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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果園轉行有機栽培後生態環境轉變之研究 
陳奕君 1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斑鳩分場 助理研究員 

摘  要 

本場斑鳩分場之賓朗果園從慣行農法轉行有機農法，並採取以下之綜合管

理措施：1.適時適量地使用有機資材或保護措施以減輕或避免病蟲的危害。2.

施用能刺激或提高植株自體免疫能力的資材，以增強植株對於病蟲害的抵抗力

或對不良環境的耐受力。3.施用有機介質、肥料或有益微生物以增加土壤中的

有機質含量，改善土壤環境，促進植株根系生長以提高植株對於病蟲害或不良

環境的耐受力。4.運用各項栽培管理技術，有效地調控植株生長發育狀態。5.

讓果園中之地被植物自然演替，減少割草的頻率與幅度，以增進地被層生物的

豐富與多樣，營造良好的有機栽培環境。施行近 4 年之後，賓朗果園自然生態

變得豐富且多樣化，調查發現至少有 9 種哺乳類、16 種鳥類、11 種爬蟲類、

36 種昆蟲類、9 種蜘蛛類及 55 種地被植物。病蟲害亦明顯減少，尤其是柑桔

類的白粉病幾乎絕跡，而介殼蟲、潛葉蛾、蚜蟲、薊馬及蟎類等亦大幅減少。

果樹生長良好，以臍橙為例，其樹幹直徑，2013 年較 2011 年增長 1.5 倍，主

幹截面積增長 2.6 倍，而樹冠容積增長 3.1 倍。 

一、前言 

賓朗果園位於臺東縣卑南鄉賓朗村，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管轄，地理位置在中央山脈東側支稜阿里擺山山腰 250 公尺-420 公尺處（圖

1），地層主要為灰色板岩和千枚岩，土層淺薄且多含石礫，土壤屬紅壤土。年

平均溫度 23.6℃，年平均雨量 2,000 公厘-2,600 公厘之間，雨季集中於 6 月-10

月間。全園總面積約 26.8 公頃，周遭多為原始森林水源保護區及造林區；果園

地形包含山坡及凹谷，面積約 13.5 公頃，主要種類包括臍橙、芒果、茂谷柑、

甜柿、波羅蜜、紅龍果、晚崙夏橙、橄欖、西印度櫻桃及玉荷包荔枝等。為推

動有機農業，建立健康、安全之水果生產技術，賓朗果園自 2010 年起轉行有

機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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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法即是在作物生產過程中不可使用非有機資材（如化學肥料及藥

劑），而且強調愛護土地、重視自然生態環境與永續經營之栽培管理方式

(9,17,19)。賓朗果園秉持有機農法的精神與作法，經過 4 年的轉型，果園自然生

態更豐富且多樣化，果樹在不施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的情況下，仍然生長良好且

病蟲害大幅減少，已顯現初步成果。 
 

二、材料與方法 

 

  
圖1. 自利嘉林道眺望賓朗果園(上圖虛線所框者及左下圖)與賓朗果園部份

園相(右下圖)。 
 

（一）處理方法 

果園之有機農法綜合管理措施如下： 

1. 病蟲害防治資材之使用：適時適量噴施辣椒抽出液、苦楝油、樟腦油、石

灰硫磺、枯草桿菌、波爾多液、矽藻土及窄域油等有機資材，以減輕或避

免病蟲危害。 

阿里擺山 賓朗四格山 

太平溪 

卑南溪 

都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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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保護措施：果園外圍懸掛甲基丁香油誘蠅器、植株上懸掛誘蟲黏板及

