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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場における農作物の病害虫管理 
 

大仁農場 
木嶋  利男 

 

有機農産物を生産する場合、作物 養については各種の有機質資材があること

と、研究が進んでいるため比較的容易であります。しかし、作物保護に関しては一

部資材はあるもの単 であり、研究も進んでいないため困難を余儀なくされます。 

そこで、過去２０年間にわたり無農薬・無化学肥料で栽培を けている大仁農

場における作物保護に係わる研究と生産現場における対応を紹介し、話題の提供と

します 

１大仁農場における研究 

有機農法と慣行農法では① 養管理②栽培方法③品種が大きく異なります。そこ

で、農場ではこれらの研究に取り組んでいます。 

作物 養；病害虫の 生には作物の 養状態が大きく影響します。作物 養管理では

物質の収支が図られるように、収穫物として持ち出された成分と風雨に

よって流亡した成分だけを補う方法について研究しています。農作物と

微生物が固定する窒素、菌根菌などが岩石などから溶解するミネラル、

緑肥や草が生産する有機物などを勘案して、農場内の物質循環型 養管理

をめざしています。 

栽培方法；有機物を主体とした 養管理では作物の生育そのものが異なります。そこ

で、播種期、定植期、畝間・株間などの栽植密度、物質収支を図るため

の連作。病害虫管理のための間作（麦類、クローバー、トウモロコシ）・

混作（ネギ、ニラ、レタス、麦類）、天敵保護のバンカープランッ、セン

チュウの対抗植物等。また、葉面微生物活性化資材、根面微生物活性化

資材、木炭・コーラル・ピートなどの土壤微生物活性化資材について研

究しています。 

品種；これまでの品種は化学肥料と農薬があることを前提に育成されてきました。

そこで、自家採種が可能な固定種、低 養でも十分に生育でき、耐虫・耐

病性のある品種の育成に取り組んで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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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産現場における対応 

生産現場では経營が最初にあるため、作物 養と作物保護は資材に依存する傾向

がまだまだ強い現状にあります。そのような中でも、作物 養では緑肥の利用や地域

内物質循環型有機物管理、栽培方法では農地固定化を図るための連作・混作・間作

やバンカープランッの利用、種子では自家採種などが推進されつつ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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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場作物病蟲害管理 
 

大仁農場 
木嶋  利男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翻譯 

 

要生產有機農產品，利用各種有機資材作為營養源來供給作物營養的研究是比較

容易的，但是對於適合作為植物保護的有機資材之開發的研究，相對而言是比較困難

的。 

本報告擬將日本大仁農場過去 20年間在無農藥及非化學肥料的栽培條件下所進行

有關植物保護與生產現場之調控的研究之成果進行說明。 

1.在大仁農場的研究 

有機農法與慣行農法在①營養管理②栽培方法與③品種之間有很大的差異，因此

大仁農場針對這三種特性進行研究。 

作物營養：一旦發生病蟲害將對作物的營養狀態造成很大的影響。作物營養的管理牽

涉到物質的收支平衡，因收獲及氣候所損失的養分必須研究如何加以補

充，因此對於農作物利用微生物固定氮素、菌根菌共生、岩石礦物質的溶

解、綠肥、雜草生長及有機物等均是大仁農場對物質營養循環管理研究所

進行調查的項目。 

栽培方法：以有機物為主體的營養管理，在播種期、定植期、行株距、栽培密度、物

質收支平衡及連作上各種作物均有不同的反應。以病蟲害管理為目的研究

包括有間作（麥類、苜蓿、玉米）、混作（蔥、韮菜、萵苣、麥類）、天敵

的保護、誘引及抗線蟲植物的栽培等。另外，亦對能活化葉面、根圈微生

物及土壤微生物的資材進行研究。 

品種：到目前為止傳統的農業品種均是以適應農藥及化學肥料栽培為目標的前提下所

選育出來的品種。因此欲進行有機栽培必須自行進行優良品種的保存，以

在低養分狀態下仍能正常生長及耐蟲、抗病的品種為選育之標準。 

2.生產策略 

最初轉換成為有機栽培的農地，因殘留大量過去使用的肥料及農藥，因此應利用

綠肥或進行整體有機物質循環管理等栽培方式來淨化農地，利用連作、混作、間作或

誘引植物、自行採樣育種等各種方式來渡過有機培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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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生物在有機栽培上之應用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趙震慶 

