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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
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
皆辛苦。」相信這一首詩
你我從小都有聽過，裡面
說的是正在大太陽辛苦勤
勞的農夫努力的耕作，為
的就是提供足夠的稻米給
人吃。 
 大部分的東方人，每天
的主要食物當然就是米飯
了，富含高澱粉，是主要
的糧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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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洗、放點水、把按
鈕壓下去、等待電鍋跳起
來，就可以聞到熱騰騰的
米香，開心的品嚐著美味
的飯，看似一般的稻米背
後可是充滿著許多的學問
呢。 
 要知道想種出米來可不
是件簡單的事，必須經過
很多的過程最後才能端到
我們的餐桌上，我們雖感
受不到稻米的珍貴性，但
這可都是農夫辛苦工作的
結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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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榮幸的我們這次有跟
慈濟大學的一門課程「食
農教育」合作，藉由此次
機會來體會當農夫的感覺。 
我們的田地位於慈濟中學
裡面，地是不透水層，灌
溉水引自吉安大圳。 
 我們所選用的米叫做台
梗16主要種植地在花東，
這次想藉由種植稻米研究
稻米的成長，因此我們將
主題定為稻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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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米 

 
 
 
 
 
 

 會考剛剛結束，正值國三在放風
的我們沒有什麼事情忙，所以也正
好請班上的同學來幫忙瞜，因為我
們一開始並不知道育苗的量要放多
少，那我們就給全班的人每人一搓
米。在撥米的時候輕微的用指甲摳，
然後稻子的外殼就會掉了，最後挑
選出來的米是糙米也是我們這一次
的實驗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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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苗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階段，我們必
須讓苗發出來，這樣插秧的時後才
有秧苗可以用。首先要先量出一個
小空間，為了配合育苗盆的大小，
然後我們動員了國三的兩班同學來
搬運連鎖磚，連鎖磚的用途是要壓
住網子才不會被風吹走。 
 都布置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正
式進入育苗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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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 

 我們的育苗方式與其他 
人不一樣的地方是，別人育 
的苗是好幾粒種子放在一起 
育，而我們是給它們住個人 
套房，為什麼這樣說呢？原 
因是每一個米粒只放進一格 
凹槽，讓它們可以吸收比較多的養
份，一開始我們把培養土倒進去，
然後經過大致上鋪平了以後再把米
粒放下去。最後再鋪上土、澆個水、
蓋上布完成了育苗的條件。當時很
多的外地朋友都回家了，變成每天
都要一個人來，真的是好累啊，心
底OS說:「為什麼只有我住花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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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 

經由先前的育苗，我們發出 
的秧苗數量成功的到達我們 
的預期量，這是第一次插秧 
，我們與同學們人手一把秧 
苗，準備下去播種，要插個 
苗也不是容易的事。在幾天 
前，我們的組員就已經有先下去試
插，因為稻子要長的整齊，未來顧
田的時候下去才會比較好走，那我
們就先找出中線，用竹杆當基準，
在旁邊先種三排的秧，如此一來，
我們在插秧日的時候就能當基準，
做起事來就會較快。當插完秧之後，
為了感謝同學們的幫忙，我們請他
們喝杯冰涼的飲料，結束這勤奮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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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照顧 

 

 

 

 

 

 

 

 本來以為秧插後就會比較輕鬆，但
是錯了，接下來才是必須付出更多體力
精神還有時間的部分，第一次種植稻米
的我們沒有經驗更不知道再來要幹痲？
以為沒什麼事要做這是不可能的。 
 每天早上要開水，下午放學的時候
也要把水關起來，因為我們的栽種地方
位於不透水層，所以當水積太多的時候
就會滿出來，很有可能把稻子淹死，我
們就前功盡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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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或許是其中最累的部分，我們必
須一整天都要去顧田，早上去、中午去、
放學去、下課去、無聊去，只要不知道
要幹麻時，去田裡就對了，開個水或是
砍個草，打發空檔時間。 

還記得有一次花蓮受到 

了颱風侵襲的時候，暴 

雨下整天，我們全都在 

關心在學校的田到底怎 

麼了。直到隔天上課， 

心急的組員們趕緊查看 

田地的壯況，果然一整 

塊地都泡在水裡，就地 

都泡在水裡，就連我們 

同學站進去也淹到了腰那麼高，還好水
退的蠻快的不然就真的一片汪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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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照顧-福壽螺的干擾 

 

 

為了防止福壽螺的功擊， 

我們也是隔外的小心， 

把出現在我們田的福壽 

螺撿起來往外丟，由於我們的灌溉水源
是取自吉安大圳，我們怕在上游的福壽
螺會藉由稻田的灌溉通到溜進來，所以
我們防治的方法就是在出水口處綁上一
塊砂網，之前本來需要常 

常下去通水管把福壽螺弄 

出來，可是最近都較少碰 

到這狀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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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畢竟防不勝防，過濾網 

也沒問題呀。到底是什麼 

原因？有一次午休的時候，看到幾個學
弟往田裡面丟東西，得知消息的我們出
來並制止他們，也發現他們丟的是福壽
螺，原來是曾跟我們的指導老師有過節
的學生啊，經過處理，他們也跟我們道
歉。給他們的小懲罰就是叫他們每天陪
我們撿裡面的福壽螺和小石子。他們不
但沒有討厭這件事反而每天也都來幫我
們巡田，看到其他同學想做壞事也會幫
忙制止。狀況改善了許多，在這一期間，
雖然又撿到20多顆的福壽螺，並找到很
多的卵，但又在過了一段時間，田裡的
福壽螺慢慢變少甚至到找不太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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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照顧-危急事件 

