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保護自然環境與達到生態平衡，使有限的土壤資源能夠永續

利用，世界各國農業政策無不制定肥料的合理施用量與施用方法的

基準，以減少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的使用，達到生產安全自然的農產

品為目標。臺灣近年將「永續農業」列為農業施政的重要目標，除了向農民宣導田間合

理化施肥的觀念外，也推廣與開發具良好肥效與安定性的有機質肥料。

有機質肥料屬於緩效性肥料，施於土壤中需經礦化分解過程始可釋出作物所需養

分，其分解速率除與有機質肥料本身性質有關外，尚受到土壤及氣候環境、耕作制度等

所影響。有機質肥料的即時供應能力，明顯不如化學肥料，此時有機液肥的施用將是項

不錯選擇。因此有機液肥被使用於有機農業作為養分補充，惟目前農民對有機液肥的製

作，無使用固定配方及固定菌種，導致生產品質參差不齊。本場已建立高效能有機液肥

製作技術，教導農民有機液肥如同化學肥料與有機質肥料般，因製作資材不同，故成分

有異，作物適用時期亦不同，建議針對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時期，開發純菌發酵製作有

機液肥技術，並確認液肥中有效成分含量，解決液肥品質參差不齊問題，將可大大提高

農產品品質。

一般而言，液態肥料可增進土壤肥力、協助作物吸收營養、增加作物抗病蟲害與抗

旱能力，並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量，提高產量及品質，近年來農民已廣泛使用於作物栽

培。103 年本場針對有機液肥整理相關資料，出版「有機液肥製作與應用」，第一版已

派發完畢，因需求殷切，乃修訂及新增一些內容，盼此書再版能對有興趣使用有機液肥

的民眾有所幫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代理場長
                                        謹識

中華民國1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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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壹　 前言

農業生產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方法，但長期

利用土地的結果，常導致地力的衰退。要增進

地力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要提高土壤有機質

含量，因為土壤有機質的含量是土壤地力的重

要指標，而有機廢棄物利用是增進土壤有機質

含量的重要方法，也是農業永續經營的要件。

有機液肥依製造過程的不同，可分為淋洗

液肥、萃取液肥及醱酵液肥。淋洗液肥是堆肥

資材在堆肥過程中階段性的淋洗取出液，由於

其成分不穩定，利用性較差；萃取液肥則是腐

熟的堆肥經水萃取後所得到者，如堆肥液、醱

酵工業廢液，所含養分較穩定且病原菌較少，

利用性較高；醱酵液肥是將不同有機質材料依

一定比例與水混合，進行液態醱酵一段時間後

之液體肥料。有機液肥常被有機農業農民使用

於養分補充的液體肥料，它在病害防治與土壤

肥力增進也逐漸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與從事有

機農業農民的重視。在有機農耕的作法下，堆

有機液肥
製作與應用

肥為主要的有機質肥料，各種不同堆肥材料，

如醱酵工業的廢棄物、造紙工業廢棄物等，由

於堆肥種類的不同，礦化程度也不盡相同，故

釋放養分供作物利用的時期很難掌握，往往不

能適時滿足作物養分的需求。有機液肥由於含

有大量水分與有效養分，其施用較固態堆肥更

易被作物吸收利用。

液肥不僅具有固態堆肥的功效，且迅速提

供作物營養，增加土壤生物活性，又可降低堆

肥施用量，節省操作勞力。另外，液肥含許多

有益微生物，噴施於葉面後，形成防護膜，可

避免病蟲害侵襲，而微生物釋放的二氧化碳，

可增進葉片光合作用，對作物生長有利。

　 液態有機質肥料的
　 優缺點

一、優點

1. 液態有機質肥料可供有機農業施用，以增加
作物養分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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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勻分布及肥效迅速
液態有機質肥料的稀釋液，施用後可均勻

