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着『中国茶都』支撑的安溪，安溪铁观音连续多年获得最有价值品
牌。 

 但近几年来，国内茶叶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一方面，茶
叶种植障碍，产量降低、加工成本和市场运营成本持续上涨，而高端
茶叶市场持续低迷；另一方面，农残超标、质量安全等问题不断袭扰，
造成支柱产业面临破产危机，总体市场的困境使茶商们面临不小的考
验。 

     茶叶的产品质量安全，农药残留问题很难绕过去。近年来，随着欧盟 

     和日本频繁提高对进口茶叶农残检测标准，中国茶叶在走出国门的过 

     程中面临着更多考验。 

     有专家指出，农残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拦路虎”，在    

     很大程度上与我国茶叶检测标准、检测项目与欧盟存在差别有关系。 

 “打铁还须自身硬。在出口贸易中，农残问题往往会成为欧盟和日本
等进口国和地区构建贸易壁垒的重要借口。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除了要靠茶商和茶农们自己多下功夫外，政府也担负着帮支柱产业解
决困境的压力。 

 



 管理失当的结果就是造成品牌、质量的不定期炸弹。 
 喷洒化学农药为大面积茶山种植无法避免使用的手段，直接
造成茶树污染、土地重金属污染。病虫害对化学农药的抗药
性极强，茶叶产业被逼入农药愈用愈毒，愈用愈多的恶性循
环。 

 施用化学肥料为大多数农民，低投入就想高收成的贪婪思维，
未合理化施肥的结果，往往造成土壤环境失衡，重金属污染、
营养元素拮抗不吸收、根圈益菌相极弱，茶树反而弱而不长
或大片死亡。 

 施用劣质有机肥亦是大多数商人为利益投机不负责任作为，
将未发酵禽畜粪，便宜推销农民使用，往往造成土壤恶菌相
优适化，铜、锌等重金属累积，营养元素失衡，有机酸、硫
化氢等中毒腐烂根系，茶树病而不长或接连大片死亡。 

 支柱产业面临滞销、产业危机、财务危机、破产危机、
连带造成政府税收短缺、政府形象受创等连锁反应。 

 无法大范围扩充产能长期形成健康、绿色、环保的产
业及政府形象。 

 一次突发事件会毁掉一个支柱产业及赔掉政府形象。 
 
 
 

 
 
 



长期稳定送检欧美日农药检验超标问题。 

茶山全区健康不缺株、增加产能。 

立即性解决方案。 

短期解决方案。 

中期解决方案。 

长期解决方案。 

在短、中、长期方案开始实施后，即不再使用
农药、化学肥料及劣质有机肥，同时解决虫害、
茶树污染、土地污染等长期问题。 

 
 
 



 药(农药)检问题 

 长期喷洒农药的茶树及土地已形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于采收前
喷洒本公司专有特殊配方「天然植物解毒露」产品，其快速代
谢农药特性，采收的茶业将可完全符合美、日、欧的检验标准。 

 

 

 
 

                                   



 有机资材取代化学农药管理病虫害问题 
 虫害 

 依本公司提供之方法针对茶树喷洒本公司
植物性提炼的生物科技配方「复方草本酵
素」取代农药喷洒，其天然植物碱等对于
虫害具趋避、触杀及内生毒性等作用，亦
可配合「虫生真菌」，可生成天然菌种生
附着于茶树、茶叶表面将有效驱赶茶虫作
用。 

 病害 

 「牛樟芝複方萃取液」是國家認證生技公
司生產，天然植物萃取物，天然且無毒。
富含類三萜化合物、水溶性多醣體、過氧
化脢、腺苷等其他重要生理活性，包括抗
發炎、抗氧化、抑菌及抗病毒、免疫調節
等諸多功能。宊破性开发於农业防制资材，
抗菌效果更优於传统农药。                              



 改善化学肥料及劣质有机肥破坏土壤问题 
 土壤改良 

 化学肥料及劣质有机肥造成元素拮抗问题，不具活性的营养及矿物
质元素，易对土壤及植物产生毒害性。「高活性腐植酸」的活性官
能基可重新配位营养及金属元素，使各元素具有活性及植物有效性，
解除土壤所含元素毒害问题。 

 化学肥料及劣质有机肥造成土壤板结硬化、碳氮比失衡等。补充适
当且有效之有机质，和微生物配合下，建立适合作物生长之土壤质
地，解除土壤厌氧毒及连作障碍。 

 土壤菌相 
 面对劣质不适合生存土壤环境，根圈益菌大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

腐生坏菌，往往造成茶树根系腐烂，茶树接连死亡及茶山缺株现象。
依土壤、气候、品种及海拔高度等，「微生物有机肥」材料配比及
适应菌种的选择极为重要，代谢土穰中累积的有机酸及化学农药毒
素，促进发根及营养元素吸收，提升树势及品质产量等。 

 改善标的 
 表土施肥，依环境条件，土壤改善深度约於表土层0~15cm 
 「高活性腐植酸」施於土表后，依土壤环境条件15~25天可逐步改善

土质。 
 「微生物有机肥」施於土表后，依土壤环境条件25~40天微生物活耀

度及肥分释量渐高，可持续3~6月之久。 

                                  



