再因紅胸葉蟲而死亡。 
 
五、桔柑木蝨寄生蜂 

1. 柑桔木蝨為柑桔、月桔之重要害蟲，其寄生性天敵有 3種，2種寄生菌，10種捕食
性天敵，其中以紅腹跳小蜂最重要，但該蜂被寄生率高，故抑制桔柑木蝨效果不佳。 

2. 1983~1986 年分 4次，自法屬留尼旺島引進亮腹釉小蜂（Tamarixia radiate）在室內
大量飼養。 

3. 1984~1988 年在 13縣市柑桔園大量釋放並立足。 
 

六、粉蝨寄生蜂－東方蚜小蜂（Eretmocerus orientalis） 
1. 銀葉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1990 年在聖誔紅嚴重危害，10 年間危害全臺，其天

敵在臺灣有 11種，但以東方蚜小蜂最重要。 
2. 東方蚜小蜂對粉蝨 1~4齡若蟲具產卵寄生能力，成蟲會以產卵管刺破粉蝨若蟲，取

食溢出體液。 
 

捕食性天敵在臺灣成功的例子 
 
一、瓢蟲類（Coccinellidate） 

1. 澳洲瓢蟲（Rodolia cardinalis） 
(1) 吹綿介殼蟲（Icerya purchasi）原產澳洲，1902 年隨植栽入侵臺灣，寄主植物 30科

76種，其中以柑桔及相思樹受害最嚴重。 
(2) 1909 年由紐西蘭引進澳洲瓢蟲經大量飼養、釋放，已在田間立足。 
(3) 與臺灣原產小紅瓢蟲（Rodolia pumlis）共同防治吹綿介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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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十三星瓢蟲（Synonycha grandis） 
(1) 甘蔗棉蚜（Ceratovacuna lanigera）為甘蔗主要害蟲，其天敵有瓢蟲、食蚜虻、草蛉
等，但以大十三星瓢蟲最重要。 

(2) 糖研所大量繁殖大十三星瓢蟲，並以幼蟲或成蟲釋放於甘蔗田，防治效果極佳。 
3. 錨紋瓢蟲（Lemnia biglagiata） 
(1) 田間常見之捕食性瓢蟲，其幼蟲及成蟲均捕食桃蚜為主，其次綿蚜、捲葉蚜、菜蚜及

玉米蚜等。 
(2) 27℃飼育一世代約 21~25 天。 
(3) 各蟲期均可行田間釋放，防治蚜蟲。 
(4) 農試所已研發人工飼料。 
 

二、草蛉類（Mallada spp.） 
1. 主要以基徵草蛉（M. basalis）及安平草蛉（M. boninesis）等二種 
2. 農試所已研發微膠囊，人工卵飼料，並進行量產。 
3. 於害蟲發生初期分批釋放，可有效防治柑桔潛葉蛾、柑桔木蝨、蚜蟲、粉介殼蟲及柑

桔葉蟎。 
4. 木瓜園可防治神澤葉蟎、印度棗園之柑桔葉蟎、草莓園之二點葉蟎、玫瑰葉蟎及茶園

神澤葉蟎。 
 

三、南方小黑花椿象（Orius strigicollis） 
1. 捕食對象：薊馬類、粉蝨、葉蟎、蝶蛾卵及蚜蟲等。 
2. 每隻一生可捕食薊馬或葉蟎數百隻。 
3. 農試所已開發大量繁殖技術。 
 

四、捕植蟎（Phytoseiids） 
  1983 年農試所自夏威夷引進加州捕食蟎（Amblyseius californicus）及西方捕植蟎
（Typhlofromus occidaertalis），1989 年又自密西根州引進法拉斯捕植蟎（A. fallacies），
1989 年又自加州引進智利捕植蟎（Phytoseiulus persimilis）經大量飼育、釋放後，均

在田間立足具對葉蟎防治效果極佳。 
 

微生物天敵 
 
一、真菌類天敵 

蟲生真菌約 100屬 800種對昆蟲具致病力，生物防治資材：球孢白殭菌、布氏白殭菌、

黑殭菌、蠟蚧輪枝菌、綠殭菌、湯姆生多毛菌及擬青黴菌等。 
1. 白殭菌（Beauceria bassiana, B. brongia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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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不完全菌亞門、線菌綱。 
(2) 防治對象：香蕉假莖象鼻蟲、甘藷蟻象、甜菜葉蛾、亞洲玉米螟及亞洲棕櫚象鼻蟲。 
 
2. 黑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 
(1) 不完全菌亞門、線菌綱。 
(2)  防治對象：斑飛蝨、亞洲玉米螟、甜菜夜蛾、紅胸葉蟲 
 
3. 綠殭菌（Nomuraea rileyi） 
(1) 不完全菌亞門、線菌綱。 
(2) 防治對象：斜紋夜蛾、甜菜夜蛾及毛豆夜蛾類。 
 
4. 蠟蚧輪枝菌（Verticillium lecanii） 
(1) 不完全菌亞門、線菌綱。 
(2) 防治對象：蚜蟲、薊馬，另外對玫瑰白粉病亦有效。 

 
二、細菌類天敵 

蘇力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日本甲蟲孢子桿菌（B. popilliae）、慢性孢子桿菌
（B.lentimorbus）及球形孢子桿菌（B. sphaericus） 
蘇力菌： 
1. 芽孢桿菌科、桿菌屬。 
2. 好氣性，革蘭氏陽性桿菌，芽孢形成期產生晶體蛋白，被昆蟲腸道中分解、活化變

成毒素，與昆蟲腸道上皮細胞結合，使腸道溶解、停食、死亡。 
3. 不同品系而有專一防治對象，以蘇力菌克氏變種（Btk）製成，防治小菜蛾，以色列

變種（Bti），對蚊蚋之幼蟲有效。 
 
三、病毒類天敵 

 桿狀病毒科（Baculovirus）：在寄主腸道釋出病毒粒子，感染脂肪體、表皮層、氣管皮

膜及神經鞘。 
 呼腸弧病毒科（Reoviridae）感染寄主中腸上皮細胞。 
 感染病毒會隨昆蟲排泄物排出體外，且病毒可經卵直接傳至子代。 

 
1. 核多角體病毒（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NPV） 
(1) 屬於桿狀病毒科，雙股 DNA病毒。 
(2) 防治對象：擬尺蠖、灰翅夜蛾、甜菜夜蛾、黑角舞蛾。 
 
2. 顆粒體病毒（Granulosis virus, GV） 
(1) 屬於桿狀病毒科，雙股 DNA病毒。 
(2) 防治對象：蘋果蠹蛾、紋白蝶、小菜蚝及斜紋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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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蟲生線蟲類天敵 
  已發現超過 30種，但主要有 Steinernematid及 Heterorhaditis等二屬研究比較多。 
  防治對象：目前尚無商品化製品。 
 
 
 
 
 

作物病害生物防治（臺灣） 
一、 正在研發： 

1. 木黴菌（Trichoderma koningii）防治紅豆根腐病 
2. 木黴菌（T. harzianum）防治康乃馨根腐病 
3. 木黴菌（T. atroviride）防治香瓜蔓枯病 
4. 木黴菌（T. virens）防治甘藍立枯病 
5. 枯草桿菌（Bacilus subtilis）防治木瓜炭疽病 
6. 枯草桿菌（B. amyloliguefaciens）防治百合灰黴病 
7. 放線菌（Streptomyces saraceticus）防治柑桔裾腐病 
8. 放線菌（S. padanus）防治甘藍立枯病及番茄晚疫病 
 

二、 商品化製品： 
臺灣寶（枯草桿菌 B. subtilis）防治果腐病、白粉病、露菌病及蒂腐病，臺東場試驗可防

治蘆荀莖枯病。 
 

 
抗蟲品種在臺灣成功的例子 
 
  從 1960 年迄今已有 12種作物對 36種害蟲進行抗蟲篩選，但只有 6種作物對 8種害蟲從
事抗蟲育種工作，其中水稻褐飛蝨、高梁抗黍蚜及玉米抗亞洲玉米螟等實際有抗蟲品種育成。 
 
一、 1983 年農試所出對褐飛蝨具高抵抗性之稻種：臺農 69號、臺梗 16號、臺農秈 20號。 
二、 1984 年臺南場育出對亞洲玉米螟具抗性之玉米：臺南 16、17、19及 21號，1997 年農

試所育出臺農 3、4號。惟在玉米授粉期後即不具有抗蟲性。 
三、 1977 年臺中場育成抗黍蚜之高梁：臺中 5號、1993 年臺南場育成臺南 6號。 
 



【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編印 31

抗病品種在臺灣成功的例子 
 
一、1992 年蕉研所育成抗香蕉黃葉病品種：臺蕉 1號，最近又選得抗病品系 GCTCV-218號。 
二、抗木瓜輪點病品種：臺農 5號。 
三、抗芒果炭疽病品種：臺農 2號。 
四、抗番茄病毒病品種：亞蔬 4、5號，種苗 7、8號。 
五、抗番茄青枯病品種：種苗 7、8號。 
六、抗番茄萎凋病品種：種苗 8號。 
七、抗茄子青枯病及果疫病品種：高雄 1號。 
八、抗胡瓜病毒病、露菌病、白粉病品種：臺農 1號。 
九、抗洋香瓜白粉病品種：臺南 9號。 
十、抗瓜類病毒病之冬瓜品種：花蓮 1號。 
十一、 抗西瓜蔓割病品種：台農 6號。 
十二、 抗瓜類病毒病之絲瓜品種：臺農 1號。 
十三、 抗毛豆露菌病之品種：高雄選 1號、臺南選 1號。 
十四、 抗馬鈴薯Ｙ病毒之品種：臺農 1號。 
十五、 抗菜豆銹病之品種：臺中 1號。 
十六、 抗豌豆白粉病之品種：臺中 12、14、15號，臺南 5號。 
十七、 抗白銹病之莧菜品種：臺農 1、2、3號。 
十八、 抗芋頭軟腐病之品種：高雄 1號。 
十九、 耐果腐病、炭疽病、白粉病及二點葉蟎之草莓品種：桃園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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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之認識與防治 
 

蔣永正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前言 

近年來由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及永續經營的理念，已廣為一般社會大眾所體認，因此雜

