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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 L.），別名洋
芋，為茄科屬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南美洲秘

魯及玻利維亞的安地斯山區。球莖內含豐富的蛋

白質、澱粉、胺基酸、礦物質、維他命B1、B2
及菸鹼酸等。由於營養價值高，為歐美地區許多

國家主食。十七世紀由荷蘭人傳入台灣，但專業

栽培約始於民國3年，現在每年栽培面積大約為
二千到三千公頃，栽培期以秋冬裡作最普遍。

目前栽種面積約達2,609公頃（97年農業統計年
報），主要產區於雲林縣（1,297公頃）、台中
縣（687公頃）、嘉義縣（515公頃）及台南縣
（49公頃）等地區。栽培主要品種有：克尼伯、
卡地那、五峰等品種，其中以克尼伯（大葉種）

栽培面積最大，除供鮮食外亦做加工之用。

...........馬鈴薯栽培管理要點 ...........

馬鈴薯喜好冷涼氣候，植株生長最適的溫

度為21℃左右，低於0℃會受寒凍害，27℃以上
生長會受限制，高過30℃會發生高溫障礙。種

植適期為9月下旬至翌年1月，每分地種植5000
株，種薯用量視薯塊大小而定，約在90∼120公
斤之間。栽培馬鈴薯前，需選擇品種純正、大小

中等、已結束休眠而開始萌芽及不帶病毒的健康

種薯。種植前2~3週自冷藏庫取出種薯，置於陰
涼處，利用間接光線照光育芽。整地種植時，

一般採用120公分的雙行畦（畦面約90公分），
畦上行距45公分，株距30~32公分，作畦採南北
走向，以利通風。種薯切塊，每ㄧ薯片大小約

12~15公克。每小塊留1~3芽眼。切塊後經1∼2
天，行田間種植，種後覆土約7∼10公分。栽種
後3~4天行畦溝灌溉。灌水後2天內可全面噴施殺
草劑（「草脫淨」水懸粉劑）（此藥劑只登記於

甘蔗及鳳梨園），以控制雜草發生。待幼芽伸出

土面約10公分後，每株留莖2~3莖，摘枝可配合
培土進行。植株高 15~25公分時，可進行第一次
培土，之後每隔15~20天再行培土一次，培土厚
度以6公分為準。
馬鈴薯喜土層深厚，質地鬆軟，富有機質，

馬鈴薯合理化施肥技術
文圖／王瑞章、江汶錦、孫文章、陳昇寬、吳雅芳、鄭安秀

審稿／中興大學 陳仁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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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及通風良好的砂質壤土，過

於粘重的土壤，不利薯球膨大，

易造成薯形不整及表皮不光滑。

馬鈴薯耐酸能力強，ㄧ般以pH5.5~6.5適於塊莖
成長。馬鈴薯是喜光作物，生長期間日照長，光

強度大，有利光合作用，若長期光度不足，莖葉

易徒長，延遲塊莖形成及降低產量。馬鈴薯為淺

根性作物，需常灌溉，生育後期及結薯初期保持

土壤含水量在60~80％為宜，太濕或積水薯球容
易腐爛，採收前7~10天需停止灌水。
基肥於整地前撒布，追肥則於種植後4週，

施肥於株間或行間，再行培土。馬鈴薯地上部枯

乾時為收穫適期。採收後薯球存放環境的溫度與

溼度非常重要，一般以15~20℃，85％以上的相

對溼度，使薯皮充分療傷1~2週。冷藏標準溫度
2~5℃，相對濕度85~90％，加工業冷藏溫度宜
升高為7~10℃。

....馬鈴薯一般合理施肥推薦 ....

