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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任 溪泉 

10:00-10:10 開幕致詞 

來賓致詞 

農委會畜試所 

黃所長 英豪 

10:10-10:35 有機肉牛飼養

歷程介紹 

畜試所台東場  

陳場長 坤照 

10:35-11:00 有機牛肉食譜

研發成果發表

台東農專 餐飲科     

林主任 建安 

11:00-12:00 放牧區參觀 

楓樹林 BBQ 

畜試所台東場  

陳場長 坤照 

12:00-14:00 有機牛肉品嚐 畜試所台東場  

陳場長 坤照 

14:00-16:00 園區參觀 畜試所台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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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台東種畜繁殖場 

陳坤照 張俊達 張溪泉 
 

壹、前言 

台灣山坡地佔三分之二以上，地形陡峭，自然環境特

殊，而人口卻高達 2,300 萬人，絕大多數人生活在平原地區

之狹小空間內，加上為發展經濟而漫無限制的開發，使自

然環境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水泥叢

林。自然的快速消失會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怵目驚

心，產生惶恐不安的心理壓力，導致情緒緊張，脾氣暴

躁，人們臉上所顯現的表情大都是冷漠、厭倦、呆滯和病

態。 
為使人們緊張情緒鬆弛、調劑繁忙生活、消除工作壓

力與疲勞，讓被壓抑的心靈由灰色單調的水泥叢林空間中

解放，我們必須積極透過植樹等手段在平原地區厚植森林

資源，營造綠色空間，分享綠色空間（Making greening space, 
sharing greening space），同時創造綠色空間在經濟、社會、

生態所產生之效益。 
台灣林業經營係以山坡地及高山地區造林為主，惟多

數地區位於環境敏感地帶，故自 1970 年代即開始轉型，不

以林木生產作為發展國家經濟的手段，而以生態保育為

重。由於台灣森林多集中在高山偏遠地區，一般民眾接觸

森林機會不多，實在有必要推動讓森林下山，同時透過多

樣化植樹活動，以教育民眾，吸引民眾，影響民眾，讓民

眾認識樹木，瞭解樹木，親近樹木，建立人與樹之間的新

感情，以其恢宏台灣「福爾摩莎」之美名，在自然環境中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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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期藉永續新環境、知識新經濟、公義新社會等

三大主軸，配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物多樣

性公約」、「21 世紀議程」以及「森林原則」等國際公約及

規範要求，並因應世界貿易組織（WTO）之經濟自由化精

神，研訂推動台灣地區平地造林並加強經營，以厚植平地

森林資源，為後世子孫打造一個舒適、和諧、潔淨、安全

的綠色新環境，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達成永續的生態環

境、寧靜舒適的居住環境及拓展綠資源產業等願景（農政與

農情，2004 年 2 月）。 
 

 

一、平地森林資源及其相關產業定位 
林業是一具有多種目標和多功能的特殊產業，而林業

的這些目標及功能，在許多時候是無法兼容並蓄。因此要

徹底發揮這些功能以達成既定之目標，就必須對現行林業

發展之區位予以分類為「山坡地林業」及「平地林業」，並

按照各自的特色逐步發展。 
「山坡地林業」之施行區域多位於生態保護區、國土保

安區，因此經營模式應定位為發揮生態及社會效益，其發

展方向應以國土保安、水源涵養、生態保育為主。 
至於「平地林業」之施行區域係位於平原或海岸地區之

農地，無水土保持之虞，因此其經營模式之定位應屬於基

礎產業，必須追求經濟效益，並應實施企業化及集約經營

管理。其發展應以林業生產、環境綠化等方向規劃。又社

會大眾所熱烈嚮往之「森林遊樂」產業多集中高山偏遠地

區，由於遊客對生態造成相當衝擊，如在平原地區利用森

林資源，配合農業三生產業，發展景觀遊憩，則有助於高

山生態保育。 
由於林業係為投資期長，風險大，回收慢之產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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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木材集相關製品多自國外進口，其木材自給率不到 1％。

惟現全球保育意識高漲，木材輸出國家逐漸設限，我國未

來自國外取得木材恐面臨困難。因此「平地林業」之發展是

否健全，對於我國未來林業生產及提高木材自給潛力息息

相關（農政與農情, 2004 年 2 月）。 
 

 