依短期解决方案之方式继续施作，
若有需要本公司将视现场茶山及土
地情况，修正、增加嫣然植物菌总
配方 

适时茶树整枝修剪及深度耕犁，使
土壤改善层面可到达底土层
15~30cm 

视土壤环境及长势需求，适时根灌
「特调胺基酸」及叶喷「533玉米
酵素」补充欠缺营养成份、微量元
素，活耀益生菌相，并促进叶芽分
化，增加产量。 



依短、中期解决方案之方式
继续施作，若有需要本公司
将视现场茶山及土地情况，
修正、增加嫣然植物菌总配
方 

分区调配适用「土壤改良
剂」，「微生物有机肥」，
「茶叶用胺基酸」，降低成
本由政府量化推广。 

资材单纯化，管理工艺简单
化，农民易接受，易上手操
作，提升品质及产量 

制茶工艺提升，再创茶叶新
品牌 
 
 
 



依本公司提供之方法针对茶树喷洒本公司植物性提炼的生物科技配方取
代农药喷洒，约2周植物性天然菌种生成附着于茶树、茶叶表面将有效驱
赶茶虫。 
将茶树与茶树之间的梗路泥土尽可能往深的翻松，依本公司提供的植物
性提炼的生物科技配方及施作方式施作，使植物性提炼的生物科技配方
所生成的天然植物菌总深入地底，将使土地一米以下的深层土壤重金属
于6~12个月有效裂解，一举解决长期因土地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产品图片 
 



一、在安溪境内由政府安排一区茶山示范田。 

二、针对示范田的土壤进行浅、中、深层土壤取样， 

       并由政府相关单位送国家权威机构检验土壤相关 

       数据。 

三、由本公司依上述立即性、短期、中期、长期等方 

       案逐步实施，或在实施立即性解决方案并由政府 

       安排国家单位验证，并取得效果后一步到位进入 

     『短期方式拥有长期效果』的施作模式，并在每一 

      不同阶段将浅、中、深层的土壤不定期送检，在确 

      认取得验证本公司纯植物性生成菌类的生物科技确 

      实可以取代农药并可长期改善浅、中、深层的土壤， 

      本公司可听取政府单位建议全面实施或产业落地向 

      全国推广等指示。 

 



辅导处理前 辅导处理后 

东山区 丝瓜土壤酸化及施肥过多肥伤 

 



 茶叶全有机辅导种植，长势平均产量倍增品质特等(1/2) 

台湾嘉义瑞里阿里山茶区2016/04~2018/04 

传统化肥种植品质差 秋茂全有机方式种植 



 茶叶全有机辅导种植，长势平均产量倍增品质特等(2/2) 

 叶片油亮、饱满、厚实，产量品质提高 

 叶身、叶脉、茎干柔软，萎凋走水顺利 

台湾嘉义瑞里阿里山茶区2016/04~2018/04 
 

 



秋茂辅导全有机种植茶，全区健康不缺株 

台湾嘉义瑞里阿里山茶区
2016/04~2018/04 

 
 



秋茂实际下地观察茶树生长状况 

种茶、制茶及品茶，全程掌控天气、肥控与
茶质对应调整 

台湾嘉义瑞里阿里山茶区2016/04~2018/04 
 
 

与制茶师品铭论肥 



 秋茂辅导台湾阿里山茶与鹿谷茶获国家最高肯定 

台湾嘉义瑞里阿里山茶区2016/04~2018/04 
 
 



台湾云林 小黄瓜烂根萎凋 

台湾云林草湖 2017/06~2017/08 
 
 

辅导处理前 辅导处理后 



江西安远 柑橘类世纪之毒黄龙病治理 

江西安远 2017/03~至今 
 

辅导处理前 辅导处理后 



台湾宜兰柑橘黄化病治理 

台湾宜兰梅花湖2016/10~至今 
 

 

辅导处理前 辅导处理后 

有处理 无处理 



四川苍溪红心猕猴桃溃病治理 

四川苍溪 2018/04~至今 
 

辅导处理前 辅导处理后 辅导处理中 



母本健康没病毒，花芽分化性强，
新芽产出多，接穗产量高 

沾木生长快速，叶大而厚实，叶
面光亮有生气，健康没病害 

嫁接成功率高，导管水份及养份
传输顺利，可降低生长失败率 

沾木生长整齐，没农药没化学肥
料，更健康，更能适应环境 

广东惠州立晖百香果专业苗场肥培管理辅导 

广东惠州 2017/12~至今 
 
 



台湾埔里百香果种植辅导 
台湾埔里 2016/12~至今 

 
 



大陆地区 万年青集体性枯萎 

 每年一定发生绝症 

 广东湛江 2015/03~2015/05 
 

 

辅导处理前 辅导处理后 辅导处理中 



山东淄博临淄绿圃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辅导 

 现场诊断，种植方式优劣性解说，执行解决方案 

 山东淄博2018/02~至今 
 



大陆海南芒果农场肥培管理后，质量明显提升 

海南东方2017/10~至今 
 

 



广东五华农场观察土壤成分并进行改良 

广东五华 2017/10~至今 
 

 



马来西亚香蕉农场观察土壤成分及提供咨询 

马来西亚 东马2017/06~至今 
 
 



大陆海南 秋茂专业技师注场管理百香果 

海南琼海2018/03~至今 
 

管理前 管理后 



本公司团队成员从事农业科技研发工作平均达
15年以上，拥有极丰富的茶山、蔬果、土壤改
良的研发经历，并于海内外累积非常丰富的成
功案例，帮助各国农民解决种植、提高产能、
土地改良的问题。 

提供客制化的特殊菌种，针对如柑橘类的世纪
之毒黄龙病、台湾茶山农药超标问题、帮助台
湾茶农提高产量并得到台湾乌龙茶商比赛冠军
首奖。 

希望有机会能在安溪为茶农及政府重朔健康、
绿色、环保的形象，重新擦亮〝中国茶都〞的
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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