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必須的營養元素有：碳、氫、氧、氮、磷、鉀，鈣、鎂、硫、鐵、錳、

硼、銅、鉬、氯等 16 種，其中碳、氫、氧可由空氣與水供應，其餘養分主要來

自土壤礦物、土壤有機質與人為添加的肥料。 

有機栽培強調土壤肥力的保育，以便土壤所含的植物養分能有效發揮，並

利用農場或農場外之有機物和含植物養分之天然礦石當做肥料，以補充作物養

分，常見者如綠肥作物、禽畜糞、磷礦石、石灰石等均是可利用之資材，只要

是不需大量消耗能源來純化、濃縮，且無污染土壤之虞的天然物質都可使用。 

 

 

影響作物生產之環境因素很多，可分氣候與土壤兩方面，若不談氣候因素，

則作物生產主要受土壤環境影響。所以要使作物有效生產，首先應造就良好的

土壤環境，也就是使土壤物理性、化學性與生物性相互調和，讓作物能有效利

用土壤養分發揮其潛能。台灣土壤的問題，一般以強酸土、排水不良、土壤密

質、有機質缺乏、鹽分過高、重金屬污染等六大問題為主。因此有機栽培之土



壤肥力建構首先就要解決這些問題，如此才能孕育生產力高的土壤，以促進生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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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機栽培的土壤肥力建構應重視土壤保養；沒有上述缺點的土壤，

因人類長年在田地中種植作物，導致土壤物理相、化學相及生物相的變劣，其

中以土壤養分的減少及有機物質的降低最為嚴重，可藉休閒、施用有機質肥料、

種植綠肥作物及設計輪作制度等來維持土壤肥力。 

 

改善土壤環境給予作物適當的生長條件，雖然可使土壤所含的養分為作物

充分利用，但肥料仍是作物生產不可或缺的物質；有機栽培所用的有機物質和

天然礦石一般為緩效性，同時因其來源不同使植物養分含量及分解速率有所差

異，施用時宜針對作物配合土壤性質在「適當時期」以「適當的量」施在「適

當之位置」才能生效，否則不是沒有效果，便是產生毒害，或造成環境污染。 

此外，為維護土壤理化及生物性質與養分之供應，施用的有機物質最好能

妥善調配易分解型（如雞糞、豆粕…等）與難分解型（如樹皮、稻草…等）兩

類有機肥料；其他如堆肥之腐熟度、重金屬含量、有害酚類化合物和其他有害

因子等在肥培時也應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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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種類的作物可以先後接替種植，叫作「輪作」，輪作可以避免連作障礙。

在主要作物兩旁栽種其他作物，可以減少病原和害蟲攻擊主要作物，叫作「間

作」，間作具分攤病蟲害的效應，為有機栽培的一種技巧。 

要輪作前，應先進行曬土，利用太陽光進行殺菌，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水

稻與旱作或蔬菜都是很好的輪作組合，可以減少很多因連作而產生的病蟲害，

例如容易感染線蟲的作物可與萬壽菊、草決明、玉米、水稻等禾本科作物輪作

或間作，容易感染鐮刀菌的作物可與青蔥、韭菜、大蒜等輪作或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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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肥是將整個綠色植物當作直接肥料，一般以豆科作物為常用的綠肥，如

田菁、太陽麻、虎瓜豆、紫雲英、大豆等綠肥作物；另也有用油菜、蘿蔔等非

豆科植物當作綠肥作物；另外近年來更推廣具景觀及補充肥力效果之景觀綠

肥。豆科綠肥因可與根瘤菌共生固定空氣中的氮素，故可增加土壤氮素的來源。

綠肥作物無論豆科及非豆科，均具有保存土壤營養的功效，因綠肥能將土壤中



之營養吸收到綠肥植體中暫時保存，在分解時再釋放出營養分，並提高磷素及

微量元素之有效性。 

在台灣的農業生產中，從長期土壤保養的觀點來看，雖然每年不能種一次

綠肥，但至少每隔兩年或三年應種一次綠肥，尤其進行有機栽培之農地，綠肥

的種植是保持土壤肥力必要的耕作技巧。一般栽培的綠肥作物，其效果大致可

歸納成下列幾點: 

