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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秋茂以農為本，以一條龍模式經營，有機肥料生產、種植、運銷等，實場操

作為主，學術研究為輔。禁藥發波，菜價低迷，無可救要的植物癌症興起，有機

農業、無毒農業及進出口受阻，農業怎麼了?農業要的是什麼? 而植物源保護製

劑之研發趨勢一直在為農業找出這麼答案。 

秋茂研發團隊，長時間對菌類之鑽研，相繼開發出「秋茂 89 菌」高抗逆性

EM 菌，對藥用菇之研究，發展出「牛樟芝精華粉」、「猴頭菇、靈芝二合一精華

粉」及「靈芝、茯苓二合一精華粉」等醫療等級食品，甚致世界唯一的創舉，用

用型牛樟芝「牛樟芝植萃皂」 

也因此秋茂在此優勢背景下，經長時間研究及實測證實，以「牛樟芝」為主，

輔以「柚子」、「檸檬馬鞭草」及「橙花」等，研發之農業專用「牛樟芝複方萃

取液」此種天然、有機、無毒、無化學、無農藥，抗菌、抗病毒、解毒、提高抗

體及促進開根生長之天材植物萃取液，種植全期可用，對於植物真菌性及細菌性

病害，甚致病毒性病害之防治均有相當之成效，例如柑桔類黃龍病、火龍果痂瘡

病、香蕉黃葉病等。 

附加加速農藥代謝功能，降低農業成本，提升農民身體健康、農業品質產量，

農藥殘量降低，鮮果保鮮期拉長，易符合國際進出口標準，對消費者更是最大福

音，對整體農業進步有著相當貢獻。 

 

前言 

農業怎麼了? 

秋茂以農為本，對於農業，以一條龍的模式開發經營，有機肥料生產、農場

種植、農產品運銷及農產加工品開發行銷等。對於種植技術的研究，以實場操作

為主，學術研究為輔。 

當然看盡，也嘗盡當農民的苦，與天掙飯，與人掙價，沒有幾個有好下場。 

農民的本質是「賭徒」，賭最大，輸了再坳，坳了又輸，其中奧妙很值得慢

慢品嘗。 

有機農業的興起，無毒農業的重視，更使的農民生技之路愈來愈窄，加上政

府無配套的政策鼓吹下，戰死田裡的小鮮肉不在少數。 

農業到底怎麼了?又醜又貴又難吃的蔬果你要買嗎?2 天噴 3 次藥，病蟲害還

是控制不下來，我能怎麼辦呢?大碗又便宜的胺基酸到底所含何物呢?肥料商是不

是偷工減料，怎麼感覺沒有肥力呢?我上等的菜比他下等的拍賣價格還差，為什



麼呢? 

「毒」已不再那麼「毒」，這是好事嗎? 

2016~2017 年，秋茂農場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生產高麗菜及包心白菜，當

然，放眼未來秋茂將因此而大富大貴，結果恭喜得到「慘賠」收場。時價低迷是

其中一主因，但該檢討的是拍賣市場裡的菜為什麼總是不合理的漂亮著，2017

年未，在輔導農民的過程中，我得到一個不知該哭還是該笑的答案，三個合作社

被停止高麗菜及包心白菜的拍賣權，原因是「 地下劇毒禁藥」。 

農藥好像不再那麼毒?這是農民普偏的心聲，的確在農場管理操作裡，農藥

的抗藥性實為嚴重，秋茂農場均需輔以「草本酵素」等自行開發有機資材，才得

以病蟲害控制，很諷刺，未有農藥以外的有效資材，「禁藥」確實成為農民的最

佳選擇。 

農業也在癌末嗎? 

人有癌症無藥可醫，沒想到植物也有，柑橘類的「黃龍病」，香蕉的「黃葉

病」，蕃石榴的「立枯病」等，均被視為無藥可醫的「絕症」，統一做法，砍掉重

練，統一說法，氣候高溫多雨不穩定引起，統一對象，「鐮胞菌」或「鐮刀菌」，

以訛傳訛的傻傻分不清楚，統一心態，兩手一攤，我的天老爺啊! 

