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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場轄區內設施栽培農友及面積日

增，多以種植溫室花卉及瓜果類等高經濟

價值的作物為主，由於設施內複作指數高

或單一作物長期耕作，導致設施栽培面臨

的一些生產及病蟲害問題逐漸浮現。設施

內長期連作並重施化學肥料，且設施內溫

度常高於室外露天田間之溫度，甚至相差

5～10℃以上，導致蒸發量大，土壤中之

鹽基藉毛細現象而上升至土表；另因設施

的遮雨效果造成缺乏雨水對土壤中鹽基的

淋洗，均易造成土壤中鹽基於土表累積。

溫室經多年耕作後土壤鹽度過高，易發生

連作障礙，使得作物生育異常且病蟲害的

發生猖獗，因而影響溫室作物之生長及品

質。水旱輪作一直是解決連作障礙的有效

方法，但是在設施環境下一直未能尋找出

適宜的水旱輪作材料。本場經多年試驗選

育出兩個水稻新品系，為適合解決溫室連

作障礙之綠肥材料，因綠肥水稻於溫室環

境下生育初期迅速生長，因而提高植冠截

光率、減少日光直射土面而降低溫度，蒸

發量因而降低。據此，能降低土表鹽度及

減少土壤線蟲之危害，並改善溫室土壤肥

力、減少肥料的使用。

農藝特性

本場經過五年育種選拔，並經溫室高

溫耐受性檢定，選育出NKY1041053號與

NKY1041054號兩個水稻新品系，於溫室

表1、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之農藝性狀差異性

品種(系) 株高(公分) 分蘗數(支) 抽穗期(日) 葉面積指數 植冠截光率 乾物重(公斤/公頃)

期作 Ⅰ Ⅱ Ⅰ Ⅱ Ⅰ Ⅱ 插秧後70天

NKY1041053 107.0 107.0 13.7 10.1 98 72 3.38 0.93 6044.4

NKY1041054 88.7 88.0 15.3 11.5 98 74 4.18 0.97 7438.9

臺南11號 94.1 81.9 17.7 13.2 87 63 2.92 0.90 5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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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與對照品種臺南11號生長特性比較

如表1，分述如下：

1、植株形態：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之植

株較水稻台南11號為高，生長勢較為旺

盛，而兩新品系不同生育期株高間差異

不大。

2、分蘗數：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分蘗數較

臺南11號少，植株通風好，於高溫環境

下不易得病蟲害。

3、抽穗期：此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之抽穗

期比臺南11號晚，營養生長期延長，農

民不必擔心提早抽穗致糟蹋糧食而不敢

翻耕的問題。

4、葉面積指數：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插秧

後70天植株莖葉茂盛，葉面積指數皆比

臺南11號大，覆蓋田間比例高，有利於

改善溫室土壤鹽度過高問題。 

5、植冠截光率：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插秧

後70天，因葉面積指數大，致使植冠截

光率也較臺南11號為高，減少日光直射

地面之機會，故土面蒸發量小，可改善

溫室土壤鹽基累積過高問題。

6、乾物重：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插秧後70
天植株高，莖葉茂盛，乾物重比臺南11
號多10.6％和36.1％，翻耕至土壤後可

增加土壤中有機質。

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優缺點

1、耐高溫：由於夏季高溫不適溫室作物生

長，一般6、7月為溫室「農閒」時間，

作為綠肥水稻栽植時期應是最為適合。

而一般溫室在6、7月間之室內溫度比露

天高5～10℃以上，故綠肥水稻需具耐

高溫的特性。依據之前的秧苗耐高溫試

驗，在50℃高溫下本

場育成之此2個綠肥

水稻新品系仍然存活

且生長良好，所以此

2個水稻新品系作為

溫室綠肥之用為最佳

選擇 (圖1)。

2、耐鹽性佳：在高

鹽度環境下，此2個

綠肥水稻新品系仍然

存活，而且生長良好 

(圖2)，植株皆比臺南

11號高。

1  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左、右)與臺南11號(中)於高溫環境下生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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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鹽基機會增高，可改善溫室土