草的地位已由完全摒除轉化為包容及利用。在過去幾十年來對雜草的認定，幾乎完全都是以

『人為本位』的出發點來考量，也就是說，只要是會影響到人們收益、健康、或活動範圍等

的植物，均被視作『除之而後快』的雜草。目前多以『野生植物』或『野草』泛指自然界中

未經馴化的非栽培植物，農田雜草的防治也從耕除的方式，進展到管理及應用的策略，達到

自然萬物相生相容的生態環境。 

雜草危害 

農田內所認定的雜草會因時、因地而改變，非指特定的植物種類，如發生在蔬菜田內的

自生稻，因生長地點的不適當，成為需要防除的雜草；部分植物在尚未被發現具利用價值下，

亦被歸類為雜草。但是雜草在作物栽培體系內，確實也扮演著令人不可輕忽的角色。 

(一)競爭危害：與作物競爭光照、養份、水份、空間等資源，直接為害到作物的生育；
如水田中稗草，在分蘗中期株高即超過水稻，影響稻株對光的吸收強度，降低穀粒數及稔實

率；株形較矮之野茨菰、螢藺及球花蒿草等水田雜草，也會減少稻株中下層葉片之受光量；

養份的競爭對作物生育的影響尤其明顯，特別是作物對氮肥的吸收效率降低，導致作物生育

不良的黃化現象。競爭所導致之作物減產程度，會因雜草的種類、生物量、發生時期、作物

的品種、及氣候環境等條件而有差異，田間實際發生之減產程度在 10～90%之變化範圍。 

(二)非競爭危害：雜草同時也會成為病蟲原的寄主及老鼠等害物棲息的場所，造成田區

管理上的困擾，某些雜草殘質甚至會釋出酚類等二次代謝產物，發生所謂的毒他作用

(allelopathy)，引起作物品質的低下及產量的損失。除了對農業生產有明顯影響外，雜草也會

降低人類生活環境的品質，與自然資源的利用率，如水域中布袋蓮堵塞河道，不但阻礙水流

有形成水患之疑慮，且易滋生蚊蠅影響環境衛生，猪草、銀膠菊等有毒植物，則會引起過敏

危及危害健康。因此如何管理及控制雜草的發生與蔓延，成為植物保護範疇內的主要課題之

一。 

雜草生態及分布 

雜草之所以成為作物生育期間的主要害物(pest)，和其快速的繁殖及散佈有密切關係，

大量的雜草種子掉落在田土中，因為擁有長期休眠卻仍具發芽力的特性，且容易隨著灌溉水、

栽培作物種苗之介質、動物攜帶等因素，而快速擴散至其他地區，甚至還會因為整地時，農

機具將營養繁殖莖切割而蔓延至全區，利用各種方式四處散佈，達到族群衍續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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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響草相組成因子：一般田面發生的雜草種類與數量，在不同氣候、作物種類及田

間管理方式下有很大差異；如組成水、旱田之主要雜草，因灌水程度影響土壤含水量而有截

然不同的草相；即使同為旱田的果園及蔬菜田草相，也因為作物生育期的長短、株型及競爭

力等因素而有明顯差別；另外冬生型及夏生型雜草的季節性分布會形成區域性的特有草相，

台灣一期作水稻整地前為裡作田或休閑田，在低溫下田面會發生大量冬生型旱田雜草，如小

葉灰藋(Chenopodium ficifolium)、旱辣蓼(Polygonum lapathifolium)、小葉碎米薺(Cardamine 
parviflora)等，二期作高溫下則多為稗草及自生稻等禾本科草；整地與否對田面草相也有相當
顯著的影響，如冬裡作田在水稻收割後，田面會陸續長出旱生型雜草，在不整地狀況下，這

些雜草會繼續長大，但經過整地後，這些己萌芽的雜草會被翻除，同時翻出土壤種子庫內的

雜草至土表，於適當環境下開始萌芽生長；因此一般不整地田之雜草量較低，幾乎為整地者

的一半，但不整地狀況下雜草生育快速，草鮮重的增加速率較整地者為快。 

(二)水稻田雜草種類：水稻田內常見之主要雜草大部份為挺水型水生植物，即根部著生

於土中，地上部枝葉大部份露出水面，臺灣地區如稗草(Echinochloa crus-galli)、螢藺(Scirpus 
juncoides)、球花蒿草(Cyperus difformis)、鴨舌草(Monochoria vaginalis)、野茨菰(Sagittaria 
trifolia)、水莧菜(Ammannia baccifera)、母草(Lindernia pyxidaria)、紅骨草(Rotala indica)、尖
瓣花(Sphenochloa zeylanica)及雲林莞草(Scirpus planiculmis)等為水田常見之主要雜草，其他如

青萍(Lemna paucicostata)、槐葉蘋(Salvinia natans)及滿江紅(Azolla pinnata)等浮水型雜草，在
除草劑大量使用前也曾普遍發生於水稻田中，目前則多發生於淹水較深之茭白筍或菱角田

中。某些濕生性植物如芒稷(Echinochloa colona)、畔茅(Leptochloa chinensis)、雙穗雀稗
(Paspalum distichum)、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鋸葉定經草 (Lindernia iliate)及滿天星
(Alternanthera sessilis)等，由於水田整地趨於粗放，及淹水或保水的管理不佳，或者從田埂蔓

延至田區內，亦逐漸成為水田重要的雜草種類。 

台灣地區一、二期作水稻初期之氣溫差異大；期作間雜草分布亦有差別；如野茨菰多發

生於一期作，鴨舌草、紅骨草、尖瓣花及芒稷則在二期作較多。此外在南北氣候及管理程度

上之差異，亦導致雜草地區性的局部發生，如野茨菰集中於桃竹苗區，瓜皮草(Sagittaria 
pygmea)分布於苑里、大甲一帶，水莧菜及尖瓣花在中南部發生較多，雲林莞草則主要在中部

濱海水田中，但近年來在水稻代耕方式的盛行下，遭受雜草種子或營養莖污染的農機具或秧

苗，會加速繁殖力強的雜草散布，同時在使用同類型除草劑防治下，地區間草相的差異有不

明顯的趨勢，如雲林莞草已拓展至臺東地區，尖瓣花也普遍發生在北部田區。溫度的差異也

影響雜草萌芽的整齊度及生育，二期作高溫下萌芽快且一致，根據蔣慕琰(1983)試驗結果：
整地後 30日之營養生長速率如株高及生物量，約與一期作整地後 60日者相當。 

水田環境十分均一，雜草發生的種類不及旱田複雜，草相的變化亦不大。旱地作物田所

發生的雜草種類，主要受溫度和雨量的影響，水田狀況除溫度外，主要是淹水深度造成之氧

氣供應量的差異，但除草劑的使用亦為草相改變的重要影響因子，因為經常使用同種類除草

劑時，在藥劑的選汰壓力下造成敏感性雜草減少，耐受性雜草增多而成為優勢族群的草相變

遷現象；如早期僅中南部地區發生較多之水田草尖瓣花，因為萌芽期較長，部分草子可躲過

一般水田常用除草劑的藥效期，此種效應逐年累積下來，目前成為水田主要之難防治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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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雜草防除 

雜草對作物生育的干擾，和病原菌及昆蟲等害物造成的危害情形不同，後者往往引起突

發性的顯著損害，在未做妥善預防措施時甚至毫無收成可言，因此監測田區內病蟲棲群的消

長，為達到經濟防治水準必要的手段；但是雜草的存在卻是與作物同步的，對作物的影響為

漸進而持續的；因為土壤種子庫(soil seed bank)內所含的雜草種子量本來就很高，雖然因為氣

候、栽培作物的種類、整地耕犁的程度、土壤含水量及除草劑使用的種類與頻度，而改變田

區內雜草發生的種類與數量，但通常在播種同時許多雜草種子也已開始萌芽，和作物共享田

間所有自然及人為提供的資源，直到完成生活史達到種族衍續的目的。針對雜草蔓延快速及

競爭力強之天賦異稟，其在農業生產體系中所帶來的衝擊，主要發生於作物尚未形成覆蓋前

之生育抑制，及開花結實後的種子掉落，增加土壤中種子含量，提高防治成本，因此防治時

期著重在作物生育的早期，甚至前作或休閒田的雜草管理，都會影響防治的成效。 

雜草防除的目的為適時適地的合理使用各種方法，降低田區內雜草危害的程度。雜草防

除的方法，可概分為預防性、栽培管理、物理性、生物性、及化學性五大類。一般田間實際

的雜草管理，多採用結合數種方法之綜合防治，即將各種方法分別在適當生育時期適量使用，

以符合經濟效益、生態平衡、及環境保護的要求。以下分述各種防治方法。 

(一)預防性防治：預防有害雜草的引入、建立族群及特定草種的散布。主要是由檢疫法規

及相關的法則，強迫性的限制外來有害植物的入侵。不同國家或地區之有害雜草名冊不會完

全一致，以禁止主要有害雜草及限制次級有害雜草的方式進行預防性防治。以臺灣目前造成

問題之外來雜草中，部分是農業單位及私人，藉研究、觀賞或營利為目的所引進。對同為熱

帶或亞熱帶生長、繁殖力強、危害潛力高之植物，國人尤其應該保持高度警覺，不可輕意帶

入任其生長繁衍。 

(二)栽培管理：栽植競爭性強之作物可與雜草競爭光、營養、及水分，如穀類及豆類等，

但需考量其本身是否也會演變成問題雜草。輪作可降低特定雜草已建立之高族群密度；長期

連作會導致類似型之雜草量倍增。但輪作作物種類的選擇，需以整體的栽培系統來考量，選

擇差異極大的作物種類如水旱田，一年生與多年生，甚至利用休耕的方式，減少田面的雜草

量。 

(三)物理性防治：  

1.人工除草：使用雙手、鋤頭、或小型工具等之除草方式，僅限於去除幼小雜草；對
已長成之雜草，特別是具有地下莖之多年生草則效果有限。但在除草劑未普及之年代，是主

要的除草方法。 

2.機械除草：利用剪草機剪除雜草，通常無法將雜草殺死；具匍伏性或分蘗特性之植

物，剪後短時間內會迅速再生。不同型式的犁具整地，會造成雜草發生的差異；翻埋型者可

將多年生雜草之走莖深埋土中，減少其發生。碎土型犁具則將走莖打斷，導致更多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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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理是利用植物對水份逆境之忍受度差異，如發生在臺灣漏水及輪作水田內，芒稷(紅腳稗)
及一些旱生型雜草相當嚴重；移植後數週如保持田區連續淹水，可相當程度予以去除。 

