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振文 終身特聘教授

保護農作物健康的環境友善產品及其應用技術

現職：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學歷：喬治亞大學植病系博士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

國立中興大學農資學院院長

國立中興大學植病系系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植病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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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創新的環境友善方法  
保護農作物的健康

降低化學農藥的用量  
推動安全農業

以環境友善的方式栽培作物，獲得安全優質的農產品，這是益發受到

重視及討論的社會議題。黃振文持續三十餘年的研究扣緊此一議題且提出

許多解方。他採用許多創新觀念，以「微生物資源」搭配「農業廢棄物」

及各種添加物，開發對環境友善的農作物健康保護產品，有助於降低農業

藥劑施用量，為推動安全農業做出長足貢獻。

黃振文生於農家，農民的辛苦，他看在眼裡。然而，農家之子走進植

物病害防治領域，卻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當年如果家裡沒借到新臺幣 90

元，也許黃振文就走上另外一條路，而不是如今的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

學系教授。

新臺幣 90 元  
決定人生道路

黃振文家中有九個孩子，食指浩繁，務農收入微薄，所以父母原本指

望他早早去工作貼補家用，但是黃振文一心想上大學。國小畢業後，他執

意報考初中考試，但是家中拿不出報考費用，「我就一直哭，哭到我的父

親覺得很煩，就叫我母親去借 90 元，讓我可以報考，」黃振文始終記得

這個扭轉他一生的關鍵。他考上了虎尾中學的初中部，得以繼續升學。

初中畢業後直升高中部，第一年大學聯考考上文化大學園藝系，隔年

重考進入中興大學植病系，從此與中興大學結下不解之緣，直到現在。

身為農家之子，他了解農民之苦。辛苦耕耘的作物可能因為病害的發

生，導致心血付諸東流；他也知道施用化學肥料、農藥等對人體可能造成

的傷害。進入興大，投入農作物病害生態與防治研究領域，他努力解決一

路觀察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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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病理學啟蒙  
感念孫守恭教授

