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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

大學社會責任等目標，銘報將目光

從原先的媒體產業為主的新聞議題

上，轉至永續議題，並為了進行區

別，特別將永續議題新聞以特刊形

式發布。

此次永續議題上，銘報共有三組

記者花了一年時間籌備，分別為「

植物醫生」、「偏鄉教育」、「友

善醫療」等三項目進行深度專題採

訪。銘報即使遇到疫情的阻礙，仍

在6月底前完成，此次特刊以「植物

醫生」為主，另兩個議題將以電子

書形式及網頁形式發布。

在此，特別感謝一路上幫助過銘

報記者的受訪者們，不畏疫情的威

脅，依然願意給予採訪機會，在諸

多人的幫助下，也盼望透過此議題

讓更多人了解到這三個主題背後的

涵意。

「植物醫師」專題中，主角植物

醫師三位吳宗澤、蔡譯文、江官紘

的訪問時，不難看見他們在面對受

傷植物時的苦心，加上一般民眾及

農民們對植醫的不了解及推廣的不

易，讓他們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想要幫助作物與農民，卻無處施展

長才的窘境。

盼透過報導確立植醫定位

吳宗澤在受訪時提及，有些農民

根本不知道有尋求植醫幫助的選擇

或是認為根本不需要付費就可以獲

得諮商。

而蔡譯文表示，「我們要找到植

物醫生的定位，讓其有必須性與不

可取代性。」他與江官紘皆認為，

台灣需先完善制度，改變民眾的認

同感，方可確立台灣植物醫師的就

業空間及服務價值，以及如果植物

醫師法案通過，亦可以增加植醫的

職業定位，才能真正發輝最大的效

益，使更多人投身於此。為了深入

了解植醫推廣的難行之處，我們循

線到田地中尋找農夫。

當銘報記者來到農田當中，聽著

農民王昱夫及黃先生分享受病蟲害

所苦的作物時，更加確信記者的使

命，必須將植物醫師推廣出去。王

昱夫即是最好的例子，曾經一度用

各種方式，卻始終找不出草莓蟲害

的根本原因，最終在農改場找到植

物醫師，在反覆交流中，根治這次

的蟎蟲。倘若在初次遇到蟎蟲時，

就有植物醫師的相助，不僅少掉大

幅成本，也能善待土壤。

然而，將植物醫師推廣至全國，

並不如預想中順利，因此銘報記者

也請教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

教授孫岩章，他針對目前植物醫師

的困境給予許多解方，並強調，台

灣需發展一套獨有的制度，並搭配

完善的措施。從他侃侃而談的神情

中，便可以知道即使並非身處農業

第一線，卻仍心繫著農民與大地，

對於現況而言，「一鄉一植醫」和

「植物健保制度」是最好的解方，

在保障植醫價值的同時，與農民達

成雙贏。進而改善國內農業環境、

保障農民的權利和提升農作物品

質，並降低食安疑慮。 

植醫捍衛農業永續

記者∕陳怡璇、李承庭、游育驊、何芸庭、黃麗頻、林映均

為了深入了解植醫推廣的難行之處，銘報記者循線到田地中

尋找植物醫師與農夫。(圖／李承庭、黃麗頻攝)

植物醫師蔡譯文(左)、江官植物醫師蔡譯文(左)、江官

紘(右)。(圖／陳怡璇攝)紘(右)。(圖／陳怡璇攝)

蔡譯文認為，需先完善制度，改變民眾蔡譯文認為，需先完善制度，改變民眾

的認同感，方可確立植醫的職業定位。的認同感，方可確立植醫的職業定位。

(圖／黃麗頻攝)(圖／黃麗頻攝)
農民黃先生與銘報記者分享受病蟲害農民黃先生與銘報記者分享受病蟲害

所苦的經驗。(圖／陳怡璇攝)所苦的經驗。(圖／陳怡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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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病蟲害，過去農夫常用效力最強的

