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肥料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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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土壤改良及控釋型肥

料之研發、農業廢棄物再利用、有機資材之應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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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 件，其中土壤樣品 3,806 件，植體樣品 701 件，介質或堆肥樣品 420 件、

水質 562 件及果品分析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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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作物產量及品質。

雲嘉南地區設施瓜果肥培管理之研究，進行不同氮鉀肥施用比例對美濃瓜生育影

響，試驗結果顯示，N：K 為 1.5 時，不論是嘉玉或嘉輝品種均有較大之果重、

果周徑及榨汁率，但糖度低及畸型果率較高。叢枝菌根菌對番茄在環境逆境下生

育影響研究顯示，種苗七號於鹽分逆境下產量降低，而台中亞蔬十號則增加。高

經濟作物用之控制型肥料研發，提出控釋型高效肥料及其製造方法發明專利案申

請(B0169-06-002-I-TW)。受污染農地控制場址地力回復之研究，由一期作結果顯

示，收穫期水稻植體內鋅濃度大小依序為根＞稻桿(莖及葉)＞稻殼＞糙米，根部

鋅濃度未客土區顯著高於客土區。新型植栽介質之研發，利用粘土和稻殼研製高

保水力之雙層顆粒介質，結果顯示燒結溫度由 900℃提高至 1000℃ 將使保水力

下降、總體密度和筒壓強度上升。 

▲土壤及植體分析與施肥推薦服務 

本年度共分析土壤樣品 3,806 件，植體樣品 701 件，介質或堆肥樣品 420
件、水質 562 件及果品分析 571 件，合計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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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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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 87.0 EC (1:5) 
(dS/m) 高 > 0.6 377 13.0 

2903 

強酸性土 5.5 以下 1021 26.8 
微至中度酸性土 5.6～6.5 767 20.2 

pH 

中性土 6.6～7.3 955 25.1 

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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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性土 7.4 以上 1063 27.9 
低 2.00 以下 1567 54.1 

中 2.01～3.00 699 24.1 有機質(%) 
高 3.01 以上 631 21.8 

2897 

低 10 以下 634 21.6 
中 11～50 531 18.1 有效性磷 

(mg/kg) 
高 51 以上 1766 60.3 

2931 

低 30 以下 1111 38.0 
中 31～100 1138 38.9 

有效性鉀 

(mg/kg) 高 101 以上 674 23.1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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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生育之影響，鹽分處理對菌根番茄

生育之影響，資料顯示種苗七號於鹽分逆境下造成產量降低，而台中亞蔬十號則

增加，此與作者先前試驗顯示種苗七號對鹽分逆境較敏感，而台中亞蔬十號則較

耐鹽分類似。另種苗七號除接種 Glomus etunicatum 產量增加外，其餘處理均降

低，台中亞蔬十號則有增加趨勢。番茄果實產量與品質之影響試驗顯示，三品種

之產量接菌處理者均較未接菌處理者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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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進行不同氮鉀肥施用比例對美濃瓜生育影響試驗。3 月 16 日定植，

定植後約 4 週進行授粉。養液 N/K 比例處理為 0.5、1、1.5。春作苗期及營養生

長期養液供液量 1200～1800 L/0.1ha /day，開花結果期至採收期 2500～3500 
L/0.1ha /day。介質調查發現 N/K ratio 為 1.5 處理者有較高之 EC 值及 pH 值。5
月下旬開始進行果品分析調查，結果顯示 N/K 比例為 1.5 處理不論是嘉玉或嘉