從大學階段開始直到現在，

除了曾前往美國喬治亞大學攻

讀植病系博士學位外，黃振文始

終待在中興大學。在這裡，他接

受興大老師的教誨，同樣是在這

個校園裡，他培育出許多農業人

才，這些學生在官方或民間單位

任職，為臺灣農業貢獻己力。

農家之子  
解決農民的苦

整體而言，黃振文的研究主

軸是以「微生物資源」搭配「農

業廢棄物」及各種添加物，藉以

開發對環境友善的農作物健康保

護產品，在降低化學農業藥劑施

用量的情況下，農作物依然長得

頭好壯壯，且有助於農業資源的

永續循環利用，維護農業環境生

態。

從降低化學農藥用量的角度

出發，黃振文開發許多廣受農民

歡迎的產品，例如：S-H 土壤添

加物可以有效防治農作物土媒病

害，避免農友盲目大量使用化學

農藥，造成環境汙染。

又如臺灣中部地區的梨農，

為防治梨黑星病、赤星病及紅蜘

蛛等病蟲害，從開花至果實採

收，生產期間約需施用二十餘次

左右的農藥，然而，如果農友於

梨樹萌芽初期開始每 10 至 15 天

噴灑黃振文團隊研發的 CH100 植

物健素 1 次，再配合套袋，則梨

的生育過程只需噴藥 3 至 5 次，

就可有很好的收成。經證明，農

友施用 CH100 後，可降低大約

50% 以上的用藥量，且能提高梨

果的品質。

此外，栽種農作物期間，

施用蕈狀芽孢桿菌製劑，亦可顯

著促進植株生根，並誘發抗病反

應，有助草莓、番茄、小黃瓜等

鮮食作物減少農藥使用。

「化學農藥的施用量減少，

農民的健康就可以少一些受到化

學有毒成分影響的風險，且食物

的化學農藥殘留也得以降低，食

安獲得進一步保證。」黃振文進

一步說明。

透過黃振文團隊的研究，

農民得以採用安全無毒的生物性

肥料，以及機資材的植物保健產

品。在田間施用這些農業生技新

產品，可優化臺灣農業生態，減

少化學農藥的施用，導引臺灣農

業轉向無毒安全用藥。

回想自己的大學日子，黃

振文最感念的恩師之一是孫守恭

教授，「孫老師與我的關係是多

重的，他既是我的植物病理學啟

蒙恩師，也是我走上教學研究之

路的良師益友，更宛如是我的父

親。」這是黃振文在《孫守恭教

授紀念文集》一書中寫下的文

字。孫教授以 101 歲高壽，於

2015 年 1 月 10 日走完一生。

黃振文是在中興大學植病系

三年級下學期時，進入孫守恭教

授的實驗室，完成學士與碩士論

文，開始接觸農作物病害生態與

防治的研究工作。

在孫老師的鼓勵下，黃振文

也走上為人師表的道路，他在退

伍後回到母系任教，開始人生的

第一份工作，而孫老師始終是他

追隨的典範。

在擔任助教與講師期間，孫

教授與黃振文利用農業廢棄物成

功調製出「S-H 土壤添加物」，

可以有效防治多種農作物的土媒

病害 ( 病源體生活在土壤中，條

件適宜時從作物根部侵染植體引

起的病害 )。

談起此項研究的動機，黃振

文說明，在農田中常有兩種或兩

種以上的土壤傳播性病原菌共存

一處，導致時有複合感染的病害

問題。因此，許多的研究工作者

經常發現單獨一種或兩種的添加

物或作物殘渣無法有效防治作物

的根部病害。

一般言之，每公頃的農田，

至少需施用 14-28 公噸的有機添

加物，才能有效防治根部病害，

然而這種用量並不合乎經濟原

則，也無法為農民所接受。此外，

在陰溼、寒冷的氣候條件下，大

量施用有機添加物，偶有毒傷作

物根部之虞。

相反的，利用無機添加物，

除可直接促進作物的生長與抑制

植物病原菌外，它在農田的施用

量亦遠少於有機質的添加。然

而，連續大量施用化學肥料 ( 無

機添加物 )，會導致土壤有機質

的耗損及造成有毒物質的累積。

為了避免有機質與無機添加物彼

此間對於農田及作物的不良影

響，並且考慮採取兩者彼此間的

優點，因此黃振文嘗試結合有機

與無機添加物研發「合成土壤添

加物」。

S-H 混和物誕生  
初試啼聲之作

1980 年，S-H 混 合 物 在 中

興大學研究室與溫室證明效果穩

定後，隨即於臺灣各地從事田間

試驗，效果良好，且順利取得經

濟部智財局的發明專利。

「S-H 土壤添加物」的 S、

H 分別取自孫守恭教授及黃振文

的英文姓首個字母，因此農民也

會稱呼此產品為「孫黃」。這種

合成土壤添加物含有蔗渣粉、稻

殼粉、蚵殼粉、尿素、硝酸鉀、

過磷酸鈣、礦灰等，最初研發的

目的是為了對付一種相當頑強的

病原菌：尖鐮孢菌，後來則被廣

泛應用於臺灣各地的蔬果栽培。

農民對於 S-H 土壤添加物

的評價很高，不只可以抑制壞

菌、培植好菌，且能夠使植株更

健壯，並能改良酸性土壤，使土

壤更健康，是非常好的土壤改良

劑。

由於成果表現相當良好，研

究除受到國內單位的重視與肯定

外，同時於 1985 年獲得美國植

病 (Plant Disease) 國際學術期刊

主編邀請發表特色文章 (Feature 

article)。這是黃振文在植病學術

舞台的初試啼聲，激勵他勇敢攜

眷赴美國喬治亞大學攻讀植物病

理學博士學位。

值得一提的，S-H 土壤添加

物專利配方後來賣給安農公司，

獲得新臺幣一百萬元，孫守恭與

黃振文決定將這筆金額捐出來回

饋社會，設立植物病理文教基金

會，用於幫助植病學系的學生。

這個基金會目前已正式立案改名

為「民生科技文教基金會」。

「我這些年來在中興大學服

務，腦海中始終有著孫老師的身

影激勵著我，提醒著我。」黃振

文說。

筆者前往興大採訪的這一

天，剛巧黃振文曾帶過的研究所

學生也聯袂前來恭賀老師榮獲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師

生相聚，滿溢歡笑，旁觀明顯可

以感受黃振文對待學生猶如好友

一般。

「老師都是用朋友的角度

來關愛我們，我和他相處 30 年

幾年了，從來沒有看過他發脾

氣，」其中一位學生回想著在學

期間和老師相處的點滴，「老師

很親切，好處之一就是我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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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錯，實驗做失敗了，還是敢和

老師討論問題出在哪裡，如此更

能進步發現新的東西。」

 

