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肥料
研究 室
土壤及植體分析與施肥推薦
服務

小葉菜類合理化施肥技術之
研究

本年度共分析土壤樣品6,562件，

103年度調查不同施肥處理 (1.施肥

植體樣品1,273件，介質或堆肥樣品357

推薦量 2.合理化施肥：依照土壤肥力

件、水質822件，果品分析253件，合

條件，氣候變化及植株生育表現機動進

計9,267件。土壤樣品分析項目主要為

行施肥管理調整 3.當地農民慣用量) 對

質地、pH、EC、有機質、有效性磷、

小葉菜類 (小白菜、菠菜) 栽培之生育影

鉀、鈣、鎂等要素含量，分析結
果供土壤肥力診斷並推薦施肥量
及改良問題土壤之參考。植體樣
品主要分析項目為氮、磷、鉀、
鈣、鎂及鋅、銅、鐵、錳等微量
要素。水質分析項目主要為pH、
EC、鋅、銅、鐵、錳、鎘、
鉻、鉛、鎳，介質分析項目主要
為pH、EC、有機質、磷、鉀、
鈣、鎂。本年度轄區農友土壤特
性分析如下表。
小白菜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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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轄區農友土壤特性分析 (樣品數到103.12.08日止)
項目

pH
(1：1)

有機質
(%)

有效性磷
(mg/kg)

有效性鉀
(mg/kg)

圍

件數(件)

比例(%)

4,367

84.08

高 > 0.6

827

15.92

強酸性土 5.5以下

998

19.21

微至中度酸性土 5.6-6.5

1,109

21.35

中性土 6.6-7.3

1,537

29.59

鹼性土 7.4以上

1,550

29.85

低 2.00以下

2,018

39.74

中 2.01-3.00

1,829

36.02

高 3.01以上

1,231

24.24

低 10以下

1,133

22.31

中 11-50

1,108

21.82

高 51以上

2,837

55.87

低 30以下

1,566

30.84

中 31-100

2,158

42.50

高 101以上

1,354

26.66

低至中 < 0.6

合計 (件)
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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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1:5)
(dS/m)

範

5,194

5,078

5,078

5,078

響及土壤變化。小白菜試區之土
壤調查結果顯示不論低溫或高溫
季節，農民慣行施肥處理之土壤
中有較高電導度，調查6個期作
之小白菜產量並無顯著增產，但
平均施肥量較合理施肥處理增加
24%。就氮肥因子效率表現及生
產每公斤鮮重之肥料成本，以合
理施肥處理較佳。菠菜試區結果
顯示農民慣行施肥處理高氮肥施
用量對產量較合理施肥處理增產
菠菜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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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8%，但其葉柄及株高長於合理施肥

顯著差異，其中臺南亞蔬6號以氮25.2

處理及推薦施肥處理，對採收後之包裝

公克/株處理糖度最高，達6.3 ˚Brix；

處理較不利。

玉女以氮12.6公克/株處理最高，達9.1

養液滴灌應用於設施蔬果
栽培之研究
夏季設施小番茄 (臺南亞蔬6號、

雲林地區水稻氮肥5級試驗 (N=0、
90、150、210、270公斤/公頃)，種
植5個品種，各品種稻穀產量與氮肥用

玉女) 之土耕養液滴灌試驗，玉女的糖

量迴歸方程式，相關系數R 2高達0.78-

度 (8.1-9.1 ˚Brix) 顯著高於臺南亞蔬6號

0.995，顯示方程式可有效推估產量

(5.6-6.3 ˚Brix)，但相同磷鉀肥用量下，

與氮肥的關係，並能提供農友適宜的

不同的氮肥處理，對同一品種小番茄的

水稻推薦施肥量。以臺南11號為例，

糖度、酸度、糖酸比等果品性質沒有

方程式為y=-0.0611x 2+28.117x+5931

控釋肥K150

N=0

N=90

N=150

N=210

N=270

氮肥用量對水稻生長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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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x。

