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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的
施肥方式
▎楊維哲

適時、適地與適量地合理施肥，可以達到促進作物生長、
提高產量與品質、降低對周遭環境的影響，達成永續農業的目標。

施肥是植物生長過程中重要的課題，好的施肥方式可以一邊促進作物生長、提高產量與
品質，一邊降低對周遭環境的影響，是永續農業不可缺的一部分。這種施肥方式簡單來說就
是「合理施肥」，也就是適時、適地，更重要的是適量。

土壤肥力檢測
可以讓作物固定在上面生長的資材稱為介質，能使
作物固定並從中吸收營養，是作物生長的根本。常見的
介質有椰纖、泥炭土、珍珠石等，而土壤是其中最
常見也最廣泛使用的一種。但土壤的內容物比其他
介質來得複雜，仔細觀察時，會發現即使是同一
區域內，土壤顆粒大小、石頭含量、顏色、含水
量等都不相同，這意味著施肥方式也必須隨著調
整。因此，友善環境的施肥方式第一步就是「儘
量理解我們腳下耕作的土壤特性」。
要了解耕地土壤特性，主要是透過
科學方法，檢測土壤的酸鹼度、電
導度、有機質含量、氮磷鉀含量、
微量元素含量等。理解土壤的性
質才能夠對症下肥，選擇適當的
肥料種類與施用量，以避免元素缺
乏或施肥過量。

友善環境的施肥方式第一步就是「儘量理解我們腳下的耕作土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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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

檢測值

參考值

酸鹼度（1：1）

4.7

5.5 ∼ 6.8

電導度（1：5）（mS∕cm）

0.12

＜ 0.6

有機質（％）

6.1

＞ 3.0

磷酐（公斤∕公頃）

602

60 ∼ 290

氧化鉀（公斤∕公頃）

563

90 ∼ 300

氧化鈣（公斤∕公頃）

2,591

2,000 ∼ 4,000

氧化鎂（公斤∕公頃）

325

200 ∼ 400

銅（ppm）

7.0

＜ 20

鋅（ppm）

13

＜ 25

鎘（ppm）

0.2

＜ 0.39

鎳（ppm）

0.3

＜ 10

鉻（ppm）

0.6

＜ 10

鉛（ppm）

5.1

＜ 15

建議：酸性。每分地施石灰 120 ∼ 200 公斤，磷含量過高，減量 1∕2 以上。鉀含量偏高，酌量減少。
本資料僅供施肥參考，不作任何證明文件。nd 表示未檢出。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協助農友分析耕地土壤肥力的報告表，可以清楚知道土壤肥力性質，例如表中農友的土壤
已經過酸，需要使用改良酸土的資材。（圖片來源：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網站）

在不清楚自己耕地土壤性質的情況下
用肥，常導致偏施單一種肥料或過量施肥，
使土壤慢慢劣化。由於作物難以從土壤中
吸收肥料養分導致營養不良，因而覺得肥

酸鹼改良
在土壤的眾多性質中，影響作物吸收
肥料營養的便是酸鹼度，適合大多數作物

效不足又再次補充肥料，形成惡性循環，

生長的土壤酸鹼度介於 6.0 ∼ 7. 5 之間。土

最後甚至劣化到無法耕作的地步。目前為

壤過酸或過鹼都有對應的改良資材。常見

了幫助農友理解自己耕作的土壤特性，各

的酸性土壤改良資材是石灰質資材，酸性

地區的農業試驗機構、改良場、農試所都

中和力越高表示鹼度越高，改良時需注意

有提供免費的土壤肥力診斷服務。

不要過度施用。簡易的鹼性土壤改良則是

為了理解耕作土壤的特性，
各地區的農業試驗機構、改良場、農試所都有提供免費的土壤肥力診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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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理酸性的肥料，最常見的就是施用
硫酸銨、氯化鉀等。土壤酸鹼度改良不能

土壤反應與植物養分要素有效性關係模式圖

操之過急或斷斷續續，一次使用過多改良
資材或使用頻率太低都會影響改良效果。

氮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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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當土壤酸鹼度維持在中性時，肥料的

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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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良好，表示正常的施肥量就能夠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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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進作物生長的效果。當施用的肥料量

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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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足夠作物吸收利用時，便不會有太多