二、林業經營之準則 
森林資源包括林木、森林遊樂、水、野生動物、飼料

等。當前林業不只是以林木的收穫為主要目標，而是著重

於森林的多目標利用，極力發展森林的多方面功能以充分

利用的複合資源，並維持林地利用的調和。現行「台灣林業

經營改革方案」已將發展國有林地多種用途列為重點之一。

其中第十三條規定：「發展國有林地有多種用途…..，國有

林地應加強副產物資源之培育及利用，以增林務收入，諸

如藥材、藤類、菇類、牧草、林間放牧及昆蟲等，必要時

得劃定適當地區進行，以免妨礙主林木生長及水土保育措

施，其辦法由主管機關訂定層報行政院核定實施。」因此屬

於森林多目標利用之一環的林間放牧，不只理論而已，實

際上已廣泛受重視，而森林與畜牧的結合，也不只是觀念

的突破，更是相輔相成，各蒙其利，並可增加森林多目標

經營的彈性（吳俊賢, 1985）。 
 

 

三、林牧綜合經營之意義 
將畜牧與森林結合。利用牛的口器與蹄耕為除草工

具，達到造林成功，綠化台灣、涵養水源、與國土保安的

最終目標。因此將牛隻當做一種勤勞的除草工具，值得善

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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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實施林牧綜合經營的歷史背景 
1.（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開闢記記載：『荷人啟台時（西

曆 1645 年）森林未闢，野牛千百成群，荷人以畜牧之

利，設南北牛頭司，設欄擒犢…』可見台灣早在三百

多年前，已有林牧綜合經營的概念。 
2.台灣地處亞熱帶，全年高溫多濕，滿山遍野的青草，

應善加利用，才能達到禮運大同篇「貨惡其棄於地

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之境

界。台灣於日據時代引進之天竺草（俗稱馬草），廣

播於中南部及花東地區，這是一種非常珍貴之草生資

源而非害草，應廣為利用。 
3.謝東閔先生在省主席任內倡導「雜草牧草化運動」。 
4.李崇道先生與馬保之博士呼籲山坡地保育與利用。 
 

由於先人及學者專家，皆昭示我們應妥為利用林地

野草。因此林牧綜合經營理念不是我們獨特的見解，而

是承襲先人的遺志繼續研究，以求發揚光大。 
 

（二）台灣實施林牧綜合經營之理由 
1. 人、地關係論 
（1）人：光復初期人口609萬人，到2003年底增加到2300

萬人。人口密度 640人/平方公里，高居世界之冠。況

且十分之九的人口集中在三分之一的平地，地狹人

稠。因此研究林地的開發實為當務之急。 
（2）可耕地：1952 年為 87.6 萬公頃，1987 年為 88.6 萬公

頃，每公頃負擔人口數為 26 人，因此必須適度開發

坡地舒解壓力。 
（3）山坡地：台灣山坡地總面積 2,650,774 公頃佔總面積

73.6％。林地面積達 197 萬公頃，佔總面積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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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角化經營 
（1）林木之生長：利用家畜的蹄耕，可以加速養分的循

環。佐藤政美（1985）指出一頭牛每年可以排泄糞、

尿含氮 14.5kg、磷 6.1kg、鉀 19.2kg（如表１）。換

算化學肥料價值，估計可達 1,000元以上。家畜可以

直接將肥料回施於林地，加速林木生長。牛之蹄耕

加速林地養分循環再利用，增加森林資源永續經營

之目的。 
 
 
表 1. 成牛每年每頭排泄量 

成   分 總    量 (kg) 
氮 14.5 
磷 6.1 
鉀 19.2 

 
（2）節省除草費用：利用家畜啃食野草，達到節省撫育除

草功效。造林初期約需十二次除草，費用每公頃達

60,000 元，以家畜除草可以節省一半費用。 
（3）觀光遊憩：目前推動森林遊樂或休閒農業，人們置身

於山林之中，除了享受美麗青山綠水，和森林浴等靜

態美之外。如果能有家畜活動於林間，是一種動態的

美，可以增加觀光資源。何況家畜能夠生產高品質的

蛋白質產品，觀光客在山上小住一夜，享受大自然芬

多精及生態之旅外，如果有香菇土鷄或有機黑胡椒牛

排等高級畜產品可以品嚐，則更能夠增加觀光遊憩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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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養牛事業，降低生產成本 
（1）肉牛：本省肉牛事業一直無法蓬勃發展，除受農業機