3.水管理：利用斷排水使需水量高之濕生性雜草枯死；多年生草之地下繁殖器官，因

為耕犁導致脫水而死，田區淹深水則可抑制一年生雜草之發生。可用來防治特定之雜草。 

4.覆蓋：田面覆蓋會造成遮光、土溫升高、植物殘株釋出毒他物質等，抑制雜草的生
長。 

5.火燒：可殺死整地前或收穫後之地面雜草，臺灣常見之燃燒稻稈，即可殺死田面已

長出之雜草。 

6.中耕培土：將田面雜草翻埋至土中或鬆動雜草根部，亦可達到除草的目的。播種前
的整地可去除田面雜草，田面整平則有助於萌前除草劑之施用。 

(四)生物性防治：分為傳統生物防治及使用生物藥劑兩大類。但施用前需針對取食對象，

或寄主範圍做確實的研究與評估，以免造成其他作物及生態的明顯危害。1970 年代利用真菌

發展之生物藥劑，稱為真菌除草劑（mycoherbicide）；已有商品化產品上市。也有報導利用炭

疽病菌感染菟絲子達到防治目的。 

(五)化學性防治：除草劑的使用，大幅度降低作物栽培對人力的依靠及生產成本，造成深

廣的影響。目前主要作物上均有多種可用之除草藥劑，其使用之技術亦相當完備成熟。但是

次要作物可用之除草藥劑不足，甚至完全缺乏。有些除草劑的使用，超過實際防治之需求，

以致危及環境。使用前必須對藥劑有相當的認識，才可發揮效果並避免引起不良的作用。 

臺灣地區現行移植水稻田雜草防治，於本田整地前先施用非選擇性萌後除草劑如巴拉刈

及嘉磷塞(glyphosate)，全面噴施田面已發生之雜草，再經過乾濕整地 1～2次及淹深水抑制土
壤中草子的萌芽，並於移植後數日內施用萌前除草劑如丁基拉草(butachlor)等，可防治 1～2
葉期以下之已萌芽雜草；但發育超過 2～3 葉之雜草對藥劑忍受力會明顯增強，二期作高溫

下因為雜草萌芽及生長快，施用萌前殺草劑之時間須較一期作早，才有明顯的防治效果。萌

前藥劑施用後，若有高密度之闊葉多年生草如野茨菰、瓜皮草等發生，可施用本達隆(bentazon)
等萌後作用較強之選擇性藥劑。近年發展之高活性、低用量、低毒性之硫醯尿素類

(sulfonylureas)除草劑；如百速隆(pyrazosulfuron)、免速隆(bensulfuron)、依速隆(imazosulfuron)
等，對 3-4 葉之闊葉草仍具明顯效果，因此可使用在多年生闊葉草嚴重或農時延誤之田區，

只是對稗草的防治較差。 

直播稻目前在本省所佔的面積不多，對大部份的除草劑又都十分敏感，為減少藥害的發

生，可將推薦用量分次以半量施用，且需整地平坦及灌排水均勻，以免藥劑沉積在局部田區

引起秧苗藥害。本省水稻田由於長期施用萌前藥劑，田間一年生草多被有效控制，雜草種類

趨於單純，雜草量也大為降低，而以地下球莖繁殖的野茨菰、瓜皮草等多年生草卻相對增加，

某些雜草如螢藺等，會局部性的嚴重發生，可能和其耐藥性及田間管理措施有關。 

雖然臺灣地區作物田已普遍使用藥劑除草，但部份仍以人工或機械除草、田間管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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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栽培制度等防治為輔，後者對雜草種類不具選擇性，但耗時費力不若除草劑的經濟速效，

實際上雜草的發生與作物栽培管理方式有密切關係，因此在防除上尚須考量田區的栽種歷

史，同時配合適時、適地、適量的用藥，至於如何達到經濟效益及減少藥劑造成環境負荷的

目標，仍為現階段所努力追求的管理策略。 

 

水稻有機栽培之雜草管理 

有機栽培之雜草防治技術，首要為遏阻特定雜草引入及繁殖的預防性措施，作物種子

的清潔為避免雜草引入作物田最普遍方式之一，種子袋應標示(1)標的作物種子%，(2)其他作
物種子%，(3)雜草種子%，及(4)問題雜草的名稱及發生頻度。其次配合栽培管理制度，選用

萌芽整齊、生長快速具競爭力之品種，並利用移植栽培、密植、及窄行距的栽培法，減少雜

草為害。輪作為抑制有特定環境需求的雜草，如水田中危害嚴重之雲林莞草，與旱田輪作為

有效的防治方法。 

水田草相的變化主要和期作有關，多為株形較小之草本植物，在水稻進入最高分蘗期

後，因稻株形成覆蓋(canopy)而被抑制生長，且對水稻生育已不造成威脅。但產生之種子或

地下莖會影響下期作之雜草管理。水稻有機栽培之雜草管理方式包括(1)重覆整地：插秧前進
行兩次整地及深水灌溉。(2)稻殼覆蓋：秧苗成活後覆蓋稻殼及湛水管理。(3)高溫防除：插秧
初期施用未經腐熟之植物性有機質材，利用湛水下氧氣的不足，抑制雜草種子萌芽(二期作高
溫效果佳)。(4)防止經由灌溉水源及農機具之雜草種子散佈。(5)接種滿江紅等覆蓋植物。 

推動有機農業的最終目標為達到農業的永續經營，因此面對主觀人為認定的“雜草”植
物，在避免種子大量產生及入侵的前提下，合理使用各種防治技術，預防雜草種子或營養繁

殖體，從作物種源、肥料、農機具及灌溉水等途徑的污染，及抑制田面已發生雜草的生育，

最主要的是確實掌握防治的水準，消除“寸草不留”的觀念，則落實有機栽培的執行必然指日

可待。 

結論 

作物栽培體系中雜草的持續性發生，和其快速的傳播及過強的競爭力有關，對農業生產

也帶來不小的衝擊，由“野草除不盡，春風吹又生”這句俗諺，即可深刻的體會早期農民除草

的無奈，只是目前臺灣農民大部分倚賴除草劑防治雜草，而忽略了如何配合其他非藥劑的綜

合防治技術，尤其是涵蓋種子檢疫的預防性措施，藉以降低雜草的入侵與散佈，而防治的重

點在於壓制雜草茂盛的繁殖力，同時考量作物的特性與生育期，評估雜草發生對作物生育帶

來的衝擊，結合栽培管理體系及施用藥劑等綜合防治技術，才能達到省時省工符合經濟效益

的管理策略。實際上所有雜草防治的措施，均會減少不同程度的雜草侵害，若針對特定種類

雜草的完全根除，不僅困難度高且所需成本驚人。 
 



【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編印 38

釋迦果園環境優質化管理 
臺東區農業改良場 謝進來 

 
  釋迦生長期間病蟲害種類繁多，完全依賴化學藥劑防治，雖可得到較高的產量與品質，

但就長遠的願景而言，其帶來的後遺症傷害更大，如病蟲害產生抗藥性，次要害蟲轉變成主

要害蟲，釋迦果品農藥殘留量超過安全容許量，傷害非標的生物如天敵及環境污染、土壤劣

化等，難以解決的大問題，因此如何改善果園環境品質使利於釋迦生長，卻不利於病蟲害存

活之管理方式，實為果園環境優質化管理之最重要的目的。 
 
  釋迦果園環境包括生物性、化學性及物理性的環境，生物性環境包括果樹間地下部之土

壤生物相、地面上草生栽培之雜草相及棲息於釋迦果園內之有益天敵相與有害生物相

（pests）；化學性環境係指，土壤內供給果樹生長所需之各種營養素如土壤酸鹼值（pH值）、
有機物質及氮、磷、鉀與各種微量元素等；物理性環境則指土壤質地（如砂粒、坋壤、黏粒

及砂礫質等含量）與果樹間溫度、濕度、日照及通風性等。茲依序說明如下： 
 
一、釋迦果園草生栽培優質化管理： 
    草生栽培之草種選擇時，應考慮七個層面：1.能保護果園表土免被豪雨沖洗流失。

2.乾旱期間能緩衝日照，降低表土水份蒸發速率，維持土壤微濕度，使根部得以繼續吸

收水份，維持果樹生長所需最低需水量，避免達到永久萎凋點（persistent wilt point）。
3.草生栽培之草種雖會與果樹競爭吸收部份肥料，但經一段期間後可行地上部割草、覆

蓋、養分又回到土壤，或選擇矮生、匍匐性之豆科植物如多年生落花生，其根部能與根

瘤菌共生，而固定空氣中的游離氮素，供釋迦果樹利用，不但節省能源又兼顧環保效益。

4.選擇的草種必須不是釋迦病蟲害種類的中間寄主，或能避開釋迦受害的關鍵期，以免

生長期間增加防治病蟲害的困擾。5.選擇的草種當成株為草生栽培時得使天敵的族群在
無食餌下（（preys），即釋迦無病蟲害種類族群發生）能獲得充分足夠的食物，或處於惡

劣的環境（如釋迦強剪後無葉片、颱風豪雨、寒流低溫來襲、果農噴灑化學農藥時）能

找尋隱蔽處及食物等供天敵的族群永續繁衍；或草生栽培之地下根部能有更多有利的環

境，供土壤有益微生物菌落永續存活。6.草生栽培之草種能提供花粉作為釋迦授粉昆蟲
（如鞘翅目之出尾蟲科 Nitidulidae 數種出尾蟲或本省土產的東方蜂（Apis cerana））的
蜜源，使其族群在釋迦果園內得以存活。7.具經濟效益性，選擇的草種最好是果園所在
地土生土長的草種，不但經濟實惠（不必費錢費工再買草種及定植）而且免照顧，一年

四季皆能生長良好。 
    利用矮生、匍匐性、多年生豆科植物落花生或當地土生的草種等較具耐乾旱及耐貧

瘠土壤，對立地土壤質地條件無選擇，在惡劣氣候逆境下仍能存活；種苗易繁殖且短期

間發生病蟲害的種類均不會危害釋迦果樹；因具矮生不會增加果園管理或工作的困擾，

而匍匐性可緩衝豪雨直接撞擊果園表土的重力，減少表土因沖洗而流失；乾旱期間果園

表土均被草生栽培之葉片覆蓋，可減少表土水份因日照、高溫而直接蒸發，而維持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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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濕性，使得根部仍能持續吸收水份，供應果樹生長所需。草生栽培優質化管理之重點