 過了兩三個月，看見了稻穗有在漸漸抽出
來的現象 (簡稱為抽穗) ，使我們非常的開心，
種植已久的稻米快要結果了阿。不過有天早上，
我們在巡田水的時候，隱約看到白色的稻穗，
靠近看到了一枝包著葉子的蟲，當下的我們馬
上判斷為生病所以趕緊栽除下白穗，晚上查詢
了Google，得知此種蟲的名字叫二化螟蟲，會
使稻子得病，此次症狀稱為白穗症，另外還有
種蟲又叫三化螟蟲，跟本沒完沒了嘛!! 
 另外還有農夫最怕的動物-鳥類(麻雀和雁
鴨等)牠們會想盡了辦法，只為了來吃你那辛
辛苦苦栽種的植物，我想這就是為什麼農民們
會那麼頭痛的原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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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與照顧-應變措施 

在稻子成長的期間， 
我們有遇上了蠻多的問 
題，我們的應變措施有 
以下幾種: 
1.水管堵住:之前會定期下去清，是
為把福壽螺清出來，有時候因為水
壓的關係水會出不來，就要派人下
去抬水管，把內部空氣給擠出。 
2.蟲和鳥的入侵:使用酵素，以稀釋
1:300(酵素:水)的量噴灑植物葉面，
發現有改善蠻多的；鳥類的部分我
們有製作反光條，透過這些措施來
降低農作物的損失量。 
3.擔心土地的肥力下降:在耕耘前先
整地把肥料拌進去，之後再定期的
撒豆渣，達成養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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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 
經過 4個多月的照顧與陪伴，終於來到
收成的時候了，今天的天氣還蠻舒服的 

一群人們帶著鐮刀 

下去田裡，人手一 

把稻穗以接力的方 

式傳到我們自己架 

設的曬穀，其原因 

是要將裡面含有較 

                 多水份的稻米烘乾，                   

                 我們聽取專業的農夫      

                 把米曬稻15度那吃起    

                 來就會很好吃，也沒            

                 想到稻米竟然1天就
曬好了，我們可以很快的進入打穀的動
作。 

p.11 



打穀 

 

 

 

 

 在這次收成後，接著是我們最期待
的打榖時刻，這次也是我們第一次打榖，
也就是將稻子上米粒弄下來。 

 其中一個組員自告奮勇地表示要踩
看看，接著拼了命地踩打穀機，打穀機
愈轉愈快，臉上的汗水也跟著流了下來，
白白的小臉蛋頓時脹紅了兩頰，怪的是
卻也沒喊過累。 

 過程中,我們也將選出來的稻穀給收
好，以便之後的學弟學妹們也能跟我們
一樣種稻穀，真是個不錯的體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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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米 

 
 
 這應該是「米」生的最後一個階段
了，打完稻穀的幾個禮拜後就是要碾米
的時候了，早上九點幾位小農夫每人提
著一大袋的稻米放在老師車上並坐上老
師的車，準備前往一家餐廳，為什麼是
去餐廳呢？那是因為那一家餐廳裡有碾
米機。到了那裡，老師跟老闆聊了一下
和告知我們的來由，之後老闆便把機器
打開，幫我們把米倒了進去，看著稻米
在裡面翻動脫殼，心情就好興奮啊!過了
一會兒，稻穀就變成了糙米，好想趕緊
煮來吃。在這裡要感謝老闆提供碾米機，
完成稻米的一生中的最後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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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稻米的一生中經歷了許多階段，從撥
米開始再經過育苗、插秧、成長、收成、
打穀、碾米最後才成為我們口中說的米飯。 

 這絕對都是得來不易的，需要天氣的
加持、土地的養分、農夫的努力才能成功
的賣給消費者，每一個部分都很重要，假
如今天有個地方沒用好的話，稻米的品質
就會下降。 

 所以，我們應更重視稻米，它不只是
食物，它可是可以養活一整個東亞人口的
啊，正在吃米的我們能夠不珍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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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這次的種稻當中，看到稻子一天一
天的成長有些神奇，也在種稻的過程中
體驗到農民的辛苦。得知了有關稻米的
知識，過程中，大家一起認真的培育稻
米，同時也見證自然農法的功效，最後
結出美麗的稻穗。 

 種稻的過程是多麼另人興奮，這種
經驗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感受的到，在
此要感謝一開始選擇加入慈中小農夫的
行列，還有一直支持的同學及老師，讓
我學習到很多在一般教科書上看不到的
知識，共同成就一段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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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參考及補充資料網址: 
(1)台梗16號的介紹-台灣好米: 
http://goodrice2010.blogspot.com/2011/08/16.html 

(2)二化螟蟲-世界農化網: 
http://cn.agropages.com/bcc/Bdetail-103.htm 

(3)福壽螺-維基百科 
https://goo.gl/tU3Rqv 

圖片來源: 
 圖片皆由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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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中小農夫 

感謝你的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