合理肥培管理技術需先：1. 執行土壤檢驗工
作，2. 再依報告進行土壤改良以提高肥效，3. 再
依一般推薦施肥量施肥，馬鈴薯合理肥培管理技

術不但可以提升產量及品質，同時可維護土壤地

力，並可避免土壤生產力的衰退及對環境所造成

的衝擊。

馬鈴薯一般分為兩個施肥時期：1. 種植前的
基肥，於整地時將基肥撒施於土壤，使於翻耕整

地時均勻混入土中，再直接以曳引機同時完成作

畦作業。2. 種植後之追肥。一般於種植後4週，
施肥於株間或行間，配合中耕培土作業。

肥料推薦用量（公斤 /公頃）為氮1 5 0∼
225、磷酐150∼200、氧化鉀240∼360。依照推
薦用量、施肥分配率（表一）及要素含量比（附

錄二）可換算所使用的肥料量（表二、表三）。

肥料用量計算公式如下：肥料用量（公斤/
公頃）＝要素推薦用量（公斤/公頃）×施肥分
配率÷所使用的要素含量。

表一、每分地三要素、堆肥推薦量及分配率

肥料別 總用量 基肥 追肥

堆肥 0∼15公噸 100% 0%

氮 15∼22.5公斤
60%

（9∼13.5）公斤
40%

（6∼9）公斤

磷酐 15∼20公斤 100% 0%

氧化鉀 24∼36公斤
55%

（13.2∼19.8）公斤
45%

（10.8∼16.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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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1. 若種植前，土壤檢測結果肥力過高，應酌減該
項肥料用量，減肥量須參考土壤檢驗報告，並

由專家判斷推薦。

2. 若有鹽害（EC（1:5）> 0.6 dS/m）之問題土
壤，可施用低鹽分有機質肥料以代替化肥，鹽

害問題嚴重的土壤可利用洗鹽、客土等方式擇

一或 合改良，使 EC < 0.6 dS/m。
3. 土壤酸鹼度（pH）分析數值低於5.5者（強酸
性土壤），參考土壤中有機質含量、氧化鈣及

氧化鎂含量，比對酸性土壤石灰需要量來推薦

施用一般石灰資材或酸土改良劑，以改善土壤

酸化問題，因馬鈴薯在鹼性土壤易得瘡痂病，

需注意勿調整過量。

馬鈴薯合理化施肥示範區
.....................田間管理措施 .....................

馬鈴薯栽培過程中土壤及施肥管理對產量及

品質穩定影響極大，進行田間合理化施肥管理

前，須先對栽培土壤檢測分析，以瞭解土壤中各

養分是否足夠，有無需要調整？

以實際案例來說明：陳農友送檢之土壤資料

（表四）顯示：

1. 土壤中之電導度EC（1:5）為 0.06（dS/m），
肥力甚低，故示範區參考推薦量增施肥料量。

2. 酸鹼值pH（1:1）為5.66∼6.19，偏酸性但因馬
鈴薯耐酸能力強，且酸性土壤也較不易發生瘡

痂病，故不調整土壤酸鹼度。

3. 土壤有機質O.M.為1.75∼1.51（%），稍嫌不
足，最好能有3%，但因土質為砂質壤土，非
常疏鬆，故亦不強制補充有機質。

4. 磷鉀肥含量夠，但因馬鈴薯栽培需要大量鉀肥
有助薯球肥大，故仍須補充鉀肥。

5. 鈣鎂含量較低是與土壤呈現酸性有關，但就作
物養分平衡觀點，鈣鎂比與鎂鉀比須有一定比

率，故若能補充鎂肥將有更佳效果，故示範區

增施部份鎂肥。

茲將本次田間試驗施肥量處理（如表五），

區分為1.（農）農民慣用量、2. 依土壤調查資料
作較佳的（示）合理化示範區、3. 普遍土壤的
（一）一般推薦區共3區。

表二、換算單質肥料用量

肥料別
基肥

（公斤/分）
追肥

（公斤/分）

尿素 19.6∼29.3 13∼19.6

過磷酸鈣 83.3∼111.1 0

氯化鉀 22∼53 18∼27

表三、換算複合肥料用量

肥料別
基肥

（公斤/分）
追肥

（公斤/分）

39號
（12-18-12）

2∼2.5包
（9.6-14.4-9.6）

0

4號
（11-5.5-22）

0
1.5∼2包

（8.8-4.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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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示範區馬鈴薯種植前土壤肥力理化性變化分析資料

EC (1:5) pH O.M. 有效性磷 有效性鉀 有效性Ca 有效性Mg

(dS/m) (1:1) (%) --------------------mg/kg------------------

表土 0.06 5.66 1.75 230 124 822 75

底土 0.06 6.19 1.51 215 141 804 72

馬鈴薯合理化施肥
............................示範成果 ...........................