械化之影響，水牛及黃牛之數量急遽減少，2009 年

統計台灣水牛不足 3,600 頭，肉牛約 8,000 頭，目前

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及物力進行保種工作，其關鍵在

於維持母牛成本太高，一頭圈飼母牛每日約需四十

元以上費用，每年直接成本即達 14,600 元，若以產

犢率 80％計算，每隻小牛負擔費用高達 18,250 元。

再加上利息、折舊、人事費，因此更無利潤可圖。

建議利用廣大林地草生資源，飼養種母牛生產架仔

牛，離乳後運回平地，用副產物肥育出售，如此達

到保種之目的還可以降低生產成本。 
（2）有機牛肉：利用沒有污染且經過有機認證的草料供家

畜使用，可以生產沒有污染及低膽固醇的有機牛

肉，經過美食專家開發食譜供消費者參考，若在加

工上研究一套良好烹飪方法，必能造成奇貨可居。 
 
4.農業轉型 

為了因應我國加入 WTO 之衝擊，農地資源應適當減

產，配合平地造林政策，紓解農產品產銷失衡現象，也可

以增加平原地區綠地面積，屆時全國有休耕及廢耕土地推

動造林運動，正是達到綠化台灣，涵養水源的最佳方法。

且可以朝向生產企業化，生活現代化，生態自然化之三

生、三化之目標並結合產業、人文與景觀，發展農村森林

生態休閒產業，因此平地造林宜規畫為生態保育區、景觀

遊憩區、木材生產及副產品利用區等。而山地林業不能以

林木生產作為發展國家經濟的手段，宜以保育生態為主，

在自然綠境中達到永續發展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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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實施林間放牧現況  
1. 美國： 

Kosco et al.（1981）指出美國從 1850 年以來，就有計

畫實施林間放牧，1977 年約有 138 萬頭牛與 128 萬頭羊，

實施林牧綜合經營。估計每年畜產收入 1,100 萬美元，林

業收入高達 72,350 萬美元。林地載牧力經由專家核定，每

頭牛每年收取租金 1.6 美元。顯示畜產收入與林業經營是

不衝突且有相輔相成的效益（如表 2）。反觀臺灣土地資源

有限，更應加強利用此技術。 
2. 厄瓜多： 

Mark（1984）指出於厄瓜多 Orient 地區，林木砍伐後，

實施灑播牧草種子，造成初期之覆蓋，防止雨水沖蝕。然

後用低密度造林，每公頃 400 株。實施林牧綜合經營，牛

群有良質牧草可吃，又有林木可避暑，林木靠牛來除草與

施肥，達到森林與畜牧雙贏之目標。 
3. 澳洲： 

於昆士蘭省利用尤加利樹下實施種草養牛，增加 30％
以上木材產量。提高林農收入。 

 
表 2. 外國實施林牧綜合經營概況 

國別     經 營 概 況 
美國   1850 年實施、 1977 年 138 萬頭牛、128 萬頭羊，

畜產收入 1,100 萬美元，林業收入 72,350 萬美元，

每頭牛收費 1.6 美元 / 年。 
厄瓜多 種樹 400 株、改良草相。 
澳洲   尤加利樹下養牛增加 30％木材產量。 

 

（四）林牧綜合經營之利弊 
Mark（1984）指出林牧綜合經營為最有效利用太陽能

之方法。其對林業及畜牧業的優點（如表 3）。對於林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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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除了上列五點外，還可以節省撫育除草費用。 
 
表 3. 林牧綜合經營的優點 

業   別 經營的優點 
林 業 1. 減少疏伐及修枝 

 2. 減少火災及病原體危害 
 3. 加速養分循環 
 4. 保持林道暢通 
 5. 減少幼木養分吸收競爭 

畜牧業 1. 避風及避寒 
 2. 避酷熱 
 
 

3. 增加生長率 
4. 增加幼畜存活率 

（Mark,1984） 
林牧綜合經營的缺點如表 4 所示。 

 
對於林業缺點改進方法如下： 
1.對於給予水及礦鹽的場所需要輪流放置，防止牛群集

中，過度踐踏，引起土壤破壞及林木損害。 
2.選擇樹種及適當造林方式，使林木品質和生長兼顧。 
3.適當放牧可以配合林業輪伐制度，建立共同經營理念。 
4.防止牛隻破壞林木，可以選擇牛不喜好的樹種，及用良