1.增加土壤養分含量，提高養分有效性。 

2.增加土壤有機質含量。 

3.兼具覆土及山坡地水土保持功能。 

4.防止休耕農田雜草叢生。 

5.可當作人類蔬食用及禽畜飼料。 

6.冬季綠肥可提供蜜源及美化景觀。 

7.紓解冬季蔬菜過剩壓力。 

8.配合休耕及發展觀光休閒產業。 

 

微生物肥料，是指含有某種活微生物或酵素的固體或液體製劑，將其施用

在種子、幼苗或土壤上，可加強營養成份之有效性，或補充土壤中有益微生物

數量，使土壤維持良好生態環境的一種肥料。 

微生物肥料根據其作用，基本上可分為固氮菌（包括共生、協生及非共生

固氮菌）、溶磷菌（包括真菌、放線菌及細菌類）、溶矽菌、菌根菌、促進作物

生長之根圈微生物、分解菌、鐵物質生產菌、有機聚合物生產菌、複合微生物

肥料、堆肥用微生物肥料等。微生物肥料主要的功能為： 

1、固氮作用  



 

固氮根瘤菌包括共生、協生及非共生固氮根瘤菌，可以將空氣中

的氮素固定為氨，轉變成植物可利用的氮化合物，此作用是直接增加

土壤的氮素來源，並能替代或減少化學氮肥的施用。 

2、溶解作用  

土壤中存有許多植物不能利用的結合型營養元素，如磷、鈣、鐵

等，需靠根圈之溶解菌溶解後才能被利用。因此，溶解結合型營養元

素的菌可以做為提供植物營養再利用的功能，並可替代或減少化學肥

料的施用，例如菌根菌。 

3、增進根系營養吸收及生長的作用  

微生物肥料中有增進根系營養吸收及生長的菌，如菌根菌即可增

加根系吸收能力及表面積，即可減少化學肥料的施用，提高土壤中營

養元素的供應效率。 

 