馬鈴薯栽培採用試驗改良場所推薦之合理化

施肥，可以保證（一）產量品質穩定﹔（二） 
節省肥料用量﹔（三）提高收益及（四）降低病

蟲害發生，節省農藥使用及次數。以台南區農

業改良場98年於嘉義縣六腳鄉陳淑惠農友田區
馬鈴薯合理化施肥示範為例（圖一，圖二），

農民慣用施肥區施肥量為N：P2O5：K2O=336：
504：336公斤/公頃，一般推薦施肥區施肥為N：
P2O5：K2O=187.5：175：300公斤/公頃，合理化
施肥推薦區施肥為N：P2O5：K2O=220：152：
392公斤/公頃。試驗結果（表六）如下：

一、產量

六腳合理化施肥產量為40,940公斤/公頃，
較農民慣行施肥法33,040公斤/公頃，產量增加
7,900公斤（23.9%），較一般推薦施肥法34,590
公斤/公頃，產量增加6,350公斤（18.4%）。
（圖三）

二、售價

馬鈴薯合理化施肥示範區，薯球較其餘2處
理區大，但未明確分級包裝，取其平均售價8.3
元/公斤估算，合理化施肥區339,802元/公頃，較
農民慣行施肥274,232元/公頃增加65,570元/公頃
（23.9%），較一般推薦施肥287,097元/公頃，
增加52,705元/公頃（18.4%），田間樣品如圖。

表五、慣行區、示範區、一般區處理之馬鈴薯每分地施肥量

試驗區 基肥 追肥

1. 農民慣行區（農）
（33.6-50.4-33.6）
換算金額$2772元

39號（12-18-12）
每分地160公斤

39號（12-18-12）
每分地120公斤

2. 合理化示範區（示）
（22-15.2-39.2-Mg）
換算金額$1714元（不含鎂肥）

2號（11-9-18）
每分地120公斤
硫酸鎂，80公斤

4號（11-5.5-22）
每分地80公斤
硫酸鎂，40公斤

3. 一般推薦區（一）
（18.75-17.5-30）
換算金額$1506元

39號（12-18-12）
每分地80公斤

4號（11-5.5-22）
每分地8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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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馬鈴薯合理化施肥田間成果觀摩會

▲圖一、馬鈴薯合理化施肥示範田

▲

圖三、合理化施肥區（圖右）較一般推薦區

（圖中）及農民慣行區（圖左）塊莖產量高

三、肥料施用成本

肥料價格以氮素25元/公斤、磷酐25元/公
斤、氧化鉀20元/公斤計算，合理化施肥區17140
元/公頃，較農民慣行施肥27720元/公頃，節省
10580元/公頃（38%）。較一般推薦施肥15060
元/公頃，增加2080元/公頃（13.8%）。

四、增加收益

經由表六計算，合理化施肥較慣行法每公頃

增加收益76,250元。較一般推薦法每公頃增加收
益50,575元。

五、病蟲害防治成本

因為同一塊田區，農友習慣一起噴藥，所以

三者之間沒有差異，但由田間實際觀察，農民慣

行區植株生育後期罹患晚疫病嚴重（圖四），推

測合理化施肥區應可減少病蟲害防治成本。

綜合上述結果，依土壤檢驗報告，由專家進

行客製化的馬鈴薯合理化施肥推薦量，將有最大

施肥投資報酬率（以產值÷施肥成本計算），合

理化施肥報酬率為19.5，一般推薦施肥報酬率為
18.8，農民慣行施肥報酬率為9.8，故建議農友仍
需將每塊田區分別採樣檢驗，並依檢驗結果進行

土壤肥培管理。

▲圖四、農民慣行區（圖左）較一般推薦區（圖

中）及合理化施肥區（圖右）植株矮小且生育

後期罹患晚疫病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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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98年六腳鄉合理化施肥示範點

肥料施用
產量

(公斤/公頃)
售價

(元/公頃)
肥料施用成本

(元/公頃)
病蟲害防治成本

(元/公頃)