鐵
鐵

殘留在土壤中，對於環境的影響就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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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的有機質可以說是土壤肥力的
全能小幫手，能夠改善土壤物理性、化學
性與生物性。但台灣土壤的有機質受到氣
候高溫多溼影響，分解快速，多數土壤的
有機質含量少於建議的 3％，因此需要額外

土壤酸鹼度與作物養分有效性關係圖。氮素的有效
性在土壤酸鹼度低於 5.5 顯著地降低，幾乎只剩下
酸鹼度 6.0 ～ 7.5 的一半。反映到肥料上，就是酸
鹼度在 5.5 時必須多施一倍的肥料量，才可達到酸
鹼度在 6.0 ～ 7.5 的同等效力。這時多施用的肥料
就容易影響周圍環境。

補充有機質肥料。

常用石灰資材比較

1

石灰資材

中和力

鹼度 1

主要成分

石灰石粉

100

56

碳酸鈣

消石灰

135

76

氫氧化鈣

生石灰

179

100

氧化鈣

苦土石灰

90 ∼ 105

53 ∼ 60

碳酸鈣鎂

蚵殼粉

92

50

碳酸鈣

生石灰鹼度 100，其餘是相對值。

有機質對土壤的影響
項目

16

影響

土壤物理性

增加土壤團粒性、增加土壤保水力與通氣性、減緩土壤流失。

土壤化學性

幫助肥料的營養儲存、增加土壤對肥料的緩衝力、增加肥料營養有效性、補充微量元素。

土壤生物性

提供土壤微生物養分、增加土壤有益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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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土壤酸鹼度

土壤中的有機質可以說是土壤肥力的全能小幫手，
能夠改善土壤物理性、化學性與生物性。

有機質肥料是農畜廢棄物的再生利用，
原料影響肥料性質深遠，常見的有機質肥

腐植酸

氫鍵
氫鍵

料原料有作物殘體、禽畜糞材、農產加工

尿素

副產品（粕類）、菇類栽培介質等。由於

提高尿素
肥效性

原料眾多，因此有機質肥料含有的營養很
多元，時常更換不同原料的有機質肥料，

硝酸
態氮

陽離子

對於土壤的健康活化有良好的影響。
從施肥的積極面來看，有機質肥料有延
長與加強肥料效用的功能。好的有機質肥料
含有許多腐植酸，而腐植酸是一個巨大的有
機分子，基本結構是芳香環和烴環，帶有正
電荷、負電荷、氫鍵、自由基等特性，與金
屬離子有交換、吸附、螯合等作用。
有機質肥料對農業耕作的幫助很大，

增加安定度

磷

促進 N-NO3 吸收

正電荷
負電荷
吸附
競爭

增加磷的有效性

有機質肥料所含的腐植酸在土壤中有助於肥料效
力。腐植酸能夠留住尿素與硝酸態氮，成為氮素的
銀行，延長氮素在土壤中的效力，也能夠留住陰、
陽離子營養元素。另外，因為陽離子與腐植酸作
用，間接減少陽離子與磷肥的固定作用，所以提高
了磷肥的利用率。

除了有機農法需要完全使用有機質肥料外，
慣行農法的農友也宜多多施用。以一般市
售的有機質肥料產品為例，每年可至少施
用 2 ∼ 4 次，每分地施用 60 ∼ 100 公斤。
市售的有機質肥料以顆粒性狀分類時，可
分為粉片狀與圓柱狀顆粒，前者的改良效
果較好，後者的肥效效果較好，農友可以
依照自己耕地土壤的情形交替使用。

微生物肥料

市售有機質肥料以顆粒分類。左圖是粉片狀產品，
改良效果佳；右圖是擠壓造粒後的圓柱狀產品，提
供有機養分效果好。

微生物顧名思義就是微小的生物，很多
都是肉眼無法觀察到的，農業作物病害多

間接作用是保護根圈、促進植物根系生長、

數是由有害微生物引起。然而微生物也有

延長根系壽命、促進作物吸收水分及養分、

好的，為了維護耕作土壤的健康，適時補

中和或分解土壤中的毒害物質、提高作物

充有益的微生物是必要的，這樣能加強肥

移植存活率、提早開花等。

料及農藥的利用效率，降低農藥及肥料的

微生物肥料通常只需搭配灌溉水稀釋

使用量，減緩土壤劣化速度。它們的直接

成需要的濃度，就可以用噴藥桶或噴灌設

作用是供作營養來源、增進土壤營養狀況，

備施用，也可以直接隨著灌溉水流入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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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微生物的用途與功能
用途