好放牧制度來規範，如實施電圍籬輪流放牧。 
 
對於畜牧業的缺點改進方法如下： 
1.種植品質良好禾本科和豆科牧草，改良野草品質和產

量。 
2.病蟲害防治困難，可以建造適用的簡易作業牛欄，包括

固定架、運牛檯等設施。 
3.為了防止意外損失，實施季節性配種（每年 6-7 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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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使牛群預產期落在（3-4 月）乾旱季節生產，便

於集中照顧生產之仔牛。此外避免過度放牧可以減少

死亡率。 

表 4.林牧綜合經營的缺點 

業別           經營的缺點  
林業          1. 在飲水及礦鹽處過度踐踏

               2. 疏植林分內之樹形不良 
               3. 與輪伐林業相對立 
               4. 食幼木主枝 
               5. 樹皮條剝 
畜牧業        1. 草類低營養及可口性，載牧力低 
              2. 更多蟲害 
              3. 難以趕集 
              4. 死傷意外多 
              5. 家畜和人類易受肉食獸危害 

（Mark,1984） 
（五）牧野植物之飼養價值 

牧野飼用不同科植物之飼養價值（如表 5）。植生影

響草產量與營養，牛對於植生有選擇性，最喜好之禾本科

達 89％，其次為豆科達 80％，最不喜歡為撒形花科僅達

33％。本省尚未發現牛隻採食有害之植物而中毒事件。 

表 5. 牧野不同科植物之飼養價值 

植物科別 優良 滿意 劣 毒害 疑有毒 研究種類

    %   件 
禾本科 49 40 11 4 - 354 
蓼  科 33 12 55 9 - 49 
藜  科 33 31 36 - - 133 
十字花科 22 40 38 15 - 112 
撒形科 15 18 67 13 12 100 
旋形花科 27 16 57 12 - 18 
豆  科 50 30 30 - -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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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草食動物如牛、馬、綿羊、山羊對於不同植物種類

之喜好程度（如表 6），以約 6 百多種植物餵飼，結果山羊

採食率達 88％，綿羊 80％次之，馬喜好的植物為 64％最

低。 
 

表 6. 各種家畜採食植物種類的比較 

畜種 試餵植 
物種類 

採食 
種類 

不食 
種類 

採食佔餵飼植

物的百分比 
山羊 690 607 83 88% 
綿羊 563 522 133 80% 
牛 685 502 183 73% 
馬 655 420 222 64% 

     

草食動物對牧草、雜草及樹葉選擇之比例（如表 7），

牧草採食率達 20-90％，其中山羊特別喜好樹葉，牛對牧草

的喜好度 70％，雜草 20％，樹葉 10％，馬特別喜好牧草達

90％，對雜草及樹葉的喜好不到 10％，因此在外國有人以

馬與羊混合放牧效果很好。 

 
表 7. 各種家畜對植物採食選擇之範圍（％） 

植 物 馬 牛 綿羊 山羊 
牧 草 90 70 60 20 
雜 草 4 20 30 20 
樹 葉 6 10 10 60 

 
本省的自然環境與外國不同，林牧綜合經營的可能性

需經試驗階段以證實，畜產試驗所自 1976 年開始與林業試

驗所六龜分所、台糖畜研所、中興大學及台糖公司等合作

進行試驗經營概況（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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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本省實施林牧綜合經營概況 

時  間 地  點 合 作 機 關 
1976-1990 高雄六龜 畜試所、林試所 
1984-1985 台東太麻里 畜試所、台糖畜研所、林試所 
1989-1991 新化中興林場 畜試所、中興大學 
1991-2010 新化、台東及 

白河 
畜試所、台東種畜繁殖場、 
林試所、台糖 

 

在不同海拔之人工造林地內，實施林牧綜合經營試驗

計劃迄今，已證實該區域之草生植物豐富，可以孕育母牛

群生產架仔牛，同時牛群的活動可以有效控制林地內雜草

的生長，且證實適度放牧可以防止森林火災及減少造林之

撫育除草費用。而牛隻排放的糞尿更可以提供氮、磷、鉀

等肥料，回施於林地，供給林木生長所需之養分，經由

（林木、畜牧）林牧綜合經營試驗獲得之資料、顯示出林

地內之草源是一種極為有用的資產而非林木的障礙，只要

作周詳的放牧計劃，則林牧綜合經營誠為本省林業經營作

業的一項重大突破，但是所有的經營無不以「利與費的平

衡」為依歸，因此，經濟成本分析也將在本次提出討論。 
 

（六）有機牛肉認證過程 
 

台東種畜繁殖場牧草區經多年放牧及動物踐踏，地被

植物以禾草類為主，土壤理化性質改變，極需加以改善以

恢復坡地土壤環境及植生狀況。為改善現有坡地地被及土

壤現況，以栽植造林最為有效。本場利用雜種牛輪牧於經

有機認證之造林地（77 公頃），此造林地之牧草於 98 年 11
月 12 日通過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有

