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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知半解半桶水的農民悲歌，沒下過田實際種地的你，懂嗎?為

了追求天然、健康、無毒等農法，造成農民收支失衡了，你知道嗎? 

有機農業的昂貴，自然農法的沒產量，只是以光鮮亮麗的外表，將農

民往苦裡帶，你體會到了嗎? 

 「菩提農法」是由台灣秋茂及山東綠圃合作社二位理事長，集成

了個人專長，現代科學及古代玄學等，看著自己長滿厚繭的手腳，再

看看農民求助的眼神，一再的領悟而共同創造而來。其出發點很簡單，

行的是教農民現地垃圾醱酵變黃金肥料，省成本之際，產量品質都提

高了，克服了有機農法及自然農法的缺點，同有達到健康無毒之目

的。 

「菩提農法」傳達的精神其實很簡單，即順應自然，把植物當人看，

去除或補上植物生存之道(所需)罷了。而「新酵素技術」即是該去補

之門，其是一門簡單的「智慧科學」，結合了「復古智慧」醱酵工藝

的及「現代科技」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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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不在於多，而在於精，自然規律的宇宙能量(風、雨、雷、電)

已賜予我們許多肥份，人工添加的肥料也大多殘留於土壤當中，如何

順應自然，了解盈缺，補給所需，亦或許不需添加，想辦法從自然環

境中，如土壤及水源等提取即可，所以以「智慧」串起的「菩提農法」

及「新酵素技術」，可大大突破現有農業之窘境，更會突破大家對創

造農業可能性之想像。 

 

【何解菩提】 

 「菩提」仍「覺」之音譯，又譯為悟或道，佛教術語，字面意思

是「覺悟」，即了解事物的本質，不昧生死輪迴，從而導致涅槃的覺

悟與智慧。 

 「不昧」就是不糊塗，即徹底明白。「不昧生死輪迴」即徹底明

白生死仍人生必經過程，因此不再害怕，且可坦然面對，更因此覺悟

而不再受時刻惶恐之苦。「涅槃」的意譯為解脫、自在、安樂、不生

不滅，即不因事物而再情緒起伏。 

 「菩提」指的是一種大智慧，即徹底明白，萬事萬物都是依循自

然規律而生，也因自然規律而滅，因明白而了解生滅仍為再合理正常

不過，人也因有此等菩提大智慧，而對生滅或生老病死覺得自在，不

覺惋惜，心情不受影響起伏波動。 

 

【何謂菩提農法】 

 「菩提農法」即取「菩提」徹底明白萬事萬物都是依循自然規律

生滅之意寓，新創之農業管理方法，即有道法自然之意。結合對自然

生態學、植物生學理學、土壤礦物學、季節變化(四季、24 節氣等) 、

宇宙能量學、玄學之元素盈缺等研究及融合古人智慧，以現代科學手

法(微生物、酵素、礦物及精油等)，挪用大自然的資源，平衡植物生

長所需之能量。即了解自然規律下，植物生長元素盈缺，以現在科學

手法，去盈補缺之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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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農法靈感來源】 

「菩提農法」研究靈感來自於「水土不服」四個字。先撇開心理

因素不談，根據專家的說法，水土不服主要是因為人們長期生活在同

一個地方，身體機能已經對當地的各種環境因素形成了較穩定的平衡

關係，以至於身體還不能適應新環境所造成。四季、24 節氣等變化

不就是植物一直在適應新環境嗎? 

根據專家的歸納整理，異地水土中微量元素的分佈、土壤的酸鹼

度及有機質含量等，與原居住地相比，都有極大的差異，當人們的身

體機能暫時不能適應氣候、水質、飲食等生活環境的突然改變，就會

產生一系列的不適應症狀，這也難怪有「食把家鄉土」方能解其症之

說。另外，當地的水質及飲食結構，還會改變人體腸道內正常菌群的

種類及數量，進一步破壞腸道菌群原有的生態平衡，並且導致胃腸道

紊亂，使人出現腹脹、腹瀉等症狀。這好像植物異地種植及過份施肥

的場景啊! 

