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壤 肥 料 

▲摘要 

土壤肥料研究室本年度主要工作為土壤及葉片營養診斷服務、合理化施肥

及微生物肥料示範宣導、作物肥培管理技術改進之研究、控制型肥料之研發、農

業廢棄物再利用及其他有機資材之應用研究、問題土壤之改良及加強農業公害防

治之研究、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等。土壤及葉片營養診斷與施肥推荐服務，

全年共分析4,898件，其中土壤樣品2,892件，植體樣品954件，介質或堆肥樣品334
件、水質536件及果品分析182件；由土壤速測配合植體分析之結果，推荐經濟施
肥量和合理之施肥方式，以減少資材之投入、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產量品質。此

外辦理轄區合理化施肥講習會20場、有機栽培講習會1場、研討會2場、示範觀摩
會2場。推廣轄區內微生物肥料，包括毛豆、紅豆及落花生根瘤菌接種示範2,000
公頃，瓜果類作物內生根菌或溶磷菌之推廣和接種技術指導面積300公頃，以減
少化學肥料施用，保育農業環境。於技術研發方面，強酸性甜柿園肥培管理改進

試驗，試驗結果顯示，甜柿產量調查以施石灰資材並輔以微量元素之處理最高，

且達顯著水準。雲嘉南地區設施瓜果肥培管理之研究，本年度進行不同氮素養液

濃度對洋香瓜品質之影響試驗，試驗結果顯示，在果重、果徑、搾汁率及糖度等

果品表現下，氮肥施用量以240ppm最佳。叢枝菌根菌對番茄在環境逆境下生育
影響評估，實驗結果顯示，農友301、種苗七號與台中亞蔬十號3番茄品種於鹽分
逆境下接種菌根，根部電解質均有增加趨勢，產量方面三品種均以接菌處理較

佳，且果實有較高糖度，其中又以種苗七號接種Glomus mosseae 和Glomus 
etunicatum 二種混合最佳。高經濟作物用之控制型肥料研發，本年度已初步開發
3種新型控制肥料。增進綠肥休耕田土壤腐植質之研究，實驗結果顯示，綠肥休
耕田加入製紙漿廢液之前，將製紙漿廢液先經不同濃度雙氧水氧化處理，對土壤

腐植質並沒有增加效果。集水區農業操作之污染減量管理技術研究顯示，於集水

區進行楊桃及芒果果園不同減量施肥管理，發現合理化施肥且氮肥以環保控制型

肥料取代之處理，不但可有效降低集水區逕流水對水庫之污染，且與對照組相

比，可以增加產量與果品品質。綜合言之，推動農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改進，應

用土壤分析推荐施肥，可較慣行法節省15∼20％施肥量。提供集水區肥培減量技
術，可以降低對環境之衝擊。進行壓實土壤改良，豆類根瘤菌接種，內生菌根菌、

溶磷菌及有機質肥料施用推廣，綠肥作物推廣，設施作物肥培管理技術改進，以

改善作物根部生育環境和提高作物品質為目標，並教育農友正確管理土壤，以維

護土壤永續生產力。 

▲土壤及植體分析與施肥推薦服務 

本年度共分析土壤樣品2,892件，植體樣品954件，介質或堆肥樣品334件、



水質536件及果品分析182件，合計4,898件。土壤樣品分析項目主要為質地、pH、
電導度、有機質、有效性磷、鉀、鈣、鎂等要素含量，如有必要時再分析水分、

銨態氮和硝態氮、鋅、銅、鐵、錳、鎘、鉻、鉛、鎳等微量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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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可配合土壤分析提供作

物營養狀況及肥料吸收利用之判斷，以作為作物肥培管理改進之參考和建立各種

主要經濟作物營養診斷之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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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必要時再分析鋅、銅、鐵、錳等微量元素。本年度土壤分析結果如表一。 
 
表一、.95年度土壤分析結果 
項 目 範     圍 件數(件) 比例(%) 合計 (件) 

低至中（< 0.6） 1511 89.0 EC (1:5) 
(dS/m) 高（> 0.6） 187 11.0 

1698 

強酸性土（5.5以下） 661 22.9 
微至中度酸性土（5.6∼6.5） 552 19.1 
中性土（6.6∼7.3） 735 25.4 

pH 

鹼性土（7.4以上） 944 32.6 

2892 

低（2.00以下） 1843 64.9 
中（2.01∼3.00） 657 23.1 有機質(%) 
高（3.01以上） 340 12.0 

2839 

低（10以下） 311 11.0 
中（11∼50） 483 17.0 有效性磷 

(mg/kg) 
高（51以上） 2045 72.0 

2839 

低（30以下） 328 11.5 
中（31∼100） 1235 43.5 

有效性鉀 

(mg/kg) 高（101以上） 1276 45.0 
2839 

 

