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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種植是天賦人權：
噴化學農藥之種植者，需自負防護之責。不可將污染大地的成本轉

嫁到友善大地的有機種植者身上。
農產品的有機檢查是稽核手段，不是上市標準。野生採集不是農產

品最大的安全保障，滿足人類生活是需要有一個安全、有效、有量的標
準種植方式。
好的農產品，要有好的種植方法。

有機農業不應被看作是服務於小眾的高大上，而應作為農業
可持續發展的引導者和制高點，它不僅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新
灘地，也意味著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和新型農場的主戰場。
（引用來源：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博導：李季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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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的法邏輯
一、有機飲食與生活是天賦人權

二、污染源的防範是污染源製造者的責任

三、有機農產品的產出是因果論

有機農產品的產出道法自然，現在在臺灣開始推動的立法意

旨是有機農產品的種植農法，從有機資材的認定，從特定資

材或農業技術的整合命名出一套種植方法，並以此方法作為

有機認證的基礎。



原礦家有機農法全循環經濟鏈

[防蟲抗菌]

原礦家有機
農法

[有機肥]

原礦家有機
農法認證

原礦家有機
農法種植

[認證]
中華自然農法協會
[檢測] SGS

[交易平台]
原礦家農產品

*源大環能-原礦家農產
品交易平台
*原礦家有機茶飲暨農
產品體驗館

農產品
鮮品

農產品
加工品



1.1 材料取得國際驗證機構有機認證，符合有機種植法規，

出產物可以申請有機認證。

1.2 以物理性的方法有效的防蟲抗菌。

1.3 操作簡便，依蟲菌相按比例加水混合資材，每7-15天，

噴灑於土壤與植株。

1.4 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1.5 將遭化學農藥種植污染土地，回復至原始狀態。

1.6 資材成本初期與常規農法相當，第二年起逐年下降。

1.7 搭配使用完熟有機肥，可以提高有機作物的完全生產，

約達常規農法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

1.8 生物多樣性的表現：不會對蜜蜂、蚯蚓造成傷害。

1.9 作物品質(營養成分)：農產品產出物的營養成分約是一般

有機種植農法的五到十倍。

原礦家有機農法的九大亮點



1.1資材取得國際驗證機構有機認證，符合有機種植法
規，出產物可以申請有機認證。

驗證單位：

1.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19630.1-2011，為有機農產品可用資材。

2.臺灣植保制字第00159號。

3.天然有機無毒防蟲抗菌劑為美國環保署(EPA)許可及推薦之優良用劑。

EPA Reg. No. 70126-1-68922

EPA Reg. No. 67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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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材一：原礦家有機農法液劑-甲殼素

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號1071488674號公告
依據[農藥管理法]第九條。為[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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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號1071488674號公告
依據[農藥管理法]第九條。為[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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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斯加雪蟹(Snow Crab)殼為原料，自行研發萃取技
術，開發出抗菌性提高100倍、分子量更多元及好吸收的純天
然甲殼素，不含化學物質，能保護作物使植株強壯，在任何栽
培環境都可成長良好，植物學家更證明甲殼素具備抗菌、防黴
、除臭、抗病及促進植物生長、改善土壤結構等機能。

抑菌原理

接觸型抑菌：甲殼質是帶正電的天然高分子與微生物磷酯體的

唾液酸結合，限制微生物的生命活動。

擴散型抑菌：甲殼質寡醣穿入微生物的細胞，抑制DNA轉錄為

RNA而阻止細胞分裂。

資材一：原礦家有機農法液劑-甲殼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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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1資材取得國際驗證機構有機認證，符合有機種植法
規，出產物可以申請有機認證。



資材二：原礦家有機農法粉劑-矽藻土
驗證單位：
1.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GB/T19630.1-2011為有機農產品可用資材
2.臺灣植保制字第00170號。
3.美國 OMRI有機資材認證：pgi-398
4.美國農業部(USDA),21 CFR185-1700
5.美國環保署(EPA) ,61790-53-2
6.美國農業部有機資材認證：7 CFR,Part 205
7.美國華盛頓州有機資材登記項目：16-160 WAC
8.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 21 CFR 1573.3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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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1資材取得國際驗證機構有機認證，符合有機種植法
規，出產物可以申請有機認證。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防字號1071488674號公告
依據[農藥管理法]第九條。為[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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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F OMRI矽藻土有機認證書
2013 (1)@2013-2014 DE OMRI 

certificate 2014

WSDA腐植酸超微粒 有機認證書
-3@2013-2014 WSDA Organic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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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1資材取得國際驗證機構有機認證，符合有機種植法
規，出產物可以申請有機認證。

