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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溫、豪雨或颱風等氣候而不利作物生長，

氣候、土壤、品種、栽培管理及病蟲

為穩定作物品質，設施栽培已逐漸成為台

害防治，乃決定作物產量及品質的五大因

灣作物生產的一種模式。設施栽培與露地

素，亦為現代農業講求高收量及高品質所

栽培在肥培管理上絕對不同，農友長期不

不能忽略。土壤及其管理是農業生產的

當的施肥習慣已造成眾多的土壤問題，尤

環節，要有健康的作物就需要有健康的土

其缺乏雨水淋洗的設施土壤問題更為嚴

壤，土壤也是人類最基本的資產，因此，土

重，例如土壤酸化、鹽害、有機質不足、通

壤的保育是每一世代人的責任及義務。
作物的養分補充，化學肥料一直都是
農友的最愛，因為它具有使用方便、價格
合理且效果迅速等優點。但是在使用化肥
所帶來便利的同時，應注意到過度使用所
導致的不良影響，其中眾所皆知的就是土
壤酸化及環境水源污染問題。農友大量施
用農用化學物質造成土壤劣化與污染，影

氣排水不良、微生物活性低、營養要素不
均等，因此如何進行合理化肥培管理甚為
重要。要進行合理化肥培管理，有三個步
驟，首先要進 行土 壤 檢
驗分析工作，其次配
合田間作物生長診
斷，最終應設法提
高肥料利用效率。

響土壤微生物多樣性，使生物制衡能力降
低，病蟲害增加，而致農作物的收成減少
與品質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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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熱帶及亞熱帶下的台灣，常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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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培不當產生頂部環裂(缺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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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香瓜多數農民採行設施栽培，此
方式雖帶來許多栽培管理上優點，
惟設施內土壤由於自然雨水被阻
隔，導致部分未被作物吸收的肥料
以可溶性鹽類累積在土中，且無法
被淋洗。作物吸收肥料養分量不一
致，最易造成養分失衡，例如常見
銨肥太多，即使土壤中有足夠的鉀
離子及鈣離子，仍可能出現缺鉀肥

2

或缺鈣肥的現象，此現象稱為拮抗
2

施肥過量導致植株生育不佳

設施香瓜土壤肥培問題
一、土壤肥培管理
作物生育所需養分多達十多種來自土
壤，各種養分需求量並不一致，而其中需
求量多，應經常施肥補充的為氮磷鉀。自肥
料工業發達後，化學肥料取得容易，品質
提昇，效果佳。惟農民施用忽略作物之吸
收情形，常憑經驗盲目大量施肥，因而發生
肥料殘留引起養分過剩或缺乏現象。近年

現象，此時再施入鉀肥或鈣肥只會
使土壤鹽分累積的程度更形惡化，此一弊
端，應依作物、土壤、氣候予以考量調整施
肥解決。
長期多量施用pH較高之有機質肥料或
石灰資材，將顯著提升土壤酸鹼度，當施
用銨態氮素肥料多時，易形成氨氣揮散損
失，高濃度之氨氣也會對植株直接造成傷
害，且微量元素易缺乏，低溫時基肥應提
早施用。又目前市售之有機質肥料之品質
並不穩定，農友多量或長期施用時，也可
能因施用不當而導致土壤表面累聚多量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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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瓜接種菌根菌促進植株生長情形；
未接種(右)，接種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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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種內生菌根菌番茄幼苗生長勢；
未接菌處理(右)，接菌處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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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作物生長不佳之情形，值得加以注意。

幼苗與植株之生長，提高移植成活率，減

香瓜適當的土壤酸鹼度為pH6.0～6.6，

少肥料用量，增進作物之產量品質，達到

酸性太強時，上位葉會慢慢枯黃，生育衰

合理化施肥之目標。

弱乃至枯死。香瓜果實品質與施肥管理有

二、設施香瓜合理施肥

密切相關，尤以果實糖分於採收前1~2週呈
直線累積，此時需適度提升鉀肥比例，以
促進糖分累積，提昇果實品質，若於此時增
加氮肥施用量則果實糖度較低，且易造成
裂果情形。
香瓜為磷肥高需求量之作物，一般農
民栽植慣用大量的化學肥料，磷肥大部分
因被土壤固定結合或流失，不但栽培成本
提高，亦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若能利用內
生菌根菌及溶磷菌等生物性肥料，可促進

建立優質的棲地環境、營造最佳生長
環境為生產優質農產品必備的要素，而依
耕地狀況建立耕作模式，可降低土壤侵蝕
作用與肥料流失。建議於種植前採土壤送
改良場分析或至少已了解近半年內的土
壤酸鹼度、土壤質地、土壤有機質及土壤
排水等性質。為改善土壤性質，可選用有
機質含量高，三要素養分含量低的腐熟堆
肥，若有機質肥料成分較高時，化學肥料
施用量應降
低。定 植 前 10
日有 機 質 肥 料
與化學肥料
全面撒施後
翻 耕，使 肥 料