輝品種均有較大之果重、果周徑及榨汁率，但糖度低，畸型果率較高。夏作於 7
月 24 日定植，因夏季陰雨颱風多，授粉時間較春作晚 2 日，約定植後 30 日授

粉。夏作苗期及營養生長期養液供液量每分地 1500～2000 L/0.1ha /day，開花結

果期至採收期 3000～4500 L/0.1ha /day，夏作栽培介質調查發現各處理較春作均

有較高之 EC 值，推測夏季溫度較高，介質水分蒸散作用較旺盛所致。夏作果實

品質調查顯示各處理之果重、果周徑均較春作之各處理大，但糖度表現較春作

低，畸型果率亦較春作稍高。夏作各處理間之果實品質表現與春作同，以 N/K
比例為 1.5 處理不論是嘉玉或嘉輝品種均有較大之果重、果周徑及榨汁率，但糖

度低，畸型果率較高。 

▲高經濟作物用之控制型肥料研發 
為降低農民購買進口控釋肥料的成本，及發展可供本土特定經濟作物使用的

控釋型肥料，本研究首先以硫酸鉀及硫酸銨，混合不同基質及粘合劑進行造粒，

可成功製成緩釋型肥料顆粒，然因肥料要素含量較低，恐不符合市場上的需求。

另以尿素為肥料核心，外裹覆生物膠，可成功製成控釋型氮肥。以台肥特43號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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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料作為肥料核心裹覆生物膠，當添加致孔劑時，能增進肥料要素的釋放率。

將所製成的包膜肥料，應用於設施洋香瓜及番茄的滴灌系統栽培，效果比市面販

售的控釋型肥料好，直接將進口的控釋型肥料拿來用在本土經濟作物，在成本上

並不可行，因此值得進一步發展特定作物用之控釋型肥料。利用控釋型肥料用於

滴灌系統栽培以取代養液的試驗是可行的，但必須配合作物生育特性進行施肥量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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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設施及生物防治方

式為之。分析有機產品的一般組成分及機能性成分在不同施肥量上，農友慣用量

與推薦量兩處理間差異不顯著，未來農友施行有機栽培仍應遵行合理施肥原則。 

▲田間芒果及洋香瓜葉片氮素及鉀素快速診斷技術之應用研究 

在一般環境適合的狀態下，土壤的肥培管理技術決定作物的產量與品質，唯

有藉由土壤及肥培管理技術著手，才能提昇我國農產品品質，以迎接未來之挑

戰。作物生長過程，養分的吸收，特別是氮素，呈現動態的變化，並非一年一次

的土壤或植體分析所能掌控，傳統的土壤與植體營養診斷並無法全面性推薦各期

作階段性的施肥需求，唯有發展農民可自行診斷作物主要養分濃度之適當技術，

始能獲得解決。現場診斷新技術應用在國外已漸普及，而國內雖有一些研究成

果，但尚少有實地操作應用。本研究擬開發南部地區較大宗作物－洋香瓜及芒果

可現場應用之診斷技術，包括利用速測儀或色卡等技術。本計畫已進行洋香瓜及

芒果各兩試區的肥培處理，並持續進行土壤及葉片採樣調查分析中。 

▲土壤有機質快速診斷技術之比較研究 

比較目前各試驗改良場所土壤有機質的分析方法，由統計分析資料得知黏粒

含量與三種土壤有機質含量，相關性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推斷黏粒含量與土壤有

機質含量並無直接相關。三種土壤有機質含量測定方法彼此間有顯著差異，表示

三種方法測得結果有差異存在。由分析結果顯示以燃燒失重法測得之土壤有機質

數值較大，推測受到無機碳酸鹽類及粘土礦物之層間水所影響，但若僅供土壤肥

力管理之參考，此法分析速度快、安全又無污染，是分析土壤有機質含量的最佳

方法。而 Walkley-Black 濕氧化比色法雖為常用且可信賴之方式，但此法有重金

屬回收之問題。TOC 分析儀對均質的樣本測定為準確性高之分析儀器，但土壤

並非均質物質，且 TOC 分析儀分析取樣量少，僅 0.1 公克左右，樣品取樣變異

大，測得之 TOC 須再乘上轉換因子而得有機質數值，但轉換因子可能隨不同土

壤質地及不同土壤狀況而異，因而利用此法作為土壤肥力評估未必是好方法。 
 
▲受污染農地控制場址地力回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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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完成95年秋作食用玉米及96年一期作水稻種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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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力變化以有機質及磷酐含量較明顯，即客土區皆較未客土區低，處理B及C因
每公頃增施20噸堆肥，表土有機質含量有增加趨勢；客土區土壤重金屬鋅含量較