利用果實套袋，以減輕或避免蟲害。 

3. 刺激或提高植株自體免疫能力資材之使用：植株葉面噴施亞磷酸、木醋液

及天然植物抽出液等，以增強植株對於病蟲害之抵抗力或對不良環境之耐

受力。 

4. 有機農法可用肥料（或土壤改良劑）及有益微生物之施用：施用動、植物

性有機質肥料、碳化稻殼、磷礦粉、粗製鉀鹽及含有益微生物之液肥等，

以增加土壤中有機質與營養元素含量，改善土壤中的生物及理化環境，促

進植株根系生長，以提高植株對病蟲害或不良環境的耐受能力。 

5. 各項栽培管理技術之運用：適時利用整枝修剪、新梢管理、肥培管理、病

蟲害防治及果實保護等技術，以有效地調控並維持植株良好生長發育狀

態。 

6. 地被植物之管理：原則上放任果園中的地被植物（雜草）自然演替，需要

割草時，採分區域、分時段方式進行，盡量減少割草的頻率與幅度，以增

進地被層生物的多樣化與豐富度，營造良好的有機栽培環境。 

(二)調查方法 

為了解賓朗果園施行有機農法後，自然生態環境改變的情況及綜合管理措

施之效果，調查項目包括： 

1. 生物種類調查 

(1)調查種類：包括哺乳類、鳥類、爬蟲類、昆蟲類、蜘蛛類及地被植物等 6

大類。 

(2)調查時間：2011年-2013年調查哺乳類、鳥類及爬蟲類，2013年調查昆蟲

類、蜘蛛類及地被植物。 

(3)調查區域：哺乳類、鳥類及爬蟲類為全園區，昆蟲類、蜘蛛類及地被植

物為臍橙園區。 

(4)調查方法：調查時間內於調查區域中出現者紀錄之。 

2. 生物性指標調查 

(1)調查項目：果園地被上之蜘蛛網、果樹上之蜘蛛網、蜂巢、鳥巢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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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等。 

(2)調查時間：2013年1月-9月。 

(3)調查區域：茂谷柑園區（1.5 公頃）及臍橙園區（3 公頃）。 

(4)調查方法：A.果樹上之蜘蛛網：於臍橙園區中，逢機取樣 80 株臍橙，調

查單株樹上之蜘蛛網數量。 

B.蜂巢：於茂谷柑園區中調查各類蜂巢總數。 

C.鳥巢：於臍橙園區中調查各種鳥巢總數。 

D.地被上之蜘蛛網（長疣馬蛛族群）：於臍橙園區中選取 0.15

公頃之樣區進行調查，樣區內有 12 條作業道、12 個植樹坡

面，每條作業道及坡面上逢機取樣 4 個-8 個點，共取 142

個樣點。樣點之取樣方格面積為 1 平方公尺，計算每個取

樣方格內蜘蛛網數量即可計算出樣區蜘蛛網總數，再依此

可換算推估長疣馬蛛族群數量。 

3. 臍橙常見病蟲發生情形之調查 

(1)調查項目：病害為潰瘍病、白粉病、流膠病、立枯病及黃龍病；蟲害為

介殼蟲、潛葉蛾、木蝨、蚜蟲、薊馬、銹蟎、葉蟎、果實蠅

及星天牛。 

(2)調查時間：2011年-2013年。 

(3)調查方法：觀察植株上病蟲害之病徵與害蟲之種類及數量，以估計發生

情形。 

4. 臍橙樹體發育之調查 

(1)調查時間：2011年3月及2013年3月。 

(2)調查方法：於臍橙園區中選擇 20 株樹勢類似之植株（2011 年時為 3 年生

植株）進行調查。 

A.樹幹直徑與截面積：量取植株接近地面之樹幹周長，換算

成樹幹直徑與截面積。 

B.樹冠容積：量取樹冠層所涵蓋空間之長寬高，再計算樹冠

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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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生態調查 

賓朗果園自轉行有機農法之後，已觀察到園區中有 9 種哺乳類、16 種鳥

類、11 種爬蟲類、36 種昆蟲類、9 種蜘蛛類及 55 種地被植物（表 1），而且生

物活動頻繁（圖 2），顯示自然生態之豐富與多樣性。 

 

表 1. 賓朗果園 2011年-2013年間已觀察到之各類生物種類 
類 
別 

種 
類 已知名稱（種名或科名） 調查 

時間 
調查 
區域 

昆 
蟲 
類 

36 

臺灣螽斯、黑翅細蟴、臺灣大蟋蟀、眉紋蟋蟀、臺

灣蝗蟲、臺灣大蝗、劍角蝗、紅后負蝗、平背棘稜

蝗、瘤喉蝗、條紋褐蝗、星天牛、皺胸深山天牛、

東方果實蠅、青斑鳳蝶、寬尾鳳蝶、黑鳳蝶、黑尾

虎頭蜂、雙斑長腳蜂、褐長腳蜂、黃長腳蜂、異腹

胡蜂、薄翅蜻蜓、大黑叩頭蟲、長角大鍬形蟲、大

螳螂、熊蟬、七星瓢蟲、十三星瓢蟲、黃腹鹿角蛾、

椿象、螞蟻、蒼蠅、介殼蟲、薊馬、潛葉蛾... 