方法如下：1.長期保養，即平時維持草種能覆蓋果園表土。2.重點加強維護，於立春後

春雨期間或釋迦行強剪後，先翻耕果園表土再栽種草種，其行株距均為 20~30公分（約
1尺）種一草種苗，再配合果園栽培管理施肥及噴水灌溉，經一年後草生栽培即能完全

覆蓋果樹表土，再藉平時長期保養草種即可，若遇不可避免天災，再重點加強維護，能

確保草生栽培永續存在於釋迦果樹內。 
 
二、釋迦果園灌溉優質化管理 

  釋迦果園灌溉設施至少需具備下列四項功效，方能稱得上優質化的管理：1.除了平

時配合釋迦生長長期灌溉供應果樹需求外，於乾旱季節能即時足夠的補充水份，避免因

忽乾忽濕造成裂果或永久萎凋點的處境。2.釋迦開花授粉期果園相對濕度需達 80%以
上，灌溉設施能配合釋迦生理需求，每日上午 6~8時之間，能啟動灌溉提高果園間相對
濕度，增加授粉成功的機率，促進有效的結果率，降低畸形果的發生。3.利用灌溉設施
調節釋迦果樹間微氣候環境，使不利於害蟲棲息活動、取食、交尾及繁衍族群成長或病

原菌建立菌落、傳染、罹病等，直接地抑制該等病蟲害之危害程度，間接地達到保護釋

迦果實的目的。4.利用灌溉設施營造有利於天敵或土壤有益微生物相的動態平衡，可抑

制病蟲害的族群，降低對釋迦的危害。而釋迦果園的灌溉設施設備需有蓄水池（視供水

量大小而定噸位數）、引水灌溉之塑膠管等，原則上必須每株果樹均能供水灌溉，再配

合釋迦生長期對水分生理需求、天候、栽培管理及病蟲害發生初期與天敵發生情況，啟

動灌溉設施，達到省工、省錢又環保且能確保釋迦的產量與品質。 
 

三、土壤健康管理： 
  土壤為生產農作物產品之母親，健康的土壤不但能提供番荔枝根部正常地發育、生

長所需之環境與營養，同時促進地上部能開花結果，以確保產量與品質，而且能培育有

益的微生物大量繁殖，於根圈周遭與根互利共生，形成根部防衛禁區，有害病原菌無法

越雷池一步，而使土壤中微生物相維持動態的平衡，則根部不必灌注化學藥劑亦能健康

的生長。番荔枝果園偏好排水良好之砂礫質壤土，酸鹼值應維持在 pH6.5~7.0之間，而
褐根立枯病原菌最適生長於偏酸性土壤（pH4.5~7.0），且生長勢較衰弱之植株或土壤貧
瘠地區更易罹病。因此土壤健康管理首要工作係調整土壤酸鹼值 6.5~7.0間，使褐根立

枯病不適生長而抑制其致病力。酸性的土壤除了可使褐根立枯病原菌大量繁殖，加速危

害外，更不利根系生長及有益微生物之活動，同時也易造成番荔枝缺鈣、磷及鎂等症狀

與引發鐵、錳之含量及活性過高而使番荔枝中毒，無形中加快樹勢衰弱，誘發褐根立枯

病更形猖獗，因此如何保持果園長期擁有健康的土壤實為果樹栽培管理最重要的工作，

其重點策略如下： 
（一）土壤營養肥力改良： 

  一般土壤的營養診斷項目主要有土壤酸譣值（pH值）、電導度（EC）、有機
質含量（%）、土壤的碳氮比（C/N）、陽離子交換容量（CEC）及有效性磷酐、
氧化鉀、氧化鈣、氧化鎂等。土壤酸鹼值（pH值）猶如人體酸鹼值與體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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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體質偏酸，自體免疫力降低，就像土棲性病害如釋迦褐根立枯病、根朽病

等，在土壤 pH值偏酸時，其菌絲生長快速、對釋迦果樹致病力就增加，而釋迦

果樹土壤（指主要根圈 30~60公分處）健康範圍則必須維持 pH值 6.5~7.0間最
適宜。若 pH值在 5.0以下則太酸，7.5以上太鹼。 
1. 酸性土壤改良的方法： 

(1) 應依土壤速測 pH值結果選用含鈣資材以提高土壤 pH值（6.5~7.0）適合
番荔枝根部生長而不利褐根立枯病原菌存活。 

(2) 含鈣資材包括農用石灰粉（含 80~95%碳酸鈣 CaCO3），白雲石粉（苦土

石灰，含 52% CaCO3及 42%MgCO3），其施用量依土壤質地及 pH值而異

且宜逐年漸進改良，一般石礫質壤土每公頃 1.0~1.5公噸，粘土 2.0公噸，
每年一次全園撒施後翻耕入土深 15~30公分之土壤中 

(3) 施用堆肥或腐熟廄肥，每公頃 8~10公噸且配合於果樹行間草生栽培，種

植當地綠肥植物或豆科植物－如葡匐性多年生落花生；每年於番荔枝強

剪後，以小型挖土機在果樹行間開溝深 30~45公，寬 25~30公分，將有
機質肥料、綠肥及剪下之枝條、葉片等全部掩埋，再覆土行深層施肥，

可增加土壤的腐植質，增大土壤的緩衝能力及改良土壤理化性，促進土

壤有益微生物的活性，同時補充番荔枝根部所需養份 
(4) 施用鹼性肥料如硝酸銨鈣、氰氮化鈣或溶磷肥等可抑制褐根立枯病原菌

之危害。釋迦生長期間，施用鹼性肥料如硝酸銨鈣、氰氮化鈣等。 
2. 鹼性土壤（pH7.5以上）改良方法： 

(1) 施用硫磺粉，每公頃全園撒施 3~4公噸，再翻耕使之與土壤充分混合。 
(2) 施有機質肥料，每公頃 8~10噸、 
(3) 釋迦生長期間選用酸性肥料如硫酸銨、硝酸銨等至 pH值維持在 6.5~7.0
間。 

(4) 電導度（EC）即土壤中之複合體上具有吸著離子之總電荷量（土壤中可

溶性鹽類）則像人體的血壓，太高或太低，易引起心臟疾病而猝死，因

此土壤中陰離子如 Cl-、SO4
-2、NO3

-等或陽離子如 K+、Mg+、Ca+等太多

時，若超過 4mS/cm（4mmhos/cm）時，因土壤溶液之滲透壓過大，致使
果樹根部無法從土壤中吸收水分，而使樹勢衰退、生長停頓，甚而枯死，

釋迦果園土壤最適合電導度（EC）範圍在 0.2~0.6mS/cm間。若超過此範

圍，其改良方法： 
A. 可用果園表土耕犁打破土壤毛細管，使土壤水分無法維持往表土上
移，降低鹽基上移表土的機會。 

B. 行表土覆蓋如稻殼、稻草或蔗渣等。 
C. 在引水灌溉水質含鹽類，電導度在 0.05mS/cm以下則較不易造成鹽

類再累積。 
D. 有機質含量（%）在釋迦果樹以 3%最適中，太少時，每年可隔行開

深溝 45~60公分、寬 30公分施用，再覆土，超過 3%時，則可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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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至維持在 3%左右。惟有機質肥料中含有有機膠體或腐植質，

因帶負電，可吸附游離之陽離子。因此，若帶負電之土壤礦物或土

壤中有機膠體或腐植質越多時，就像人之胃大小一般，身強體健的

人，必有較大的胃可吸收大量的營養，同理，陽離子交換容量（CEC）
越大，則對土壤養分的保存力越高，但根部周圍之土壤中所吸附之

陽離子飽和後，若再施入較多鹽類或氮素等養份，因無法吸收而成

為游離狀態如 NH4+，則反而會傷害到根部或使之中毒。因此，健康

的土壤必須使各種鹽類之吸收飽和度維持在 70~80%之動態平衡，，
其餘 20~30%位置可供緩衝地帶，以調節根部能正常生長。另外，土
壤碳氮比（C/N）若維持在 9~13之間，則可促進土壤有益微生物菌
落建立，並大量繁殖而形成根部附近防衛禁區，增強釋迦果樹根部

抵抗有害病菌如褐根立枯病及根朽病。而磷在土壤中因不易流失，

長期施用而累積過量，若加上各種鹽類吸收飽和度達飽滿時（營養

過高），就如同虛胖或老年人具高血壓般的潛在危險，反之若鹽基吸

收飽和度太低，則因養份不夠，樹勢及果品之產量及品質均會較差。

總之，土壤改良係維持各種營養分動態之平衡，才是土壤的健康管

理。 
（二）土壤有益微生物菌落之改良：  

  土壤健康管理第二要務係維持土壤生態系的平衡，使有益微生物能正常

生存，進而繁殖成群落生長，不但能供給植物所需的營養、改良土壤的物理性及

增加養份的有效性等，而且能抑制有害病菌不易在該土壤繁殖生長，形成抑病

土，避免導病土的發生，減少番荔枝褐根立枯病原菌入侵根部，地上部才能正常

成長。土壤有益微生物種類繁多，依其作用功能主要可分為固氮菌如根瘤細菌

Rhizobia可與豆科植物根互利共生，固定空氣中游離氮氣將之轉為氨，供根部營

養並自植物獲得能量；菌根真菌（Mycorrhiza fungi）能使土壤中之腐植質加速分
解而供根取得氮素（硝酸鹽及銨鹽），同時在土壤中吸收各種礦物質（如磷素），