未客土區低，原因可能未客土區仍受電鍍廠廢水污染殘留所致。95年秋作食用玉

米植體鋅含量大小依序為，根＞葉＞穗莖＞玉米粒＞玉米莖，唯食用部分(玉米

粒)鋅含量則差異不顯著，皆在正常範圍內。96年一期作水稻生育不論是株高、

分蘗數、穗數及產量，客土區皆較未客土區低或少，顯示客土後土壤一般肥力尚

未完全恢復。水稻植體內鋅含量大小依序為，根＞稻桿(莖及葉)＞稻殼＞糙米，

以根蓄集鋅含量而言，未客土區高於客土區，但鋅進入糙米含量(25~31ppm)則差

異不明顯。土壤微生物族群經調查，各處理間之不同培養基上之微生物數量在一

月時差異不大，四月時處理A及B(水稻區)在以Agar培養細菌、以鈣磷培養基培養

溶磷菌、根瘤菌、放線菌上生長之微生物量較處理C(綠肥區)及處理D(雜草)略
高；六月時處理A、B及E(水稻區)在以Agar培養細菌、以TSA培養基培養細菌、

以鈣磷培養基培養溶磷菌、以磷礦石粉培養基培養溶磷菌、根瘤菌、固氮菌、纖

維素分解菌之微生物量皆明顯比處理C(綠肥區)及處理D(雜草區)高。 
 

▲農業生態系長期生態研究與應用 

本研究為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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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之機制及其對環境之衝擊，乃在已建立之亞熱帶農業生態系長期研究站進行

傳 統 農 耕 (Conventional Agro-ecosystem, CA) 與 永 續 農 耕 (Sustainable 
Agro-ecosystem, SA)之比較試驗，以探求最低投入之最佳農耕管理模式。耕作制

度包括(1)農試所嘉義分所荔枝原生種保存園 (2.5ha) 果園生態研究；(2)嘉義分

所溪口農場 (8.0 ha) 雙期作水田與水旱輪作田生態研究；(3)台南場雲林分場 
(7.0 ha) 旱田連作田與水旱輪作田生態研究。永續農耕係基於以往試驗結果較傳

統農耕投入較少化學物質(肥料及農藥)於生態系中。試驗結果顯示無論雙期作水

田水、旱輪作與旱田連作田，皆顯示永續農耕中合理的減少肥料投入及農藥施用

下，已可提供作物生長所需養分及控制病蟲害之發生，使維持相當於傳統農耕的

產量，並增加了昆蟲族群數量，且在降低投入支出後，可以提高農家的經濟效益。

溪口兩種處理對於氮素淋洗量均低於投入量之 5 %，差異主要是受土壤空間分布

影響滲漏水量多寡所致。嘉義荔枝園之自然生長園 (Natural Ecosystem, NE) 因多

年未受人為耕作影響，土壤結構佳，氮淋洗量高達 102 kg/ha，遠較其餘處理高。

在水資源涵養部分，水田耕作模式下約有五到七成投入量補注至地下水，荔枝果

園甚至高達九成以上的地下水補注。 

▲新型植栽介質之研發 

為降低國內盆栽業者的生產成本，本試驗乃利用粘土和稻殼研製似發泡煉石

卻有高保水力之雙層顆粒介質，並探討利用於觀賞作物及蔬果栽培之可行性，以

提供農民參考使用。此外，並配合此介質發展適合蘭花栽培的灌溉及施肥管理方

式，以建立安全的無機介質栽培體系。本研究藉由改變顆粒介質之心材比例 (黏
土:稻殼=2:1、1:1、1:1.5)、殼層比例 (黏土:稻殼=2:1、3:1)、和燒結溫度(900℃、

950℃、1000℃)來製作顆粒介質，實驗結果發現固定心材比例和殼層比例時，燒

結溫度由900℃提高至1000℃ 將使得保水力下降、總體密度和筒壓強度上升，此

乃因介質顆粒中黏土部份會隨著燒結溫度的提升，逐漸由固態燒結轉變為液態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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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燒結，液態燒結越完全，造成黏土部份強度越高、吸水率越低。本研究另以黏