2013 年 臍橙區 

蜘 
蛛 
類 

9 
長疣馬蛛、古式棘蛛、乳頭棘蛛、人面蜘蛛、方格

雲斑蛛、綠貓蛛、鬼面蛛、皿蛛、紅蜘蛛... 2013 年 臍橙區 

鳥 
類 16 

大冠鷲、深山竹雞、白鷺鷥、翠翼鳩、環頸鳩、烏

頭翁、五色鳥、紅嘴黑鹎、白鶺鴒、黃鶺鴒、紅尾

伯勞、藍磯鶇、虎鶇、大卷尾、綠繡眼、麻雀... 

2011 年 
∣ 

2013 年 
全園區 

爬 
蟲 
類 

11 
黑眉錦蛇、龜殼花、百步蛇、雨傘節、眼鏡蛇、赤

尾青竹絲、南蛇、過山刀（烏梢蛇）、斯文豪氏攀

蜥（攀木蜥蜴）、臺灣滑蜥、臺灣地蜥... 

2011 年 
∣ 

2013 年 
全園區 

哺 
乳 
類 

10 
臺灣獼猴、臺灣野豬、山羌、鼬獾、食蟹獴、臺灣

山羊、臺灣野兔、臺灣鼴鼠、赤腹松鼠... 

2011 年 
∣ 

2013 年 
全園區 

地 
被 
植 
物 

55 

菊科、禾本科、莎草科、莧科、車前科、石竹科、

蓼科、鴨拓草科、旋花科、酢醬草科、馬鞭草科、

唇形科、豆科、繖形科、茜草科...（詳細種類見表

4） 

2013 年 臍橙區 

備註：以上觀察到之各類動物，夜行性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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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賓朗果園中有機臍橙園內鳥巢(左上)、蜂巢(上中)、人面蜘蛛捕食攀木

蜥蜴(右上)、果實上虎頭蜂與胡蜂(左下)及葉片上的黑螞蟻(右下)，動

物生態豐富。 

 

（二）生物性指標 

生物性指標是指轉行有機農法之後，果園中生物種類與數量之變化。調查

資料顯示，臍橙果園中無論是植株上或地被上，出現許多以往慣行農法管理時

少見的蜘蛛網（表 2）；每株臍橙上平均有 5 個蜘蛛網（種類未知），以 1 個蜘

蛛網代表 1 隻蜘蛛計，推估 1 分地的臍橙樹上約有 200隻-300隻蜘蛛；而果園

地被上每平方公尺平均有 5.65 個長疣馬蛛之蜘蛛網，估計 1 分地的臍橙果園地

被上有 5,371 個蜘蛛網，即代表至少有 5,371 隻的長疣馬蛛（表 3）。另外，以

往很少出現的鳥巢與蜂巢，也分別在臍橙園區與茂谷柑園區的植株上出現，而

黑螞蟻更是大量且普遍的出現在植株主幹及葉片（表 2 及圖 2），這應與有機農

法不再使用化學農藥與減少人為的干擾有很大的關係。根據研究，天敵在生物

防治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捕食性與寄生性天敵更是生物防治的主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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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調查在臍橙果園中數量遽增之長疣馬蛛（Hippasa holmerae）俗稱長疣

狼蜘、猴馬蛛，為游走狩獵型與結網捕食型的過渡物種，各種葉蟬是其主食，

而蚜蟲、果實蠅、蜜蜂、螽斯、蟋蟀、蝗蟲、蛾類等，也都是牠捕食的對象(8,14)

（圖 3）。無論是樹上的蜘蛛或地被上的長疣馬蛛，對果樹無害又會捕食其他昆

蟲，是許多昆蟲的天敵，因此其族群的增加對於降低果樹蟲害應該有很大的助

益（表 6）。 

 

