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
業是國家的根本，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的富裕，增加肥料的施用量與

病蟲害防治方法的提升，使得糧食產量有大幅的增長，但不當的農業操

作，如過量的肥料、農藥施用等，對生態環境產生很嚴重的傷害，為確保農業

的永續發展與安全的糧食生產，合理化施肥的執行實刻不容緩。

台灣地區自92年1月起肥料市場開放走向自由化，在92年3月美伊戰爭發

生後，國際原油上漲，帶動製肥原物料價格及海運費持續上漲，國內各項化學

肥料價格也隨之調整。由於國內主要化學肥料及製肥原料除硫酸銨成品自產

外，其餘均仰賴進口，因此當國際肥料行情變動，國內價格亦受之波及。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因此責成各區農業改良場組成「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進行作

物合理化施肥宣導，免費提供農民土壤肥力檢測與作物需肥診斷服務，期提高

化學肥料利用率，減少肥料施用量，降低生產成本。本場近年來積極配合政府

永續農業的推動，其成效已陸續於作物產量或品質的提升得到驗證。

鳳梨是台灣重要之果樹產業，具有高產及能周年計畫生產特性，果園栽

培管理及肥料的合理施用對品質影響甚鉅，本書就鳳梨生長時期、土壤質地及

肥力狀況等，條理分析並建議適期、適量的肥培及土壤管理措施，配合栽培管

理技術，將可有效提高果實品質、增加競爭力，期達到鳳梨產業永續發展之目

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侯福分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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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鳳梨（Ananas comosus  （L. Merr.），是

鳳梨科（Bromeliaceae）鳳梨屬（Ananas）多

年生草本植物，別名波羅、黃梨、王萊、王梨

或旺來。原產於熱帶美洲，清朝末年傳入台

灣，迄今已有300餘年歷史，成為台灣重要經

濟果樹，早期因應加工製罐外銷的需求，栽培

品種為開英種等加工品種，如今則因鮮果市場

需求擴大，使鮮食品種栽培面積逐年增加。

台灣目前栽培面積約11,510公頃（97年農業

統計年報），年產量約452,060公噸，主要產

區於屏東縣（3,206公頃）、台南縣（2,284公

頃）、嘉義縣（1,550公頃）、高雄縣（1,393

公頃）及南投縣（1,126公頃）等地區。由於

鳳梨均採密植方式栽種，具有高產量之特點，

且每2∼3年即重新翻種，對於土壤連續種植而

無良好之肥培管理措施，反而不利於鳳梨生

長，且影響果品品質。因此本文將介紹鳳梨合

理化施肥，提供農民栽種鳳梨施肥參考，以減

少肥料成本不當支出，及避免地力劣化，達到

產業永續發展及合理施肥之目的。

　　　　文圖／黃士晃．卓家榮

　　　　審稿／中興大學 黃裕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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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生育特性與栽培要點
鳳梨屬熱帶作物，性喜終年溫暖及日照

充足的氣候，生育適溫為28∼32℃，14℃以下

及40℃以上均不利鳳梨生長。土壤則以通氣及

排水良好，土層深厚的砂質壤土，土壤酸鹼度

（pH值）在4.5∼6.0之間較適合栽種，年雨量

在1000∼1500mm且全年分布均勻時為最佳。

冬季降霜地區，排水不良的低窪地，土地含錳

或石灰量過多，以及土質呈中性或鹼性反應，

均不適合種植鳳梨。

台灣鳳梨主要鮮食品種為台農17號，約

佔7成以上之栽培面積，其餘尚有開英種、台

農4號（釋迦）、台農6號（蘋果）、台農11號

（香水）、台農13號（冬蜜）、台農16號（甜

蜜蜜）、台農17號（金鑽）、台農18號（金桂

花）、台農19號（蜜寶）、台農20號（牛奶）

及台農21號（黃金）等11個品種，各品種均有

其特性及適合種植時期，可加以利用而達全年

供果及產期調節之目的。

鳳梨之繁殖體，有種子、冠芽、裔芽及

吸芽等，種子僅供雜交育種之用，栽培上以裔

▲鳳梨喜排水良好之酸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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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苗及吸芽苗較為普遍，裔芽苗發生於果梗