 

一、微生物之簡介 

微生物即指微小之生物，一般而言，大多為人類裸眼所無法看見的生物體，微生

物之體積通常小到以微公尺(10-6 公尺)為單位。種類上一般分成細菌(含放射菌、藍綠

菌［此菌常被稱為藍綠藻］)，真菌(酵母菌與各種菌蕈，如香菇、木耳、靈芝等等)，

藻類，原生動物及毒素。與農業生產上關係密切的微生物主為細菌與真菌，站在植物

病、蟲害發生或防治上，毒素亦佔有一席之地，藻類與原生動物大多發生間接效應，

例如增加土壤有機質，養分之有效性或作物殘體之分解。其次，微生物此一名詞，實

際上是與動物和植物兩名詞一樣，包括的範圍極為廣泛，種類繁多遠超過動物與植物，

對人體、禽畜與農作物有益菌固然多，有害菌亦不少，亦有些菌與農業生產攀不上關

係，而且不同的菌對人，家禽畜及作物種類功能各異，既使同一種菌在功能上亦有好

壞之別，一如水稻品種，各有各的特性與地區性，故欲使用任一種農業用微生物均應

先經研究單位測試其功能、毒性與使用範圍，以避免金錢損失，甚至造成災害危害人

類之生存。 

 

二、微生物在農業上的功能 

微生物在農業生產上之功能，概括的可分成有益菌與病原菌，後者大眾皆知造成

生物病害的微生物，被害者包括人、作物、林木、禽畜及魚類，可以說自然界所有生

物皆包括在內，既使病原菌自己亦不例外，例如生物防治上利用頡抗菌降低作物病害

之發生，人類利用抗生素治病等等。有益菌如協助作物吸收養分之菌根菌與溶磷菌及

固定大氣中的氮素以增加作物氮素養分之根瘤菌等等。然病原菌非本次報告內容，在

此略而不談。僅敘述對農業生產上有益的微生物，所謂有益微生物係指為這些菌具有

下列功能之一者。 

1.增加作物所需養分之有效性：存在土壤中之作物殘體與土壤有機質，經微生物分解

後生成植物可吸收之銨態氮、硫酸鹽及磷酸鹽等等，或被固定在土壤中的磷酸鈣、

磷酸鐵及磷酸鋁，經溶磷菌分解後形成植物可吸收之磷酸鹽。土壤中鐵、硫、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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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所需元素養分，往往微生物可決定其對植物之有效性的大小，例如氧化態的三