土：木屑 (1:5 V/V) 調製 8 mm的心材，黏土：木屑 (1:1 V/V) 製成厚 1 mm的

殼層，然後在1000℃下燒結 30分鐘，製成直徑為10 mm的雙層顆粒。於大白花

蝴蝶蘭及大紅花蝴蝶蘭移盆時，分別植於下列介質，包括：雙層顆粒、水苔、椰

塊、樹皮、雙層顆粒與椰塊 (1:1 V/V)、雙層顆粒與樹皮 (1:1 V/V)、發泡煉石與

椰塊(1:1 V/V)、和椰塊與樹皮(1:1 V/V) 等共計8種介質。於移盆後6 個月生育調

查結果顯示，大紅花蝴蝶蘭盆植於水苔上有最高的總葉片數及根系品質，然除了

總葉片數外，大紅花蝴蝶蘭盆植於雙層顆粒與椰塊 (1:1) 和椰塊與樹皮 (1:1)的
介質上與水苔相比，根系品質、總葉面積、植株鮮重均沒有差異顯示 (P >0.05)。
而大白花蝴蝶蘭可能對介質的耐受性較高，當盆植於椰塊、雙層顆粒與椰塊 
(1:1)、椰塊與樹皮(1:1)、 和發泡煉石與椰塊(1:1)此4種介質時，與水苔相比，植

株總葉片數、根系品質、總葉面積、植株鮮重均顯示沒有差異。水苔表現較好，

推測由於水苔灌溉後含水率下降較慢，且含水率與其他介質相差達20％以上之

故。 

▲建構農產品安全管理資訊應用體系在台南地區之應用 

本年度完成 SuperGeo 軟體採購及軟體使用教育訓練，建立土壤資料庫及農

業環境地理資訊系統，並規劃土壤肥力資訊網，發展「農產品安全管理資訊應用

體系」建構一個屬於台灣本土化的「農產品安全鏈」架構(Food Safety Chain)，
在農業生產的源頭，栽培作物的土壤、水源和肥料等資材是否含有有害人體的成

分，也是農產品履歷管理資訊系統應提供消費者的重要資訊，協助實施產銷履歷

農民送樣分析共 900 件，配合分析結果，作成最佳之推薦方法，並設立示範田區

與製作數位教材，落實服務農民，使農民瞭解土壤肥培管理實施，提升農產品品

質，確保農產品安全。 
 

▲新型包膜控制型肥料之開發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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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用控制型肥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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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進口控制型肥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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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型緩釋性肥料。本場利用三種機械所

製作之生物膠控制型肥料，其氮溶出率皆可符合肥料管理法規定，並與市售緩釋

肥進行設施洋香瓜肥培試驗比較，結果本場控制型肥料處理之果重最大，優於市

售緩釋肥處理且達顯著差異。 

▲合理化施肥示範 

本年度繼續進行合理化施肥技術綜合示範推廣，主要利用產銷班座談會或

班會召開時說明示範目的並指導土壤採樣（分表、底土）或葉片採樣進行分析。

96 年完成轄區產銷履歷、外銷供果園、有機栽培及一般農友的土壤或植體分析

樣品共計 3,570 件，並依據土壤及葉片分析結果，做個別施肥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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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也配合雲、嘉、

南五縣市農會辦理講習會，講習作物合理化施肥、農友自配肥料、有機肥培管

理或微生物肥料應用等課程 50 場以上，參加人數超過 4,000 人。此外，並配合

農委會錄製「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數位教材」，推廣指導轄區農民使用菌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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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溶磷菌約 300 公頃，協助轄區設施土壤改善約 3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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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本場

轄區內共獲補助 2,880 公頃。 
 

▲輔導有機農業經營 
96 年進行 3 田間栽培及堆肥與液肥製作輔導，宣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

法暨相關子法，建立蘆筍有機農產品產銷履歷紀錄制度，協助規劃台南縣柳營太

康有機農業專區 40 公頃。輔導台南縣後壁鄉有機米 5 公頃，官田鄉有機米 6 公

頃，楠西鄉有機梅 18 公頃。輔導嘉義縣中埔鄉成立有機蔬菜產銷班 10 公頃，並

提供有機相關訓練課程。與嘉義縣政府共同辦理有機農業專業訓練，約 200 農友

取得有機訓練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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