(R2=0.95)，y為產量，x為施氮肥量，當
最高產量之施氮量80%為推薦量，即
施氮量為184公斤/公頃，其乾穀產量為
9,035公斤/公頃，遠高於102年年報雲
重肥不見得高產，合理化施肥確實可以
提高農友的收益。

菌根菌應用技術─臺南地區
文旦柚應用研究
本研究進行菌根文旦柚育苗，文旦
苗接種菌根菌有較佳生長勢，定植後每
月量測株高，以接種Gigaspora sp. 表
現最佳。文旦柚苗進行浸水逆境試驗，
結果顯示無論浸水與否，接種Glmous
mosseae處理有較佳生長勢，且浸水逆
境下，菌根文旦柚除鉀離子濃度外，
氮、磷、鈣與鎂濃度均較未接菌者為
高。另於3個不同地區文旦果園採取土
壤樣品，進行菌根菌孢子分離，調查結

為探討長期採行永續農耕及傳統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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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區糙米產量5,835公斤/公頃。因此

無線感測網路即時資料在農
作栽培管理與生物多樣性研
究上之應用
耕對於作物產量及生長之影響，本研究
依攝影機影像轉換植被率建立水稻生長
模型，發現植被率變化呈現遲滯期、對
數期、穩定期集及衰退期。亦發現傳統
農耕由於施肥量較多使植被率達到80%
之天數較永續農耕少；而植被率在110120天達最大值後開始下降。葉色值不
論是永續農耕或傳統農耕約於100天達
到最大值後開始下降，下降原因可能為
植株將氮轉移至榖粒及自然老化。

建構農產品安全管理資訊應
用體系－農產品安全先期評
估技術於葉菜類重金屬含量
管理在臺南地區之應用

果顯示每公克土孢子量介於1-8 spores

103年度蔬菜樣本採自東勢鄉、西

，表土菌根孢子數高於底土，且以有草

螺鎮、莿桐鄉、新港鄉、二崙鄉、六腳

生栽培最高。菌根菌種源繁殖，檢測每

鄉等主要蔬菜產區，土壤及植體 (可食

公克土中孢子數達150 spores。

用部) 各200個樣本，包括水果玉米、

WSN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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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瓜 、 紅 蘿
蔔、大頭菜、
蒜頭、青江菜、油

↑葉菜類植體採樣
分析
→設置土壤水分與
溫度監測設備

菜、白菜、空心菜、
小黃瓜、青蔥、葉用甘
藷、皇宮菜、芥藍菜、萵苣、尖葉
萵苣、蚵白菜、青花菜、高麗菜、
苦瓜等20種，並統一送農試所進
行植體及土壤分析，目前已完成的
樣本分析結果顯示，土壤部份之鎘
含量皆低於0.41毫克/公斤，鉛含
量低於6毫克/公斤，砷含量低於36毫克

肥量依合理施肥推薦與每株施有機肥15

/公斤，植體 (可食用部) 重金屬平均濃

公斤 (IV)施肥量依合理施肥推薦與每株

度 (乾基) 分別為葉菜類銅含量1.6-8.6毫

在芒果幼中果期進行水分管理，每株

鎘含量0.007-0.06毫克/公斤、鉛含量

供應100 (玉井試區) 與150公斤 (南化試

0.0002-1.91毫克/公斤、砷含量0.004-

區)。本年度兩試區產量均以合理施肥量

0.04毫克/公斤、汞含量0.0001-0.004毫

處理最高，分別較農友慣行施肥量處理

克/公斤，其餘樣本陸續分析中。

增加13.5與30%，糖度則合理施肥量與

坡地果樹地的灌溉技術提昇
的研究
本研究共四處理：(I)施肥量依農民
慣行量 (II)施肥量依合理施肥推薦 (III)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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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機肥15公斤，並以滴灌供應水分，