以轉供根的的運用，由於該菌與根系共生，如同根毛，佔據了根部多數的表面與

內皮層，減少病原菌入侵根圈，並幫助根部吸收養份及水份；放射線狀細菌

（Actinomycetes）大多存在土壤中，由於本菌類能產生抗生素對病原菌亦有防治

效果。如鏈黴素、土黴素、金黴素及新黴素等都是從鏈黴菌屬（Strepromyces）
的不同種類中研提製成之藥品。土壤的健康管理其關鍵點在於必須整年長期注重

土壤微生物的保養與大量接種有益微生物，包括上述調整土壤酸鹼值、施用有機

質肥料、草生栽培等並避免使用土壤殺菌劑、殺草劑或燻蒸劑，再者於立春後番

荔枝休眠期行開溝深層施有機質肥料時，將品質優良之有益微生物，依所需之稀

釋倍數灌注於根部，再覆土即可，生長期間在開花結果期（約 5~6月）及第一期
果採收後第二期果結小果期（約 9~10 月）或颱風、豪雨過後，番荔枝果樹及土
壤遭受氣候逆境時，各再施一次，將稀釋液由主幹為中心沿樹冠下進行全面灌

注，行有益微生物大量接種，以維持其成長群落濃度，俾長期保護釋迦果樹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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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病原菌感染。 
 
 
 
 
 
 
 
 
 
 
 
 
 
 
 
 
 
 
 
 
 
 
 
圖一、微生物大量繁殖，於根圈周遭與根互利共生，形成根部防衛禁區示意圖 

 
（三）土壤物理性之改良： 

釋迦屬於熱帶、亞熱病之半落葉性果樹，對土壤質地之立地條件限制並不苛求，

但以易於排水且通氣性良好之砂礫質壤土最佳，若在較黏性壤土或地下水位高者

或由水田翻耕栽種者，必須築高 20~30公分之床畦及排水溝，並避免根部因通氣
性不良而易誘發土壤病害感染，如褐根立枯病及根朽病，增加該等病害防治的困

難度。要改善土壤之物理性，其方法有：○1 新開墾或更新品種的果園（如改種大

目種釋迦或鳳梨釋迦），必須先將園區之雜草、木砍除、搬離或集中燒燬，再以

曳引機托掛板犁將果園表土行深約 30公分之深犁翻耕，使下層硬底盤的土壤掘
起，與表土充分混合，○2 已成園之果園，可配合每年施基肥時，以小型挖土機，

將開深溝 30~45公分、寬 30公分之深土層掘起，並於表土混合後，○3 再將基肥
資材（包括有機質肥料、磷肥等）施入溝入後覆土，可增大根圈附近之有效土壤

的體積，使氧氣、水分及營養分等能自然順暢擴散到下層，誘導根系更能伸入底

 
根部防衛禁區

褐根立枯病菌 

有益微生物 

根朽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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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內，以鞏固主根發育生長，俾使果樹主幹增加穩固性，不會因颱風豪雨侵襲而

動搖地基部，造成植株傾斜、倒伏，形成斷根而使之枯死，或遇乾旱季節時，深

土層下 30公分根圈附近仍可維持根部正常吸收水分，而不會造成水分潛勢（water 
potential）低於永久性萎凋點，使植株因脫水、萎凋而枯死。 
 

四、果樹健康管理： 
  要生產優質與豐產之釋迦，除了必須長期維持土壤生態系中各微生物相的平衡與平

時的保養之外，還要有健康的釋迦果樹，包括從地下根部至地上部莖、葉、枝條、花及

果實等每個部位的組織、器官不但要保持生理機能反應均正常，而且耐有害生物（Pests）
之危害或遭受其入侵傷害時，由於生長勢強盛，能於短時間內自行瘉合而恢復正常的生

長，或釋迦果樹之組織構造不適合該等有害生物之取食與存活，而仍能長出優質、豐產

的釋迦。首先要使釋迦果樹根部生長之土壤環境改良成為能培養具有抑病性之土壤，即

上述土壤健康管理之方法，使其土壤有機質含量 3%以上，並保持良好的通氣性及排水

性，補施土壤改良劑及有益微生物大量接種等，使土壤微生物相維持平衡下，抑病土自

然形成，則釋迦褐根立枯病及根朽病之病菌無法入侵根部危害。另外，在土壤較貧瘠地

區如新開墾坡地或河川砂礫質壤土區，或過度強剪之釋迦果樹等因生長勢較衰弱，故較

容易罹病。因此，釋迦合理化施肥，補充生長所需之養份是有絕對必要的，再配合樹體

的生長勢、樹齡及枝條，進行適度地修剪，保持果樹間之通風性，才能杜絕褐根立枯病

與根朽病之病菌的感染。因此要使果樹能正常、健康地生長，除了必須充分供應釋迦所

需營養，增強果樹本身抵抗力外，就是要使病蟲害無法感病或傳染等。其健康管理策略

包括：○1 杜絕或降低病蟲害入侵，○2 剷除病蟲害感染源，或使之降低致病力，○3 培育果

樹自體的抵抗力，使病蟲害無法感病或危害。其方法可從果樹地上部及地下部等著手辦

理。 
（一）地上部健康管理： 

1. 剷除感染源或降低傳播源：釋迦為半落葉性果樹，每年於 2~3月間必須行強剪，

可一併把罹黑腐病之枝條及果實等剪除，並配合施基肥時必須開溝深 30~45公
分、寬 30公分後，把修剪下之枝條、果實等與有機質肥料，一齊放入溝內，再

覆土掩埋，可達到剷除感染源及降低傳播源。 
2. 杜絕或降低黑腐病菌入侵果實：於釋迦授粉期結束後，結幼果期時，待幼果尚未

感染黑腐病前，先行果實套袋，或於果實套袋前 1~2天，先以 40%腐絕可濕性
粉劑稀釋 500倍，全園（特別是果實，一定要噴到藥液）施藥 1次，再行果實套

袋，俾確保套袋前果實完全無罹病，才能達到優異的防治效果。地下部健康管理： 
（二）依上述三、土壤健康管理之所述辦理 
（三）釋迦果園施肥管理： 
   表一、釋迦果樹健康營養需求量（以 8 年生釋迦果樹為主） 

單位：公斤/株/年 
生長期 肥料名稱及成份 施肥期 施肥量 施肥方法及注意事項

強剪期 臺肥 2號有機肥 
（4-4-4-60） 

基肥 8~10 
 

於 1~2 月間行強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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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期 肥料名稱及成份 施肥期 施肥量 施肥方法及注意事項

或 過磷酸鈣 
  硝酸銨鈣 
  氯 化 鉀 

基肥 2~3 
0.8~1.0 
0.3~0.5 

 
或 臺肥生技 1號有

機肥 
基肥 4~6 

 

或 臺肥 43號複肥
（15-15-15-4） 

基肥 1.0 

後，在果樹行間開溝

深 30~45 公分，寬
20~30 公分將肥料撒

施於溝底，再覆土。

葉 片 
濃綠期 

臺肥（特）43號 
（15-15-15-4）或 
臺肥（特）5號 
（16-8-12） 

第一次追肥(夏肥第
一次施肥) 

1.5~2.0 番荔枝第一期果開花
期，約 5~6 月將肥料

直接撒施樹冠下表土

上，避免直接施於樹

幹地基部。 
臺肥（特）43號 
（15-15-15-4） 

1.5~2.0 

或 臺肥（特）5號
（16-8-12） 

第二次追肥(夏肥第
二 

次施肥) 1.5~2.0 

番荔枝第一期期果約

7~8 月，將肥料直接

撒施於樹冠下表土

上，避免太靠近樹幹

地基部。 

結果期 

活力 1號生技營養劑
（5-5-5-1） 

著果後每隔 15~20
天施一次 

0.05 取活力 1號 50cc，加
至 10公升（即稀釋
200倍）行樹冠下表土
澆灌，每株灌 10公升
肥料液或稀釋 500倍
行葉面噴施。 

臺肥（特）43號 
（15-15-15-4） 

1.0 
 

第一期果採收期 
第二期果結果期

或 臺肥寶效 1號有機
複肥 

（11-11-11-30） 

第三次追肥(秋肥)

1.5 

約 10月時，將肥料直

接撒佈於樹冠下，不

能施於主幹地際部。

採收後 臺肥（特）5號 
（16-8-12） 

第 4次追肥(禮肥) 0.5 約12月時待完全採收
後，將肥料直接撒布

於樹冠下表土上。 

 
五、罹病區田間管理： 

  果實黑腐病主要係以無性世代柄子器之分生孢子，藉雨水沖濺、或隨雨水流竄或因

強風吹襲飛散而傳播，且感染果實後病斑擴展迅速，加上高溫、高濕下，病勢蔓延更快，

若不防治，即能造成小區域流行病。其管理策略乃是預防重於治療，預防的方法如前述

果園環境優質化管理、土壤及果樹健康管理，而治療方法如下： 
（一）罹病區需徹底剷除傳染源：於田間栽培管理巡園時，發現罹病枝條及罹病果，應

隨時剪除並攜出果園外面，集中燒燬或掩埋，切勿任棄於果園內，才能減少傳染

源，降低感染的機會。 
（二）當果實長至中、大果期（果徑 4公分以上時），若遇下雨又高溫時，尤其 6~10月

間，則在雨天過後要立即施藥防治，可選用 40%腐絕可濕性粉劑 500倍，或 41.8%



【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編印 45

腐絕水懸劑 1,000倍全園防治一次。若發現罹病果時，亦應立即採取上述化學藥

劑防治。 
 
六、採收期管理： 
（一）採果時及由果園搬運果實至集貨場與分級包裝等均應注意避免果實受傷，減少黑腐

病感染。 
（二）連續採收數次後，應以 40%腐絕可濕性粉劑 500倍，全園防治一次，避免採收後

傷口造成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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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番荔枝果園草生栽培之當地草種（上）、葡匐性多年生落花生（下） 
 
 
 

圖三、小型挖土機於行間開溝，深 45公分寬 30公分行深層施肥（左）、深層施肥於溝內，施

有機質肥料、磷肥及有益微生物等，再把葉片埋入溝內覆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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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釋迦果園地面裝置噴水管俾供水份 



【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 編印 48

  

圖五、釋迦果園架設高於果樹頂之噴水頭俾供水份 
 
 
 
 
 
 
 
 
 
 

圖六、褐根立枯病罹病初期之病徵－番荔枝（左）、鳳梨釋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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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褐根立枯病罹病後期之病徵－釋迦枯死狀（左）、主幹地際部被害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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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根朽病危害狀－釋迦果樹枯死狀（左上）、鳳梨釋迦枯死狀（右上） 
釋迦果實黑變、木乃伊化（左下）、主幹地際部長出子實體狀（右下） 

 
 
 
 