農藥一次性解決，不僅無法根除問題，更

會造成土地農藥殘留、土壤鹽鹼化等問題。

江官紘表示，防檢局所提的農業三保「環

境、健康、食安」皆跟農藥處理及應用有

直接關係，在農夫與用藥習慣中，植醫的

角色即是教導農民正確用藥，才能減少殃

及環境。  

 為落實環境永續及農委會的農藥減半政

策，埔里鎮農會植物醫師洪亞嬋會給予農

民三個層次遞進的階段性治療，第一階段

為「物理性防治」包括鋪抑草蓆，防止雜

草叢生；接著為「生物性防治」以非化學

性組成的微生物農藥，包含細菌、真菌、

藻類、原生動物或病毒等菌種，達到減少

病蟲害的作用。

 若上述方法皆無法滿足農藥的需求，「化

學農藥」才是最後手段。洪亞嬋強調，依

據農藥需求，首要以非化學性診治方法為

主，其次非必要手法才會教導農藥適當使

用「化學農藥」，同時，協助農藥分析防

治對象的問題種類，提出該作物最有效的

記者 /游育驊

護農民收益 增植醫經驗護農民收益 增植醫經驗

治療方法，對症下藥。  

 面對健康及食安問題，植醫經過全面綜

合性評估，給予即時建議，以免農民過量

用藥，對食物及田地造成負擔。蔡譯文也

分享，有時並非靠噴藥解決問題，噴藥是

最後的手段，即時性的防治才為上策；若

一開始農地就沒有病害；如果濕度不要那

麼高，或許就不會發生。優先針對病原生

態或是一些環境及土壤因子等部分做考量，

用農藥以外的手段來防治這些病蟲害的發

生，將減少農藥使用量 。

 埔里診農會總幹事江林瑤也表示，自從植

物醫師進駐農會後，較年長的農夫們反而

更聽信醫師的建議，學習適量用藥，不僅

讓農友種地種得安心，消費者對於食品選

購選得放心，對於農業三保皆是一大助益。

 「植物醫師與農民是互利關係。」蔡譯文說，植醫提供建議，

再結合現場資訊與農夫栽種經驗進行治療，不僅解決病蟲害，也

讓植醫從農民回饋中學習與改進，達到教學相長。

 在植物醫師出現前，農民於田間遭遇作物栽培管理或病蟲害問

題時，大多只能以一代傳一代的耕作經驗，最終導致農藥過量，

或延遲治療，也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經常花費大量時間與金錢，

卻仍找不出解方，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錯失時效搶救作物。 

 蔡譯文說：「有些地方的作物，仰賴長久在地培養的個人經驗，

除了對氣候要熟，對農民也要熟、有交流和人情的成分在。」因

此植物醫師富有專業知識，但就實務經驗，仍不足長年仰賴耕種

的農民們。

 然而植醫給予客製化治療，並非所有農民都買單。農民各有不

同的習慣、個性，甚至堅持。王昱夫分享，對於植物醫師建議並

不會照單全收，「這需要與植物醫師去做雙向溝通，一起評估最

佳的診治辦法。」植物醫師廣泛且專業地瞭解各式病蟲害，可於

第一時間開立合適的處方簽，同時配合現場管理、調整栽種模式

與考量成本問題，方可實現最大效益。

 經營有機農場的黃先生也說：「有別於藥物治療，有機植物防

治成本更高。」因此，當耕地有用藥與成本限制，植物醫師需提

供適用於有機植物，且符合經濟效益的客製化治療手法。對農民

來說，農  產品損率只要超過 3 成就可能虧本，若超過 7 成更等同

倒貼。  

 黃先生認為：「以農民角度看農業永續議題，很大的問題在於

於，它能否穩健獲利？」站在農民角度，必定先以獲利為主。

 台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教授孫岩章強調，比起解決與治療，

植物醫療師最重要的能力是「懂的如何預防」以最少的藥，提高

防治率，將損率降至 10％以下，才能增加產量與品質，並保障農

民穩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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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10 月入秋的桃園十分悶熱，當夢哆啦農場準備定植草莓株時，竟