上，數量較多，苗體大小整齊且葉片數僅次於

冠芽苗，是最普遍採用的芽體。吸芽著生於葉

腋，芽體大小較不整齊，可作為宿根作下代結

實之用，稱為「後繼芽」，當超過2枚以上時

則多餘芽體可供繁殖之用。

台灣鳳梨栽培以畦作為主，能避免積水

導致根腐，種植方式為密植二列式三角形種

植，此外利用黑色塑膠布覆蓋，除可防止野草

長出及土壤沖刷，也能維持土壤溼度及增加地

熱，對鳳梨的生長與產量的提升都有良好的助

益。

鳳梨商業栽培多使用人工催花以調節產

期，一般植株種植一年後，葉片數達30∼35

片以上時，即可利用電石水或益收等藥劑

進行人工催花，因此能進行周年計畫生

產，以分散產季，‘台農17號’鳳梨

之產期調節一般於8∼10月間進行催

花，隔年3~5月採收，加上正期果

產季約6∼7月，因此國內鳳梨盛產

期為3∼7月。

台灣中南部4∼9月間氣溫高，

日照時數長，果實在豔陽照射下容易

產生日燒，嚴重時導致腐爛。種植時

可採南北向密植，且保留冠芽，另用葉片

綁縛、覆蓋紙絲、稻草、報紙、不織布、果帽

或遮光網等，均能有效預防日燒發生。

期，一般植株種植一年後，葉片數達30∼35

片以上時，即可利用電石水或益收等藥劑

可採南北向密植，且保留冠芽，另用葉片

綁縛、覆蓋紙絲、稻草、報紙、不織布、果帽

或遮光網等，均能有效預防日燒發生。▲台農13號是最適秋冬季生產之品種

▲台農17號（金鑽鳳梨）是主要栽培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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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芽著生於果梗之上

▲  吸芽發生於植株葉腋

▲

鳳梨多採畦作及密植方式栽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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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益收及電石等藥劑進行人工催花 ▲台灣夏季日照強烈，容易導致果實日燒

▲

不
同
防
曬
處
理

果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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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農民習慣使用植物生長素類藥劑來

促使鳳梨果實增大，然施用不當易造成鳳梨品

質及貯藏性下降，外觀上冠芽變小及果皮不易

轉色，果肉方面則纖維粗且果心硬，易容易產

生水浸狀（肉聲果），缺乏鳳梨特有風味，因

此建議由栽培管理及肥培等技術來提高產量及

品質，避免使用此類植物生長素藥劑。

▲使用生長素藥劑易導致果皮不易轉色，果心粗

硬，品質及貯運性降低

尼龍布

遮陰網

報　紙

不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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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肥培問題與對策
鳳梨一般種植達到一定大小即可催花，

並由營養生長期轉變成生殖生長期，栽培上採

密植且單位面積產量高，因此如何提供因應不

同時期的適合肥分，是確保鳳梨產量及品質的

重要課題，若土壤管理不善或肥份供應失衡，

均容易導致減產及品質下降，常見果園問題如

下：

一、不適當的土壤酸鹼值

土壤酸鹼值（pH值）之高低會影響土壤

營養元素之有效性，間接影響植株吸收元素之

效率，鳳梨對土壤酸鹼度要求與一般作物不

同，性喜酸性土壤，適宜酸鹼值在4.5∼6.0之

間，過高之酸鹼值，會致使鳳梨生育不良，

雖然如此，在部份紅壤產區，其pH值介於3∼

4，仍會對鳳梨產生不良影響，一般pH值過

低，鐵鋁活性較強，磷素易被固定，亦造成鈣

及鎂等元素缺乏，過高則會造成微量元素缺

乏，導致養份供應失調。針對上述問題，若土

壤過酸，應以石灰資材調整之，並於整地時施

用腐熟之有機肥為基肥，減少施用過多化肥，

▲土壤反應與植物養分要素有效性關係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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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土壤過鹼，則應避免種植或適當利用偏