癌症有救嗎? 

現代醫學揭示，人體均由細胞組成，即使健康，體內每天也會出現數卂個癌

細胞，這麼多癌細胞每天體內存在著，又怎麼能說健康呢?原因在於，當我們的

「免疫系統」處於平衡狀態，自身的免疫系統會一致對外，對抗癌細胞，這樣我

們的身體依然處於健康狀態。換句話說，健康就是保持自身的免疫系統平衡狀態

為主要課題。(文獻：https://read01.com/md5ydP.html) 

植物體是否也有免疫功能?如同動物和人類一樣也能產生抗體來抵抗病原菌呢?  

早在 100 多年前，科學家就已經觀察到，植物本身皆具有可抵禦大至物種

間、小至病毒 等生物體侵害的能力，進化出了自己獨特的免疫系統。而植物免

疫模式中，第一道防線為厚厚的細胞壁，其外覆蓋一層表皮層，類似人類的皮膚，

如果病原菌透過傷口方式穿透這一層屏障，植物細胞表面或內部的免疫双應接受

器就可以被感應到，再向根部發出求救信號，根部立即双應，分泌出一種酸性物

質解圍，這些求信號可能是亞磷酸、水楊酸、茉莉酸、蘋果酸等。 

故詳細了解植物免疫系統的複雜機制，應用植物免疫性開發「植物源保護製

劑」，對防治病蟲害是非常重要，對於農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文獻:植物免疫性

的應用 陳任芳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兪十二期/2012. 12 月號) 

植物源保護製劑之研發趨勢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之定義，生物性農藥包括「微生物農藥」、「植物源保

護製劑」 (plant-incorporated protectants, 簡稱 PIPs) 及「生化農藥」等。相

較於化學 農藥，生物農藥對人畜較無毒害，不易危及非標的生物，對生態環境

較為友善， 除可防治作物病蟲害之外，尚有益於作物生長，並維護自然生態和

諧。植物富含許多特殊的抑菌物質如配糖體、生物鹼、萜類、揮發油纇、酚類、

https://read01.com/md5ydP.html


鞣質、類黃酮素、皀素、單寧、香豆素等，具有特定之生物活性，可抑制多種植

物病原菌，是開發植物源保護製劑或植物源農藥的材料。 

目前研究植物萃取物防治作物病害的成果頗多，經歸納可分成二大類，第一

類為直接使用萃取抗菌物質或含抗菌成分的萃取液抑制病原菌生長，第二類為利

用植物萃取物可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而防治病害的發生。 

植物物種開發及萃取物有效成分分析還需突破，增效萃取技術提升，萃取物

間的增效或抑制調對，製劑穩定性技術強化，田間實際效力及環境之友善程度，

如文獻筆者提及，未來研發趨勢，也是世界各地研究人員正積極進行研究的熱門

課題。(文獻:植物源保護製劑之研發趨勢 謝廷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花卉研究中心) 

農業要的是什麼? 

天然、有機、無毒、無化學、無農藥，能抗菌、抗病毒、解毒、提高抗體及

促進開根生長之天材植物萃取液。 

 

 