在學生的眼中，黃振文是

和藹可親的老師，也是一個比學

生還要認真的老師。「有一年大

年初一，早上還在睡夢中就接到

老師的電話，」另一位學生至今

仍記得幾十年前發生的一個小故

事，「老師對我說，『該起床了，

快去噴藥』。因為我的實驗進入

最後階段，遇到下雨，若不趕緊

再度噴藥，實驗就前功盡棄了，

甚至會影響畢業。老師比我自己

還緊張。」

固體添加物太重  
液態「植物健素」誕生

黃振文是一個好強的人，只

要有人對他的研究成果或技術有

所指教，他就會想辦法做出令人

滿意的成果。例子之一，S-H 土

壤添加物成效佳，然而有農民抱

怨固體形式不好用又重，於是他

就嘗試設法將產品劑型轉換成液

體。

「土壤有機添加物雖然可

以促進作物的生長與減少作物根

部的病害，但效果常受限於土壤

質地與使用方法，同時它的搬運

輸送過程頗為粗重，所以我就想

辦法改良成液體。」在 1990年，

黃振文嘗試利用高麗菜殘渣、

菸渣、S-H 混合物及荷格蘭氏養

液，成功利用天然植物抽出物防

治植物病蟲害，開發出可以強壯

蔬菜種苗及防治病害的液態瓶裝

的「植物健素」，也就是「中興

一百 (CHl00)」。

CHl00 成 果 不 錯， 但 是 開

發過程曾一度「臭得讓人受不

了！」黃振文的一位學生回憶

著，「我記得黃老師當初在做這

項研究時，由於需讓有機材料發

酵，所以實驗室周邊都臭不可

聞，但學生們不敢抱怨，最後是

我們的師祖，也就是孫守恭老師

出馬，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孫老師提點黃振文，「如

果產品太臭，農民要用嗎？」因

為這個提醒，黃振文努力調整成

分，最終做出不臭的產品，再次

使命必達。

因為總是積極傾聽農民的

心聲及熱衷解決問題，黃振文研

究室開發出的成果，總是很受到

農民的歡迎，而透過技轉，原本

生產化學農藥的傳統公司得以轉

型，由原製造販售化學農藥與肥

料，逐漸轉型生產生物農藥及生

物肥料，朝製造友善大地環境的

商品目標邁進。生物製劑「神真

水二號」的成功上市就是一個好

例子。

分離菌株  
產出微生物植物保護劑

不同於之前是採用農業廢

棄物製成，從 2006 年開始，黃

振文團隊由臺灣各地農田陸續收

集土壤與植物樣本進行分離鑑

定，從中分離出近千餘菌株，並

依「菌種篩選與技轉商品化流

程」，在實驗室、溫室及田間進

行系列測試分析，結果篩選出具

有促進作物生長與防治作物病害

雙重功效的優良本土菌株。

其中，蕈狀芽孢桿菌株及稠

李鏈黴菌株的表現最優秀，具有

促進作物生長與防治病害雙重功

效，且培養特性最為穩定，之後

技轉廠商後製成農用微生物植物

保護製劑產品。

「神真水二號」就是使用

「蕈狀芽孢桿菌」製成。「蕈狀

芽孢桿菌」是由黃振文團隊研

發，並技轉予興農公司。興農將

「蕈狀芽孢桿菌」菌株進行發酵

生產，開發「神真水二號」產品，

在農田中施用可顯著促進水稻、

番茄、高麗菜、玉米、花生等作

物的發育，增產可達 10% 以上，

並可降低紋枯病、白粉病、青枯

病及銹病的發生率，能減少農作

物對於化學農藥依賴。根據田間

實作報告，化學農藥噴灑量約能

減少 50% 左右。

基本上，關鍵的菌種配方能

強化植物免疫系統與促進生長，