分布在葉面及土壤中，並可直接與作物的葉及

根部接觸，有直接吸收的功效，雖其養分總量

較低，但肥效較快，故可提高作物產量及品質 
(圖 1 與表 1)。
3. 液態有機質肥料的濃度及養分比例可以依不
同有機資材之比例調整

液態有機質肥料的養分濃度及營養比例可

依不同需要作配方調整，尤其對於特殊土壤及

特殊施用期之應用 (表 2 及 3)，在濃度的稀釋
也可做不同需要量的調整，一般而言，稀釋倍

數愈大濃度愈低。

4. 液肥可利用於土壤深施
多年生作物或果樹的根系深入土層中，一

般固體肥料撒施不易深入土層，以液肥撒施

或深施灌注，可達到深層土壤肥力的改良 (圖 
2)。
5. 液肥製造過程較簡便
液肥不需經結晶、造粒、乾燥、冷卻、包

裝等過程，可降低生產成本，又因液肥為非粉

末狀，故可減少施用時所造成飛散粉末之公

害。

6. 利用機械施肥或直接施用都甚容易，並可減
少施肥經費。

表1. 固態與液態有機肥化學成分分析

有機肥
EC (1:5)
(dS/m)

pH
(1:5)

氮
（%）

磷酐
（%）

氧化鉀
（%）

自製堆肥 1.50 7.06 1.77 0.18 4.86

高氮液肥 25 4.28 0.15 0.07 0.11
註：有機液肥養分含量低，但EC高，表示肥效迅速。

有機質
氮
（%）

磷酐
（%）

氧化鉀
（%）

米糠 2.0 3.9 1.5

米糠油粕 2.5 5.8 2.0

大豆粕 7.0 1.3 2.1

油菜籽粕 4.6 2.5 1.4

花生粕 6.3 1.2 1.3

蓖麻籽粕 5.4 2.2 1.5

海草粉 1.5 0.5 4.0

有機質
氮
（%）

磷酐
（%）

氧化鉀
（%）

棕櫚灰 0.03 1.6 30

蒸製骨粉 4.0 24 0

海鳥糞 5-10

乾血粉 13 2.0 1.0

羽毛粉 13 0.3 0.1

魚粉 4.8 4.3 0.5

骨粉 0 35 0

表2. 液態有機質肥料之有機質原料所含成分含量之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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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點

1. 液肥中含有之養分總量較低，供應總
量及時限較短，需多次施用。

2. 液肥是水劑，在缺水、水源距離很
遠、使用設備受到限制的狀況下，不

易施用。

3. 大面積施用需投資較多的設備費用，
如灌施管線、噴 (滴) 灌設備或曳引施
肥機等。

4. 液態有機質肥料若施用濃度不當，易
發生肥傷之問題。

5. 液肥中含有之養分容易結合沉澱或元
素間之拮抗作用 (楊，2004)，將影響
作物吸收養分之效果。

表3. 液態有機質肥料之無機質原料主成分含量之參考值

無機質 氮 (%) 磷酐 (%) 氧化鉀 (%) 氧化鈣 (%) 氧化鎂 (%)

硝石 1-3

磷礦石 28-32

鉀石鹽 15-30

硬鹽 10-20

光鹵石 10-16

鉀瀉鹽 13-18

草木灰 20-26

石灰石 44-55 0.2-9

白雲石 31-33 18-21

泝有機洋香瓜液肥補充

沴	果樹可埋設塑膠管(桶)灌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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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肆

　 製作有機液肥資材
　 種類與成分
有機液肥如同化學肥料與有機質肥料般，

因製作資材不同，故成分有異，作物適用時期

亦不同，建議製作時要先瞭解使用資材成分與

特性 (表 2 及 3，圖 3、4、5 及 6)，並需記錄
使用資材種類、使用量及來源等。

　 有機液肥製作及
　 使用方法
液肥於有機農業之作物養分供需，是要解

決當作物瞬間亟需要某種養分時的供應。有

機液肥的研發係依照資材的

成份，經簡易的醱酵過

程製造而成，從事有

機農業的農民也可

自行製造，但因資

材種類與製造法的

不同，其功效就會不

同，涉及內容廣且複

雜，僅就常見幾種有機液

肥，如高氮質液肥、高磷質液肥

與高鉀質液肥，其資材與製造方法簡述如下 
(簡等，2006)。

沊	不同有機資材之成分有異

沝蛭石粉含豐富的鎂

沀	有機質肥料亦可當液肥原料

泞	環保酵素亦可當有機液肥，惟使用

需確認其特性與成分

4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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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液肥種類

