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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每豆莢2∼3粒種子，全年皆可種植，

對光敏感，生育日數春作203∼210天，秋

作88∼100天。

2.	植物優點：種子繁殖，栽培較扦插繁殖

的草種方便，種子每公頃用量僅需15∼30

公斤，自播性強，生長快，播種後45∼50

天即迅速覆蓋整個園區，春作播種覆蓋

期可達200天，植株鮮草量高，每公頃能

產生20∼40公噸的鮮物量，乾物量約6公

噸，總植體養份含量每公頃氮素95∼211

公斤，磷酐4.4∼14.4公斤，氧化鉀67.2∼

161公斤，根部會與根瘤菌共生，可固定

空氣中的游離氮，增加土壤含氮量減少化

學肥料的施用，管理方便無重大病蟲害，

耐紫斑病與白粉病，且對露菌病及銹病的

表現也比虎尾青皮豆佳，維護簡單方便。

3.	栽培方式：春季雨季來臨前種植覆蓋時

間最長，果園有灌溉設施者可使用撒播，

每公頃種子用量30公斤，撒播後要撒水避

免種子過乾，無灌溉設施或山坡地果園則

前言

果園行草生栽培可減少除草費用，降

低化學殺草劑對環境的危害，改良土壤物

理性質，調節土壤溫溼度變化，以及具有

水土保持的功能，可說是好處多多，而適

合果園草生栽培的草類很多，原則上只要

農民選留適合的草種，進而去除其它草種

或種植綠肥作物並加以管理者都可稱作草

生栽培，本篇將針對果園草生栽培常見的

地被植物如綠肥大豆台南7號、多年生花

生、苕子、百慕達草、百喜草等加以介紹，

希望能提供給欲栽培者作為參考。

常見地被植物介紹

綠肥大豆台南7號

1.	植物介紹：綠肥大豆台南7號(Glycine 
max L.)是大豆的一種，無限型匍匐生長，

高度約60公分，主莖可達3公尺，種皮褐

色，與休耕田常用的綠肥大豆台南4號青

綠色種皮不同，百粒重7∼9公克，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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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使用條播，每公頃種子用量15公斤，