「秋茂」牛樟芝複方萃取液(農業專用)研發經過 

菌類之鑽研 

秋茂研發團隊以農為本，科技為輔，更不忘老祖先的智慧，例如孕育 8 年 9

個月才有的抗熱、抗寒及適應逆境的 EM 菌團，這是秋茂的驕傲，在愈不利的環

境，有益菌大量凋亡下，他逆勢而生，繁殖的更佳，命名為「秋茂 89 菌」，對

農業土相平衡的發展，將有著爆發性的突破。 

對於菌類種植、養植、精煉、萃取、調對等生物科技研究，有著深入且突破

性的掌握，就「牛樟芝」而言，牛樟木之價值，取決於樟木本身所生成的油脂多

寡及品質而論，有好的油脂才能長出富養牛樟芝，因此許多研究都極力著墨於此，

例如為樟木打點滴等，而秋茂團隊運用老祖先的智慧，啟發出另一種更簡易有效

的技術，對於牛樟芝產業有著突破性的幫助，也因此在復古的智慧中，相繼開發

出「牛樟芝精華粉」、「猴頭菇、靈芝二合一精華粉」及「靈芝、茯苓二合一精華

粉」，對於人體常見而未能有效根治的病痛開出一條和緩而有效之方案，例如，

惡性腫瘤(癌)、肝炎、免疫功能失調(過敏)、腸胃宿疾，胃酸、胃痛、十二指腸

潰瘍，便秘、痔瘡等，神經系統調整，腦壓、睡眠不佳、抖手等，泌尿系統，腎

功能不佳，血糖異常，水腫等。 

世界唯一的創舉開發 

 「牛樟芝植萃皂」，即融合牛樟芝子實體植萃精華液與天然橄欖油，使用「時

間」取代皂基，長時間自然皂化技術，無皂基(強鹼氫氧化鈉)，無化學添加，經

SGS 檢測，無防腐劑、無甲醇、無甲醛、無色素、無重金屬、無環境荷爾蒙、無

美白劑等，大腸桿菌抗菌測式達 99.9%，原料亦經多項國際安全檢驗認證，牛樟

芝的超氧歧化酵素 (Superoxide dismutase，SOD)，抗氧化去除自由基、延遲



老化，回復皮膚光澤 、減少皺紋、斑等，抗發炎、抗病毒、排毒性及抗菌性，

功能較醫美級產品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清潔用品，針對許多長年不癒之皮膚病症，

可得優於藥物的控制，例如，青春痘、香港腳、尿布疹、長年褥瘡及過敏性皮炎

等。領先全球，秋茂將牛樟芝的好，創舉運用在每日都必需的清潔用品上。 

植物源保護製劑研發理念 

綜觀上述，牛樟芝的功能性，於人體無論外敷內服成效均佳，若配合上農業

技術，選以「牛樟芝」做為「植物源保護製劑」之研發對象，似乎相當可行。 

「把植物當人來醫」，這是秋茂的農業技術的研究理念，舉個有趣例子，炎

炎夏日，女孩子都怕曬，怕皮膚失水乾燥，這不也就是蔬菜及農民最怕的嗎?「防

曬保濕精華液」噴一噴，竟也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依秋茂農業田間輔導及種植技術之研究，植物之病蟲害及生理障礙等發生時，