價鐵，植物無法吸收，在特定的土壤條件下，被微生物還原為還原態的二價鐵，則

植物即可吸收。 

2.增加作物吸收養分與水分：大部分作物與樹木的根系能被特定的真菌感染，形成根

與菌之共生體，通常稱之為菌根，待作物根系形成菌根後，其根外菌絲伸展到土壤

中之範圍可達數公分，甚至數十公分遠的距離，而作物根系主要吸收養分與水分的

根毛長僅零點幾公分，吸收養分之範圍相差十至數百倍，在此種情形下，作物生長

自然會有明顯之差異。當然菌根之形成與所發揮之功能，往往受限於作物種類與土

壤理化性質。 

3.分解植物殘體與堆廄肥：稻桿、玉米桿、大豆桿或蔬菜殘株棄之於田間犁入土壤中，

在數週或一年後均消失無蹤，此即因殘體上與土壤中微生物將作物殘體與廄肥分解

為二氧化碳與植物養分供作物吸收，或形成土壤有機質貯存在土壤中。又如農業廢

棄物堆積為堆肥過程，會發熱、會減少重量亦係因微生物作用所造成。 

4.生物固氮作用：為上天提供自然界氮素養分的唯一方法。萬物生長皆需要氮素養分，

在無化學肥料之前，除動物糞便及動、植物體外，只有依賴固氮作用而維護自然界

各式各樣生物所需氮素養分之來源，追根究底的來說，動物體與動、植物廢棄物中

氮素，在沒有化肥供應前，亦是由固氮菌固定氮素後間接供應的。固氮作用種類很

多，在此僅述與農業生產有關之有益固氮菌，其中最重要的為豆科根瘤菌，其次為

能在植物根表面生長的固氮菌，再者為藍綠菌與光合細菌。當然亦有不少的固氮菌

分散存在土壤中，對作物生長直接貢獻較少，但站在整個地球氮素養分之貢獻上仍

有重要的地位。很可惜在本省農業生產體系下，大量施用化學氮肥與農藥的情形下，

導致生物固氮作用之效益不顯著。 

5.增進植物生長：能產生植物激素(荷爾蒙)的微生物，目前尚在研究發展中，初步室

內測定確具刺激作物生長之效應。菲律賓的國際稻米研究中心曾顯示種植水稻接種

根瘤菌，能增進水稻之生產，其原因即在於根瘤菌能產生刺激水稻生長之物質，很

可惜的是該報導未能證明根瘤菌所產物的植物激素為那一種。 

6.分解毒性物質：如對農藥、工業廢棄物之分解、汙水之處理等，與農業生產直接關

係較小，略而不述。 

7.病、蟲害防治劑、生物殺草劑及防霜劑：即一般所謂生物防治劑，近年來本類菌例

如蘇力菌已有不少商品在本省市場上銷售，功能與效益各位農友早已評估在心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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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而不述。至於防治病蟲害之微生物，目前國內、外均有產品銷售，例如中興大學

植病系曾德賜教授研發之抗病製劑，蔡東纂教授研發之抗線蟲製劑，近年均在市場

上開始銷售。至於國外，當然亦有不少的抗植物病蟲害用的生物製劑在市面上銷售，

但如引入國內成效如何尚待評估。至於生物殺草劑尚在研發中，目前所知不是直接

利用微生物，而是將其所產生之殺草成分提煉成殺草劑，國外已有成品，國內尚在

研發中。 

欲利用這些有益微生物在農業生產上發揮其功能，則需借助研究人員與生產廠商

相互合作，首先研發出具有上述功能之一，或多種功能之菌種，特別是分解有機質與

供應作物所需養分之菌種，並於田間測試證明其功能、適用之作物與土壤環境，及評

估對動物與作物危害可能性，然後製成接種劑銷售，供農民用於作物生產、堆肥製造

或淨化土壤。 

 

三、有機農業對有益微生物之需要性 

有機農業為近年興起之農作物生產法，此種觀點現已擴及畜牧產品之生產。基本

上，有機農業在作物生產過程中，儘量甚至不使用化學合成之農藥與肥料。目前國內

純有機農業產品即以不使用化肥與農藥為其生產作物之規範。然作物產品收穫銷售勢

將土壤中養分外移，同時在生產過程中亦會受到病、蟲害之侵襲。基於此，為補充土

壤養分之損失，必需種植豆科綠肥及施用堆肥，以增進與維持土壤養分含量，將作物

殘體留置田間，以減少土壤養分外移量，當然亦可施用鉀長石粉與磷礦石粉補充土壤

磷、鉀之損失量。然綠肥、堆肥及作物殘體之轉變為作物養分，需依賴微生物，例如

提升豆科綠肥供氮能力，要接種根瘤菌行共生固氮作用始可達到較佳的目標。而鉀長

石粉與磷礦石粉亦可經溶鉀菌(或稱溶矽菌)與溶磷菌而釋出有效性鉀與磷素供作物利

用。當然接種菌根菌於作物根系形成菌根則有助作物吸收養分、減少養分流失。至於

有機農耕法防治病、蟲及雜草之為害，大多可藉輪作與生物防治劑而達到目的。前者

是改變病、蟲害之目標作物以達減少病、蟲害的數量，後者則是藉微生物之力量，如

頡抗、競爭、吞食及毒害而達成防治之目的。 

 

四、目前接種劑之發展 

有機農耕法生產有機食物與微生物之相關性極為密切。為發展有機農業，各種有

益微生物必需製成商品供應農民之所需，此種微生物商品通稱為接種劑。目前所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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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生物肥料或生物防治劑，均可稱為微生物接種劑。任一種微生物接種劑均依賴學

者、專家依其專業背景在試驗室內由自然環境中分得，經學理上觀測與田間試驗，證

實的確可達到增進養分效率與含量或抗病、殺蟲之功效，即可藉發酵工程與專業技術

大量生產為接種劑。在形態上，以液劑及粉劑較為常見，亦有膏狀產品。 

目前國內常被利用之微生物接種劑來源，可分成兩大類。 

(一)學術團體研發推廣的接種劑：通常本類接種劑均經過室內與田間測定其功能與成

效，亦經過多重測試與考驗。例如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由楊秋忠教授負責)