合理化示範區

N：P2O5：K2O
=220：152：392公斤/ 公頃 

40,940
40,940公
斤×8.3元
=339,802元

肥料︰17,140
人工︰250
合計︰17,390

農藥︰10,000
人工︰9,000
合計︰19,000

一般推薦區

N：P2O5：K2O
=187.5：175：300公斤/ 公頃

34,590
34,590公
斤×8.3元
=287,097元

肥料︰15,060
人工︰200
合計︰15,260

農藥︰10,000
人工︰9,000
合計︰19,000

慣行法

N：P2O5：K2O
=336：504：336公斤/ 公頃

33,040
33,040公
斤×8.3元
=274,232元

肥料︰27,720
人工︰350
合計︰28,070

農藥︰10,000
人工︰9,000
合計︰19,000

合理化示範區與慣行法比較 +7,900 +65,570 -10,680 0

合理化示範區與一般推薦區比較 +6,350 +52,705 +2,130 0

合理化施肥較慣行法每公頃增加收益76,250元

合理化施肥較一般推薦法每公頃增加收益50,575元

1. 合理化施肥及慣行法施肥馬鈴薯價格以每公斤8.3元計算。
2. 合理化施肥每公頃用量：2號1,200公斤（基肥）4號800公斤（追肥）（不含鎂肥）
3. 一般推薦施肥每公頃用量：39號800公斤（基肥）4號800公斤（追肥）
4. 慣行法施肥每公頃用量：39號1,600公斤（基肥）39號1200公斤（追肥）
5. 施肥工錢：50元 / 包 次；噴藥工錢150元 / 分地次
6. 肥料價格：氮素25元 / 公斤、磷酐25元 / 公斤、氧化鉀20元/公斤

栽培期主要病蟲害
............................防治技術 ...........................

馬鈴薯合理化施肥可降低病蟲害發生及減

少防治成本，但是由於台灣地區高溫多濕，病

蟲害極易因環境適宜繁衍而影響馬鈴薯生長，

以下將針對馬鈴薯主要常發生的病蟲害加以介

紹，以供農友能對主要病蟲害之發生生態與防

治措施有進一步的了解。

一、晚疫病（圖五）

病徵及發生生態：

好發於低溫高濕的氣候環境，被感染的馬

鈴薯葉片背面初現綠褐色水浸狀圓形斑點，環

境合適時，病斑迅速擴大褐化，病斑邊緣產生

白色黴狀物，為病原菌之游走子囊，高濕環境

下釋放游走子，藉雨水或氣流傳播，嚴重時全

株枯死。病原菌亦會危害地下塊莖，罹病薯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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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出現褐色斑，內部組織褐變，不軟化，但罹

病薯塊易被軟腐細菌二次感染而迅速軟化。

防治方法：

1. 慎選健康種薯。
2. 早晚溫差大及清晨有露水或伴隨雨霧的寒流，
會促使病害在田間發生且快速蔓延。為掌握病

害防治適期，應密切注意氣象預報，在冬春

之際有連續陰雨的氣候出現之前，提前噴施

亞磷酸混合氫氧化鉀1000倍稀釋液，每星期一
次，連續2-3次，可誘導植株對晚疫病菌的抵
抗性。

3. 藥劑防治有23％亞托敏水懸劑1000倍、50％達
滅芬可濕性粉劑4000倍、52%凡殺克絕水分散
性粒劑2500倍、75％四氯異苯睛可濕性粉劑 
600倍、70%甲基鋅乃浦可濕性粉劑500倍、
83％氫氧化銅可濕性粉劑400倍；因晚疫病病
原菌新菌系對滅達樂具抗藥性，建議防治時

避免使用該系列藥劑。為避免誘發病原

菌的抗藥性，應選擇二至三種不同類型

藥劑輪流使用，並注意安全採收期。

二、青枯病（圖六、七）

病徵及發生生態：

近年來田間發生的馬鈴薯青枯病已証實由

兩種不同菌系所引發，一為高溫下致病的番茄菌

系另一為低溫時才侵染馬鈴薯的馬鈴薯菌系。本

病原菌為土棲性細菌，病原細菌由植株根部傷口

侵染後，進入維管束，造成維管束褐變，引起地

上部植株失水萎凋如青枯狀。褐變的莖部維管束

用手擠壓有白色黏狀物溢出，若將放入清水中，

可觀察到白色煙雲狀物由切口散出，為本病害簡

易診斷法之一。病原細菌藉根對根或灌溉水傳

播，亦可經由維管束進入塊莖，罹病種薯為下期

作的首次感染源。

防治方法：

1. 慎選健康種薯。
2. 注意田間衛生，及早拔除病株，並帶離田區。
3. 因番茄菌系的青枯病菌亦可危害其他茄科作
物，避免與茄科作物連作。

▲圖五、馬鈴薯晚疫病病徵

▲圖六、由馬鈴薯菌

系引起之馬鈴薯青

枯病病徵

▲圖七、由馬鈴薯菌

系引起之馬鈴薯青

枯病薯塊褐化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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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性費洛蒙誘殺雄蛾，減少與雌蛾交尾機
會，降低雌蛾產卵。