定可觀察到植物根部之異常(根部褐化、根尖黑化、根尖腫大、根瘤線蟲及根部

腐爛等)，當然前因可能是土壤酸化，鹽化，磷酸中毒，鋁中毒、鐵錳中毒、氨

氮中毒、荷爾蒙中毒、缺氧、元素失衡，甚致農藥中毒、空氣、水等污染及蟲咬

等，而植物對土壤內之水份、養份、元素等吸收均只於根尖一小段，根失能，相

對吸收能力失常，對應前文，植物抗體的產生源在於「根」，當然抗體不產生，

病蟲就更易侵入傷害，氣滯血淤，元氣大傷，病入高肓，這不就跟人一樣嗎?。 

就人類感冒而言，歐美風俗民情關係，醫生極少開出感冒藥，甚致規定 6

歲以下孩童不可給予感冒藥，只廸議多休息、多喝水、多補充電解質及維生素，

以平衡發燒流失之水份，維生素促進抗體之產生(一般抗體產生約 7 日)，而感冒

藥雖可減緩病徵(咳嗽、流鼻水等)，但卻造成抵抗力下降，並不能縮短病程，耐

心等待 7 天左右才會自行消失過去。可見促發抗體產生的重要性。 

先撇開現代醫學證實，牛樟芝在護肝及抗腫瘤上確實極具臨床用藥潛力，牛

樟芝其他重要生理活性，包括抗發炎、抗氧化、抑菌及抗病毒、免疫調節等諸多 

功能。即可同時含蓋目前研究植物萃取物防治作物病害之二大類方向，第一類為

直接使用萃取抗菌物質或含抗菌成分的萃取液抑制病原菌生長，第二類為利用植

物萃取物可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而防治病害的發生。 

研發成果 

因此秋茂積極研究「牛樟芝」於農業之運用，經長時間研究及實測證實，以

「牛樟芝」為主，輔以「柚子」、「檸檬馬鞭草」及「橙花」等，此種非化學、

有機純天然資材，對於植物真菌性及細菌性病害，例如常見之白粉病、炭病病、

瘡痂病、疫病、露菌病、銹病、白絹病、萎凋病、細菌性軟腐病、黑腐病、青枯

病等，甚致病毒性病害之防治均有相當之成效，例如蕃茄病毒病，柑桔類黃龍病

等，其他頭痛病害，例如:火龍果痂瘡病、香蕉黃葉病、蔥蒜類的軟腐病、葉菜

類的中風等。 

當然，如同人類醫學對牛樟芝仍不斷的研究開發，農業也是，仍有相當多的

作用機制未被明確標定出來，有待更多研究發現。 

 



附加代謝農藥功能 

研究中，偶然機緣下，阿里山茶農，擔心農藥殘留問題，採收前，噴灑農藥

3 天後噴上「牛樟芝複方萃取液」，再經 5 天，採樣送測農藥殘留量，結果發現，

噴完農藥前後 8 天時間，農藥殘留量遠低於台灣容許量 10~40 倍。甚可達有機

農業認定之 0.05ppm 臨田污染標準。其對農藥之代謝性有相當之幫助，也因其

解毒性，故不廸議與農藥一併使用，當然採收期全期使用，有益而無害。 

對農業貢獻 

「牛樟芝複方萃取液」，是一抗菌、抗病毒、解毒、提高抗體及促進開根生

長之天材植物萃取液，種植全期可用，不但天然、有機、無毒、無化學、無農藥。

對於有機農業之發展絕對是久旱逢甘霖般的一大助力，對慣行農法，無毒農業之

農藥問題，有著釋壓式的解套，當然對整體農業進步有著相當大之貢獻，農業成

本降低，農民身體健康，農業品質產量提升，農藥殘量降低，鮮果保鮮期拉長，

更易符合國際進出口標準，對消費者更是最大福音。 

 

 

牛樟芝複方萃取液病害防治原理概說 

原理導引 

以較為難解之柑橘類「黃龍病」為導引，「黃龍病」更視為一複合式病毒病

感染病害，根部有腐敗傷口，株體蟲咬傷口，這些都需要「殺菌」，葉脈黃化之

毒害及蟲體傳染之病毒體，都需要方法「抗源」解毒，葉片退綠黃化之缺鐵、鉬、

錳、鎂、鋅等「微量元素」需要補充以利植株健康代謝，根是植物之生命源，所

有的養份及免疫抗體均需要由他完成，所以快速「開新根」是必要的。 

 