中酸性資材及肥料來予以調整。

二、土壤水份管理不良

鳳梨為鬚根，因此對水分較為敏

感，積水或乾旱均會影響植株生育，

由於台灣中南部雨量分布極不平均，

夏季颱風豪雨帶來充沛雨量，若無良

好排水管理，造成園地淹水及積水未

退，容易導致根部腐爛或發育受阻，嚴重會

造成植株發育遲滯甚至死亡。冬季則因乾旱

若土壤過鹼，則應避免種植或適當利用偏

退，容易導致根部腐爛或發育受阻，嚴重會

造成植株發育遲滯甚至死亡。冬季則因乾旱
▲鳳梨根系為鬚根，對水分敏感

▲淹水導致根部受損腐爛及植株發育遲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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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雨，若正值鳳梨植株快速生長發育期或開花

結果期，將因缺水而嚴重影響植株正常發育及

果實品質。因此為避免上述水分管理問題，種

植時應採取畦作，並加強園地排水系統，並於

雨季隨時疏通，避免積水發生，且應於秋冬旱

季給予適當灌溉，避免過於乾旱影響生長，此

外利用塑膠布覆蓋亦可防止雨水滲透及適度保

持土壤水份。

三、土壤有機質含量偏低

台灣氣候高溫多雨容易加速土壤有機質

分解，造成土壤有機質含量普遍不足，土壤

有機質對作物的生長有特別的貢獻，其擔任

多種土壤中重要的角色，如（1）具植物養分

吸持力。（2）具鉗制與供應植物養分，特別

是微量要素之“鉗狀”型態。（3）具有效緩

衝力，能調整土壤溶液之酸鹼性。土壤有機物

▲旱季須適時給予灌溉，以利植株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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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水分與養分之吸附能力大，於乾旱地區及砂

質土壤表現最為明顯。（4）分解後可供給植

物養分，或經由微生物合成生長調節劑、抗生

劑。（5）供微生物生活物質。（6）改善土壤

結構及耕犁性。大量施用有機質肥料能增加土

壤有機質，因此對於促進鳳梨根系發育及養分

吸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針對有機質缺乏之

果園，使用含氮量不超過2%之腐熟堆肥，可

收改良土壤之效。

四、營養元素缺乏及過量

鳳梨植株若生長期氮施用過量及植株生

長期遇低溫，易造成根對磷吸收不足，導致葉

色偏紅。在花序發育階段，氮肥施用過量、遭

▲低溫造成磷吸收不良，導致葉色偏紅

▲氮肥施用過量、遭遇溫差過大及缺硼則易導致

果柄斷裂

▲氮肥施用過量、遭遇低溫及因缺水導致鈣肥吸

收障礙，容易造成果實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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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溫差過大及缺硼則易導致果柄斷裂，影響果

實後續正常發育。在果實發育時期氮肥施用過

量、遭遇低溫及因缺水導致鈣肥吸收障礙，容

易造成果實裂果。因此針對鳳梨不同發育時

期，需注意不同營養元素之補充及避免過量使

用，於植株營養生長期可著重氮肥之施用，催

花前至果實發育期則應避免過量使用，開花後

應多施磷肥，對於因氣候及土壤條件而影響之

營養元素吸收障礙，則可多利用葉面施肥方式

來予以補充。在開花前及開花期間，利用葉面

施肥方式適當補充鈣肥及微量元素如硼等，均

有利於果實發育及增進果實品質，減少果肉水

浸狀及果實裂果等生理障礙發生，並提高果實

儲運性。

五、基肥施用不當

一般果農若使用未經充分發酵腐熟之雞

糞做為基肥，施用後會產生發酵及高溫，容易

造成幼苗新生根系傷害，並導致病原菌侵入，

造成根部腐爛，因此不建議使用，若要使用，

應至少於移植前一個月施用，且與土壤充分混

合，並須考量土壤的pH值、EC值及養分的情

況是否合適。有機質肥料常見成分不穩定和

品質不均的問題，目前政府在有機質肥料品

質的管理，除不定期抽驗市售樣品加以管制

外，並鼓勵堆肥製造業者向農糧署申請品牌

推薦，選擇農糧署公告推薦之國產有機質肥

料品牌（http://www.afa.gov.tw/peasant_index.