 (一)  高氮質液肥材料 
清水 100 公升，豆粉 6 公斤 (豆粉可改用

菜子粕、花生粕等其他油粕類或過期牛奶、雞

蛋等數量調整)，米糠 6 公斤，骨粉或海鳥糞 
1 公斤，草木灰 2 公斤 (或棕櫚灰、粗製鉀鹽)，
黑糖或糖蜜 12 公斤，有益微生物 2 公升。
 (二)  高磷質液肥材料 
清水 100 公升，米糠 3 公斤，骨粉或海

鳥糞 6 公斤，草木灰 2 公斤 (或棕櫚灰、粗製

鉀鹽)，黑糖或糖蜜 12 公斤，有益微生物 2 公
升。

 (三)  高鉀質液肥材料 
清水 100 公升，米糠 6 公斤，骨粉或海鳥

糞3公斤，草木灰 6 公斤 (草木灰可改用棕櫚
灰或粗製鉀鹽)，黑糖或糖蜜 10 公斤，有益微
生物 2 公升。

二、製造方法

有機液肥的生產設備可依不同設計而異，

以具曝氣或攪拌功能之醱酵桶槽為主體，準備

泀人工攪拌　　洰攪拌機攪拌　　泍攪拌並通氣

泇簡易液肥室　沰可添加有益微生物以提昇液肥品質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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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桶一個，將清水及全部材料倒入桶中後，

每天早晚各攪拌一次或予以定時攪拌與通氣，

每次約 3∼5 分鐘 (圖 7, 8 , 9 及 10)。為求加速
生產及除臭等功能，可添加有益微生物，加入

的菌種需依有機資材之不同而調整，以利醱酵

及控制產品特有的功能 (圖11)。

三、生產步驟及時程

有機液肥的生產步驟中，添加之原料依需

求及成本，而定其種類、數量及濃度，其中濃

度需注意滲透壓 (圖12)，不宜高於微生物醱酵
之容忍度，否則微生物無法發揮分解之功能 
(圖13)，且易產生異味，若醱酵正常則有乳酸
氣味，有些微生物則會有菌絲產生 (圖14)。生
產的時間長短，依醱酵溫度、曝氣量、微生物

之數量、碳源及能源而定，一般約 10∼20 天
之間即可完成。

四、使用方法與時機

通常噴灑葉面用稀釋 100∼200 倍 (先過
濾)，灌土用稀釋 30∼50 倍。
 (一)  高氮液肥使用法 
適於各種作物生長初中期使用，以促進營

養生長或果實生長，也可於果樹採收後做禮肥

使用，噴葉用稀釋 100 倍 (先過濾)，灌土者不
必過濾，加水稀釋 30∼50 倍後，以馬達抽取
灌施。

 (二)  高磷鉀液肥使用法 
適於作物之生殖生長期，以供應作物足量

磷及鉀成分。2∼4 月間長期陰雨，日照少，
或因氮素太多而花芽分化不良之果樹或果菜

類，每隔 4∼5 日連續噴施或灌施於土壤 2 次
以上，在結果中後期灌施於土壤，以提高果實

糖度。

泹	測量液肥電導度以瞭解養分濃度

泏	濃度過高易發臭與長蛆

泩	液肥製作過程會有菌絲產生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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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三)  混合使用法 
如將高氮與高磷鉀配方之有機液肥等量混