迎來前所未見的病蟲害。植物醫師蔡譯文看著葉背思索，並無發現蟲類

的咬痕或寄生。隨後，他透過顯微鏡診斷樣本，葉片纖毛裡藏著台灣非

常少見的細蟎。王昱夫說，幸好有植物醫師幫忙，讓他改正錯誤的防治

方式，終於豐收健康鮮甜的草莓。

 王昱夫種植溫室草莓已邁入第三年，去年遇上罕見的細蟎蟲害時，他

心急如焚，害怕一季的草莓毀於旦夕。王昱夫回想：「得知是細蟎之前，

一直誤判為薊馬或葉蟎。」

 蔡譯文輕撫著小白菜，細細觀察，透過葉片上

的輪廓和黃綠色斑紋判斷出「露菌病」。蔡譯文

再追查，原來是最近梅雨季降雨過量導致植物生

病。考量氣候問題及耕作成本，與農友商量後，

他當機立斷建議打掉整間溫室，為下一期作物提

早預防，桃園市楊梅區葉菜類農夫黃先生表示，

幸好有植物醫師的幫忙，才免於虧損。 

 植物醫師以專業知識提供農民根治之法，使農

民事半功倍解決作物問題，並給予即時且公正的

意見，除診斷農作物外，還包含病蟲害防治與分

析外來物種之新型病毒等職責。

 同時，他們教導農民用藥最佳程序，降低消費

者對食安的疑慮，為民眾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態。

對此，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冀望植物醫師成為落

實「農業三保」—植物保護、健康保護及環境保

護的助力，幫助農民順利產銷安全農產品。 

 農委會防檢局於 2021 年起招募 46 位儲備植物

醫師服務於基層農會、各級鄉鎮公所及試驗改良

場所；2022 年持續擴大補助，再增聘 46 位儲備

植物醫師。目前派駐儲備植物醫師的單位為植物

教學醫院、地方農會與試驗改良場所三處。

 教學醫院包含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台灣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四校。於中興大學服務的植物醫師

吳宗澤表示，現今植醫診斷方式分別是「單次性

與長期服務」，目前該校以提供單次性服務為主，

包含農友到植物醫院問診，或醫師到農田看診。

 不過植物教學醫院尚未訂定長期服務收費標

準，如遇到有此需求的農友，會直接轉介農會聯

繫，進行後續追蹤。醫院除仰賴政府推動外，也

會以新聞稿、FB、Line宣傳，主動號召農友上門。 

 植物醫師隸屬的三種單位中，僅植物教學醫院

需收費，農會和改良場皆提供免費服務。桃園市

八德區農會植物醫師江官紘表示，除等待農友上

門問診，他平時也會主動赴各農地問診，觀察、

探訪，協助農民時，順帶推廣植物醫師，面對面

取得農友信任。 

 而改良場主要配合政府計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植物醫師蔡譯文表示，改良場持續提供免費諮