asp?CatID=1157），不但安全可靠，更能確保

品質。

合理化施肥措施
果園合理化的施肥管理，需根據實際土

壤性質及肥力來做妥善調整及改進，因鳳梨ㄧ

般約2∼3年即需重新翻種，因此利用翻耕整地

前先進行土壤地力之改良，便能有效確保土壤

有良好物理性並維持肥分，進而促進鳳梨生育

及提升果實品質，以下介紹鳳梨之合理化施肥

措施，提供農友作為依循之參考。

一、園地選擇及土壤改良

栽種鳳梨，土壤條件須選擇通氣及排

水良好，土層深厚的砂質壤土，土壤酸鹼度

（pH值）在4.5∼6.0之間，避免排水不良的低

窪地及呈中性或鹼性反應的土地。果園整地前

應採取園區土壤送交各區改良場進行土壤營養

診斷分析（採樣方式如附錄一），因鳳梨為

淺根性作物，採樣土壤以表土層為主。pH值

4以下須以石灰資材加以改善，可施用農用石

灰或苦土石灰每公頃1∼2公噸以上。pH值大

於7之土壤，不建議種植鳳梨，至於微酸性土

壤（pH=6∼7）若種植鳳梨則建議短期內不要

再使用高pH值之有機質肥料或生理鹼性之化

學肥料（例如硝酸態氮肥、氰氮化鈣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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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針對土壤中不同營養元素含量給予施肥調

整。不同土壤質地保肥能力會有所差異，一般

而言，土壤質地越粗者（砂質土或砂質壤土）

保肥能力越差，因此，施用化學肥料於粗質地

土壤，最好採少量多施的方式，以提高肥效。

二、整地作畦與施用基肥

由於鳳梨不耐淹水，因此整地時宜作

畦，以利果園排水，種植時亦避免於雨季進

行，以免土壤過於潮濕，造成種苗腐爛。有機

質肥料能提升土壤中之有機質含量，促進土壤

團粒生成及增加土壤緩衝能力，並持續供應養

分，使根群迅速生長，培育健壯植株，不但提

升果實品質與口感，並能延長果實儲藏壽命。

一般施用時機宜於整地作畦時當基肥使用，進

行全園撒施，基肥推薦施用量每公頃約需10公

噸（使用肥分低之有機肥）。由於有機肥中往

往含有大量氮磷鉀，施用有機質肥料時，需預

估其可釋出之要素養分量，此部分的肥分在施

用化學肥料時予以扣減，才不致過量的施肥。

良好的有機肥亦可提供微量要素，對作物而

言，有機肥是相當重要的微量要素的來源及儲

存處，但同時有機肥中不必要的重金屬濃度不

可過高。為避免重金屬在土壤中過量累積，選

擇前述農糧署推薦之有機肥品牌，可以查到該

有機肥近年的微量要素含量資料。

三、肥料施用時期與用量

鳳梨自定植至果實採收，經歷植株發育

期、開花期、果實發育期至採收期，因此依據

不同時期及樹齡也要不斷補充肥料。鳳梨合理

化施肥三要素推薦量見表一，換算單質肥料用

量見表二及三。基本上，鳳梨的氮磷鉀比為

4：1：4，每株從種植到採收的肥料需要量，

氮肥為8公克，磷肥為2公克，鉀肥為8公克，

按照肥料的要素成分氨肥換算成硫酸銨為38公

克，磷肥換算成過磷酸鈣為11公克，鉀肥換算

成氯化鉀為13公克，再以每公頃栽植株數計

算，即為每公頃的施用量，實際的施用量必需

斟酌土壤肥力略加增減。

化學肥料之用量依品種、株齡、氣候及▲種苗種植時遇雨容易導致腐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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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三要素推薦量（公斤/公頃，以每公頃38,000株計，施用堆肥10公噸情況）