合，則可提供氮磷鉀均衡之肥料成分；此可應

用在瓜果類開花後，兼顧持續莖葉生長與花期

生殖生長之特性。 

　 有機液肥的應用要領
有機液肥的施用要領與固態肥料類似，但

需注意下列事項：

一、注意有機資材之腐熟度

液態有機資材不能含有大量之可分解碳

源，否則施用易引起土壤之優養化，產生大量

微生物繁殖，而導致作物生長障礙之問題。

二、注意稀釋的倍數

液體原液濃度甚高時，直接施用到作物上

會引起傷害，一般都需要稀釋使用，噴施葉面

及全株的濃度一定要注意。

三、注意土壤特性

施肥的效果受到土壤的理化性質影響，土

壤中有不良限制因子時，應先排除，才能提高

肥效；例如土壤鹼性高時，施入的銨態氮肥易

揮散損失；酸性土壤固定磷肥能力甚強，施入

的磷非常容易被固定；又如粗質地的土壤，如

砂質土壤肥料的流失較大。

四、注意施肥的平衡

肥料施用應注意養分之平衡，不宜偏向過

量施用單質液態肥料，尤其含過多的氮，對有

些作物有不良的影響，注意主要營養元素成分

的含量，也要注意副成分的含量。

五、注意稀釋水特性

液肥的稀釋水也要注意，如都市廢水含有

高含量的雜質，容易使肥料的結合呈不溶性物

質，或可能形成沉澱物，影響肥效；又若使用

自來水，通常會建議先行曝氣 (曬) 以降低氯
離子對微生物所造成的影響。

六、注意施用時期

液肥常是速效性肥料，開花期不宜施用含

氮過高的液肥，在盛花期更需避免，否則易引

起落花落果。生長旺盛期需要較多的肥料，但

若濃度過高的液肥，灌注作物根部易引起肥

傷，也需特別注意。

七、注意儲存時間

有機液肥完熟後，最好儲放在陽光無法直

射且較陰涼之處，在 2∼3 個月內使用完畢為
宜。

八、注意施用部位

有機液肥是含有機酸、醣類之液態混合

物，是造成噴施部位感染病害的關鍵重點。當

產品原液以高濃度形態保存，因極端的酸鹼或

相對較高的電導度，原液不易滋長微生物，然

而一旦稀釋施用在作物上，環境中的微生物不

再受酸鹼或電導度抑制，甚至將液肥利用成為

營養源。

建議不要貿然將有機液肥噴施於作物表

面，如葉片、枝葉、莖幹，曾有農友因將有機

液肥噴於葉片而造成小型昆蟲密度增加，進而

影響植株生長 (圖 15 及 16)。土壤有機質不足
或微生物相單調者，地面施用也需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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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泑	小果番茄因噴灑有機液肥導致害蟲密度

高，粘板使用量高

炔	小果番茄因噴灑有機液肥害蟲密度高，大

量使用粘著劑

炘	有機液肥之發芽率觀察

15

16

17

　 液態有機質肥料的
　 產品品質
鑑定項目包括臭味、pH 值、EC 值、有機

質含量、養分含量、種子生物分析等，分別說

明如下 (楊，2004)：
1. 臭味：臭味是產品品質的重要指標，有臭
味表示有揮發成分之散失，如氨 (氮肥、有
機氮化合物)、硫化物 (硫化氫、有機硫化合
物)、醛類、酸類、醇類等，尤其在無通氣
環境或未接種有益微生物下，最易產生發臭

的液態有機質肥料，另若醱酵時間過長 (通
常約超過 1.5 個月)，碳源耗盡亦會產生臭味

2. pH 值：原液之 pH 值在 4.0 以上，9.0 以下
為佳。

3. EC 值：EC 值是鹽分的重要指標，EC 值愈
高則稀釋要愈多倍。

4. 有機質及有機氮含量：有機質及有機氮含量
是添加有機質氮多寡的重要指標，有機氮愈

高，則表示添加有機質之氮多，需經微生物

分解，才能被作物吸收利用。

5. 養分含量：氮 (全氮、銨態氮、硝酸態氮)、
全磷酐、全氧化鉀等養分含量愈高，則表示

營養分供應量愈多。

6. 液肥完熟程度，除可用外觀 (氣泡減少及顏
色變暗褐黑色)、氣味 (臭味降低及產生微酸
或醬油味) 判斷外，另可以種子發芽率來檢
驗 (圖17)，種子發芽率至少要高於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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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捌

　 結論

為保護自然環境與達到生態平衡，且使有

限的土壤資源能夠永續利用，世界各國農業政

策無不制定肥料的合理施用量與施用方法的基

準，以推動減少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的使用，

達到生產安全自然之農產品為目標。臺灣近年

將「永續農業」列為農業施政的重要目標，除

了向農民宣導田間合理化施肥的觀念外，也推

廣與開發具良好肥效與安定性的有機質肥料。

農委會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 已有教導農
民如何自行製造液肥，如教導農民將田間雜草