5

與土壤充分

6

混 合。肥 料 施
用量須依 據該
種 植田區之 基
礎 肥 份多寡而
修 改，避 免 肥
料之浪費 或不
足。於 每 公 頃
施用堆肥10公
7

12

8

噸 情 況，施 肥

5

土壤元素不均，產生拮抗缺鎂

7

示範區植株生育較佳

6

土壤偏鹼性易造成微量元素缺乏

8

對照區植株生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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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呂世能農友之土壤肥力分析結果
檢驗項目

EC
(dS/m)
(1:5)

pH(1:1)

有機質
(%)

有效性磷
(mg/kg)

有效性鉀
(mg/kg)

有效性鈣
(mg/kg)

有效性鎂
(mg/kg)

鈉
(mg/kg)

量測值

1.51

7.48

3.10

244

382

3462

528

348

建議值

< 0.6

5.5~7.5

> 3.0

15~100

30~100

570~1145

48~97

＜100

量（公斤/公頃）：氮150-180，磷酐90-120，

為佳。

氧化鉀100-150。

(二)菌根菌粉劑拌種之方法：
以每穴約2公克之菌根菌孢子土（每克

三、微生物肥料使用
自然界中存在有豐富之微生物資源，
對農作物生產而言，常利用此資源，如將
有益微生物接種在種子或施用在幼苗、土
壤上，可增加植物營養要素之供應、提高

約含100粒菌種）撒施於介質，再與介質均
勻攪拌，攪拌後之介質填入穴盤中，再進
行播種育苗。

四、設施香瓜健康肥培管理示範

土壤中養分之有效性、增進根系之生長與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配合作物健康管理

養分之吸收、保護根系及增進抗逆境能力

計畫，102年於嘉義縣水上鄉呂世能農友

等，均可稱之為「微生物肥料」應用。

設立示範田區，於施肥作業前一個月採取

目前常被應用於香瓜栽培有溶磷菌及
菌根菌，使用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結果，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管理，示範

(一)溶磷菌液

區配合菌根菌與溶磷菌使用，對照區為無

劑灌注方法：

微生物肥料處理。由分析報告（表1）顯示

每 毫 升

田土土壤導電度過高，且鈉含量偏高，進

之菌數約為

行鹽分逆境生長試驗，建議土壤水分少量

8

9

10

9
10

土壤做土壤性質分析。根據土壤檢驗分析

4×10 cfu，稀

多次灌溉，土壤微鹼性則每分地施用硫磺

釋300～500

粉30公斤，施肥量則以葉面施肥補充，生

倍，澆灌於根

長初期與幼果期，以台肥即溶43號（15-15-

系附近之土壤

15-4）500倍葉噴2次，中果期至採收前以台

至澆濕為原

肥即溶6號500倍（5-18-18-4）葉噴2次。因

則，使菌液儘

土壤含磷量高，於生育期灌注溶磷菌（Ba-

量接觸到根系

cillus polymyxa）2 次（5月14日及5月28日），

溶磷菌菌液稀釋後澆灌於根系附近之土壤

每次每株 200 ml（108 CFU/ml 以上）。許

菌根菌孢子與介質均勻攪拌

多學者指出叢枝菌根菌可提高寄主植物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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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微生物肥料對美濃瓜生育之影響
處理

感染率(%)

株高(公分)

葉數

葉綠素（SPAD）

對照區

0

148

24

44.8

示範區

72.9

159

25

46.2

表3. 微生物肥料對美濃瓜產量與品質之影響
處理

產量(kg/0.1ha)

搾汁率（％）

糖度(oBrix)

對照區

1,180

81.5

14.9

示範區

1,474

82.3

15.1

表4. 施用微生物肥料於田間防治香瓜黑點根腐病
罹病株率（%）

處理

6月13日

6月20日

6月26日

對照區

0.23

8.30

20.3

示範區

0.15

1.30

4.70

忍受性，促進生長，本試驗結果亦有類似

輕黑點根腐病的罹病株率。建立優質的棲

情形，結果顯示可促進植株生長，葉綠素

地環境、營造最佳生長環境為生產優質農

含量較高（表2）；進行產量調查，資料顯

產品必備的要素，而依耕地狀況建立耕作

示示範區產量明顯高於對照區（表3），提

模式，可降低土壤侵蝕作用與肥料流失。

昇果實品質，亦降低黑點根腐罹病率（表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配合推動健康管理工

4），每分地增加約67,000元收益。

作，加強微生物肥料之推廣使用，其成效
已於作物生產中獲得驗證。因此，如能依

結語

土壤特性調整施肥料，並適當利用廉價自

維護良好土壤環境是設施栽培的重點
工作，一般農友往往對合理化施肥操作較
不了解，造成園區多年耕作下來，累積了過
高鹽基，以致香瓜栽培上屢屢失敗，本示
範區經鹽分改良，栽植接種內生菌根菌之
瓜苗，配合溶磷菌灌注及適時葉面施肥，
明顯提高著果率，降低臍處凸臍或裂紋等
不良現象，果實外觀圓潤，色澤美觀，也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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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資源培育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對維護土
壤肥力，替代部分化學肥料，舒減化學肥
料不當使用對環境之衝擊，將有助於農業
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