詢，已有固定農友運用這項服務。且改良場定期

開會，向防檢局反映民間問題並進行討論，使政

府得知地方困境。醫師們每一季還需進行學校回

訓，經營植物教學醫院的四校分析全台農況，讓

植醫、教師結合實務與學術，深入檢討台灣農業

環境。

 改良場和農會則透過講習會，安排植物醫師登

台演講，為農民說明病蟲害辨識、如何用藥，並

推廣農藥減量和農藥實名制等政策；也會與農友

互動，建立群組推廣植醫服務，增加與農民的連

結。 

 現今資訊發達，農民亦可透過社群媒體問診，

但因農民中有許多高齡者，對此植物醫師皆

認為，農民的使用與口碑才是最好的宣

傳，也是最有可信度的回饋。吳宗

澤表示，農友習慣口耳相傳，讓植

醫服務不僅有說服力，資訊更能不

脛而走，可減少官方推廣的阻力。 

農夫王昱夫（左）感謝植物醫師即時診斷細蟎危害，而夢哆啦農場是植
物醫師蔡譯文（右）早期的案件。（圖／黃麗頻攝）

記者 /李承庭

記者 /游育驊

植物醫師植物醫師帶帶給農民給農民新生機新生機

冬季過後的草莓園仍需照顧土壤，為下一次的採收期作保養。

（圖／黃麗頻攝）

植物醫師洪亞嬋對於協助農藥尋求問診依照物理性防治
、生物性防治、化學性防治的做法。 （表／陳怡璇製 ) 

教授孫岩章認為，預防勝於治療，植醫應幫農民有效的預防病蟲

害，降低損傷。（表／陳怡璇製）

 在育苗草莓初期，王昱夫原本習慣噴灑農藥在葉片上，待草莓葉開花

則改用礦物油或皂素等，較物理性的無毒防治方法。然而，當體積非常

微小「細蟎」附著在草莓葉背或纖毛裡，若按照過去做法，難以解決，

於是蔡譯文果斷建議王昱夫，將第一期作物棄收，並改變施藥的噴灑器

具。

 蔡譯文依循著葉面上的蟲類咬痕判斷，「這不是薊馬咬痕，也沒有觀

察到大族群量的葉蟎。」他評估王昱夫的種植模式後認為，應改使用空

隙與密度較小的陶瓷噴頭，讓噴霧更細緻附著在葉面上，提升水霧流動

性，才能深入解決細蟎。植物醫師不僅幫農夫解決田野病蟲害，也不斷

地面對新型病蟲，並給予適當說明。

 同時，配合草莓園現場管理、調整栽種模式與成本，「這是與植物醫

師去做雙向溝通，一起評估出的最佳診治辦法。」王昱夫笑說，受到植

物醫師幫助後，他深刻地體會到，必須試著跳脫傳統框架，結合植物醫

師的技術與治材等建議。

 王昱夫分享，老農仰賴經驗或口耳相傳秘訣解決種植問題，較不會用

網路等管道獲取資訊，若農會、農改場與植物醫師三方加強橫向溝通，

讓植物醫師深入產銷班或青農聯誼會，直接與農民面對面接觸、接受輔

導。他深信，如此一來，「植物醫師將對傳統農夫提供更多幫助。」

一植伸援手·成醫線生機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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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植醫價值 保障定位植醫價值 保障永續永續
記者／何芸庭、陳怡璇