所謂有機堆肥化處理就是堆積有機物的殘渣，經由微生物的繁衍使有機物

分解、發酵至完全腐熟，形成鬆軟、深色並具有泥土芳香的有機肥，其直接施

用於土壤，不會危害作物，並有利於作物的生長。 

有機質肥料與化學肥料的不同，在於化學肥料是化學合成的，具速效性肥

效，但容易流失，若長期施用則易破壞土壤的活性，致生產力降低；有機質肥

料是自然產物，具緩慢釋放的性質，較持續長久，不致對土壤造成鹽害，可增

加土壤的有機質，恢復土地的生命力，增進土壤的活性及促進作物生長。 

1、堆肥的製作及使用 

大量產生的農業及畜產廢棄物，如不能適當處理，不但佔用空間，

又會影響環境衛生，降低生活品質；若任其棄置或焚燒處理，則又有可



能造成水質、土壤與空氣等的二次污染。將這些廢棄物中尚有利用價值

的有機資材經堆肥化後回歸農田土壤，不但可以解決廢棄物問題，並可

增進地力。 

在堆肥化過程中，有機碳因被微生物呼吸代謝而降低，所產生的熱

可使堆肥溫度達到攝氏 70 度以上，能殺滅病菌、蟲卵及雜草種子。未

腐熟的有機資材若直接施入土壤中，分解時會產生有毒物質，並會消耗

氧氣，造成土壤還原狀態；若將碳氮比大的堆肥材料直接施用於土壤

中，在分解初期會造成土壤中某些養分有效性暫時下降，尤其是氮素影

響最大；這些資材經腐熟後再施用，則可減少有害物質，避免抑制作物

生長。另一方面，有些堆肥資材纖維強韌，必須經過堆積後使其較鬆軟

而利於撒佈；有些廢棄物則具有強烈的臭味，將其製成堆肥後不但沒有

臭味而且具有泥土的芳香。 

施用堆肥在有機農法上具有三種功效，（1）供應作物養分，（2）改

善土壤理化性質，（3）活化土壤。有機農場經營初期，堆肥以養分供應

為主，經營兩三年之後，土壤性質會顯著改善，並開始出現增產的效果，

十年之後，土壤被活化，甚至出現靜菌及抗病能力之效果。 

農田長期施用堆肥後，土壤性質會逐漸改變，首先，土壤 pH 值、

EC 值、鹽基飽和度、有機質含量及陽離子交換能量會緩慢增加，土壤

團粒亦逐漸形成，促使土壤硬度及總體密度降低，而土質亦逐漸疏鬆而

容易耕耘。在有機物含量增加的情形下，土壤微生物呈現多樣化且大量

繁殖，土壤活性增強，對有害物質的緩衝能力增強，可礦化的養分亦相

對增加，對作物的增產效果逐漸顯現，此時期若田間管理得當，則可增

產約 10~30%。 

然而，若堆肥施用不當，長期下來，土壤性質亦將出現負面反應。



 

例如伯卡西肥施太多，造成 EC 值與磷素太高；石灰質雞糞堆肥施太

多，造成 pH、EC、磷、鉀、鈣、鎂含量太高；長期施用以稻草、雜草

及落葉製成的植物堆肥，造成 pH 低及磷酸缺乏；豬糞堆肥長期施用，

造成土壤重金屬含量太高。當土壤中磷素含量多、鹽基飽和度高、pH

呈鹼性時，正如同老年人，又肥胖又具高血壓般的危險，土壤生產力反

而會較差。因此，時常監測土壤理化性質的變化，可以了解施肥的偏失。

通常，經過長期精心的土壤培育，健康的有機旱田，其土壤性質的範圍，

pH 值為中性，EC 值約為 0.2~0.6ms/cm，鹽基飽和度 60~90%，鈣鎂當

量比在 6 以下，鎂鉀當量比在 2 以上，土壤密度以山中式硬度計測定為

10~20mm，粗孔隙率 15% 以下，重金屬含量符合農地標準。若土壤性

質超過此一範圍，則需要進行土壤改良，特別是以養分平衡為主的施肥

調整。 

堆肥的第三個功效，就是土壤活化之後，具有靜菌及抑病的能力。

所謂的靜菌及抑病能力就是指當病源菌進入作物根圈時，根圈微生物有

拮抗的防衛力量，能使病源菌孢子不發芽或抑制其繁殖，進而保護作物

根系免於受到侵害。 

土壤具有抑病能力，除了靠長期培育土壤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

經由長期施用良質堆肥，提供微生物穩定的食物來源，徹底的改變土壤

微生物相，並誘發大量有益及拮抗微生物的繁殖，進而達到抑病的效

果。以此類推，凡能提供優良土壤環境、供應微生物養分及改進土壤微

生物生存環境的各項田間操作，均可視為是培育抑病型土壤的先趨工

作。因此，田間操作例如深耕、種植綠肥、改善排水、施用良質堆肥、

輪作、混作、間作及覆蓋等，均可協助提早達成上述目標。 

2、如何製作堆肥 



堆肥化的過程是一連串微生物的反應，堆肥資材如同培養基，堆積

如同醱酵槽，因此任何影響微生物活性的因子都與堆肥化有關。以下就

碳氮比、水分及空氣、溫度、酸鹼度、菌種及腐熟度分別說明堆肥堆製

時控制或判斷的方法。 

(1)碳氮比 

微生物需要碳當作能源，而以氮來進行代謝，堆肥堆製起始碳

氮比約在 30 以上，經堆積醱酵後，碳氮比將逐漸減少至 20 以下。

在實際操作時可將資材分為三類： 

 

   

  
  

  

 

以容積比例來估計，可約略以乙類資材佔甲類之十分之一至三

分之一為適當。另外若對磷肥或鉀肥需求較高，可選用氮磷比或氮

鉀比較低的資材，則可製作出磷或鉀肥效較高的堆肥。 



 