▲強酸性甜柿園肥培管理改進試驗 
本試驗擬以石灰資材針對番路隙頂地區甜柿果園強酸性土壤營養改良，並輔

以硼、鋅、錳微量元素葉面施肥，改善甜柿果實營養生理障礙所造成之果頂軟果、

蒂部裂果及著色不良等問題，以提高該地區之甜柿品質，強化商品競爭力，增進

果農收益。本試驗分為三處理： 1.農民慣施區 (對照區 )：化肥慣用量
N-P2O5-K2O=150-160-490公克/年/株。2.施用石灰資材每株 10公斤：化肥推薦量
N-P2O5-K2O=70-210-210公克/年/株。3.施用石灰資材每株 10公斤+綜合微量元素
每株 30公克(分三次，稀釋後葉面噴施)：化肥推薦量 N-P2O5-K2O=70-210-210公
克/年/株。經三年試驗結果顯示，有施石灰資材之處理，土壤之表土或底土之 pH
值平均約提高 0.4∼1.1個單位，另鈣及鎂含量亦有明顯增加；由葉片分析發現，
處理 2及處理 3之 Ca含量增加，並達顯著水準，唯與日本、紐西蘭及澳洲甜柿
葉片 Ca標準含量（1.0∼3.1％）尚有差距，有待繼續探討。產量調查結果，以第
3 處理最高每株 66.2 公斤達顯著水準，其次為第 2 處理每株 48.2 公斤。果品分



析結果，果實糖度以第 3處理為最佳 16.6。Brix，較對照區（第一處理）增加 1.6。

Brix，並達顯著水準，其次為第二處理 15.4 。Brix，餘單果重、果長、果實、果
寬及榨汁率各處理間差異不顯著。 
 

▲叢枝菌根菌對番茄在環境逆境下生育影響評估 
本年度試驗瞭解接種菌根菌對不同番茄品種感染及苗期生育健化情形並進

一步瞭解接種菌根菌對番茄在環境逆境與簡易網室生育之影響，發現農友 301、
種苗七號與台中亞蔬十號三番茄品種幼苗生長勢均以接種 Glomus mosseae 最
佳，地上部分別較未接菌增加 35.9％、78.9％與 350％；地下部乾重則分別較未
接菌增加 12.1％、44.7％與 419％。鹽分處理導致土壤導電度（EC值）與鈉離子
含量明顯增加，另調查鹽分處理對叢枝菌根菌番茄根部電解質之影響，三品種於

無鹽分逆境下，根部電解質除農友 301接菌與種苗七號接種 Glomus mosseae降
低外，其餘則增加，而三品種於鹽分逆境下接種菌根菌根部電解質均有增加趨

勢，惟其電解質滲漏率亦較高。番茄果實產量與品質之影響，三品種產量接菌處

理均較未接菌者佳，顯示接種菌根菌有增產效果，果實品質方面接菌處理仍有較

高糖度，又以種苗七號接種 Glomus mosseae 和 Glomus etunicatum 二種混合最
佳。 

▲雲嘉南地區設施瓜果類肥培管理之研究 
95年度進行不同氮素施用量對洋香瓜果實品質之影響試驗。春作於 4月 13

日定植，秋作於 9月 7日定植，品種為農友淑芬品種。春作苗期及營養生長期養
液供液量每分地 1200－1800 L/day，開花結果期至採收期 2500－4000 L/day，秋
作苗期及營養生長期養液供液量每分地 1500－2000 L/day，開花結果期至採收期
3000－4000 L/day。氮素施用濃度分別為 120，240，360 ppm三處理。定植五週
進行葉片分析、及介質化學性質調查，採收期進行果實品質分析。春作及秋作葉

片分析結果顯示 360ppm氮肥處理葉片中氮含量較 120及 240ppm處理高，但其
它養分要素有相對較低之現象。介質之 pH值及 EC值不論春作或秋作，三種處
理間變化不大。果品分析結果顯示 360ppm氮素施用量處理在春作之表現，不論
果重、果徑及搾汁率均較 120及 240ppm處理高，但糖度表現則較 120及 240ppm
處理低。而綜合三種處理在果重、果徑及搾汁率及糖度等果品表現下，氮肥施用