　植物醫師為農業界重要的新興職業，但因制

度與福利短缺，導致人才不足。蔡譯文說：「

蠻多學長姐不會在植保界繼續發展，大家沒有

看到很明確的出路。」過往植物病理相關科系

的出路，即是考公務員、農場管理，或去農藥

行工作。對此，他說：「我們要找到植物醫生

的定位，讓我們有必須性、不可取代性。」台

灣需先完善制度，改變民眾的認同感，方可確

立植物醫師的就業空間及服務價值。

　但影響甚鉅的《植物醫師法》草案仍在立法

院卡關。曾任職於臺大植物教學醫院的儲備醫

師黃明珠也表示，「植物醫師制度在台灣尚有

精進空間，目前絕大部分的農民、業者及消費

者對植物醫師的定位，還不是很清楚。」

　除草案外，孫岩章建議應以「一鄉一植醫」

，成立提供醫治、開立處方籤及就地取藥的三

合一駐地診所，實踐「植物健保」制度，推廣

植物醫師。然而專家眼中「一鄉一植醫」的美

好願景，在現實中除人才短缺，制度也有不足

之處。葉菜類農夫黃先生認為，若能按照比例

做分配，便能大幅度提升看診效率，避免「分

配不均」。

　目前農民多被動接收「植醫」資訊與診斷，

但孫岩章認為，「預防更勝於治療」，若要做

到良好的預防，需要農民主動求助。同時，若

《植醫法》通過後，改變收費制度，恐降低他

們的來詢意願，間接阻礙植醫推廣。

　因此呼籲政府可於推廣植醫初期設立「植物

健保」制度，分發健保卡給耕地面積達一定標

準的農民，提供優惠看診的次數，當農民解決

了耕作問題，未來即會主動求助，此舉不僅能

鼓勵農民正確使用資源，更能將農產品的損率

降低，提高產量與品質，帶來更全面與正向循

環與推廣。 

解決解決
辦法辦法

全球首推立法 捍衛台灣農業 

1.	自行處理
2.	代代相傳的耕作經驗
3.	仰賴傳統經驗使用農藥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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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找到植醫定位才能保障植物醫師的就業空間。圖左起為葉菜類

農夫黃先生與植物醫師蔡譯文。（圖／黃麗頻攝）

記者／陳怡璇	

　傳統農業中，農民依賴經驗使用農藥，但對蔡

譯文而言「提供具專業性的新建議」，即時找出

農友們的需求，給予準確幫助才最重要，他直言

「有時農民不是缺少做事方式，而是缺乏該如何

去做的方法。」植物醫師並非反對使用農藥，而

是協助農民分析問題，在不傷及環境、作物與農

友損益的前提下，教導農民如何正確用藥，更可

保障食安。

　「蔡先生你一定要吃吃看，這一期因為有你幫

助，所以才有收成，品質也更好。」農民誠摯道

謝，收到他們贈送的豐收蔬果，蔡譯文臉上也滿

溢著笑容。他滿足地說，用能力去幫助他人，收

成後看見醫療成效，這便是他對這份職業最好的

交代。

　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院長莊益源表示，相對

其他國家，台灣農藥制度已相當健全，我國農藥

販售及管理自有一套系統，需有證照的農藥管理

人員執行。但就永續的概念，孫岩章指出，農藥

需與植醫並行，植物醫師讓農民用對藥，且用更

好的藥，透過植醫輔導方能更有效率地提升作物

品質，並降低食安疑慮。 

 

發展農業永續 完善植醫制度

　「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立法推動植物醫師制度

的國家！」孫岩章面露驕傲分享。他於1990年起

帶領臺大農業推廣委員會，花費六年時間與農會

到各地統計，其中農民諮詢「病蟲害問題」比例

最高，竟高達七成五，他透過田野記錄問題的同

時，也肯定植物醫師在台灣市場的可行性。 

　學者們不斷強調「植物醫師制度」的重要性與

獨特性，「台灣發展的是獨一無二的。」孫岩章

強調，國內需發展一套屬於自己的植醫制度，並

搭配完善的因應措施。若植物醫師的定位與制度

完善，不僅能改善國內農業環境、保障農民的權

利和提升農作物品質，並可成為他國永續經營的

借鏡。

　孫岩章更表示，植物醫師這條路「不能期望很

快實現，從人醫到獸醫也是推了百年。」但就現

況，不僅法案延宕，且培訓資源、醫師人數，甚

至農民觀念都有待加強之處，台灣仍有一段很長

的路要走。但他說，有總比沒有好，即使不夠，

但總要有第一個，也希望植醫制度能慢慢擴大，

並且受到重視。

教授孫岩章表示，有能力拯救植物是種社會服務，也是人生的

一種欣慰，胞物與才是植物醫師的最高準則。

（圖／陳怡璇攝）

現場診斷 採集樣本

「植物醫師制度」「植物醫師制度」
台灣發展台灣發展

是獨一無二獨一無二的

健保卡

限量優惠

降低損率

正向回饋

教導正確與
節制的使用

主動求助

提高主動花費
就診的意願

提高產量與品質

建立植物醫師健保制度達正向循環與推廣建立植物醫師健保制度達正向循環與推廣

教授孫岩章認為透過「植物健保」制度，即會提高農民主動就診的意願，正面影響植物醫生制度的推廣。（表／陳怡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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