 4.1 8.3 2.3 1.8 
 3.6 8.1 1.9 4.0 
 2.2 15.4 3.1 7.1 
 1.4 35.0 1.1 1.3 
 0.6 76.7 10.0 0.8 
 1.2 33.5 8.6 0.5 
 3.2 14.4 1.7 2.0 
 11.6 4.5 15.7 4.8 
 12.4 3.3 2.5 20.7 
 1.7 48.2 18.9 2.8 

 

(2)水分及空氣 

水分及空氣佔有相同的空間所以互為消長，水分為生物所必

需，在堆肥中若低於 10% 時即無法反應；又因為好氣性反應較厭氣

性反應快速且完全，且較不會產生有害物質，因此水分含量超過 90%

時將不利於好氣反應。試驗結果發現以約 60%左右之水分含量最有

利於堆肥化反應之進行。實務上可以用手掌用力握住堆肥，當水滴

似要滴下的狀態即大約為 60%的水分含量。空氣的供應主要有強制

通氣及翻堆二種方法，若有通氣設備則可有效縮短堆肥化的時間，

通氣量則以每小時體積比 1/50 為適當；翻堆在最初時為避免水分、

氮素及臭氣揮散，可隔一至二週翻堆一次，後期則可稍增加翻堆頻

率。為使堆肥保持良好通氣度，因此在資材中可以添加樹皮、鋸木

屑及稻殼等，使其適於通氣，加速堆肥化反應。 

(3)溫度 

微生物新陳代謝所產生的熱會不斷累積，在正常情況下，數日



內即可升高達到攝氏 60 度，甚至到 70 度以上。這種高溫可維持一

段時間，不但可以促進微生物反應，縮短腐熟時間，並且可殺滅病

菌、蟲卵、雜草種子等。除非堆製失敗，否則高溫是堆肥過程中的

必然現象，但因溫度不易控制，故建議只要對溫度進行監測而不必

特別加以管理。 

(4)酸鹼度 

在不同的酸鹼度範圍中有不同的微生物族群，可對不同種類的

有機物進行分解，雖然其對 pH 值的適應範圍相當廣，但仍以中性

為佳。因此除了資材中有極酸或極鹼的物質，一般不須對酸鹼度加

以控制，腐熟後之堆肥一般呈中性或微鹼性，具有增加土壤緩衝能

力之效果。 

(5)菌種 

自然環境中就有許多微生物族群，因此只需提供適合微生物生

長的環境即可，不必刻意加入微生物之菌劑。但資材中若有大量不

易分解物質時，可加入專門分解此物質的菌種，以縮短腐熟時間，

如果將每次腐熟後之堆肥留一些下來，並於下次製作堆肥時加入，

就是最佳的接種劑。 

(6)腐熟度 

堆肥是否完全腐熟有許多方法可以測定，但通常需要以化學分

析的結果作為依據。一般較簡單的方法就是利用種子發芽及觀察堆

肥外觀之變化來判斷堆肥是否已達到完全腐熟。 

種子發芽法以選用白菜、萵苣或蘿蔔等較敏感的蔬菜種子，利

用堆肥熱水抽出液將其濕潤，若發芽率達到 60%以上時，則可判定

此堆肥未含嚴重抑制作物生長之物質。另外，堆肥腐熟後結構疏鬆，



 

呈深褐色或黑色，沒有刺鼻臭味而呈泥土香味，依此簡單之原則亦

可判斷堆肥是否已達腐熟。 

 

 

有機栽培除能提供國人安全健康的食品外，因栽培全程不使用農藥及化學

肥料，讓環境得以恢復自然生機，因此對生態環境之維護有正面的幫助，加以

有機栽培需要大量的有機質肥料，因此亦能減輕農畜廢棄物對環境之壓力，讓

有用的資源能循環再利用，相信在農民、農政單位及民間團體之投入下，其成

長之願景是相當可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