資材二：原礦家有機農法粉劑-矽藻土



1.2以物理性的方法有效的防蟲抗菌。

殺蟲原理
主成分為食品級矽藻土，其為高含量二氧化矽及十四種微量礦

物，產制過程維持自然物質形態與原始結構物性，未經高熱鍛燒或
任何化學藥劑處理，矽結晶介於0.36% 至1.22%之間，粒子大小為
10 Microns以下，表面具有堅硬銳利突刺，會割傷昆蟲，破壞其柔
軟蠟殼結構或其口器，致使蟲體自然脫水或無法進食造成死亡。純
天然有機質，不含任何化學成分，包括高含量腐植酸、腐植質、礦
物質以及豐富微量元素，能促進土壤微生物繁殖丶快速改善土壤物
理及化學相，進而有效活化土質。

本圖所示的矽藻土是用7000倍電子
顯微鏡放大下的單細胞矽藻化石。

本圖所示的是兩個現代矽藻活細胞之
圖片。

資材二：原礦家有機農法粉劑-矽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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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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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關進口貨物報關單

矽藻土
用途：有機植物添加劑 品牌：原礦家牌

竹醋液
用途：有機植物添加劑 品牌：原礦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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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操作簡便，依蟲菌相按比例加水混合資材，每七到
十五天，噴灑於土壤與植株。無須特殊技術或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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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3操作簡便，依蟲菌相按比例加水混合資材，每七到
十五天，噴灑於土壤與植株。無須特殊技術或裝備。

稀釋倍數 使用週期 階段目的 觀察指標 進階評估

第一
階段

粉劑：200倍
液劑：400倍

3天/次
共2回

強力壓制蟲相、
菌相改變環境
污染源

1.蟲相→抑制 是/否
2.植物相→亮度 是/
否

蟲相抑制進入第二階
段，若未抑制蟲相，
重複第一階段。

第二
階段

粉劑：300倍
液劑：500倍

4天/次
共2回

減少蟲害，增
加植物抗病性

1.蟲相→抑制 是/否
2.植物相→亮度 是/否

蟲相明顯減少進入第
三階段，蟲相若未明
顯減少，重複第二階
段。

第三
階段

粉劑：200-400倍
液劑：500-1000
倍

7天-15天/
次

常態操作
達成生態平衡

備註

1.原礦家有機農法，限用植物性有機肥，
不可與化學農藥同時使用。
2.使用本系列產品建議使用未受化學藥劑
污染之噴灑器材。
3.無從判斷請從第一階段開始使用。
4.採收後，執行第一階段一次。
5.氣候異常前、後(如：寒流、下大雨)各
執行第一階段預防。
6.與含有有機質肥料混合，凝結為正常現
象。

7.液劑對於眼睛具有刺激性，如不慎波及
，立即用大量清水沖洗十五分鐘以上。
8.本產品無毐性但非食品，如不慎誤食，
請立即喝下大量白開水，如有不適應立即
送醫診治。
9.儲存：避免陽光直曬，保存期限：無限
期。
10.每分地(1.5畝)：水量以一百公升為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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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油麥菜

甘肅蘭州榆中縣蔬果基地

甘藍

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番薯.番薯葉 菜豆 絲瓜 瓠瓜

芋頭

臺灣台南六甲蔬果基地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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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椒 玉米 秋葵茄子

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臺灣彰化蔬果基地



臺灣台中長生蔬果基地

適用機能：
1.4.1蟲蟻防治：蟲卵不孵化，且能消除根瘤線蟲類，防止黴菌、
寄生蟲侵擾，避免爛根等。

臺灣台中東勢蔬果基地

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適用機能：
1.4.2長效性：長期有效，且因附著性強，溫室內施用，不受
天候影響流失。