3. 種植前可全園灌水1∼2天，以殺死土壤中之幼
蟲及蛹。

4. 藥劑防治：參考使用蘇力菌32000IU/mg水分
散性粒劑2000倍、10.3%蘇力菌水分散性粒劑
4000倍、10%美文松溶液350倍、20%芬化利
乳劑2000倍等，注意安全採收期。

五、二點葉蟎

生態及危害狀：

二點葉蟎俗稱青蜘蛛，成蟎及若蟎聚集於葉

片為害，受害葉片初期產生小的黃色斑點，繼之

呈紅褐色，並相合而擴展至整個葉片，導致葉片

枯萎而落葉。本蟎一般於乾燥、溫暖之氣候環境

下發生較嚴重。

防治方法：

可參考使用2%阿巴汀乳劑2000倍，同時可
防治番茄斑潛蠅（畫圖蟲），注意安全採收期。

六、桃蚜

生態及危害狀：

蚜蟲從生長初期到後期皆可發生危害。成蟲

及若蟲均群集於嫩葉背面或嫩梢吸食植物養液，

並分泌蜜露誘發煤煙病。發生嚴重時，常導致植

株發育不良，生長停頓。生長初期到中期馬鈴薯

塊莖尚未肥大時，要注意防治蚜蟲以防止其傳播

病毒病。

防治方法：

可參考使用30%馬拉松乳劑600倍或24%納
乃得溶液1000倍，注意安全採收期。

三、瘡痂病（圖八）

病徵及發生生態：

俗稱貓面，只危害薯塊，病原菌為放線菌，

殘存土中，由皮目侵入，亦可經傷口為害。塊莖

形成後，於塊莖表面形成邊緣稍凸出，中央部稍

凹陷之圓形或近圓形直徑數公厘之淡褐至灰褐色

斑，凹陷部呈網狀龜裂粗皮狀，影響馬鈴薯品質

甚鉅，罹病種薯為下期作的首次感染源。

防治方法：

1. 選用健康種薯。

四、夜盜蟲

生態及危害狀：

俗稱青蟲或黑蟲，雌成蛾將卵成堆產在葉片

上，甫孵化之幼蟲聚集取食葉片，造成葉片受

損，幼蟲成長後逐漸分散危害，且食量增大，常

將葉片食盡，僅剩枝幹。烈日下會藏匿於葉背或

土粒間隙等隱蔽處，傍晚或清晨時分才出現危

害。以10∼12月為發生盛期。
防治方法：

1. 清除殘株及雜草以減少幼蟲及成蟲之隱蔽場
所。

▲圖八、馬鈴薯瘡痂病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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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樣工具：

土鏟或移植鏝，塑膠盆或桶（兩個容器），

塑膠袋（標明表土及底土）。

二、採樣深度：

採取表土層0-20公分，底土層20-40公分。
三、採樣方法：

1. 採樣位置：勿在田梗邊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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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樣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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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土壤採樣方式 ............................

肥料名
要素含量(%)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硫酸銨 21
硝酸銨鈣 20以上
尿素 46
過磷酸鈣 18
硫酸鉀 50

............................附錄二、常用化學肥料要素含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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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料名
要素含量(%)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氯化鉀 60
1號複合肥料 20 5 10
39號複合肥料 12 18 12
2號複合肥料 11 9 18
4號複合肥料 11 5.5 22

穴，深約40公分，取出約1.5公分厚，上下齊
寬的土片如附圖2，表底土分別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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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塑膠盆或桶中，充分

混合均勻後稱為混合樣本，表、底土各取約1
公斤，裝于塑膠袋中。每個混合樣本依農田面

積大小建議採取樣本個數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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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日期及標明表土或底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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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採樣前先確定土壤土層的

深度、土壤剖面質地的變化、硬盤層

的存在及位置、和是否有排水不良的

灰斑層等。上述若有特殊情況，應告

知改良場所專業人員以利分析數據的

判讀，並提供有效的改良方法。
▲附圖2、採樣深度▲附圖1、全園採樣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