離樹幹1公尺的距離播種，可利用小型中

耕機協助播種，行距60公分，株距約5公

分。覆土深度2∼5公分，太深幼苗出土阻

力大，影響發芽率，種植後遇連續下雨積

水或過於乾旱，易使種子爛掉或過乾導

致無法發芽，特別是初植1個星期左右最

明顯，本葉長出後則較耐環境逆境。

4.	其它注意事項：台南7號各節處不著根
也無卷鬚，不會攀爬纏繞果樹，且主莖沿

地面生長，高度有一定限度，對行走並無

太大妨礙，而竹子園或樹冠大的果樹因枝

葉茂盛且陽光不易穿透至土表，會使需光

線生長的台南7號生長不佳，因此在初植

幼苗或中小樹冠的果園較適合種植。台南

7號生育過程中無重大病蟲害，不需刻意

噴藥，但若果園周圍多休耕田，建議在園

區外圍懸掛性費洛蒙盒，可降二期作低斜

紋夜盜蟲的危害，此外，部分地區幼苗會

受到蝸牛啃咬，可用聚乙醛來防治。

多年生花生

1.	植物介紹：生長多年植株根系極為發

達，主根強健，根系間有根瘤菌共生。具

有匍匐莖及地下莖，剛種植莖會先匍匐

生長，而後直立生長，形成厚度約20公分

之緻密草皮。葉片為羽狀複葉，長橢圓

形，小葉4枚，與食用花生相似。花黃色，

長12∼17公厘，寬13∼18公厘，花梗伸長

於花冠之上，週年可開花，子房柄可伸長

20多公分於地表下5∼10公分處發育成果

莢，通常一個果莢只有一粒種子，果莢長

10∼14公厘，寬6∼8公厘，種子淺褐色，

長8∼11公厘，寬4∼6公厘，百粒重11∼20

公克。

2.	植物優點：適應性廣，耐旱性佳，雖在

旱季有落葉現象，生長緩慢，但雨季來時

可繼續生長，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常種植

於平地，文獻記載在哥倫比亞海拔1,400

公尺的咖啡園中仍可生長良好，霜期時

地上部壞死，但地下部仍維持生命力，霜

期過後重新生長，耐蔭性強，遮光率70∼

80％之環境仍生長良好，土壤的選擇性不

嚴，排水良好，含有機質3％以上的砂質

壤土最適合，根部可與根瘤菌共生，固定

空氣中的氮素，因此貧瘠的土壤同樣可以

生長，亦可在重金屬鋁及錳污染的酸性

土壤生長，但對鹽分地敏感，生長會受到

抑制甚至無法存活。

3.	栽培方式：種子產量低且具休眠性，未

經處理發芽率極低，因此以扦插匍匐莖

繁殖為主，撒播匍匐莖覆土或直接扦插

繁殖較省工，但灌溉不便的果園，直接

扦插成活率低，每週灌溉2次只有27%存

活，穴盤扦插移植苗可達88.9%，因此水

源不足的果園，以穴盤扦插移植較理想，

種植時土壤保持濕潤，缺水地區可在雨

季來臨時種植，以利草皮建立，扦插以

15∼20公分匍匐莖，行株距20×15公分，

以開溝或穴植方式種植，扦插用的匍匐莖

量多時，可以多支種植一穴，匍匐莖底部

約5公分埋於土中，扦插初期充分灌溉，

以提高扦插成活率。 

4.	其它注意事項：密植約3個月可達90％
之覆蓋率，闊葉性雜草可在植株上方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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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割草，待多年生花生草皮建立後，將

能有效抑制其他雜草生長，或使用落花

生二合一殺草劑(37%本達亞喜芬溶液及
10.9%環殺草乳劑)田間立即混合稀釋600
倍，以防除雜草，惟施用初期植株稍有黃

化，維持土壤濕潤7∼10天可恢復生長。  

苕子

1.	植物介紹：苕子(Vicia dasycarpa Tenore)
又名「野豌豆」，為溫帶一年生蔓性豆科

草本植物，台灣目前栽培種莢果具細毛，

故又稱毛莢苕子(Woolypod vetch)，主要
商品名稱為Namio，是澳洲農業機關在許
多不同的毛莢苕子品系中所選拔出的耐

旱早熟種，匍匐莖柔軟，可長達2公尺，
偶數羽狀複葉，小葉6∼8對，線狀長橢

圓形，葉軸末端具有攀爬捲鬚，花期1∼
4月，花為紫紅色總狀花序，長橢圓形果
莢，每莢子粒數2∼6粒，種子黑色或深褐
色圓形，百粒重約4∼6公克。

2.	植物優點：喜愛較冷涼的氣候，適於砂

地及酸性土壤栽培，台灣自彰化以北及

海拔1,500公尺以下之山地均能生長，於
9月雨季結束前播種，生長至次年4∼5月
時乾枯，用於果園覆蓋的時間長達8∼9個
月，鮮草量高，每公頃鮮草量高達30∼50
公噸，大於油菜的20∼35公噸，翻埋至土
壤可增加每公頃氮肥172公斤，磷酐31.2
公斤，氧化鉀103.2公斤，根部與根瘤菌共
生，可固定空氣中的游離氮，減少化學肥

料施用，又為豆科作物，無白粉病等重大

病蟲害，抗蟲害優於油菜，不影響冬季十

字花科蔬菜生產。    

3.	栽培方式：，以9月中旬播種最佳，此時
恰逢雨季結束前或旱季初期，土壤仍保

持濕潤，有益於苕子子實萌芽，且入冬的

氣溫較低，較適合苕子的生長，每公頃種

子量約30∼40公斤，撒播後隨即淺耕即

1

2

3

1 	綠肥大豆台南7號自播性強，不需年年補植
2 	多年生花生密植栽培縮短成園時間				
3 	多年生花生低矮特性，園區整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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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翻犁過深則會影響種子出土，第一次