機牧草認證。期望能提供景觀、林木、水土保持及減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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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之功能，達到綠化台灣永續經營之目的。 
有機農業是一種較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並能提

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有機農業之定義

因各國法律之規定而不同，隨著農業技術的演變，有機農

業法規的要求亦漸趨嚴格。有機農產品在國內生產、加

工、分裝與流通等過程，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有機

規範，並經驗證者，始得以有機名義販賣。在取得有機肉

牛轉型期（12 個月）後，本場已經成為全國第一取得有機肉

牛認證之所在地。 
中央畜產會邱錦英專員於 3 月 16 日與 17 日分別於台南

縣肉品市場與紘景國產肉品專賣店進行本場有機牛肉驗

證，驗證過程包括從牛隻屠宰、運輸、冷藏、分切與包裝

過程等，同時審核有機牛肉驗證所需相關文件包括環境衛

生清潔紀錄、病蟲害防治記錄等與所使用之資材是否合乎

有機畜產品驗證之規定，可說是相當繁瑣，但也相當重

要。沒有這些繁瑣的過程，怎能造就全國第一家具有品質

保證之台東有機牛肉。其驗證過後需於一個月內進行驗證

缺失改善並送交中央畜產會聘請專家審定，期間可說是馬

不停蹄的將缺失進行改正，同時與台南縣肉品市場周課長

與紘景國產肉品專賣店吳廠長等人進行協調與配合，辛苦

努力之結果於 4 月中下旬收到中央畜產會通知所有缺失審查

通過，遂於 4 月 27 日與中央畜產會完成台東有機牛肉簽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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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試驗結果 

 
（一）台東地區八種原生造林木生長情形 

 
第四年之台東原生造林木以台東龍眼之存活率最低（20

％），而以台灣櫸之存活率最高（99.4％）。林木胸高直徑

以楓香最粗（6.13cm），而以台灣欒樹最細（2.01cm）。據

調查烏心石林木感染蚜蟲有枯死現象嚴重。結果指出台東

地區生長情形良好林木有光臘樹、楓香、樟樹、青剛櫟等，

顯示這些林木適合於台東地區生長。 
 
表 9. 台東地區八種原生造林木生長情形 

 一年生 二年生 三年生 四年生 

樹種 樹高 
(cm) 

存活

率(%) 
樹高 
(cm) 

胸徑

(cm)
存活

率(%)
樹高

(cm)
胸徑

(cm)
存活

率(%) 
樹高 
(cm) 

胸徑

(cm)

台東 
龍眼 41.5 65.0 45.3 - 34.4 60.7 1.20 20.0 75.9 2.30

台灣櫸 134 100 194 1.11 99.4 237 1.64 99.4 324 2.62

台灣 
欒樹 62.6 86.3 101 1.23 78.8 136 1.72 83.8 189 2.01

光臘樹 105 95.6 175 1.54 90.0 301 2.96 92.5 409 4.52

青剛櫟 104 96.3 157 1.04 91.9 222 2.14 87.5 339 3.65

烏心石 83.6 67.5 169 1.46 63.8 240 2.82 61.3 373 4.52

楓 香 119 91.9 194 1.82 91.9 312 3.80 93.1 432 6.13

樟 樹 91.7 91.3 157 1.44 87.5 235 2.80 91.3 340 4.71

 
（二）台東場水質與土壤重金屬分析結果 
 

台東地區所放牧之水質與土壤重金屬經檢測結果均都在

容許量範圍。 
 



2010 台東有機牛肉成果發表會  2010/5/21  台東種畜繁殖場 

 
 

16

表 10.台東場水質與土壤重金屬分析結果 (n=6) 

 
 