臺灣台中長生蔬果基地

聖女番茄 番薯葉 蘿蔓

聖女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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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臺灣台中后里蔬果基地

玉米

甜豆雪豆



適用機能：
1.4.3優良助劑：具有無毐、吸附性能強、疏松土質、延長藥效、
增加肥料有效時間，幫助農作物生長。其通氣性、保水性及排水
性，使作物根部生長良好。促進增加土壤緩衝力、保肥力、保水
性及防乾旱能力。

臺灣台中長生蔬果基地

豌豆 玉米 圓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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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適用機能
1.4.4促進光合作用：噴灑於植物、蔬菜葉面，可促進光合作用，
使葉片肥厚、成長良好。含微量元素可補充植物所需的營養素。

臺灣南投名間茶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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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臺灣南投名間蔬果基地

生薑 咖啡

草莓

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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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適用機能
1.4.5淨化作用：對土壤中之農藥、毒素等亦有分解的作用，調節土
壤中的水分和空氣，改善土壤結塊現象。促進土壤微生物繁殖、改善
土質活性。將不溶物質轉為可吸收肥份、增加土壤中營養要素的有效
吸收，純天然有機質不含任何化學農藥成分，符合現代有機農業需求。



臺灣彰化溪州蔬果基地

大黃瓜

適用機能：
1.4.5無抗藥性：物理特性防蟲，不需擔心抗藥性及免疫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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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4可以適用於各類的葉面、結果、根莖類等農作物栽種。



1.5將遭化學農藥種植污染土地，回復至原始狀態。

原礦家有機農法：
土壤呈棕褐色，鬆軟

常規農法：
土壤被化學磷、氯污染，土硬結塊，
難保濕，植物根系不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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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原礦家有機農法縮短了，遭化學農藥種植污染土地回復至原始
狀態。由一般的五到十年縮短到六至十八個月。



1.8生物多樣性的表現：不會對蜜蜂、蚯蚓造成傷害。

蜜蜂 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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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8-1 生物多樣性的表現

蜘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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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原礦家 一般有機種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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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9作物品質(營養成分)：農產品產出物的營養成分
約是一般有機種植農法的五到十倍。



原礦家有機農法-鵬景有機茗茶-茶幹 一般有機茶-茶幹

營養成分放大圖

20公克

10毫克

20公克

80大卡

每100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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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1.9作物品質(營養成分)：農產品產出物的營養成分
約是一般有機種植農法的五到十倍。

勝

勝

勝

勝

勝



2.作物比較

原礦家有機農法-鳳梨 常規農法-鳳梨
原礦家有機農法搭配植物性有機
肥，葉片往上不規則成長，生機
盎然。
口感：甜度及含水度高，口感細
緻。

常規農法中的化學物質，容易使
葉片容易下垂。
口感：容易讓口腔舌頭刺癢，腸
胃不好的人也不宜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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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就茶樹部分：使用資材來自大自然礦
物，防治病蟲害效果佳，茶樹欣欣向
榮，產值、產量均優於其他農法。
就土壤部分：施以有機質肥料，改善
農田地力，土壤鬆軟保水力佳，有利
茶樹成長延長植株壽命。
就茶幹部分：茶湯色澤呈金黃色，茶
香淡雅清新，茶味口感甘醇丶滑潤不
苦澀。

就茶樹部分：過度使用化學農藥，使茶
樹對疫病抵抗力變差，茶樹光澤度較差，
產值不穩定。
就土壤部分：過度使用化學肥料，使得
土壤嚴重酸化，增加環境負擔，易致植
株壽命縮短。
就茶幹部分：茶香濃裂刺鼻，茶味略顯
苦澀咬舌。若化學成分殘留高者則飲後
舌尖會微麻咬舌。

原礦家有機農法-茶葉 常規農法-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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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2.作物比較



大陸-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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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3.1農法推廣單位

網站連結：http://www.ofcc.org.cn/index.php?optionid=698&auto_id=597



33

鵬景集團 P.C.I.G.