防治原理 

多酚 (Polyphenols) 、類黃酮 (Flavonoids) 、固醇類(麥角固醇)、馬鞭草

檸檬桉、柑桔精油及橙花等具有抗病毒、細菌及真菌的活性，起了殺菌抗病毒之

作用。β-D- 葡聚醣 (β-D-glucan)，免疫蛋白、樟菇酸 A、B、C、K ( Zhankuic 

acid：AntcinA、B、C、K)等有優異免疫調節效果及解毒功能，安卓凱因

A(Antrocamphin A)能喚起多種抗質化與解毒酵素機制，進而提升了植株的免

疫能力。牛樟芝中的核酸類能使細胞正常運作並促進新陳代謝。，牛樟芝所含微

量元素(如:鈣、磷、鋅、鍺等元素)，補充柚子上提煉、鎂、鐵、鈣、鉬等元素，

增強病株之光合作用等生理代謝，植株在生病虛弱時可即時補充營養，更具抗性。

牛樟芝本身即含豐富、B3、B6、 B12，輔以橙花萃取液補充更多的 B1 、 B6，

另橙花也具極佳之抗菌功能，期達開根、護根、防止爛根之目的，快速啟動正向

功能。 

 

 



牛樟芝簡介 

牛樟芝富含類三萜化合物、水溶性多醣體、過氧化酶、腺苷、維生素、蛋白

質及 鋅、鎂、鐵、鈣等；牛樟芝可產生多達 40 餘種三萜類，其中有些是牛樟

芝所特有，另 外尚包含二 萜類、馬來酸與琥珀酸衍生物、泛醌類；目前已知牛

樟芝子實體及菌絲體 分離出的化合物可高達 117種之多。牛樟芝重要生理活性，

包括抗發炎、抗氧化、抑菌及抗病毒、免疫調節等諸多功能。(文獻:牛樟芝的傳

統與現代用藥考據   北市中醫會刊 72 期)。 

另還有樟菇酸 A、B、C、K ( Zhankuic acid：AntcinA、B、C、K)、β-D- 

葡聚醣 (β-D-glucan)、超氧岐化酵素、免疫蛋白、麥角固醇、維生素(如:維生素

B 群、B6、B12...等)、微量元素(如:鈣、磷、鋅、鍺等元素)、核酸、氨基酸、木

質素、安卓凱因 A(Antrocamphin A)......等。 

在民間，樟芝常被視為非常有效的解毒劑，具解百毒之效。舉凡食物中毒、

腹瀉、嘔吐及農藥中毒等均有非常好的療效，包括毒品、重金屬、化學品毒害亦

同。早期的原住民以及林務局工作人員，都會隨身攜帶樟芝，一方面怕不慎吃錯

東西導致食物中毒，另一方面亦可隨時幫助他人。曾有位毒癮患者，長期吸毒下

來早已不成人形，後來母親嘗試以樟芝來解毒，沒想到竟完全讓兒子戒除了毒癮，

身體的狀況更是明顯改善。 

據台灣大學醫學院呂鋒洲、靜宜大學陳勁初的著作《靈芝之王：台灣樟芝》

記載：民國兪十九年，台灣屏東地區一原住居民噴灑農藥時不小心吸到而中毒，

嘔吐並暈倒在地，旁人將其送至高雄長庚醫院救治的途中，該居民醒來並拒絕前

往醫院，他堅持要用祖傳秘方解毒，眾人見他從口袋裡取出一粒玉米大小的東西

放入口中含著輕嚼，一個小時左右，他便可以從地上站起，伸伸懶腰，精神抖擻

的干活了。眾人問他吃的是什麼東西，他神秘的說，那是樟芝。 

抗菌性 抗病毒性 

牛樟芝為何是國寶 ?我們曾經從一個 1000 八兊的 野生子實體中，以酒精

萃取出 450 八兊的具苦味物質，這是所有真菌子實體未曾見過的。至於牛樟芝

苦味組成大部分來自所謂的小分子，也就是分子量在 3,000 以下者。這些成份

含量幾乎所有真菌中是最高的 ( 野生牛樟芝子實體達 45%)，酒精萃取物中最

主要的就是三萜類 (Triterpenes) 約占酒精位取物之 17~18%，還有多酚 

(Polyphenols) 約為 13- 14%，類黃酮 (Flavonoids) 約 11~12%，並含 有相

當數量的腺苷 (Adenosine) 9 。(文獻:台灣特有國寶牛樟芝 蘇慶華 科學研習｜ 

2013 年 7 月，No. 52-7) 