功能

增加土壤養分

有些種類可固定空氣中的氮素，轉為可供作物利用的形態，增加土壤中
的氮源，如固氮菌。
菌體的代謝物或菌體死亡時也會留下有機營養物。

增加土壤養分的有效性

分泌酵素促進有機質降解與養分礦化作用，提高養分的有效性，如溶磷菌。

改良土壤性質

補充土壤微生物，活化微生物相。分泌聚合物，增加土壤團粒性。

降低土壤中有害的物質

降解或吸收土壤中對作物有害的物質。

增進作物養分、水分吸收能力

提升作物吸收養分與運輸水分的效率。

增加作物的生長勢

增進作物生長與發育，提高產量及品質。

一般來說，用來灌注根部的濃度可以稀釋

供作物生長利用，一方面可以減少肥料的

200 ∼ 300 倍，而噴灑於植株或葉面的濃度

浪費。因此，肥料用對時機對於經濟與環

可以稀釋 400 ∼ 500 倍。微生物肥料可以

境都有很大的幫助。

每周持續施用，且越早期（苗期）開始連

作物需肥時期一般參考植體營養元素

續施用效果更好，施用後可斟酌減少其他

分析的結果來定。透過檢測作物生長各個

肥料的施用量。

時期的體內營養元素，可以知道在哪些時

施用微生物肥料的時間點宜在較涼爽

期特別需要某幾種營養元素，定出為這種

的下午時段，儘量避免在炎熱的中午。如

作物量身訂做的施肥時機點。在作物需肥

果遇到連續下雨，則可以在雨停後立刻施

的不同時期，適當調整施用的肥料營養元

用，能夠減緩作物因為雨水所受的傷害。

素的比例，就能有調節作物營養生長或生

微生物肥料要避免與銅劑類或抗生素殺菌
劑一起施用，假若必須混合農藥一同施用，
宜先稀釋農藥後再加入微生物肥料，避免
農藥與肥料互相作用而影響彼此的效力。

施肥注意事項

殖生長的作用，對提高產量或品質都有幫
助。例如：控制果樹的施肥時機可以調節
花芽分化或枝條生長、在果樹生殖生長時
期提高鉀肥比率可提高果實品質。
另外，也需要注意施肥的位置，主要
以施用在作物根圈附近為主。以果樹為例，

上述最主要就是提醒大家施肥要注意

主要施用在樹冠下方根圈旺盛區域；而栽

肥料的施用量，也需要注意施用時機，若

植於畦面上的作物，多數施用在畦與畦間

正好施用在作物需肥時期，一方面及時提

的溝渠根系生長區域。施肥後應覆蓋土壤，

為維護耕作土壤的健康，適時補充有益微生物能加強肥料及農藥的利用效率，
降低農藥及肥料的使用量，減緩土壤劣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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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為要減省人工把肥料施用在土壤表面，

取得平衡一直是很重要的課題。農業本身

會使肥料損失減效，造成施用量增加。

對於環境的影響多數來自於資材的用法不

肥料在釋放肥效時，需要水分的幫助，

正確，友善環境的施肥方式其實是建立在

乾燥的土壤很難使肥料產生效用，水量過

對自己耕地土壤的了解上，搭配各種對於

多的土壤則會使肥料過度消耗損失，因此

環境影響較小或幫助減少肥料施用的資材，

施肥應在灌溉後，土壤尚有適當水分時。

可讓作物增產又不過分影響周圍環境。

一般顆粒狀的化學肥料都不應該以大量水
沖施，水分過多會使肥料過度消耗損失，
且許多營養元素的原料來自於天然礦石，
溶水性差，很難經由沖水施入田中。以大
量水沖施，非常容易導致過量施肥，影響
周遭環境。
地球只有一個，雖是老生常談，卻是非

楊維哲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營業處

常重要的概念，如何在農業發展與環保間

科學發展

2018 年 5 月│ 545 期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