表 2. 賓朗果園 2013 年生物性指標調查結果 

生物種類 調查區域 數 量 出現時間 

樹上蜘蛛網 臍橙園區 5 個/株 8月-9月 

地被上蜘蛛網 臍橙園區 5.65 個/平方公尺 8月-9月 

鳥巢 臍橙園區（約 3 公頃） 16 個/全區 8月-9月 

蜂巢 茂谷柑園區（約 1.5 公頃） 42 個/全區 1月-9月 

黑螞蟻 
 

茂谷柑與臍橙園區 
 

普遍且大量出現 
（植株主幹及葉片） 

1月-9月 
 

備註：調查蜘蛛網可估算蜘蛛之族群。 

 

表 3. 賓朗果園 2013 年有機臍橙果園長疣馬蛛調查結果 

調查位置 每平方公尺蜘蛛網數量 
(長疣馬蛛數量) 

每分地蜘蛛網數量 

(長疣馬蛛數量) 

作業道（干擾較多區域） 5.10 個（隻） 4,848 個（隻） 

植樹坡面（干擾較少區域） 6.20 個（隻） 5,894 個（隻） 

平均 5.65 個（隻） 5,371 個（隻） 

備註：每分地＝950.6 平方公尺。 
 

（三）地被植物 

有機臍橙果園地被植物（雜草）的管理策略，採放任演替且盡量減少割草

頻率與幅度之方式管理，因此植物相逐漸豐富多樣（圖4）。調查顯示，臍橙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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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觀察到已知之植物有 33 種，未知者 22 種（未列），合計 55 種（表4）。 

 

   

   
圖 3. 有機臍橙果園中兼具游走狩獵與結網捕食特性的蜘蛛－長疣馬蛛。 

(左上圖：地面蜘蛛網。右上圖：長疣馬蛛。左下圖：長疣馬蛛獵捕蒼蠅。

右下圖：長疣馬蛛獵捕螽斯) 

 

自然界中，地被層是許多昆蟲、微生物及動物的主要棲息地，地被層的植

物相越豐富，所涵容的生物種類與數量就越多，這樣的生態環境就越能平衡與

穩定。不同的環境條件（如溫度、濕度、土壤質地、酸鹼度及含水量...等）所

演替出來的地被植物種類不盡相同，而不同的地被植物相所蘊育出的生物相，

也會不一樣。有機農法環境營造的精神就是讓在地生態環境自然演替而不加干

擾，這樣所形成的環境才會比較平衡與穩定。根據研究，田間或其週遭出現之

雜草將影響作物與相關生態之動態平衡，雖然雜草之出現會與作物相互競爭光

照、水分及養分而造成作物產量減少，但卻也可提供食草昆蟲及其天敵的棲息

地(22)。天敵昆蟲可分捕食性（如螳螂、瓢蟲及食蚜蠅等）及寄生性（如寄生蜂

及寄生蠅等）兩大類，其種類數量越多則蟲害發生率則越低(6)。雜草歧異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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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可明顯降低病原族群；田間雜草亦可吸引帶有病原之昆蟲棲息而降低對作

物的危害；另外，田間雜草的增加也可增加天敵而使害蟲數量降低。在許多農

業生態系中，雜草經常扮演著複雜的角色，亦可調控昆蟲的種類與數量，使其

不致影響作物的產量(22)。 
 

表 4. 賓朗果園 2013 年有機臍橙果園地被植物調查結果 
科名 種 名 
菊科 
 

大花咸豐草、昭和草、黃鵪菜、刀傷草、紫背草、霍香薊、 
紫花霍香薊、一枝香 

禾本科 百喜草、牛筋草、兩耳草、地毯草、紫果馬唐、白茅、信號草 
莎草科 短葉水蜈蚣、畫眉莎草、黃土香、香附子 
莧科 野莧 
車前科 車前草 
石竹科 菁芳草(荷蓮豆草) 
蓼科 頭花蓼、火炭母草 
鴨拓草科 鴨拓草 
旋花科 銳葉牽牛、紅花野牽牛 
酢醬草科 酢醬草 
馬鞭草科 馬纓丹 
唇形科 耳挖草 
豆科 山珠豆 
繖形科 雷公根 
茜草科 雞屎藤 