中醫學認為水土不服與脾胃虛弱有關，可以吃一些蜂蜜、紅棗、

蓮子、花生等健脾胃的食物。就蜂蜜而言，其中含有葡萄糖、維生素

及磷、鈣等礦物質，能夠調節神經系統功能紊亂，從而促進睡眠 。

對於因環境改變所引起的腸道菌群失調，蜂蜜擁有四種以上益生菌，

可達到整腸之功用，人體腸道中乳酸菌含量本來就少，而維他命 B

群主要是靠乳酸菌來發揮功效，如果腸內的益生菌少了，各種不適症

狀相繼而出。植物是不是也可以這樣醫呢! 

「二十四節氣」不愧被譽為「中國最偉大發明」，可視為濃縮版

的自然事物發生規律，指導著傳統農業生產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僅

關係著人們的衣食住行，還指導著我們如何「養生調理」，另一中國

偉大驕傲，老祖宗的智慧「中醫學」，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順應節

氣該有何養生之道。同樣老祖宗的智慧「風水學」，不正乎應包羅了

現代科學中的經緯高度、海拔高度等，風生水起的宇宙能量及氣候變

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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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古人無上智慧，「二十四節氣」結合「風水學」再加上「土

壤礦物學」，一個地方的土壤氣候條件便可一目了然，再運用「中醫

學」養生調理之道，甚至服用「水土不服」之方，不就能成就菩提農

法之精髓。把植物當人醫治應該就對了! 

 

【菩提農法有跡可循】 

二十四節氣不僅是農業生產的指南，也對水產養殖業，起到重要

的指導作用，簡單舉例，處暑節氣後，預示伏天自此結束，天氣愈發

變涼，各地氣溫會呈下降走勢。對水產養殖來說，池塘水溫低，光照

弱，水中浮游植物少，產氧能力差，魚類因停止攝食而體質相對較弱。

依循此自然規則，養殖戶習慣性的，到了這節氣，會更加強日常管理，

提前好做準備，注意防止凍害，且不貪圖省電而少開增氧機，就造成

缺氧等情況的發生。 

早期台灣農業轟動一時的「牛奶液肥」，即是秋茂以鳳梨皮、過

期牛奶、蔗糖及乳酸飲料醱酵製得，因鳳梨酵素的催化下，將牛奶之

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快速分解析出，再以乳酸菌之作用，將其

醱酵成高蛋白素，高維生素，高鐵高鈣等微量元素，高乳酸、醋酸之

酵素液肥。該牛奶液肥特色，維生素、乳酸及醋酸等，有極強之殺菌

功能，加上高蛋白素，相當有助於植物根系之發展及抗病，高鐵高鈣

等微量元素，使光合作用效果更佳，果實更為碩大、甜蜜、紮實。 

相同的茶種，翻了個山頭，差了幾百米的海拔，茶葉就有了特殊

香氣(果香味、桂花香及蘭花香等)，香氣從何而來?又為何?第三年起

茶香不再，香氣何處去了呢?秋茂運用菩提農法酵素技術，不但救回

病樹，甚至找回原味，更在不同海拔創造出相近香氣口感，茶香來自

於各山頭微氣候，觸使茶樹可吸收及合成多少成份所在，氣候變了或

元素沒了，亦或植物病了不吸收，當然味也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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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麗菜種植隨著溫度升高，種植區域海拔也隨之提升，因高溫易

造成高麗菜缺硼鈣型內爛的生理障礙，秋茂己成功運用菩提農法酵素

技術突破，在台灣北港高溫的平地成功種植，更可喜的是，能於不適

合作物生長的高度鹽碱不毛之地，成功抗鹽種植並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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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桶水的農民悲歌】 

以現在農業技術要檢測缺少什麼營養及微量元素並不難，人們也

很簡單的以缺什麼補什麼的概念進行著，看似沒錯的理論，但確為何

常常無功而返呢?你曾想過嗎?中醫學講述的進補，簡單分類:熱補、

溫補及涼補等，針對男女老幼所使用的藥引又有所不同，你可曾認真

思考過嗎?可悲的是，更有懶惰偏激想法，不分青紅皂白，全部以「十

全大補湯」伺候，輕則鼻血直流，重則氣散人虛。這如同產後做月子，

未掌握補血強氣之理，全程服以「四物湯飲」於月子後期，卻造成子

官崩血之傷害，唯依循自然規律正當而行，合於百川之氣，方能強身

健體。 

 