圖九、感染黑腐病之鱗目病灶處，先灰藍化後

並擴展至其他鱗目。 
圖十、黑腐病由果蒂處感染之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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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病灶處之果肉呈黑褐化，並向附近果

肉延伸感染。 
圖十二、感染黑腐病後期，果皮產生黑色粉狀

物之柄子器。 

圖十三、感染黑腐病之果實黑變、木乃伊化，

但仍留在果樹上。 
圖十四、冬期果因下雨而造成裂果，助長黑腐

病之感染。 
 

圖十五、果園草生栽培優質化管理－栽種矮生

匍匐性多年生落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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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果園灌溉優質化管理－塑膠噴管（左）及軟管（右）設施情形。 

圖十七、新開墾果園整理後以曳引機深犁 30公分，改良土壤之物理性（左），及蚯蚓棲息狀（右）。

圖十八、果實套袋阻止黑腐病入侵（左），套袋時先套具伸縮性之保麗龍網袋，再套紙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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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機農業介紹 
 

綠色陣線協會 

吳東傑撰寫 

前言 

自從人類開始耕種農作物以來，雖然已經有幾千年的歷史，但是在十八世

紀工業革命後，農業的生產起了一個很大的變化，這變化同時也對人類的生存

環境產生了負面的影響。早在 1924 年，德國人-魯道夫史坦納（Rudolf Steiner）

便提出農作物有機栽培法，雖然與當時世界追求農業工業化與商品化的趨勢不

符，卻是今日有機農業重要源頭概念。 

過度使用化學肥料、農藥，以提高農業生產力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因為污染環境且有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愈來愈為人所詬病。尤其長期大量使用化學肥料的結果，不僅導致土壤酸、

鹽化及地力的衰退，也污染了人們賴以維生的土壤、水資源及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生活環境

品質。至於農藥的受害者，不僅是生態環境，食用噴過農藥而殘留在農產品的消費大眾，也

都難以倖免。 

近年來，癌症比例的攀升，某種程度帶動有機農業的發展，因為「癌」有三個口；官方的發

展則起源於 1986年，農政單位邀集學者專家評估有機農業發展的可行性。為了吃得更健康、

安心，消費者願意多花更多的精神與金錢，尋找自然、安全、健康的食物來源。 

而遠在拉丁美洲的古巴則以推廣「廚房花園」的有機農耕，鼓勵民眾利用零星土地從事有機

種植讓古巴脫離飢荒困境，更難得的是在 1999年古巴的有機農業團體和哥倫比亞的生態團體

獲得被稱為「另類諾貝爾獎」的「正確生活獎」，證明有機農業的耕作方式是未來永續發展

及糧食生產的根本。而古巴政府也大力支持有機農業，近年來共成立了將近二十個有機農業

研究的相關單位。 

有機農業的發展歷程 

1930年代，在歐洲即有「生物動態性農業」的說法，強調生物多樣性、資源回收利用、避免

使用化學製品。日本方面，在 1935年，岡田茂吉（Mokich Okada）先生，開始提倡「自然農

法」（Natural Farming），不使用化學肥料、農藥的耕作方法，生產自然的產品及維護自然

環境，並發展為日後的「MOA」（Mokich Okad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自然農法。雖

然，農業因使用化學肥料、農藥而導致量的增產，但主張使用堆肥來改善地力，強調腐質土

等有機質對農地的重要性亦大有人在。1940年，即以「有機」的概念來統稱此種現象，而有

「有機農法」（Organic Farming）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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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陸在有機農業的發展，亦不落人後，於 1945年開始推廣有機耕作，並有大量的著作及

論述。 

1970年代的石油危機，讓世人有機會反省對自然資源的看法，也開始思考「自然資源的有限

性」。 

反觀台灣，1980年代即有「生機飲食」的倡導，不以熟食為重。然而「生機飲食」的條件，

是建立在不施用化學農藥及肥料的蔬菜。此時，無農藥的耕作要求，為當時所重視。而後的

「安心蔬菜」，標榜「無農藥殘留」。「生機飲食」和「無農藥殘留」，即是有機農業的濫

觴。 

無農藥殘留，只是消極性的農藥「量」的控制，大自然還是無法避免農藥和化肥的傷害。1990

年，前述的「MOA」來臺成立「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推廣「自然農法」，開啟有機農

業發展的大門。 

而臺灣的農政單位則自 1995年，開始推廣農作物有機栽培的觀摩及示範。 

由於有機耕作的方法、目的不一，導致各種名稱的出現及各種不同的解讀。 

目前最廣為人知且為人所接受的是「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為維持土讓的生產力及耕作，

強調施用作物殘餘、禽畜排泄物、綠肥及其他有機廢棄物所作成的堆肥，以保持土壤肥力。

並以耕作、輪作方式來維持土讓的地力，至於間作、生物防治法則可避免蟲害及雜草。 

支持永續農業發展者，認為只有技術，並不足以保證農業的永續性，如何提昇農村的人力與

鄉村發展，才是「永續農業」的根本之道，且相當注重環境生態的維護。 

至於，另類農業（Alternative agriculture），則是相對性的防止農藥、化肥、殺蟲劑所帶

來的危害。 

另外，還有「生態農業」、「生物性農業」、「再生性農業」的稱呼，則強調 4R（Reduce、

Reuse、Recycle、Regeneration）的自然資源回收利用和生態環境的可再利用性，及低資源

的投入。 

 

有機農業的光譜 

農作物的耕作方式對生態環境的改變，從正面的影響到較少的負面影響，目前

均被視為有機農業，故所謂的有機農業，指的是不污染環境、不破壞生態，並

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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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屬高溫、高溼的亞熱帶氣候環境，農作物的生產一直以來都是透過各項人

工施肥及農藥來抵抗病、蟲害，故要從事有機耕作，對臺灣的傳統農作而言是

一項重大的挑戰。 

目前最廣為人知且為人所接受的是「有機農業」，指的是為維持土讓的生產力，

強調施用作物殘餘、禽畜糞堆肥、綠肥及其他有機廢棄物所作成的堆肥，以保

持土壤肥力。並以輪耕、輪作方式來維持土讓的地力，並使用間作、生物防治

避免蟲害。 

但是否可以使用溫室或網室從事有機栽培，則是有需討論的空間。如從嚴格的

生物系平衡而言，溫室或網室的栽培時無法促成生物多樣性和生物系統的平衡

與穩定，但在現階段的有機推廣過程仍被接受。 

至於有機農業是否該使用堆肥，也有探討的必要；有機農業縱然不可使用化肥，

但過量的使用有機堆肥仍有可能造成氮肥的過量，而增加植物體內的硝酸鹽，

甚而影響人體的健康，當然也會造成環境的污染。而堆肥中的重金屬如銅、鋅，

過量的使用也會累積於土壤中，導致重金屬的污染。 

MOA 與自然農法 

自然農法的名稱是在 1935 年，日本的岡田茂吉（Mokich Okada）先生，開始提

倡「自然農法」（Natural Farming），不使用化學肥料、農藥的耕作方法，生

產自然的產品及維護自然環境，並發展為日後的「MOA」（Mokich Okad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臺灣在 1990 年民間團體結合日本 MOA（Mokich 

Okada Association）國際本部，成立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推動

不使用化學肥料及農藥的耕作方式來維護自然生態。另外在 1993 與 1997 年分

別有「社團法人中華永續農業協會」與「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

成立，皆以推動有機農業為宗旨。由此可知 MOA 是從自然農法衍生出來的有機

農法。 

有機農法和自然農法 

有機農法和自然農法都是有機農業的耕作模式，但因自然農法強調生物的適地性，及其強韌

的生命力，所以自然農法主張不從外地運輸或製造堆肥增強土壤肥力，而認為植物為求生存

所以會努力拓展根系。拓展根系的結果，就會讓植栽長的更勇壯且更容易吸收營養，結果就

會生長的更健康。 

而自然農法既然強調自然，就不鼓勵大面積的機械農耕，首重土壤植被的利用

和原始質地的保護；因為大規模的機械耕作將會破壞土壤中的微生物相，所以

也就不強調輪作和輪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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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想要維持植物相和自然環境的一致性，種籽的適應也就更加的重要；為了

增強種籽的適應，農民自己田間採種就更重要了。唯有透過田間採種，才能找

出最適合當地的最佳品種。 

如果說自然農法是牖機農業的優等生，則一點也不為過。 

自然農法的操作 

一、不使用肥料 

自然農法除了不使用任何農藥外，且認為大地本身自有肥力的培育能力，所種植物種會為了

生存與生長而盡量的發展根系，因此毋需施加外來的有機肥料；如果說有機農耕是用奶粉在

養土，而自然農法的土壤則是喝母乳長大的。因為外來的堆肥不管是買的或自己製作，就如

同奶粉是來自土壤以外；而自然農法的土壤養分則來自植物光合作用後留在土壤中的養分，

這些養分就是維持土壤生態系的必需品，植物的光合作用除了供給自己的養分，其餘的有 30

％是用來滋養土壤環境；而其他微生物也會相對的貢獻，加乘土壤的滋養。不使用堆肥或其

他肥料的自然農法，則植物體必須努力扎根；所以根系都會相當茂盛，以利吸取更多的養分，

才能成長。而且在栽種時，也都有較大的空間，以利植株生長，有時候經過台風吹倒的植栽，

經過扶起後，很快的展現旺盛的生命力而挺直生長。 

 

二、不使用大規模機械耕作 

自然農法認為利用大規模機械耕作，不僅會破壞土壤的質地，且土壤內的微生

物也會被破壞得所剩不多，因此只使用小型的機具操作，像鋤頭的每一鏟，對

土壤而言，則是最協調的自然音律，伴隨著大地萬物生生不息。此外，以草葉

製作的堆肥來保護土壤的溼度、維持適當的溫度、使土壤不變硬，維護土壤微

生物（包括菌類）的多樣性與豐富度。 

 

三、不輪耕 

自然農法強調農耕地與作物的專一性。至於大家普遍認為，不輪耕或休耕則會

導致病蟲害的叢生與聚集；但自然農法則以為植物、土壤、生態將會因繼續不

斷的適應和成長而維持平衡，因而達到最佳的適應狀況與生產產量。 

所以自然農法，強調田間採種的重要。因為只有採集來自已經生產的田間種源，

才是適應未來田間的最佳種苗，且經過不斷的育種，將會找出適應當地環境的

最佳品種。 

四、自然農法如何控制病蟲害的問題呢？ 

於大屯溪自然教育農莊從事自然農法的黎醫師認為，土壤健康了，生態系也就

搞定了，因此就沒有蟲害的問題；就如同人的免疫力提升了，身體也就變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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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有機農業