所製成之根瘤菌與溶磷菌，與農試所嘉義分所(由程永雄分所長負責)生產之叢枝

菌根菌，大多屬於推廣性質，由政府提供經費製備，免費或低價提供農民使用。 

(二)商業生產的接種劑：在國內已有不少的廠商生產微生物接種劑在市面上銷售，雖

然有很多產品係經過測試，或由國內學術單位轉移，效果頗佳。但亦有不少的產

品，來源不明，往往藉口係日本或歐、美國家生產而進口，既無產地證明(包括輸

出國核准使用證明，出口文件等)，亦無生產廠商、代理商之名稱與地址，同時亦

不說明接種劑內含微生物之種類，僅述含細菌、真菌或放射菌各多少億，及無國

內證明而誇張敘述眾人期望的功能。 

因此筆者建議各位農友，選用接種劑時應注意此一接種劑真正的功能為何，所標

示之菌類，是否真正有效，例如某公司產品標明含原生動物若干，請各位想想，這些

原生動物能否有助作物生長，我們所瞭解原生動物有好有壞，好的是吞食有機物，協

助有機質分解為養分，僅為一種間接效應，或吞食土壤中細、真菌，那麼這些原生動

物是專吞病菌，或有益菌一併吞食？筆者無法分辨與瞭解，又如某公司產品標示含有

酵母菌，在實用上酵母菌是將醣類變成酒精或二氧化碳的微生物，用於製酒，或麵包

發酵，或製酒精等用，通常會產生一些代謝，例如有機酸，但筆者在商品標示上無法

看到菌種學名，實在無法了解這些酵母菌進入土壤中後，能對作物生長產生那些功能，

因為土壤中含少醣量至多幾十個 ppm(ppm 係指一百萬公斤土中含 1kg ; 每公頃耕地表

土，一般估算重量為二百五拾萬公斤)，甚至少到 ppb(ppb 係指每十億公斤土中含 1公

斤)，不知酵母菌可從土壤何處得到所需之醣類供發酵或生長之用，所生成之產物在根

系外，又如何能幫助作物生長。 

 

五、利用微生物接種劑於有機農耕法生產上應注意的事項 

(一)接種劑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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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接種劑種類繁多，各有其一定使用之作物與範圍，使用錯誤，輕則損失錢