壤鹽度過高問題 (圖3)。

4、減少土壤鹽度：依虎

尾田間試驗為例，種植

前鹽度 (EC值) 為0.38～
0.45 (dS/m)，翻耕後2
週鹽度下降至0.19～0.24 
(dS/m)，鹽度明顯下降 
(表2)。

5、減少線蟲：以水稻輪

作之湛水方式可有效降低

土壤之線蟲含量。依虎尾

田間試驗為例，種植前檢

驗土壤線蟲量，100公克

土壤中有線蟲數58隻，翻

耕後2週線蟲數為0隻 (表
2)。

6、土壤有機質含量變

化：一般稻作生產於穀粒

收穫後之殘株均會平鋪

田間讓陽光曝曬兩三天，

而進行翻耕後需有兩週時

間方能分解完成。綠肥水

稻之鮮綠含水量高的稻株

直接翻耕於土壤，植體於

土壤中之分解時間將會延

長，因此，綠肥水稻翻耕

後兩週內植體分解未完全

致土壤有機質尚未明顯提

升 (表2)。

3、莖稈強壯且生物量大：此2個綠肥水稻

新品系葉片大且莖稈強壯，植冠截光率

大，土面蒸發量小，因此水分向下淋洗

2  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於高鹽度環境下生長狀況

3  溫室綠肥水稻新品系之植株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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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湛水時，土壤中鹽基受到淋洗，故土

壤表層鹽度就會減少，停灌使土壤乾燥兩

天得利於氧氣滲入土壤中，以保水稻根部

之活性。

4、翻耕時機：依前述水分管理方式操作反

覆5次左右，當生長至未抽穗前稻株生育最

茂盛時 (約插秧後60～70天)，即將稻株翻

耕當作綠肥之用。

推廣及展望

本 場 選 育 出 之 N K Y 1 0 4 1 0 5 3 號 與

NKY1041054號兩個綠肥水稻新品系，具

有耐高溫、耐鹽性、莖稈強壯且生物量大，

以及減少土壤線蟲危害等優點，適合做為

溫室綠肥水稻之用。目前將進行稻種繁殖

以推廣農友種植，改善溫室土壤肥力，提

升溫室農作物產量及品質，若溫室栽培農

友有興趣或需要，歡迎與本場嘉義分場聯

繫。

栽培方法及注意事項

1、栽培適期：一般溫室氣溫均較室外為

高，且綠肥水稻於抽穗前即進行耕犁，不

必擔心高溫或低溫對穀粒之影響，而本場

選育出之綠肥新品系均具耐高溫特性，因

此，全年任何時刻均可栽植。惟，一般多在

6、7月高溫不適溫室生產之期間進行綠肥

水稻的栽植。

2、栽植密度：由於溫室環境高溫多濕，易

引發病蟲害之發生，因此綠肥水稻栽植密

度不宜過高，以直播 (撒播) 方式之稻種量

每分地約6公斤，插秧方式之秧苗數為每分

地24盤，每盤播種量250公克。

3、水分管理：溫室綠肥水稻栽植的過程，

需注意土壤氧氣之供應，因高溫環境下水

稻根部氧氣消耗快速，需及時補充氧氣以

保水稻根部活力，因此，當插完秧後一兩

天待田間土壤水分稍乾後再行灌溉，以灌

溉10天停灌2天之管理模式進行之。當土壤

表2、綠肥水稻種植前、後之土壤肥力及線蟲數分析

EC(1:5)
(dS/m)
(鹽度)

pH 
(1:1)

線蟲數 
(no./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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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1

種植前 0.45 7.81 - 2.38 134.50 177.36 3780.84 383.39 

種植後(40天) 0.14 7.64 - 1.88 130.50 105.14 3706.94 302.82 

翻耕後(2週) 0.24 7.83 - 1.73 102.93 91.44 3550.03 253.05 

虎尾2

種植前 0.38 7.92 58 2.12 121.75 136.13 3776.46 365.64 

種植後(40天) 0.16 7.75 0 1.82 117.00 97.54 3722.35 297.88 

翻耕後(2週) 0.19 7.90 0 1.76 98.05 74.40 3629.28 23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