備註：1.調查時間：2013 年 8 月-9 月。 

2.已知者 33 種(上表)，未知者 22 種(未列)，合計 55 種。 
 

（四）病蟲害發生情況 

臍橙常見的病害有潰瘍病、白粉病、流膠病、立枯病及黃龍病，蟲害有介

殼蟲、潛葉蛾、木蝨、蚜蟲、薊馬、銹蟎、葉蟎、果實蠅及星天牛等(18)。賓朗

果園轉行有機農法後，病蟲害明顯減少，尤其是白粉病幾乎絕跡，而介殼蟲、

潛葉蛾、蚜蟲、薊馬及蟎類等亦大幅減少；但潰瘍病、果實蠅及星天牛的危害

仍屬嚴重（表 5 及表 6）。果園轉行有機農法後，生態逐漸豐富而多樣，自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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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有機臍橙果園地被植物相越豐富，則生態越平衡及穩定。 

(左圖：草相豐富。右圖：草相單純) 

 

整的生態系慢慢建構成形，環境的平衡與穩定度提高，因此許多原有對果樹有

害的生物，可能因族群的減少或角色的轉變而降低了對果樹的危害。 

 

表 5. 賓朗果園臍橙常見病害發生情形 
時 間 潰瘍病 白粉病 流膠病 立枯病 黃龍病 

2011 年 
(以前) 

季節性 
嚴重發生 

季節性 
嚴重發生 無 零星發生 零星發生 

2013 年 季節性 
嚴重發生 

幾乎消失 
偶零星發生 無 無 無 

 

表 6. 賓朗果園臍橙常見蟲害發生情形 

時 間 介殼蟲 潛葉蛾 木蝨 蚜蟲 薊馬 銹蟎 葉蟎 果實蠅 星天牛 

2011 年 
(以前) 

＋＋ ＋＋ ＋＋ ＋＋ ＋＋＋ ＋＋ ＋＋ ＋＋ ＋＋ 

2013 年 ＋ ＋ ＋ ＋ ＋ ＋ ＋ ＋＋＋ ＋＋＋ 

備註：＋＋＋：嚴重。＋＋：常見。＋：少見。 

 

（五）植株生長情況－以臍橙為例 

果園轉行有機農法近 4 年後，果樹少病蟲危害，生長情況良好，以臍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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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013 年與 2011 年比較，其樹幹直徑增長 1.5 倍，主幹截面積增長 2.6 倍，

而樹冠容積則增長 3.1 倍（表 7），顯示臍橙植株並未因轉行有機農法栽培而有

生長不良或衰弱的現象。 

 

表 7. 賓朗果園有機臍橙樹體發育調查表 

調查時間 主幹直徑 
（公分） 

主幹截面積 
（平方公分） 

樹冠容積 
（立方公尺） 

2011 年 3 月  8.15 ± 1.56  53.33 ± 15.26  5.60 ± 1.43 

2013 年 3 月 12.51 ± 1.52 
（1.5） 

138.40 ± 34.58 
（2.6） 

17.40 ± 3.01 
（3.1） 

備註：1.平均值±標準偏差（Mean ± SD）。 

2.（  ）內數字表 2013 年較 2011 年之增長倍數。 

 

 

 

圖 5. 2011 年(左圖)與 2013 年(右圖)臍橙果園之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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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果樹栽培採有機農法並非顛覆所有慣行農法而施行另一套管理模式，栽培

管理的基本作法與操作技術仍不變，例如選擇適合的栽培環境、採用健康優良

的種苗、適時適當的整枝與修剪、新梢的管理、果實的保護...等等，除使用資

材改變外，更重要的是在面對病蟲害、土壤環境與肥培管理的觀念與態度上，

必須導入友善對待自然環境與營造生態豐富與多樣化之觀念與作法。賓朗果園

轉行有機農法後，果園生態環境變得豐富且多樣，果樹上的病蟲害明顯減少，

植株生長發育正常且健壯，可謂成功渡過有機轉型期。因此，賓朗果園無論是

在栽培環境上或植株體質上，都已具備良好的基礎，未來在有機果樹栽培生產

管理技術的研發上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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