誘導農作物產生抗病反應，無須

仰賴化學農藥。黃振文說：「這

些關鍵菌種對於植物的作用，

就猶如益生菌對人體的作用一

般，可提升免疫力並改善腸道環

境。」

「蕈狀芽孢桿菌」製劑產品

因成分皆取自天然資材，製作成

本低廉，相較同類型的產品價格

較低，也符合環保與友善環境的

精神，因此頗受業者青睞。這項

菌株已申請獲得 2 項發明專利，

2010 年起陸續透過中興大學產

學研鏈結中心，以非專屬的方式

授權給興農、聯發生技、百泰生

技、臺灣肥料、沅美生技及育印

科技等 6 家公司，分別以不同配

方與製程進行研發量產。

其中與興農公司合作的「神

真 水 二 號 」，2013 年 上 市 至

2019 年銷售量達 250 噸，在國

內近 5 年的營業貢獻額度已累計

約新臺幣 1 億餘元，對興農公

司及國內農業生技公司投入植物

生物製劑產品，具有引領作用。

目前正積極規劃拓展美國、西班

牙及東南亞等地區的國外市場。

「除了經濟效益明顯外，有助於

農業資源的永續循環利用，維護

農業環境生態，提升食物生產安

全，是更長遠的影響。」黃振文

說。

除了神真水二號之外，黃

振文團隊技轉且成功商品化的環

境友善製劑產品還包括：聯發生

技公司技轉蕈狀芽孢桿菌製造的

「治黃葉」；百泰生技公司技轉

蕈狀芽孢桿菌製造的「蕈猛農」；

臺灣肥料公司技轉稠李鏈黴菌衍

生物製造的「活力生技營養劑九

號」；以及中興農化公司技轉

CH100 植物健素製造的「中興

一百」等。

生產二氧化矽、碳酸鈣的臺

灣化工大廠，也是興大產學合作

的長期夥伴之一。台茂奈米生化

公司近年成立農業事業科技部，

利用矽、鈣等微量元素，研發新

型態的液態肥料。在與興大的合

作下，協助農民使用添加微生物

的植物保護用製劑，作物的抗病

及抗逆境能力明顯增強，存活率

大幅提高。

以屏東萬丹的佳合農產公司

為例，該公司種植有機九層塔，

供應全臺三大賣場通路。九層塔

在這幾年飽受露菌病危害，安全

用藥沒法對付病菌，有機栽培更

不用說了，後來採用台茂技轉的

微生物實驗製劑後，終於擺脫露

菌病。

總計黃振文團隊研發的產

品，透過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

心技術授權給企業界量產銷售的

技術有 25 件，授權金累計約新

臺幣 1,690 萬元。

利用基因轉殖 
生產微生物抗病蛋白

接著，黃振文團隊進一步

利用基因轉殖技術，生產微生物

抗病蛋白，也就是蛋白激活子製

劑。這項研究主要是透過生物

和非生物因子誘發植物的防禦系

統。黃振文說明：「從植物病原

微生物純化獲得的總蛋白質，雖

然不會抑制真菌的生長，但是也

不會引發受測試植物的過敏反

應，卻可以促進植物生長及降低

病害發生的嚴重度，這種現象會

隨蛋白質和不同植物種類而有所

差異。」

此方面的研究就是要找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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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植物最適用、以誘發該植物