【體現菩提農法的新酵素技術】 

「酵素技術」是一種「復古智慧」的象徵，是老祖先留給我們的

智慧財產，酵素(酶)的最早運用於食物之保存，例如，釀酒工藝(五穀

酒、水果酒及優酪乳酒等)，釀醬工藝(老陳醋、醬油及味啉等)，醬菜

工藝(酸菜、泡菜及醃瓜等)。1980 年以後，農業酵素菌技術先後推

廣到韓國、臺灣、印度、斯里蘭卡等國家和地區，在溫帶、亞熱帶的

作物上進行推廣應用，都獲得了巨大成功。1990 年以後，中國黑龍

江、吉林等地進行了小規模試驗，在大豆、紅小豆、馬鈴薯等作物上

取得了極其顯著的效果。1994 年，農業酵素菌技術開始由在山東省

境內示範推廣。 

以上舊時代的酵素技術，姑且把他定義成「環保酵素技術」，即

使用家庭廚房剩菜、剩飯、瓜皮、骨頭、魚刺、雞蛋殼等垃圾製作廚

餘環保酵素，小至環境清潔、蚊蟲驅趕，大至河川整治，可謂之為環

境萬靈丹。隨著農業興起，更延伸到農地裡的植物殘次果，作物秸稈

葉子棚內垃圾等，同樣也能製得「環保酵素」，甚至用樹枝，作物秸

稈粉碎也可做出「環保酵素菌堆肥」，是一種無分別性的垃圾變黃金

技術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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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酵素技術」是一種「智慧科技」，以「菩提農法」串聯著「復

古智慧」及「現代科技」。人們一直在追求著要有多好的土壤質地，

才可種出多少的蔬果，但岩石長樹你看過嗎?海邊長草你又注意過嗎?

鹽碱地裡的作物不易上病毒病你知道嗎?常見無土水耕植物又該如何

解釋?如前開「菩提農法」所述萬事萬物都是依循自然規律生滅，各

有其「生存之道」，而這「生存之道」仍「新酵素技術」關鍵所在。

如何順應自然以新酵素技術補上其生存之道(所需)，仍菩提農法之真

諦。 

別於傳統，除延用舊技術的垃圾變黃金之環保概念外，另再加上

礦物鹽類、萃取精油等及最重要的「微生物生態鏈技術」。簡言之，

「微生物生態鏈技術」即某種微生物看似與目的不相關，但由於他的

存在，可能造就目標微生物優勢生長，可能代謝出更多的酵素(酶)、

抗生素、維生素、荷爾蒙等，這就是一種「智慧科技」的充份運用了。 

 

【新酵素技術呈現】 

一、微生物酵素有機肥 

微生物酵素有機肥，簡稱為微酵肥(微笑肥)，可說是現今農業最

佳有機肥，有機廢棄資材，在「微生物生態鏈技術」醱酵過程，“蛋

白酶”、“脂肪酶”、“纖維酶”和“澱粉酶”等作用下，迅速分解，

轉化成為自身或易於其他生物利用的營養物質，轉換代謝而成。也因

是由多種酵素(酶)反應作用而成，充分將有機廢棄資材，各形式大營

養分子(澱粉、蛋白質、脂肪、纖維等)之營養成分細切出來。 

其價值在於內含微量元素氮、磷、鉀、鈣、鎂及鐵等，且 pH 值

中性並含腐植酸、有機質及 18 種氨基酸和上述各類酵素，因小分子

養分充足且易利用，含多種益菌如分解菌、消化菌、除臭菌、真菌、

放射菌、纖維分解菌、澱粉分解菌、氮氧化菌、氮固定菌、磷溶解菌

等益菌相，豐富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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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含有至少兩株拮抗微生物（球孢鏈黴菌和丁香苷鏈黴菌），對

土傳真菌植物病害有一定的拮抗作用，除能提高植物光合作用、保苗、

壯苗、抗病蟲害和抑制有害菌和土傳病害，還可明顯改善土壤結構，

提高肥力和徹底解決土壤板結問題，這也正是為何以「微生物酵素有

機肥」種得之蔬果，更為健康、產量更高、更有風味、甜度高而不膩，

有更高品質的原理所在。 

 

二、農用酵素(開根酵素、生長酵素、膨果酵素、轉色酵素) 