 生  態 社  會 

康，病就不會來。 

有機農業的永續性循環 

有機農業的耕作方法，是人與土地最好的互動方式。如國內不鼓勵有機農業的生產時，等於

間接鼓勵非有機的慣性生產，這對耕作土地是否能持續利用，會帶來莫大的隱憂，不僅如此，

也會降低臺灣的生物多樣性，以至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的破壞，因此有機農業是屬永續性的循

環生產。 

僅以下列圖文說明。   

 

 

 

。生活經濟的保障 

。活絡經濟 

。增加附加價值 

。良好的工作環境 

。公平交易  

。確保食物供給 

。滿足當地需求 

。兩性平等 

。尊重在地文化 

。良好的品味與品質 

 

 

 

資料來源：IFOAM Training Manual on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 P.18 

有機農業的土地倫理  

由於有機農業強調物種的自然生態平衡，而非以農業經濟生產為主要考量；所

以使用溫室栽培或網室栽培者是否算「有機耕作」？常引起爭論，贊成者認為

屬於溼熱及颱風多雨的季節，且北部的冬季又溼又冷，根本無法從事蔬菜種植；

如不使用溫室或網室則無法生產。反對者以為，溫室或網室栽培即和自然生態

環境隔離，無法達到以自然農耕完成自然生態的平衡，且最佳的耕作方式即是

以物種多樣性的生態平衡達到生物病蟲害的防治；而溫室栽培或網室栽培的生

物多樣化將因空間的極限而有所限制。 

另外，為了維持土壤的地力；「草生栽培」的應用對於有機農耕則是相當重要。

因為草生栽培不但可以透過草生植被維護昆蟲的生存棲地及土壤微生物相的豐

。好且穩定持續的收益 
。減少外部資源投入 
。將當地資源做最好利用

。維護生態系平衡 
。保持高土壤肥力 
。潔淨的水 
。生物多樣性 
。友善動物的畜養 

安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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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且草生植被在乾旱季節則可扮演保溼的功能，對於土壤的溼潤是相當正面。 

近年來，政府農政單位推行農地休耕時，農夫眼見雜草叢生即噴灑殺蟲劑，使

得耕作面積減少，但農藥的使用量卻增加的窘況。可見休耕政策不但沒有讓土

地休養生息，反而造成大地的浩劫。 

而另一極端現象是有些為了追求乾淨的生產環境，而遠離平原在高山地區尋求

有機耕作的桃花源。雖是美意，但有時卻破壞了原本相當穩定的生態和棲地，

則不是有機農業的初衷。 

 

有機農業的認證 

1989年，為了農業和水畜產品的品質，台灣農業開始進入標籤化（labeling），亦即透過識

別標籤，向消費者直接訴求產品的品質，也就是優良農產品 CAS（Chi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的來由。 

相對於國外的發展，法國早於 1965年為了保障消費者和提升雞肉品質，就開始建立認證標章

系統。 

而 1989年的台灣 CAS 農產品標章大都以畜產品和加工品為主，後來農產品也在 1994年發展

出「吉園圃」（ＧＡＰ）系統。吉園圃的標籤最重要的是要突顯農藥殘留的問題，只要標明

吉園圃標章即可認定所買蔬菜的農藥殘留是安全的範圍。吉園圃標章的設計：二片葉子為翠

綠色（代表農業），字體為藍色。三個紅色圓圈代表此產品經過「輔導」、「檢驗」、「管制」，

符合國際間為達到品質安全所強調之優良農業操作，ＧＡＰ係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優良農業操作）之英文縮寫。 

至於台灣有機農業的認證則起始於 1990年成立的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該基金會在台灣

推行 MOA 自然農法後，於 1995年開始有機農場的驗證。從登錄參加有機栽培開始，即可認定

為「MOA 移行栽培」，這些農場以自然農法為目標，但在栽培上仍然有限度使用化學合成資材，

這階段稱為「移行栽培時期」。當農友放棄使用化學合成資材，即進入「自然農法轉換期」。

在自然農法轉換期栽培過程中不可使用化學合成資材，只能使用驗證單位認可的生產資材，

而不使用化學合成資材滿三年者經過驗證即可貼上「自然農法」的標章。 

台灣有機農業的驗證發展過程和國外一樣是從民間開始，主要有五個有機農業推廣團體有：

即「MOA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TOPA 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COAS 中華有機

農業協會」、 「TOAF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以及「FOA 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2000年，MOA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 及慈心有機農業

發展基金會（TOAF）相繼通過農委會審查作業成為其核可授權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 

在 1995-2000年間，台灣區各農業改良場不但推廣有機農業亦扮演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的核

發作業；相信很多關心有機農業者都有看過戴斗笠的有機驗證標章。 

 

為了建構社會大眾有機農產品的信任和信心，及提升農產品的安全和因應農產品的「品牌認

證」問題，農委會 2005年即草擬「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草案。該法包括目前 CAS 標章

的驗證產品如水畜產品及其加工品，也就是目前 CAS 優良食品拓展到生活上實用之林產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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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炭或竹醋液也就是 CAS林產品，甚至統合農委會過去所推動的各項優良農產品標誌、標章

（包括：海宴、吉園圃、有機食品、台灣好米等），共同以 CAS來推廣，以媲美日本的 JAS。

屆時 CAS 有機農產品即是國家級的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 

CAS 標章將包括肉品、冷凍食品、果蔬汁、良質米、醃漬蔬果、即食餐食、冷藏調理食品、

生鮮食用菇、釀造食品、點心食品、蛋品、生鮮截切蔬果、水產品、吉園圃生鮮蔬果、有機

農產品、林產品。 

 

有機農產品除了有機 CAS 標章外將會再含有各認證單位的識別，而未來的「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理法」對於違法者將有法可罰。如未經驗證之

農產品擅自使用優良農產品標章或經撤銷、廢止其

驗證仍繼續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者，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如此

則可喝止濫貼標籤現象。另，大家所關心的有機農

產品使用化學肥料或農藥，也有明定有機農產品使

用化學農藥、化學肥料、動物用化學品或其他化學

品者，處新台幣 5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除了有機 CAS 標章外，「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也

是追蹤農產品安全的新制度。從「農場」到「餐桌」

將產銷資訊公開，「產銷履歷制度」就是農產品的

身分證，透過資訊的公開化、透明化，讓消費者了

解農產品產銷過程的所有資訊，創造農產品安全，

安心及可信賴的交易。 

 

有機農業的未來 

有機農業的未來，將不僅扮演生產的角色，也是環境生態的保護者。而在消費層面，應由目

前強調安全、營養價值、口感的高級消費，改為保護環境生態的綠色普羅消費。 

就整體的有機產業而言，完整的有機農業生產體系，不僅包括蔬菜、水果的生產，同時也包

括畜產品和水產養殖。在台灣發展有機農業已初具規模，畜產業者實有必 要考慮「有機畜產」

的生產系列，在沒有污染、抗生素殘留的疑慮下，讓消費者吃的安心與健康，同時提倡解除

動物福利。而有機畜產驗證也應是有機農業 認證的一部份，絕不可濫用「有機」之名，魚目

混珠，造成有機產業發展的障礙。另，有機農業不僅是農業的生產方式，同時也注重環境生

態的保育，和農村文化及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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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產品栽培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年  度 水  稻 蔬  菜 果  樹 茶  樹
其他 
作物 

合  計 

1996 年 62 26 67 5 - 160 

1997 年 238 43 100 16 - 397 

1998 年 302 98 156 22 - 578 

1999 年 466 170 157 22 5 821 
2000 年 596 154 209 37 17 1013 
2001 年 493 171 159 56 19 898 

2002 年 609 174 188 55 22 1048 

2003 年 600 228 159 63 43 1092 

2004 年 744 232 153 76 41 1246 

2005 年 777 236 155 77 41 1286 

統計時間至 2005年 8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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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的故事 
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理事長 黃清泰 

 

知識經濟時代，成人往往是國家翻轉社會政經文化軸線的主要能動者，成人教育的兩個

主要功能一─『幫閒』：資本主義下人為稻梁謀，汲汲營生，個人鬱卒渴尋出路，藉由技能

性、實用性知識的攝取，涵養心性促進生活美質，營造個人對既有體制的「感覺良好」。二

『幫忙』：進一步體認到成人之為共同體成員，積極參與公共事務、論辯公共政策，發揮媒

合『學習不忘社區、社區不忘學習』的公民德行。台灣島國長期軍事戒嚴，成教政策推展理

路嚴重向前者傾斜，不問可知；民主化社會氣候的到來，全球化社群‧自我治理轉型的迫切

需求，予國內社區大學運動風起雲湧的契機。至今國內推動社區大學己屆滿 6 年，學習人口

逾十萬人，對終身學習的風貌肌理均造成巨大的質變。這段期間，全國陸續開辦了 80 餘所
社區大學。台東在地人士鑑於台東不能自外於這股打造公民社會風潮的終身學習運動，遂於

民國九十年六月在現任台東市長賴坤成熱心促成下，結合有心社團、開始聚會討論興辦社區

大學的議題。 

 
經過多次溝通討論後，乃積極行動開辦本社區大學，並

於民國九十年十月，成立社區大學籌備會，規劃初期試

辦課程。早先理想乃籌設一所結合南島文化、生態保育

的社區大學。從認識在地特殊地理區位為出發點，正視

後山多族群文化共構的現實，期盼能讓台灣命運共同體

意識紮根，移轉邊陲移民社會的冷漠民風。由於台東縣

的原住民均屬於南島民族，其文化命脈和台東緊密依存

了千百年，因此決定以「南島社區大學」的名稱來興學。 

 

沒有圍牆的『社區大學』與其說是一樁新制度，毋寧說是一種學習的新態度；強調解放

學院知識，尊重學習主體的另類進修管道，台東鄉親也有著深切的期盼：九十年十一月十二

日南島社區大學試辦課程終於正式開張，嚴選的十二門課程﹝檳榔學、兩性情感學、生死學、

媒體素養、民族生態學、台東文史、台灣史講座、生態旅遊、原住民博物學、休閒旅館經營…﹞
大受青睞，竟有近三百人次選修。台東市公所補助開辦費用二十萬元，市府同仁也鼎力玉成，