期　作

要素別
主　作 宿根作

氮　素 450∼500 225∼250

磷　酐 110∼120 55∼60

氧化鉀 450∼500 225∼250

表二、換算單質肥料用量如下（公斤/公頃，以每公頃38,000株計）

期作

肥料
主　作 宿根作

尿素

（硫酸銨）

978∼1087
（2142∼2380）

489∼543
（1071∼1190）

過磷酸鈣 611∼666 305∼333

氯化鉀

（硫酸鉀）

750∼833
（900∼1000）

375∼416
（450∼500）

表三、換算單質肥料用量如下（包/公頃/年－每公頃38,000株計）

期作

肥料
主　作 宿根作

硫酸銨（包） 53.6∼59.5 26.8∼29.8

過磷酸鈣（包） 15.3∼16.7 7.6∼8.3

氯化鉀（包） 18.75∼20.8 9.4∼10.4

註：每包單質肥料以40公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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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初期著重氮肥施用，以促進植株生育

土壤不同應行調整，生育初期著重氮肥的施

用，以促進發育，植株發育中期以後宜減少氮

肥增加鉀肥施用量，使催花前植株成熟葉片轉

呈淺黃綠色，以提高催花成功率，也可避免發

生果心斷裂等生理障害。開花結果後注重磷鉀

肥多施。若土壤過酸時，氮肥選擇上可少用硫

酸銨，只需注意硫養分之補充，其餘可以尿素

取代。種植過程中，若遇大雨及風災過後土壤

水分過濕，導致根系受損，無法吸收足量養分

時，建議使用葉面施肥（綜合性要素）補充，

或施少量硝酸鈣及硼肥以降低病害。

鳳梨合理化施肥之施用時期及分配率見

表四、五，一般於整地時有機肥配合全量磷肥

與部分氮、鉀肥可均勻混合施用於土壤，種

植後每隔一個月，配合粉介殼虫與心腐病的

防治，可在藥劑中加1％的尿素，連續灌注三

次，可促進新根發生。追肥分三次施用，秋植

園分別在翌年6月中旬、催花後10天及謝花後

一個月，春植園分別在6月中春季降雨後、8月

下旬及10月催花後一個月施用。第一次追肥可

在行邊開溝施肥後培土作畦，或在畦邊植株間

掘穴施肥，第二次追肥時，植株根部已伸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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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秋植（8∼10月種植）之鳳梨園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期作別 施肥時期

分配率（％）

施肥方法

氮肥 磷肥 鉀肥

主　作

種植前 30 100 50 撒施拌入土中。

種植後1個月 3 - -

防治粉介殼蟲灌藥

時，加1％尿素，灌注

芯部，每株20㏄。

種植後3個月 3 - - 同上。

翌年6月中旬 20 - 30
於畦畔植株之間掘穴

施入土中。

催花處理後10天 30 - 20 施於基部葉腋。

謝花後1個月 14 - -
施於基部葉腋或噴施

葉面。

宿根作

主作果實採收後 50 - 60 施於母株葉腋。

9-10月催花處理

後10天
50 - 40 施於葉腋。

註：若因種植時期過晚，植株發育較慢，無法在翌年8∼10月催花處理者，宜將上表中催花處理後10天

　　施用的肥料分為9月及翌年2月兩次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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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春植（3∼5月種植）之鳳梨園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期作別 施肥時期

分配率（％）

施肥方法

氮肥 磷肥 鉀肥

主　作

種植前 30 100 40 撒施拌入土中。

種植後1個月 3 - -

防治粉介殼蟲灌藥

時，加1％尿素，灌注

芯部，每株20㏄。

種植後2個月 3 - - 同上。

6月中旬 20 - 30
於畦畔植株之間掘穴

施入土中。

8月下旬 30 - 20 施於基部葉腋。

10月催花處理

後1個月
14 - 10

施於基部葉腋或噴施

葉面。

宿根作

主作果實採收後 50 - 60 施於母株葉腋。

9-10月催花處理

後10天
50 - 40 施於葉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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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旁，開溝或挖掘容易傷根，可翻開塑膠布施