論肥份而言，要讓大家大失所望了，別於化肥、沖施肥、胺基酸

肥等，農用酵素沒有太高肥份。但更多的是，如食用酵素研究指出，

該酵素包含調節體內環境，抗炎作用，抗菌作用，分解作用，淨化血

液作用及細肥新生，治病等的幾大作用。可以解釋成，成對的事上，

精準的做對的事。 

 

<農用酵素一般特色> 

1. 健壯植株，葉片肥厚增大，果色鮮艷 

2. 免疫力增強，降低羅病率 

3. 改善土壤結構增加通氣性 

4. 降低化學製劑及化學肥料的使用量 

5. 分解土壤中沉積化學廢料及有機物質 

6. 促進有機質之分解，增加有益微生物群 

7. 放線菌所釋放幾丁質酵素能破壞蟲卵的孵化，減少病蟲害農

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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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微生物群功能> 

1 動態平衡鏈:使用最新的生物技術讓多種微生物存在於相同培養

液中達到互助合作之功效。 

2 高水解功能:豐富酵素分解酶(蛋白質分解酶、脂質分解酶、澱粉

分解酶、纖維分解酶、木質素分解酶等)。 

3 乳酸菌屬:分解有機大分子轉變成小分子，幫助植物更容易吸收養

分，並產生有機酸抑制有害細菌。  

4 酵母菌屬:產生乙醇消滅有害微生物，並提供大量蛋白質作為植物

氨基酸養分來源。  

5 光合菌屬:產生大量維生素提供植物吸收、消除土壤中有害微生物

所產生的代謝物質。  

6 桿菌屬:分泌生長刺激物，刺激植物根圈發展；保護根圈並誘發植

物免疫力對抗有害微生物入侵；分泌昆蟲內毒素，破壞害蟲腸道。  

7 放線菌:分泌抗生物質消滅害菌；產生幾丁質水解酵素，破壞蟲

卵。  

8 絲狀真菌:包圍植物根部，排斥病原菌入侵；促進植物吸收養分；

捕抓線蟲、直接消滅害蟲、入侵病原菌破壞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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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酵素技術表現】 

一、酵素錦銹黃桃 

 

 

 

 

 

 

 

 

  

 

 

一般黃桃▼ 

(顏色偏白不轉色) 
▼酵素黃桃 

(顏色鮮豔飽滿) 

7 分熟錦銹黃桃轉色比較圖 

7 分熟錦銹黃桃甜度比較圖 

▲13.3 度  

▼10.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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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酵素哈密瓜 

糖度比較 

項目 糖度（°） 
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酵素哈蜜瓜 17.4±0.7√ 19.2±1.2√ 

一般哈蜜瓜 15.5±0.8 17.5±2.1 

生物學性狀對比 

項目 
功能葉大小 

（cm） 

功能葉厚度

（mm） 

莖粗 

（mm） 

節間長度 

（cm） 

酵素哈蜜瓜 18.6×12.6√ 2.3±0.2√ 6.7±1.4√ 12.5±2.4√ 

一般哈蜜瓜 17.4×12.3 2.1±0.3 5.8±1.3 13.6±2.3 

風味物質佔比比較 

項目 
呋喃類物質 

（ψ/%） 

酮類 

（ψ/%） 

有機酸類 

（ψ/%） 

吡喃類 

（ψ/%） 

酵素哈蜜瓜 33.76±2.54√ 23.62±1.76√ 17.84±0.86√ 15.29±0.64√ 

一般哈蜜瓜 31.62±1.76 21.52±1.45 18.52±1.07 13.17±0.57 

品質比較 

項目 
可溶性固形物

（%） 

糖度 

（°） 
 裂果率（%） 

網紋密度 

指數 

酵素哈蜜瓜 17.4±0.6√ 19.2±1.2√ 0√ 5.3±0.7√ 

一般哈蜜瓜 15.5±0.8 17.5±2.1 2.7±1.3 4.4±0.5 

項目 
果肉厚 

（cm） 

果實秀品率

（%） 
產量比 價格 

酵素哈蜜瓜 3.6±0.5√ 97.3±2.4√ 2~3√ 高√ 

一般哈蜜瓜 3.5±0.4 82.4±6.5 1 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