出錢出力共同催生一個新的學習場域，盛況感人。除在台東市公所上課外，馬蘭阿美活動中

心、卡地布多功能活動中心、布農部落屋與知本富野渡假村也開闢成部落教室的上課地點。

試辦課程為期十二週，於民國九十年二月二日圓滿結束。 

 
    南島社區大學試辦課程，深獲各界好評。九十一年三月九日，「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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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協會」正式成立，並繼續籌劃九十一年度第一學期的課程。現有會員六十七人，設有理監

事會、學員服務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總務委員會等，以及古道登山社、讀

書會、賞蝶社、創意童玩社、環保社、水域休閒社等學員社團。 

                   

而為了讓民眾充分認識九十一年第一學期各項課程的特色，社大師生不僅以扮相逗趣的

造型上街遊行造勢，並於九十一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東市公所舉行「教學相親大會」。民眾

可在現場與講師面對面互動，再來決定選擇哪幾門課程，現場熱絡，一新社區民眾耳目。九

十一年度第一學期於三月十一日開課，並於七月十四日結束。該學期共開三十三門課，七百

九十九人次選修，其中原住民學員約佔總學員人數的一半，並於縣內各社區成立了十九個部

落教室。 

 
    由於前兩學年公部門的經費補助杯水車薪，社大團隊咬緊牙關跌跌撞撞一路走來，勉力

為文教資源極度貧脊的後山，拓殖一小塊自主學習的綠洲。九十一年度第二學期於九月初開

辦，縣府教育局居間協助，多位地方民代出面相挺，教育部實質的經費奧援也適時到位；更

令人感動的是，《台東農工》基於『學校社區化』資源共享的前瞻教育理念全力襄贊，慨允

提供幅員廣袤、花木皆美的農工優質辦學場地，讓「南島社大」擁有打造夢想的腹地。九月

中旬開始上課，共開設社會人文、社區營造、環境生態、生活藝能、家庭親子、水域休閒六

大學程。總共有四十餘門課，學員人數約八百人次。 

 
    另以「重建部落文化主體性」，結合部落耆老、知青共同辦學的教學理念也獲教育部支

持及原民會經費補助，成立《南島原住民社區大學》，開始全縣多方位佈建部落教室，啟動

文化復振熱潮，協助原住民搶救瀕危失根的部落文化。除綠島之外，各鄉鎮市成立的部落學

院，開設有一百六十餘門課，學員超過二千六百人次。課程聚焦原住民文化重建、社區營造、

母語及傳統技藝的傳承。 

 
    九十二年度，南島社大朝向規劃多元精緻的課程，積極培訓懷抱公共精神、深具批判意

識的成教工作者，秉持”民主學風”—倡議學習者生活經驗為主體的知識共學，推展”行動課
堂”—走出教室，接合公共事物，驗證學理，反饋實踐。打造城鄉產學合一創意人材培育的平

台，厚植民間進步力量，主動掌握時空轉型的挑戰。 

 
    這期間「伙伴關係」的成教理念成為本社大階段性推展重點。鑑於地方教育資源稀缺，

人力不若外縣市充裕，南島社大積極與公部門（縱管處、東管處、縣府、市公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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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機構…）合作開課，並承辦八仙洞與卑南遊客服務中心將之改造成社區產業文化與觀光

旅遊共冶一爐的多功能藝文中心，既嘉惠當地民眾，也讓社大學習網絡紮根地方。千里之行

始於足下，南島社大向外拓展之餘亦體認校址所在與鄰里社區之經營與回饋，由於校本部鄰

近機場（永樂里），係台東重要之門面，社大與里長伯充分互動，協助該里進行社區營造計

畫，期能朝向藝術村方向規劃，南島社大全力支援社區脫胎換骨工程。校務內涵也隨工作同

仁與資源之到位逐步推動。該學期首先成立「南島社大籃球隊」奪得台東縣鹿野鄉「追分盃」

籃球賽社男組冠軍。〈志工社〉十月初正式成立，十一月底承辦全促會舉辦之「全國志工列

車」活動，迎接來自全國三十多所各社大志工；在南島社大〈志工社〉全體志工將士用命搏

命演出，不僅課程內容規劃見習南島社大輔導之社造點或是整體參訪動線之安排，皆獲得全

國志工一致好評，隔年『志工日』獲陳總統頒獎慰勉有加。「南島社大合唱團」也應運而生，

這個以發揚多元族群聲音美學的合唱團，巡唱社區亦參與文化局演藝廳公演，表現搶眼。 

九十三年社大團隊深感全國社大辦學方向皆有大幅轉向市場性，辦學初衷漸次流失，再

加上公部門奧援有限，「終身教育學習法」規範未盡週延，政策執行落差各地運命不一、掣

肘有別，理想性辦學團隊苦撐待變。本社大深自警惕，決議逐步邁向社造學院轉型；除補強

原先叫好叫做課程，持續開發在地先導性課程嘉惠民眾外，亦將突顯工作團隊長期戮力最深

之社造強項，社大社造原本就該一家親，結合更緊密；前者是自我反思沉潛論辯的基地，後

者是實踐培力社區的陣地；七月成立《南島社大社造中心》，社造輔導團隊成軍、縝密規劃

的社造課程蓄勢待發，成人教育再生的沃土，肯定不在怡人的冷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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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色陣線協會簡介 

綠色陣線協會秉持民間專業環保工作者的立場，希望經由對環境問題的深入研究與地方環保事務的積

極參與，落實環境政策，並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形成綠色的進步力量，以實踐「思考全球化、行動在

地化」的理念。 

 

～草根的～ 

積極參與地方環保工作，發展地方草根組織，紮實地方環境運動的基礎。 

～專業的～ 

培養民間環境問題的專業能力，積極推廣環保知識，提昇整體的環境意識。 

～運動的～ 

伸張環境正義，以實際的行動，宣傳環境意識，擴大參與層面，發展綠色力量，建立美麗家園。 

～進步的～ 

站在全球的視野、弱勢的觀點，不斷地反省與批判，連結其他的進步力量，創造社會進步

的動力與價值。 

 

相關議題及政策研究： 

從示威抗爭、行動劇、記者會和辦活動，到研討會；議題和社群資源整合及立法遊說，所為無它，只希望

能提昇議題的專業和實踐的可能。 

一、 有害事業廢棄物濫倒議題：1998 年追蹤台塑將汞污泥運至柬埔寨，引起國際關注並引爆台灣有

害廢棄物傾倒全台的問題。 

二、 環境影響評估法：積極推動資訊透明，擴大民眾參，減少爭端的環評法。 

三、 農業相關政策：探討WTO對農業環境的影響，同時推廣有機農業的概念。 

四、 海洋環境議題：海岸工業化，消波塊佈滿堡島台灣；河海的污染，不但讓生態岌岌可危，同時

也威脅人體的建康。除了關心海岸工業化的相關議題，同時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建構資源、資

訊的交流平台。已於嘉義布袋、台北貢寮、雲林台西、台南鹿耳門、澎湖等地，舉辦與海洋環境

議題相關的研討會或座談會。 

五、 台灣環境運動史的紀錄：紀錄台灣環境運動事件的參與過程。 

六、 環境賀爾蒙物質：收集整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對環境的影響，及國際的發展趨勢，以
為國內因應之道。 

另外，再生能源、生態保育、林業政策、垃圾政策、綠色消費、綠色投資等皆是我們關心的

議題。 
 
加入綠色陣線協會的 N 種方法 

我們竭誠的歡迎你加入環保的行列，只要你認同本會的想法、做法，均可成為綠色陣線協會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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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依你的狀況與需要，選擇參與的方式。 

方法一： 

我們會不定時舉辦有關環境議題討論的座談會或研討會等活動，可選擇有興趣的議題參加。 

方法二： 

不論是本會目前在推動的專案、議題，或是你覺得可嘗試推動討論的專案、議題都隨時歡迎你的參與。 

方法三： 

若你實在無法參加任何活動，依然歡迎你精神上以或經費上的支持。 

方法 N： 

當然，更歡迎你，來這裡逛逛，聊聊 

 

如何讓環保力量「後繼有力」才是我們最大希望；所以，你的參與，將會成為保護環境的活力泉源！ 

 

請加入環境保護的行列，用你我的雙手，你我的智慧，以你我的力量，為自己和未來留

下好環境！ 

 
★請你支持我們： 

拼經濟的聲音喊的漫天徹響，使得人們離土地越來越遠，儘管處境艱難，財務窘迫， 

綠色陣線始終沒有放棄對環境的承諾，而這份堅持需要你的支持與加入， 

才能讓力量匯聚茁壯，生生不息。 

 

真的，我們需要你的支持，如果可以，歡迎你來當我們的志工，如果可以，歡迎你捐款幫助我們，當

然，更歡迎你加入書屋的會員。 

 

★捐款方式：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捐款可以享有綜合所得稅 20％以內的免稅額 

您的每一筆捐款，我們都會做最妥善的使用 

這份支持將是你永不後悔的選擇！ 

你可透過郵政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19102160  

戶名: 中華民國綠色陣線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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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草利用與管理】草生栽培研習會講師通訊錄 

講師姓名 服務單位 電話 電子信箱 

郭華仁 
中華民國雜草學會/理事長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教授 

02-33663366 轉

4770 
whjkuo@ntu.edu.tw 

劉炯錫 

台東縣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總幹事 
台灣環保聯盟/台東分會/召集人 
台東大學/自然科學教育系/教授 

089-359591 
Fax:089-359339 

jessehin@ma33.hinet.net

王旭朗 草生釋迦園/園主 089-231778  

蔣永正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公害防治
系/副研究員 

04-23302101 轉

605 
cyj@tactri.gov.tw 

謝進來 
台東區農業改良場/作物環境課/

副研究員 
089-325110 轉

710 
710@mail.ttdares.gov.tw

陳信言 
茶業改良場/台東分場/製茶課/課
長 

089-551446 轉

217 
taitung001@ttes.gov.tw

吳東傑 中華民國綠色陣線協會/執行長 
02-27080961 
Fax:02-27080962

gffront@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