原礦家有機農法符合
全球申請有機農產品資質

3.1農法推廣單位
台灣-
社團法人中華自然農法協會

原礦家有機農法證書



大陸-
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

台灣-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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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3.2農作物認證：以原礦家有機農法種植農作物符合
種植有機種植規範，可取得有機證書。



大陸：安徽馬鞍山、甘肅蘭州
南京江寧區、和北邯鄲

臺灣：南投名間/千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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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4.使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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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5.媒體報導-旺報
原礦家有機農法 蘭州搶帶路商機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71012000732-2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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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5.媒體報導-人民網 大西北走出發展新“絲路”（兩岸聚焦）

http://tw.people.com.cn/GB/n1/2017/0921/c14657-295484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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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蘭州日報
讓消費者吃上更安全更健康的農產品
台灣新農法 “聯姻 ”榆中大農業

http://www.lzbs.com.cn/lzsc/qxzc/2017-03/15/content_4592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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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中時電子報:
原礦家有機農法 南京示範基地揭牌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61117000884-260301?from=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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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旺報A14版訊櫥窗:
南投溧陽茶農結緣有機農法受青睞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05000942-26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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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溧陽電視臺-溧陽新聞:
我市與南投縣合作推廣新型有機種植方式

http://www.lysk.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54&id=1683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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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凓陽時報第1499期第二版:
我市與南投縣合作推廣新型有機種植方式

http://www.lysk.net/lysb/14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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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新農網:
寧夏吳忠中台技術交流提升有機蔬菜品牌創建

http://www.xinnong.net/news/20150609/1249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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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深圳商報:
臺灣“殺蟲劑”為何可以直接吃？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4-06/25/content_2920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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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新華社:
台商在上海推廣臺灣特色有機種植方法

http://www.sh.xinhuanet.com/2011-06/02/c_13907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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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中國新聞網:
臺灣鵬景集團推廣原礦家有機農法欲促進兩岸交流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02-16/45643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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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你好臺灣網:
臺灣茶商京城推廣特色有機種植方法

http://www.nihaotw.com/lajl/mjtt/201211/t20121123_795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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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北京電視臺:
北京臺灣名品展-原礦家有機農法鵬景茗茶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7c0FUMZS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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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央視:
臺灣精緻農業微觀察:專訪有機種植新探索-原礦家有機農法

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ntv.cn/china/20120323/1130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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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體報導-東南衛視
台灣有機農法落地蘭州榆中兩岸記者見證黃土高原生態農業

https://v.qq.com/x/page/c0024l67uk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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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專題演講-2016第十屆中國國際有機食品博覽會演講:

講題：有機農產品產出的標準農法「原礦家有機農法」



6.專題演講-2015寧夏吳忠清真產業合作交流座談會:

講題：原礦家有機農法

52

原礦家有機農法的創新與珍貴



6.專題演講-2013豫台農業項目合作懇談會:
講題：原礦家有機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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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礦家有機農法農產品交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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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結語

有機農業是創造人人食而平等的必要條件，無論富者與貧者，
都當享有安全健康的飲食。
原礦家有機農法為照顧大家飲食健康而努力。

市面上有各種無農藥栽培的農法，但產量不大、產值不穩。因此農友寧可
選擇化學農藥常規農法從事生產。但栽種的過程往往使農民暴露於化學物
質危險當中，而消費者長期的食用該類農產品，不斷於身體累積化學物質，
相對也容易產生各類慢性疾病。

原礦家有機農法最可貴之處就是以有機種植的方式，卻能達到常規農
法的產量。地球人口越來越多，食物不夠，卻為了提高產量，不斷以化學
物質栽種出有形無質的農作物，長期食用，癌症、慢性病不斷上身，但糧
食不足，又會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現在有此農法是可以讓人類吃的健康
又安全。民以食為天，農業不是一個人能獨力完成的，需要一群人種，才
有辦法讓一群人吃，懇切希望諸位大德，可以讓所有的人都有健康、充足
的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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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自然農法協會
網址：www.pengching.com

地址：台中市北區健行路746號
電話：+886-4-22052162

傳真：+886-4-22052172

電郵：service.tw@pengching.com

請把愛傳出去

社團法人中華自然農法協會
Natural Agri-technolog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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