量應以 240ppm最佳。秋作成熟期因病害發生嚴重，缺株甚多，故無果品調查。 

▲高經濟作物用之控制型肥料研發 
生產成本偏高為台灣農業最大的問題，其中尤以人力成本佔最大宗，而藉由

施用緩釋性肥料，可以達到提高肥料效率、降低人工及肥料成本的目的。高品質

的進口緩釋型肥料，通常應用在設施、家庭、庭園等經濟性作物，為更進一步節

省其生產成本，本研究即擬發展本土之緩釋性肥料。此外，為減輕環保問題，亦

將國內農業棄物用作為研製緩釋型肥料的資材。由於緩釋性肥料的配方一般為肥

料製造業者的商業機密，且裹在肥料原料外圍的包裹層性質及厚度，均會影響所

製成之緩釋型肥料的理化性質。因此本計畫首先尋找包裹層材質及黏結劑，並研

製幾種包裹層厚度及基質所調製出的緩釋性肥料，且初步探討其化學性質，並擬

以所生產之控制型肥料，進行木瓜及設施番茄栽培肥培試驗。 



▲甜玉米及根莖類蔬菜有機生產技術之研究 

甜玉米及根莖類有機栽培雜草之防除有賴中耕及人工，植前敷蓋塑膠布可減

少雜草之發生。施肥量宜高氮粕類有機肥料及一般堆肥並用，除可提供作物生產

之營養需求，並兼顧地力之維護。病蟲害之管理以浸水、設施及生物防治方式為

之。一般組成分及機能性成分僅一年之資料，有待第二年之試驗結果佐證之。 

▲增進綠肥休耕田土壤腐植質之研究 
為探討綠肥掩埋後，配合富含胺基酸或木素廢液的施用，以促進土壤腐植化

作用，使土壤腐植質增加。因此在25℃浸水孵育條件下，將紅壤先進行添加綠肥
處理，再進行不加廢液、加入經不同濃度雙氧水氧化處理（0, 6, 9, 12 mmoles 
H2O2/g 乾物）之製紙漿廢液、加入製味素廢液及經不同濃度雙氧水氧化處理（0, 
6, 9, 12 mmoles H2O2/g 乾物）之製紙漿廢液。另以未加綠肥及廢液之紅壤為對照
組，每處理 3重複。加入廢液後，使再孵育 90天後，採樣測定土壤鹼性可溶有
機質的濃度。實驗結果顯示，製紙漿廢液是否經氧化處理，對土壤腐植質並沒有

增加效果。此外，探討太陽麻綠肥掩埋土壤後，加入製味素廢液或製紙漿廢液處

理，對後續種植作物的影響，目前已種植兩次蕹菜及一次水稻，實驗結果顯示，

施用廢液造成土壤鹽分升高，可能對作物生育有負面的影響。 

▲集水區農業操作之污染減量管理技術研究 

建立低汙染、且可維護作物產量品質之減量肥培管理技術，不但可促進集水

區部分土地合理開發利用，確保水質安全，且可改善保護區內農民的生活經濟，

減少其抗爭。本研究針對部分集水區土壤酸化，以致養分缺乏與養分平衡性差，

造成農民盲目施肥的問題，並減少水庫集水區內施肥技術不當，所造成水質劣化

的問題，針對各該集水區的土壤特性，進行當地經濟作物的肥培試驗，包括：1.
對照組，施用當地農民慣用施肥量，2.合理化施肥量（包括酸性土壤改良），3.
同 2.施肥量，但氮肥以控制型肥料取代，4.同 2.肥料量，但氮肥以控制型肥料取
代且減半施用。於不同處理，除偵測不同時期土壤及作物中肥分含量之差異外，

並偵測逕流水質以作為評估，且調查不同肥培管理技術，對果品品質及產量的影

響。結果顯示農民慣用施肥處理的逕流水質有較高的 Total P、NO3
-、SO4

=，而環

保控制肥處理逕流水質中 Total P、NO3
-、SO4

=最低，顯見環保控制肥確實可有效

降低集水區逕流水對水庫之污染。且 2、3 處理不但可以減少氮肥施用量，且與
對照組相（處理 1之農民慣用施肥處理）比，可以增加產量與果品品質。推薦施
肥較農民慣用施肥有較低之生產成本且有較高之果品生產，環保控制肥雖可有效

降低集水區逕流水對水庫之污染，但成本太高，如何降低生產成本又能兼顧環境

保護仍是今後須努力之方向。 

▲受污染農地控制場址地力回復之研究 
台灣地區十二縣市二九五公頃重金屬污染場址經各縣市環保局發包進行污

染改善整治後，已陸續完成整治工程並解除限制耕作。然而受重金屬污染農田的

整治工程，不論是採翻土稀釋法或採酸淋洗法整治，均將嚴重破壞其原有的土壤

微生物相，影響農田地力甚劇，此等受過干擾農田生態系的退化，均需重新建構，



始能恢復其生產力。本實驗目的為建立有效的土壤地力改善及生態系重建的方

法，並瞭解受污染農地控制場址地力重建期，水旱輪作田生態系的變化，以建立

污染農地生態系重建的作業標準程序。95年度結束前已完成五種處理之土壤微生
物族群(細菌、真菌、放線菌)變化調查一組，而於田區完成客土整治，且調整土
壤肥力並施用20 ton/ha有機肥後，種植一期玉米，其植株生育情形尚不及非污染
整治區。 