及作物殘株直接製成，或另外添加少量油粕、

米糠及黑糖等，使其醱酵後製成天然液體肥

料，另外也有研究利用果菜市場的蔬菜殘葉、

製糖後的糖蜜等副產品，及微生物水解蝦殼蛋

白質分離幾丁質後的廢液等，進行液肥製作的

方法。

液態肥料有別於傳統之化學肥料及有機質

肥料，可較迅速提供植物養分、提高作物抗病

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質及提升品質等功效，如

能搭配於傳統作物栽培管理，減少農藥及化學

肥料之使用，對於土壤之永續經營將可提供很

大的幫助，特別是從事有機栽培的農民，若選

用合格的液肥資材，適時適量使用將可提升有

機農產品之品質及增加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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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錄

肥料品目及規格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農糧字第 1021052627 號公告)
可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網頁查詢。http://www.afa.gov.tw/laws_index.

asp?CatID=228

一、液態雜項有機質肥料 (品目編號 5-14)

1. 適用範圍：利用各種有機質材料，得添加水、化學肥料或礦物，經醱酵作用，
混合調配而製成者。

2. 性狀：液態。
3. 成分：

3.1 主成分：
3.1.1 全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應在 1.0% 以上。
3.1.2 全氮、全磷酐、全氧化鉀個別含量 0.1% 以上，得登記之。
3.1.3 登記含硼者，水溶性硼應在 0.02% 以上。
3.1.4 水溶性氧化鈣 1.0% 以上；水溶性氧化鎂 1.0% 以上；水溶性錳 0.50% 

以上，得登記之。

3.1.5 有機質含量應在全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以上，並應登記之。
3.2 有害成分：砷不得超過 10.0 mg/kg，鎘不得超過 0.6 mg/kg，鉻不得超過 30 

mg/kg，銅不得超過 20 mg/kg，汞不得超過 0.2 mg/kg，鎳不得超過 10.0 mg/
kg，鉛不得超過 30 mg/kg，鋅不得超過 160 mg/kg。

4. 限制事項：
4.1 不得混入污泥或廚餘。
4.2 不得混入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之事業廢
棄物。

4.3 原液之 pH 值 4.0 以上，9.0 以下，並應標示 pH 值。
4.4 鈉不得超過 2.0%，且鈉不得超過全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
4.5 登記含硼者，應於肥料包裝標示註明『超量施用有毒害，請依肥料使用方
法及使用量施用』之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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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驗項目：
5.1 應檢驗項目：

5.1.1 全氮、全磷酐、全氧化鉀、有機質、砷、鎘、鉻、銅、汞、鎳、鉛、
鋅、pH值、鈉。

5.1.2 登記含硼者：水溶性硼。
5.2 得檢驗項目：水溶性氧化鈣、水溶性氧化鎂、水溶性錳。

二、液態有機質肥料 (品目編號5-15)

1. 適用範圍：利用各種動物、植物之有機質材料，添加水，經醱酵作用，混合調
配而製成者。

2. 性狀：液態。
3. 成分：

3.1 主成分：
3.1.1 全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應在 1.0% 以上，10.0% 以下。
3.1.2 全氮、全磷酐、全氧化鉀個別含量 0.1% 以上，得登記之。
3.1.3 有機質含量應在全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以上，並應登記之。

3.2 有害成分：砷不得超過 10.0 mg/kg，鎘不得超過 0.6 mg/kg，鉻不得超過 30 
mg/kg，銅不得超過 20 mg/kg，汞不得超過 0.2 mg/kg，鎳不得超過 10.0 mg/
kg，鉛不得超過 30 mg/kg，鋅不得超過 160 mg/kg。

4. 限制事項：
4.1 不得混入化學肥料、礦物、防腐劑、污泥、廚餘等物料或經化學處理之殘
渣。

4.2 不得混入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之事業廢棄
物。

4.3 原液之 pH 值 4.0 以上，9.0 以下，並應標示 pH 值。
4.4 鈉不得超過 2.0%，氯不得超過 3.0%，且鈉和氯合計量不得超過全氮、全磷
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

5. 應檢驗項目：全氮、全磷酐、全氧化鉀、有機質、砷、鎘、鉻、銅、汞、
鎳、鉛、鋅、pH值、鈉、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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