檢測項目 

水質 
---mg/L---

土壤 
---mg/kg--- 

容許量 檢測含量 容許量 檢測含量 
砷 <0.05 ND <15 9.93 
鎘 <0.01 ND <0.39 ND 
鉻 <0.1 ND <10 ND 
銅 <0.2 ND <20 1.12 
汞 <0.002 ND <0.39 ND 
鎳 <0.2 ND <10 0.33 
鉛 <0.1 ND <15 2.98 
鋅 <2.0 ND <25 7.60 

 
 

（三）台東場土壤分析樣品結果 
 
台東場放牧地之土壤經檢測結果含氮量較低為 0.06%、

有機質為 6.20%，其餘成分皆在中等範圍內。 
 
表 11. 台東場土壤樣品分析結果 

    檢測項目 檢測含量 
    氮（%） 0.06±0.01 
    磷（ppm） 8.25±5.34 
    鉀（ppm） 281.13±76.33 
    鈣（ppm） 641.33±286.85 
    鎂（ppm） 251.04±56.04 
    pH  5.92±0.44 
   導電度（µs/cm） 280.50±100.67 
   有機質（%） 6.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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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放牧前後各放牧區重要值比較 (%) 

蔓澤蘭營養成分高牛隻適口性佳，經一年放牧試驗結

果指出，重放牧組之重要值減少 33%，輕放牧組則減少

46.2% 對照組也減少 23.3% 天竺草是牛隻喜歡之禾本科牧

草，則重放牧組之重要值增加 10%，輕放牧組則增加 13%，

反之對照組減少 39%，顯示牛隻放牧對植生有正面之影響。 
 
表 12.一年放牧前後各放牧區重要值比較 (%) 

物種 對照組 重放牧試驗區 輕放牧試驗區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盤固草 31.3 15.04 31.6 27.39 18.3 20.14 

天竺草 52.7 32.19 20.6 22.73 44.1 49.90 

蔓澤蘭 43.8 33.61 15.9 10.65 31.4 16.90 

百喜草 7.2 - 11.9 14.29 - - 

野牽牛 16.9 10.77 11.4 - 21.0 5.50 

馬櫻丹 16.5 14.70 9.4 12.99 15.6 15.01 

長穗木 6.1 9.09 6.1 8.73 - 7.56 

地膽草 - 5.87 5.7 - - 8.35 

王爺葵 6.2 11.96 - - 8.8 6.29 

海金沙 - 9.60 - 6.70 6.1 9.6 
 
（五）牛隻放牧試驗之生長性狀 

放牧試驗對牛隻生長情形如表 13，本年度以 9-16頭牛

實施 6 次電圍籬輪流放牧，記錄牛隻生長情形結果顯示，

重放牧組及輕放牧組每公頃載牧力為 263 及 141 cow day。
放牧牛隻生長方面，重放牧組與輕放牧組每公頃總增重分

別為 154.9 與 110.8 公斤，平均日增重分別為 0.54 及 0.72
公斤。顯示藉由牛隻放牧可節省造林地撫育費用、防止森

林火災、減少污染。預期可提高林地生物多樣性及生產健

康有機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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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牛隻放牧試驗之生長性狀 

  重放牧 輕放牧 

頭  數 9~16 9~16 

放牧總天數/公頃 24.3 12.8 

cow day/公頃 263 141.6 

總增重 kg/公頃 154.9 110.8 

平均日增重 kg/日 0.54 0.72 
 
 

（六）林下植生春季營養成分及瘤胃體外消化率（％） 

台東林下植生春季營養成分及瘤胃體外消化率如表

14，粗蛋白質含量以桑樹與小花蔓澤蘭最高，分別為 20.32
與 24.46%，而瘤胃體外消化率以牽牛花(69.57%)、桑樹

(68.40%)以及三角葉西蕃蓮(67.82%) 最高。 
 

表 14.台東林下植生春季營養成分及瘤胃體外消化率（％） 

 
粗蛋白質% 磷% 鈣% 中洗纖維% 消化率%

台灣葛藤 12.96 1.04 0.90 56.12 50.11 

咸豐草 14.07 1.25 0.87 40.58 59.43 

天竺草 15.07 1.03 0.38 60.59 62.03 

牽牛花 13.43 1.14 0.90 44.28 69.57 

三角葉西番蓮 17.76 1.17 0.86 36.04 67.82 

火炭母草 13.93 1.15 0.31 44.26 53.14 

桑樹 20.32 1.18 0.92 37.90 68.40 

小花蔓澤蘭 24.46 1.41 1.10 36.89 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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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林下植生夏季營養成分及瘤胃體外消化率（％） 
 