▲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與應用 
為瞭解台灣幾種不同耕作制度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生態系生產力維持機制

及其對環境品質之衝擊，故擬探討台灣幾種不同耕作制度下營養元素的收支平

衡：包括調節氮素和土壤有機質轉化的微生物交互作用及養分循環之影響，和增

進土壤生產力策略下，營養元素之收支平衡。本研究將監測試驗不同期作農試所

溪口農場、農試所嘉義分所、本場雲林分場三個試驗場區，不同耕作制度下的土

壤性質及作物品質。於考慮不同場區、耕作型態及土壤特性，進行土壤性質測定

及土壤營養元素化學分析 (包括全量與不同型態氮之測定、全量與不同型態磷之
測定、全量與不同型態鉀之測定) 並測定作物枝條、莖、葉及根 (包括穀粒) 的
氮、磷、鉀濃度及雨水及灌溉水中各離子之濃度分析及水量資料收集。所有分析

資料均需採用美國 KNB (Knowledge Network for Biocomplexity) 組織所發展之
Morph (Client)–Metacat (Server) 系統建置，以便於資料之管理。最後將依所建立
之『養分收支模式』，推估養分收支是否平衡、多少養分流出土壤系統並對環境

造成衝擊，本實驗至目前為止已完成試驗前田間土壤網格採樣分析，及兩期水稻

空白實驗。 

▲合理化施肥示範 

合理化施肥技術綜合示範推廣，首先利用班會召開說明示範目的後，進行

土壤採樣（分表、底土）、葉片採樣分析及填寫農家施肥調查表，再依土壤及葉

片分析結果，個別做施肥推薦依據，根據果農施肥調查表比較，平均化學肥料施

用量約可減少 10~30%，另 95年度配合雲、嘉、南三縣農會或於產銷班辦理小規
模有關作物合理化施肥或微生物肥料應用講習合計 36 場以上，另本場自辦合理
化施肥講習會 24場，總參加農民人數超過 5千餘人，頗受農友認同。另辦理設
施肥培管理及生物肥料利用田間示範觀摩會 2 場。本年度發放溶磷菌包括水林
鄉、中埔鄉、義竹鄉、學甲鎮等蔬果產銷班約 120公頃，總計推廣生物性肥料（包
括溶磷菌及內生根菌）300公頃。 

▲毛(大)豆紅豆根瘤菌接種示範推廣 
豆科根瘤菌為共生性固氮微生物，當感染適當的豆科寄主作物後，可形成根

瘤固定空氣中的游離氮素供作物利用，以提高產量。本年度於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轄區內推廣毛豆、紅豆、落花生根瘤菌接種示範，毛豆接種根瘤菌推廣面積包括

元長鄉、崙背鄉、四湖鄉、義竹鄉、鹽水鎮、新市鄉、善化鎮、台南市等共計有

650公頃。落花生接種根瘤菌示範推廣面積包括元長鄉、土庫鎮、虎尾鎮、水林
鄉，合計 1350 公頃。此外，為使農民更加瞭解固氮微生物肥料的施用效果，本



年度設有毛豆小面積觀察 2區進行肥料及接種試驗，試驗結果如下：春作 3處理，
1.不接種根瘤菌，但以農民慣用量施用化學肥料，氮-磷酐-氧化鉀施用量為
80-20-40 kg/ha，2.不接種根瘤菌，但以合理化施肥量施用化肥，氮-磷酐-氧化鉀
用量為 40-72-60 kg/ha，3.接種根瘤菌，氮-磷酐-氧化鉀用量為 20-72-60 kg/ha。
三處理合格莢產量分別為 4.07、4.03、2.67 ton/ha，此三處理的產量，經進行統
計分析，第 1、2 處理產量顯著高於第 3 處理。秋作 3 處理，1.不接種根瘤菌，
但以農民慣用量施用化學肥料，氮-磷酐-氧化鉀施用量為 164-20-40 kg/ha，2.不
接種根瘤菌，但以合理化施肥量施用化肥，氮-磷酐-氧化鉀用量為 40-72-60 
kg/ha，3.接種根瘤菌，氮-磷酐-氧化鉀用量為 20-72-60 kg/ha。三處理合格莢產量
分別為 6.80、7.40、6.40 ton/ha，此三處理的產量，經進行統計分析，並沒有顯
著差異，而接種根瘤菌減少氮肥施用量 144 kg/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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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堆肥為主，不分長短

期作物每公頃購用堆肥達四公噸以上者，補助 4,000元運費及工資，95年度本場
轄區內共獲補助 4,652公頃。 

▲輔導有機農業經營 
本計畫進行田間栽培及堆肥製作輔導，和有機農產品田間及市售採樣送驗

430件，宣導「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等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