種植的果園，為促進固氮根瘤的產生，可

取種過苕子或蠶豆、豌豆田土，將田土與

種子混合種植，有利於根瘤菌接種，比例

為一公斤的種子混合20公斤的田土，播
種後應灑水使種子能充分吸濕，有利於

種子發芽，或於播種前先行浸種36∼48
小時，可提高種子發芽率，播種後約1個
星期萌芽，初期莖蔓以放射性分支生長，

生長迅速，能夠短時間內全面覆蓋果園地

被，防止雜草滋生。

4.	其它注意事項：苕子較不耐濕，低窪地

區需注意排水，生育初期應保持濕潤以

促進生長，苕子本身也不耐踏，踏後易影

響莖蔓生長，此外，秋季種植的苕子在次

年4∼5月植體即乾枯，因此建議在春季梅
雨來臨之前栽培其它的覆蓋作物，如綠

肥大豆台南7號，可再延長覆蓋期長達200
天，如此循環搭配種植，果園地表全年皆

綠意盎然，同時達到良好的覆蓋效果。 

百慕達草

1.	植物介紹：百慕達草(Cynodon  L. C. 
Rich)英名Bermudagrass，中文俗稱狗
牙根、鐵線草，國外也有地區稱作

cochgrass ，原產於熱帶非洲，為禾本科之 
Eragrostoideae 亞科 Cynodon 屬，一般田
野看到的百慕達草多屬於普通百慕達草

(C. dactylon)，遺傳質屬於4倍體，可用種
子繁殖，專業的高爾夫球場則多使用 C. 
dactylon 與 C. transvaalensis 的種間雜交種
C. magennisii，如 TifDwarf、TifGreen328、
Tifway419等，因為3倍體，無法正常產生
種子，故多使用無性繁殖為主，多年生

禾草，品系間變異性大，株高約15∼25公
分，具匍匐莖與根狀莖，節處可長根，全

年皆可開花，異花授粉，花莖直立，種子

長橢圓形，每公克約3800粒。 

5

4 	苕子花色豔麗，增添冬季色彩
5 	百慕達草細緻度佳，適當管理可形成優良草皮
6 	坡地種植百喜草可降低表土逕流與肥料流失量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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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優點：普通百慕達草可用種子播

種，萌芽力強，且為C4型熱帶型草種，適

合熱帶及亞熱帶的氣候，高溫與高光下生

長快速，匍匐莖蔓延力強，短時間即可覆

蓋全園，降低雜草的產生，節省成園前管

理的花費，植株除在低溫下生長較差外，

對環境逆境如高溫、鹽份具高度容忍性，

且土壤適應性強，砂質土與黏質土皆可

生長良好，適宜土壤的pH為5.2∼8，植株

耐旱，年降雨量60∼250公厘以上都可存

活，耐踐踏與修剪，不易受病蟲害威脅。

3.	栽培方式： 普通百慕達草及少部份品
種可用種子繁殖，種子每分地用量5∼10

公斤，因種子細小，播種時可混合適當比

例的沙土，以幫助均勻撒播，播種後取細

土覆蓋種子表面，保持土壤濕潤，淹灌要

注意水流量，以免沖失細小種子。無性繁

殖品種可用省工栽培，將走莖、匍匐莖切

成長度約10∼15公分大小，均勻撒播或株

行距15×50公分以鋤頭開淺溝條播，再覆

蓋細土後灌溉即可，或取5∼10公分的插

穗均勻撒播於園區，再以曳引機翻埋，深

度約2吋，之後再淹水灌溉。若要短時間

快速建立草皮，此外也可直接舖植百慕

達草草皮的方式來建立草生模式，但成

本昂貴，因此大面積果園則不建議。

4.	其它注意事項：一般百慕達草不耐寒，

涼溫下生長慢，10℃以下休眠，不耐陰，

樹冠下易生長不好，肥份不夠或遮陰環

境下的草皮，越冬後因地下部碳水化合

物累積不足，隔年草皮無法復原而消失，

因此貧瘠土壤每分地可添加1∼5公斤的

氮肥，並保持土壤濕潤，避免淹水，即可

生長良好。生育過程中需刈草，可降低

高度、便於田間作業、減少蒸散量、促進

分蘗、防止老化等，原則上旱季刈草1∼2

次，雨季生長快，刈草次數可增加，但次

數不可太頻繁，若刈草後傷口癒合時間不

足，或工具太鈍造成的大傷口，易使病原

菌侵入，需加以注意。

百喜草

1.	植物介紹：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 
Fliigge )英名Bahia grass，為多年生禾