台東林下植生夏季營養成分及瘤胃體外消化率如表

15，粗蛋白質含量也是以桑樹與小花蔓澤蘭最高，分別為

16.31 與 17.75%，而瘤胃體外消化率以桑樹(77.67%)以及三

角葉西蕃蓮(62.60%) 最高。 
 
表 15.台東林下植生夏季營養成分及瘤胃體外消化率（％） 

 粗蛋白質% 磷% 鈣% 中洗纖維% 消化率%

台灣葛藤 15.35 0.82 1.14 56.45 58.74 

咸豐草 13.64 0.93 0.64 47.83 55.21 

天竺草 8.97 1.20 0.36 70.10 59.92 

牽牛花 10.26 1.06 1.00 42.15 59.90 

三角葉西番蓮 13.59 1.17 1.57 48.02 62.60 

火炭母草 6.23 0.82 0.37 58.88 － 

桑樹 16.31 0.91 1.58 30.47 77.67 

小花蔓澤蘭 17.75 1.53 1.28 45.27 55.12 
 

參、結論與建議 
 

台灣發展林牧綜合經營雖已實施多年且已經發展為生

產有機牛肉，但尚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包括： 
 

一、樹種：目前放牧僅止於台灣杉、香杉、光臘樹、桃花

心木、耳莢相思樹等造林地。由於台灣地區造林樹種

甚多，其他針葉樹造林及闊葉樹造林是否適合放牧，

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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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栽植密度：林木栽植密度高，則林下陽光稀少，草量

隨之減少，可利用放牧年數縮短，優點為林木提早鬱

閉，除草撫育時間縮短，可促使林木生長通直。材質

優良，但是疏伐費用與小徑木銷路問題，可能造成利

不及費的後果。林木栽植密度低，則可利用放牧時間

較長，但林木鬱閉慢，枝條多，影響材質。目前台灣

之造林通常都採用株行距 2m 或 2.5m，即每公頃栽植

1600-2500 株，雖然林木很快鬱閉（約 5~6 年），由於

林業不景氣，木材銷路不好，以致疏伐工作較少實

施，林相不良、質量生長欠佳。由於採用疏植或密

植，各有利弊，因此應選擇最適當之栽植密度，以利

森林及畜牧經營。 
 
三、樹齡：一般在造林 2、3 年或當林木高達 1 公尺以上

時，即可放牧。愈早放牧則對林木損害愈大。不過若

以每公頃 2,500 株之造林地，在一年生時就實施放牧，

縱使被牛採死一半以上，只剩 1,000 株，也仍然符合經

濟效益，但此尚待慎重探討。 
 
四、牛種：黃牛、荷蘭雜種牛、水牛均能適應六龜中海拔

山區（海拔高 1,600 公尺）氣候環境，但水牛曾經發生

遠離飲水池集體中暑的現象。何種牛適合何種海拔放

牧，仍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平地則以適應本土氣候之

水牛及雜種肉牛最適合放牧用。 
 
五、管理：台灣山地坡度甚大，地形複雜，牛群管理異於

平地，廣大山區如無適當圍籬，不僅牛群尋找不易，

同時也可能走失或誤入險地摔傷、摔死。以前以大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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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掛於牛頸上，憑聲音辨識方向，平時給予清淨飲水