在植株基部土中，以減少肥料流失，第三次追

肥時，植株成熟葉片基部已長出不定根，可將

肥料施在基部葉腋或噴施葉面。利用葉面施肥

方式，能提高肥料利用率及減少肥分流失，建

議多多使用。

結　語
鳳梨為短期且高產之果樹，利用合理施

肥之技術，適時、適期及適量對土壤進行肥培

管理，均勻穩定地提供鳳梨不同時期生長所需

之養分，不但能降低生產成本，避免過量施肥

之浪費，更可提升鳳梨品質及提高產量，對於

提高農家收益及促進鳳梨產業之永續發展均有

所裨益，因此，面臨肥料市場價格高漲及農業

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合理化施肥是必須且刻

不容緩的解決之道。

▲種植後以尿素配合防治藥劑灌注心部，可促進

新根發生及防治病蟲害

▲第一次追肥可在植株間挖穴施肥

▲適時、適地及適期進行肥培，能提升鳳梨品質

及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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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鳳梨園土壤採樣方式

一、採樣工具：土鏟或移植鏝，塑膠盆或桶，塑膠袋。

二、採樣深度：採取表土層0∼20公分。

三、採樣方法：

1. 採樣位置：勿在田埂邊緣，堆廄肥或草堆

放置所，或菇舍、農舍、畜舍附近等特殊

位置採取，全園採樣點之選取如附圖1。

2. 採取方法：採樣點選好後，除去土表作物

殘株或雜草，用土鏟或移植鏝將表土掘成

Ｖ形空穴，深約20公分，取出約1.5公分

厚，上下齊寬的土片如附圖2。

3. 混合樣本：由前述每點所採土樣，稱為小

樣本，將此等小樣本，置於塑膠盆或桶

中，充分混合均勻後稱為混合樣本，約1

公斤，裝於塑膠袋中。每個混合樣本依

農田面積大小建議採取樣本的個數如附表

一。

▲附圖1. 採取位置

▲附圖2. 採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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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標示：每一混合樣本，裝入塑膠袋後，袋上必須註明 (奇異筆書寫) 農戶姓名，住址電話號

碼，作物種類及地段地號，採樣日期及標明表土或底土。

※其他注意事項：若同一塊農地，區塊差異性大，建議應分區塊採土送驗，而不宜用混合樣本。

附表一、依農田面積大小採取小樣本的最少個數

農田面積 (分) 1 2 3 5 6 7 8 10

小樣本個數 5 8 11 15 16 17 18 20

附錄二、常用化學肥料及堆肥要素含量表

肥料名
要　素　含　量 (%)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氧化鎂 氧化鈣 氧化矽 氧化錳

硫酸銨 21 　 　 　 　 　 　

硝酸銨鈣 20以上 　 　 　 　 　 　

尿素 46 　 　 　 　 　 　

過磷酸鈣 　 18 　 　 　 　 　

硫酸鉀 　 　 50 　 　 　 　

氯化鉀 　 　 60 　 　 　 　

1號複合肥料 20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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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名
要　素　含　量 (%)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氧化鎂 氧化鈣 氧化矽 氧化錳

2號複合肥料 11 9 18 　 　 　 　

5號複合肥料 16 8 12 　 　 　 　

39號複合肥料 12 18 12 　 　 　 　

43號複合肥料 15 15 15 4 　 　 　

1號即溶
複合肥料

26 13 13 　 　 　 　

5號即溶
複合肥料

10 20 20 　 　 　 　

6號即溶
複合肥料

5 18 18 4 　 　 　

矽酸爐渣 　 　 　 6以上 35以上 30以上 　

石灰爐渣 　 　 　 6以上 45以上 15-19 5以上

一般堆肥 0.35~0.90 0.07~0.45 0.31~0.90 　 　 　 　

花生粕 6.55 1.33 1 　 　 　 　

大豆粕 7.52 1.77 2.27 　 　 　 　

米糠 1.95 4.38 1.49

資料來源：作物施肥手冊（農委會編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