草，原產南美洲，分類上屬禾本科

(Gramineae)、黍亞科(Panicoideae)、黍族

(Paniceae )、雀稗屬(Paspalum)，異花授

粉，具高度自交不親合性，故自然環境下

後代品系繁雜，台灣自1964年先後引進28

個品系，經試驗觀察後推廣的品系主要可

分為大葉（葉寬>0.65公分）與小葉（葉

寬<0.65公分）兩種。生育溫度28∼33℃，

株高約30∼50公分，分蘗旺盛，莖節平鋪

於地面生長，每年生長長度20~35公分，

每節可生根及發芽分支，根系旺盛，根系

水平分佈達65∼80公分，淺根作物，50％

以上的根系集中在深度0∼20公分的表土

層，每年6月上旬到9月抽穗開花，種子千

粒重約3公克。

2.	植物優點：熱帶性草種，生長快，海拔

1,500公尺下皆可生長良好，對低溫忍受

度較百慕達草佳，高海拔的低溫會造成

生長減緩停滯，甚至枯萎，土壤適應性

強，貧瘠沙質地與黏土皆可生長，土壤酸

鹼值忍受度大(pH5.5∼7.9)，乾旱後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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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強，耐鹽性普通，光照40∼80％生長最
好，降至20％仍可生長，但分蘗減少且有
直立徒長的現象，根系旺盛，可增加土壤

孔隙度與有機質含量，山坡地種植百喜草

可減少雨水沖刷與土壤流失，具有水土

保持與減低肥料淋洗的效果。

3.	栽培方式：百喜草與百慕達草同屬熱帶

禾本科作物，栽培方式相近，主要為種子

播種與無性繁殖兩種，種子用量每公頃

100∼200公斤，可混合適當比例的沙土，
以幫助均勻撒播，或添加肥料等化學黏膠

噴播，可縮短播種時間與減少山坡地播種

人力。無性分株繁殖則將一年生植株分

株，剝除枯葉並剪去3分之二葉片，以行
株距30∼50×30公分插植，省工栽培可將
走莖、匍匐莖切成長度約10∼15公分，均
勻撒播或株行距15×50公分以鋤頭開淺溝
條播，再覆蓋細土後灌溉即可，或取5∼
10公分的插穗均勻撒播於園區，再以曳引
機翻埋，深度約2吋，之後再淹水灌溉。

4.	其它注意事項：百喜草種子外皮有蠟質

緊密包裹，若不經處理，發芽率低，可在

種植前以40℃的水浸泡3天，胚根稍露即

可播種，也可選用發芽率較高的A33小葉

品系，以提升播種的成效，每年刈草3∼4

次，可降低高度、便於田間作業、減少蒸

散量、促進分蘗、防止老化等，待草坪建

立後可噴撒萌前殺草劑避免闊葉草的危

害，百喜草雖耐貧瘠土壤，但適當的肥份

才會長的好，每分地可添加5∼10公斤的

氮肥，並適度給水，即可生長良好。

結論

果園草生栽培地被植物種植一般建議

在旱季的11月至翌年4月來種植，此時雨

水少雜草也就少，相對於雨季來說較易管

理，而在種植前也務必將田間雜草去除乾

淨，減少日後管理的工作，除此之外，也需

考量作物本身對氣候適應性的問題，如喜

愛冷涼氣候的苕子不宜在夏季種植，或秋

冬季播種對光敏感的綠肥大豆台南7號，會

造成植株低矮即開花的現象，大大降低覆

蓋的效果等，因此表一將本文介紹的草種

的基本栽培管理模式列出，希望可以給欲

栽培者作為管理參考。

表一、五種草生栽培草種的基本管理模式

草種 適合種植時間 覆蓋時間 建議乾枯後處理 其他注意事項

大豆台南7號
2~9月

(2~3月最佳) 200~250天
不掩埋繼續覆蓋
翌年自行播種

休耕田旁需注意
斜紋夜盜蟲危害

多年生花生 全年皆可* 全年 # 扦插苗需注意水份管理

苕子 9~10月 200~240天 掩埋後種綠肥大豆 不耐濕與踐踏

百慕達草 全年皆可* 全年 # 需定期刈割促進更新
部分品系較不耐寒

百喜草 全年皆可* 全年 # 需定期刈割促進更新
旱季避免乾燥燃燒

註：打*者若無灌溉水源，建議在雨季結束前或旱季末種植；打#者除過乾旱或低溫外，可維持全年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