及礦鹽，母牛分娩時選擇地形平坦之處以減少損失。

林業專業不懂畜牧，畜牧專家無法長期留駐山中，山

路難行，遇雨則崩，牛隻疾病治療不易，因此管理人

員須具有畜牧、獸醫能力才可減少損失。管理人員的

選擇、教育、對放牧的成敗關係甚大。平地林業則畜

牧與獸醫人員容易照顧，因此問題較少。 
 
六、載牧力：一頭牛能除多少公頃草（以牛除草），即多少

公頃的草能養活一頭牛（以草養牛），每單位面積最適

之牛隻放牧數量即為載牧力（或稱容畜量、放牧率）問

題。輕度放牧則牛群無法有效率控制雜草生長，過度

放牧則牛隻為了吃草而必須在危險地形活動，容易發

生意外且會破壞林木及林地。目前一頭牛所需的放牧

面積約 3~10 公頃，各種生育地之最適載牧力仍有待進

一步研究。六年生平地造林地輔以種植耐蔭性天竺草

每三公頃可以養一頭母牛。 
 
七、草相改良：利用野生雜草放牧雖然可行，但某些林地

野草產量較低品質較差，因此可配合造林，在不影響

林木生長之原則下種植高品質高產量的矮性牧草。其

方式可分為整地造林同時種牧草、林木達到一定高度

（2-3 年生）時再實施強度放牧後種植牧草、或在人工

除草後種牧草等三種方式。草種必須具備的條件為 1.產
量高、品質好。2.壽命長、耐踐踏。3.再生力強、耐蔭。

4.不妨害林木、無攀爬性。5.水土保持效果大。6.耐貧

脊、可固氮更佳。可採用之草種包括天竺草、百喜

草、大號雀稗草、矮性狼尾草、果園草、白花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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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黑麥草、克育草、兩耳草等。草相改良除了可提

高草的質量，尚可改良土壤（如豆科牧草有固氮能

力）、發揮以草制草之功能。至於應採用何種草，則應

視經營目的、生育地特性、樹種等因子而定，不可冒

然引進，以免因外來草類生長旺盛、散布太快而凌壓

鄉土草類或林木，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八、適應：林地氣候、地形與平地迴異，因此牛群上山需

有一段適應期，適應期長短視在平地飼養方式及牛隻

大小而定，沒有放牧經驗的牛容易摔傷，牛隻愈小愈

易適應，最好選擇體重 150~200 公斤的女牛。牛群配種

可採季節性配種，每年 6~8 月配種，隔年 3~5 月生產，

母牛於乾季時生產照顧容易，雨季來臨時即有充足青

草供應仔牛快速生長，在乾季（10~11 月）來臨前斷乳，

架仔牛即可運至平地肥育出售。 
 
九、林間放牧的設備包括簡易作業牛欄、飲水設施、圍籬

等。作業牛欄係供牛隻管理、治療搬運等用途，其設

計好壞影響管理成效至鉅，應以經濟實用為原則。水

為牛群生活所需，可用汽油桶切半做成飲水槽在飲水

槽附近放置鹽箱（內置鹽及磷酸氫鈣），以補充礦物質

及鹽。冬季亦可放置糖蜜、乾草，以補充營養。圍籬

最好的方式為分區圍籬輪流放牧。應用電圍籬可節省

經費，傳統式圍籬可用現場林木及刺鐵絲為材料，大

面積圍籬可用阻牛橋及木架當關卡，圍籬材料應以就

地取材為原則。 
 
十、林地之蚊子、蒼蠅、及牛壁蝨等外寄生蟲甚多，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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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防治之，牛群之防疫如流行熱、口蹄疫疫苗亦應定

期注射，在高溫、雨季時則更需特別注意防範。 
 
十一、以牛除草，是林業與畜牧業的結合，但林間放牧仍

應建立林業為主、畜牧業為輔的觀念，牛只是用來

使林木生長更好、經濟收益更大的工具，不可本末

倒置。外國式的林間放牧不一定完全適用於台灣，

台灣的林地陡峻、位置偏遠，我們應就不同生育地

做更進一歩的研究，以求適地、適木、適草、適

牛，建立台灣林牧綜合經營示範體系與模式。 
 

總之，台灣實施林牧綜合經營多年，已進行大規模試

驗階段，成果顯示牛群與造林木是可以相輔相成。由於昔

日國土規劃的政策缺失，山坡地過度開發，導致近年來天

然災害頻傳，因此國人對森林生態系之經營也有相當體

認。加上配合加入國際貿易組織後，農產品之全面開放，

為降低對農民之衝擊，政府雖然擬定提高品質、降低生產

成本及致力於產銷平衡之政策，而必須減產或停產失去競

爭力農產品，尤其近年來推動之大面積平地造林計畫，業

者如能於造林初期考慮景觀、休閒、生態之功能，規劃為

富有生命力之休閒遊憩事業區。造林後配合實施林牧綜合

經營，節省撫育除草費用，利用牛隻生產補貼造林初期部

分費用，造林成功後成為一個鄰近都會區的生態森林遊樂

區，舒解國人平日緊張的生活環境。倘使全面造林成功，

國人享有更大綠色空間之環境，配合高科技之產業及生物

技術農業之發展，屆時台灣將成為名符其實之『綠色矽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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