啟動抗病反應的蛋白質。目前已

找出可顯著降低胡瓜葉炭疽病的

方法。

保護梅子  
免受「黑星病」荼毒

利用農業廢棄物製成添加

物、分離篩選菌株研製植物保護

製劑、以基因轉殖技術生產微生

物抗病蛋白，透過這三個面向的

研究，黃振文團隊為臺灣的農業

提供源源不絕的保護力，解決了

過往困擾農民的難題：噴很多農

藥，植物固然可以不生病，但是

後續的食安，甚至是對於自己健

康的傷害，又該怎麼辦呢？

黃振文長年協助農民，見

多了許多因過度施用化學農藥而

導致健康受損的情況。他曾應邀

協助解決梅子的黑星病，在見到

梅園主人的當下，立刻察覺對方

的嘴唇發黑，推測就是農藥的影

響。梅園老闆為了維持外銷梅子

的健康，在向黃振文求助之前，

只能別無選擇地施用化學農藥。

據了解，早年臺灣青梅大量

外銷至日本，產值 1981 年起節

節攀升，最高峰達 31 億 5 千萬，

然而 1996 年後，中國的廉價青

梅挾外銷優勢，囊括了日本市

場，臺灣青梅的種植面積漸減，

轉而供應內需，2017 年的產值

僅 6 億 5 千 萬 元。 不 過， 近 年

日本重新青睞臺灣梅子的良好品

質，在出口情勢好轉的情況下，

豈容黑星病來攪局。

「我們不斷地跑現場做實

驗，找出病菌釋放孢子的關鍵時

間，搶在它們出來危害之前，先

以化學藥劑消毒枝梢，之後使用

我們研究的環境友善產品，就能

大量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導

入黃振文團隊的友善環境方法

後，不僅讓梅子免受黑星病之

苦，梅園主人的唇色變得紅潤，

健康情況也轉好許多。

黃振文強調，「不同的植物

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潛藏病菌

的出現時機都會有所不同，以化

學藥劑消毒枝梢的時機必須掌握

得恰到好處，太早或太晚都沒有

效果，其中找出不同植物病原菌

感染的關鍵時刻，是我們的研究

專業。」同樣的，韭菜銹病的防

治，也是黃振文團隊的代表作之

一。

黃振文的做法，讓人聯想

到《黃帝內經》中提到的「上醫

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

病」，即醫術最高明的醫生並不

是擅長治病人，而是能夠預防疾

病。黃振文猶如植物的「上醫」，

直接消滅植物發病的可能性，畢

竟植物一旦發生病害，農民一整

年的心血可能在一夕之間血本無

歸。

病害綜合管理
雙管齊下

整體來說，黃振文是以作

物病害綜合管理的理念出發，設

計研發保護植物健康的環境友

善產品，「也就是說，針對產

品的組成配方，我們通盤考量

不同資材機能間的互補性，導

入的元素除了能強化作物生育

優勢外，還需添加可以有效抑

制病原菌發芽與侵染的主成分，

同時又有助於作物根群中益菌

族群的建立與增殖。」

例如，S-H 土壤添加物中的

蔗渣可誘發西瓜蔓割病菌的厚膜

孢子發芽，然後利用尿素釋放的

氨氣來弱化病菌的威力，使其在

遭受土壤微生物族群攻擊後喪失

危害作物的能力。此外，組成成

分中的礦灰還能提供多種微量元

素，並調整作物根圈的土壤酸鹼

值，有助於滿足作物生育的需

求。

「以往國內外科學家施用

土壤添加物改良土壤時，大多採

用單一處方，所以無法兼顧作物

生育與防病的多種功效，農民

的採用興趣不大，」黃振文指出

說服農民採用環境友善方法的關

鍵，「你得讓農民看到，在使用

我們的產品後，農作物長得強壯

又漂亮，他們才會有興趣，所以

抑制病害和增強營養必須雙管齊

下。」

跨界演出  
用益生菌保護水產

黃振文三十年餘來致力於

研究兼顧植物健康保護與環境友

善的方法，以堅實的研究成果為

基礎，接下來他將跨足禽畜、水

產養殖領域，擴大保護範圍，讓

更多產業受益。黃振文說：「我

們已成功利用益生菌促進農作物

的生長與抗病，同樣的，禽畜、

魚蝦也能受惠我們的研究。」例

如，將益生菌用在水產養殖，可

以增進魚隻肥滿度、降低魚病發

生率、改善水產養殖的水質等。

學界研究微生物的應用，多

出現「單一菌種用於單一領域」，

使得應用無法多元，相關商品

化、產業化也受阻，跨領域整合

是解方。因此，為了能讓微生物

發揮「一菌多效」，加快商品化

的腳步，黃振文團隊挑出 3 株芽

自然科學與工程組 - 吳逸民 副組長

孢桿菌屬益菌（枯草桿菌、地衣

芽孢桿菌、凝結芽孢桿菌）、1

株稠李鏈黴菌，與農業科技研究

院植物科技、動物科技及水產科

技研究所共組研究團隊，展開微

生物跨領域的應用研發，目前已

有 2 株益菌的應用，與台茂奈米

生化公司完成技轉合作。

繼續寫書  
傳遞農業知識

除了跨界演出外，黃振文念

茲在茲的還有著書大業，「由於

沒有好好整理和記述，臺灣農業

累積的知識和經驗很難有系統地

傳遞下去，造成臺灣農業的進步

有限，這是很可惜的，所以包括

我自己在內，我邀集臺灣相關專

家一起來寫書，讓後進者可以透

過書籍解惑及學習。」

黃振文與其他專家合著出版

的書籍，已有《永續農業之植物

病害管理》、《環境友善之植醫

保健秘籍》及《植物保護圖鑑系

列 17 梨樹保護》等，且即將於

明年 (2021)6 月出版《植物病害

寶典》一書。

「農藥減量」、「微生物製

劑」與「有機農業」，這是臺灣

農業追求的目標。黃振文 30 餘

年來的努力，帶動臺灣農業微生

物生技產業在植物保護劑及生物

肥料的發展，讓臺灣農業得以持

續朝向永續生產、生態和諧、循

環經濟及糧食安全的理想邁進。

黃振文的豐富貢獻，源自於

他對土地的愛，就如他最想分享

給大家的價值觀，「取之於社會，

貢獻於社會，每一個人獻出一點

善的力量，社會就會更祥和及健

康。」創造和諧永續的大地，是

黃振文始終堅持的人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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