克/公斤、鋅含量8.5-24.2毫克/公斤、

合理施肥量加有機肥及滴灌處理最高，
增加0.2-1 ˚Brix，且合理施肥可降低果
實酸度，尤以玉井試區合理施肥量加有
機肥及滴灌處理最為明顯，糖酸比最
高。

土壤採樣，分別運送到農試所及藥毒所

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
查處

進行分析，目前樣本尚在分析中。

辦理高污染風險地區農地蔬菜低

合理化施肥示範

鎘吸收作物試驗計畫，在虎尾鎮設置試
驗田乙處，共種植小松葉、油菜、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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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持續追蹤輔導合理化施肥
示範班，配合作物健康管理、黃金廊

瓜、結球萵苣-合歡6號、葉用甘藷、甘

道、休耕地活化、樂活有機農業，辦理

藍-初秋、青蔥-南蔥、青花菜-綠寶、敏

講習會及成果觀摩會21場次，與會農民

豆、矮性豇豆、菠菜、蕹菜、格藍、皺

超過2,605人次，免費提供農民土壤速

葉白菜、不結球白菜-鳳珍、不結球白

測與植體營養診斷服務件數6,401件，

菜-三鳳二號、大頭菜、白玉米等十八

配合各種訓練講習及觀摩會配合宣導合

種蔬菜作物，陸續完成採收進行植體及

理化施肥共計65場次。並利用農業知識
入口網平臺建構合理化施肥主題館，
1

提供合理化施肥資訊 (多媒體檔案、推
廣文章等)，以豐富網頁內容，擴大成
效。配合媒體拍攝專訪各種作物合理
化施肥之宣導計20則，作物合理化施
肥相關文章發表於各期刊共計6篇。

優良國產堆肥推廣計畫
有機質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肥力、
增進地力、減少化學肥料過量使用，
並紓解禽畜廢棄物造成之環境污染問

2

哻高污染風險農地進行作物吸收重金屬風險評估
哷06.20王仕賢場長親自主持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哸06.18農友參加相當踴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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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配合政府政策，積極輔導
與鼓勵農民使用有機質肥料，本
年度計畫以獎勵補助農民施用經
過品質驗證合格之國產有機質肥

↑10.07示範社區現場說明有機堆肥製作

料品牌推薦之堆肥為主，不分長

↓10.29辦理有機土壤肥培管理講習會

短期作物，每公頃購用堆肥達四
公噸以上者，補助6,000元運費
及工資，本場轄區內執行補助面
積為5,500公頃，共638班產銷
班。

輔導有機農業經營
103年轄區通過有機驗證面
積943公頃。輔導嘉義縣阿里山
鄉瑪納有機農場有機栽培驗證面
積計89公頃、樂活原鄉幸福農業
有機大聯盟10公頃、雜糧產銷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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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水培系統－蚓糞堆肥

班有機栽培驗證面積15公頃、福智有

蚯蚓堆肥為蚯蚓攝取廢棄物後，利

機農場89公頃、太康有機集團栽培區

用腸道微生物作用所產生的產物，並能提

45公頃，合計248公頃，提供相關技

供作物所需的養分。本研究利用米糠、蔬

術諮詢、訓練講習與土壤肥力檢測並

菜、菇包、牛糞及茶渣餵養蚯蚓，三個月

作施肥推薦。與亞蔬世界蔬菜中心進

後調查蚯蚓數量及重量，並採集蚯蚓堆肥

行短期計畫合作辦理有機示範農場設

進行元素分析，藉此觀察蚯蚓及蚯蚓堆肥

立，協助該中心農場5.5公頃建立，完

的變化。結果顯示以牛糞餵食之蚯蚓有最

成該農場教育中心設立。本場辦理多

高的繁殖數量及重量。另分析蚯蚓堆肥成

場次有機專業農民訓練、研討會並積

分結果發現經不同資材堆肥化後，酸鹼值

極輔導，現有通過驗證之有機農戶有

範圍為7.15-7.72。電導度值依資材差異

556戶。

呈現不同增加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