如前文提及，植物富含許多特殊的抑菌物質如配糖體、生物鹼、萜類、揮發

油纇、酚類、鞣質、類黃酮素、皀素、單寧、香豆素等，具有特定之生物活性，

可抑制多種植物病原菌。高含量的苦味分子即說明著牛樟芝有著絕佳之抗菌效

果。 

黃酮類化合物 (Flavonoides and isoflavonoides) 是植物界分佈廣泛的一

大類 天然酚類化合物，具有重要的醫藥與農藥用途，特別是異黃酮類具強的具



有抗病毒、細菌及真菌的活性。固醇類(麥角固醇)之抑菌成效亦有相當之研究。 

另，馬鞭草檸檬桉 (Lippia citriodora) 和香茅 在 1,000 μl/l 下可完全抑

制炭 疽病菌 (C. gloeosporioides) 菌絲生長 (Souza Júnior et al. 2009)，而

柑桔油在 150 μg/ml 可完全 抑制芒果炭疽病菌菌絲生長 (Abd-Alla & 

Haggag 2013) (文獻:植物源保護製劑之研發趨勢 謝廷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 花卉研究中心) 

抗體誘發 抗病性 

褐藻多糖的植物源農藥登記使用於防治小麥白粉病。褐藻多糖 laminarin 

(又名 laminaran) 為葡聚糖的一種，存 在於藍綠藻 (Laminaria digitata 

(Hudson) J.V. Lamouroux) 中，可誘發葡萄植株對灰 黴病 (Botrytis cinerea) 

和露菌病 (Plasmopara viticola) 產生抗病性 (Copping 2004)。 

多醣體（ polysaccharides ）是由數十萬到數百萬的單醣類（如葡萄糖）

等組合而成。牛樟芝多醣體之所以有優異免疫調節效果主要是含有 β-D- 葡聚

醣 (β-D-glucan) ，其為評估多醣體免疫活性之重要指標，能觸發多種免疫細胞，

達到調節免疫，增強免疫功能。而牛樟芝菌絲體中所含之多醣體較子實體豐富，

這是一個產品開發調對重要資訊。 

研究指出，植物獨特的免疫系統，當受到病原菌的攻擊時，根部分泌出一種

攜帶有益菌類的酸性物質解圍，可能是亞磷酸、水楊酸、茉莉酸、蘋果酸等，樟

菇酸 A、B、C、K ( Zhankuic acid：AntcinA、B、C、K)亦有此等解毒功能。 

其他 

一、核酸:牛樟芝中的核酸類能使細胞正常運作並促進新陳代謝。如同二氯

乙酸鹽能修 復粒腺體使細胞完成其正常生命歷程停止不死。 

二、安卓凱因 A(Antrocamphin A):能喚起多種抗質化與解毒酵素機制，並

抑制多種細胞發炎激素。發炎是一種正常的免疫双應，用來抵抗外來細菌及病毒

等，但當免疫失調、營養失衡等狀況發生，例如:植物根部受損，將造成威脅生

命之慢性發炎。 

三、微量元素:於調對「牛樟芝複方萃取液」時，為補足牛樟芝所含 微量元

素(如:鈣、磷、鋅、鍺等元素)之植物之不足，特別從柚子上提煉、鎂、鐵、鈣、

鉬等元素，增強病株之光合作用等生理代謝。 

四、維生素 B 群:對於植物根系之保護及發展，拌演相當重要之角色，許多

研究裡，尤以維生素 B1 、B3、 B6、B12 對植物特別有助益，然牛樟芝本身即

含豐富、B6、 B12，於調對「牛樟芝複方萃取液」時，再輔以橙花萃取液補充

更多的 B1 、 B6，另橙花也具極佳之抗菌功能，期達開根、護根、防止爛根之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