財或徒勞無功，重則作物減產，甚至導致使用人受到傷害。以目前明確證實有效之根

瘤菌接種劑而言，即因作物種類不同，分成大豆用、花生用、銀合歡用等接種劑，使

用錯誤則是徒勞無功。近年部分學者發現亦有少部分根瘤菌可與多種，甚至可在現知

所有豆科作物上形成根瘤，但固氮能力有強弱之分。又如菌根菌接種劑，在理論上亦

只有大部分的植物可與其共生，以叢枝菌根菌(目前國內市場上有商品供應)為例，其

對十字花科的作物即無法感染而發揮功能。其次不同的叢枝菌根菌對同一種作物所能

發揮之功能各異，有些菌種效果佳，有些菌種效果差，此種差異因作物種類與菌種而

異。再者，很多叢枝菌根菌功能之發揮，受控於土壤等栽培介質理化條件之影響，如

養分與水分含量等等，將於後段文內敘述。 

(二)接種方法 

各種微生物接種劑的使用法大致上相差不多，但欲發揮接種劑之良好效果，應該

留意接種方法，譬如，叢枝菌根菌主要感染作物的部份是根尖後方 1至 3公分的位置，

如接種劑置放在種子四周的效果，則不如將接種劑置放在種子之下方 1 至 2 公分的位

置。大豆根瘤菌則可直接接種在種子上，如為菌體培養液則需加保護劑，如目前所用

於根瘤菌接種劑的泥炭土，可延長根瘤菌在土壤中的生存時間。種子接種後應儘可能

當天用完，除可維持菌劑效果外，亦可減少種子受到傷害。抗病生物製劑則宜施用在

根圈以減少菌劑施用量，通常幼苗期接種之效果多優於接種在成株。殺蟲劑則視蟲體

主要存在位置與殺蟲效率而定接種方法。 

(三)品質與標示 

接種劑應依學理嚴格管制製程，力求生產過程中不會受到雜菌之污染而降低功

效，甚至危害作物或使用人。為保證單位體積中之活菌數，生產者自己應設有品管部

門，嚴格管制商品品質，目前部分生產者設有品管部門，但亦有部份業者無品質管制

可言，僅依著葫蘆畫瓢，而導致接種劑品質有時符合水準，有時就不堪利用，甚至根

本無活的有效菌存在，或只有污染菌繁殖而無目標菌存在。可惜的是目前政府尚無類

似農藥檢驗準則可遵循利用，亦尚無檢驗機構承擔品管之工作，以致微生物製劑之品

質有待商確，只好請各位使用人自求多福。 

其次，目前市面商品往往標示不明，通常只寫出含有固氮菌、溶磷菌、堆肥分解

菌各若干，這還算是好一點的，至少指出微生物製劑的一些功能，更糟的是只寫出每

克製劑含有多少萬或億的微生物。常常流行的一個笑話是，隨便在菜園中抓一把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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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每克土壤至少有一百億個菌(1010/克土)，更何況微生物對作物生長而言，有益固

然不少，但有害菌亦很多，如不能更清楚的說明或管制，任由其在市場銷售，日後萬

一發生病害，特別在危害到作物與高等動物之生命時，真不知每公頃兩千噸的表土土

壤，應如何去滅菌。筆者認為微生物製劑應標明內含菌種之來源與功能，甚至寫出菌

種之名稱，經學術單位認證是否有此種功能，或對土壤、環境或動植物，甚至對人類

會否造成傷害，是利用微生物在有機農業生產上先決條件。例如在中國河南省曾發生

溶磷菌危害農民身體健康之案例，故更應注意管理、檢驗及登錄，以期保障使用者之

權益與身體健康。 

再者，微生物製劑是一種活的生命體或為休眠孢子，雖後者生命期，有少部份真

菌在自然條件下可達數年之久，但大多數的細菌，特別是一些沒有孢子的菌類，例如

根瘤菌，其在室溫之下即使存在培養液之中，亦會漸漸死亡，當活菌數低於某一濃度

時，即使施用該接種劑亦無法結成根瘤，發生良好的固氮作用。以大豆根瘤菌而言，

每毫升菌液中之活菌數需在一千萬(10
7)以上才為有效接種劑，種子體積越小，菌液中

的菌數則需更高。為了配合播種期提早製備接種劑時，必需將裝瓶的接種劑冷貯在 4

℃至 8℃之冷房中。在銷售過程中亦應似冷凍食品低溫(4℃至 8℃)貯存，始可較長期

保持微生物之活性。當然既使在此種低溫下，各種菌貯存期亦因菌種與製造技術而有

很大的差異，大約可貯存 3 個月至 1 年。部分接種劑所含之菌種具有孢子，如細菌中

的芽孢桿菌，與真菌中之原膜孢子等，在室溫下存活期較久，例如叢枝菌根菌係以休

眠狀態存在乾燥的介質中，貯存期大多可在半年至一年以上。近年中國地區之微生物

製劑，即需說明上架日期之長短，亦就是說放在貨品架上可達多長的日期，菌種仍能

保持其活性與生命。 

(四)土壤環境 

接種劑皆由人工以培養基質，在欲培養菌種所需最佳環境條件下培養繁殖，特別

是有效性有機碳源(此為微生物生長所需能量之來源與菌體組之主要成分)，培養基質

中通常是充分供應，而導致微生物各項功能在室內培養下一一呈現。如游離固氮菌對

氮素固定，溶磷菌產生有機酸而溶解無機磷，植物病害頡抗菌因產生胞外酵素分解有

機磷，或產生抗生素能頡抗病原菌、或快速生長繁殖，使病原菌在根面上無法生長或

生長緩慢等等，微生物製劑生產過程中，均無慮碳素源之不足。複加上人工培養時，

整個生長環境往往只有一種菌在生長，無任何其他微生物或生物與其競爭養分與生長

空間，亦無慮被較大微生物或生物如原生動物、線蟲等所吞食。然微生物接種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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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除非能立即在幼根面上生長，或有極佳的保護者-----攜帶劑，如根瘤菌接種劑

所用的泥碳土，否則微生物所面臨的土壤環境，是一惡劣不堪，處處充滿致死危機的

環境，不但缺少有效性碳之供應，又需與土壤原已棲息在有效養分源上微生物去競爭

養分，搶爭土壤中原住菌類口中的飯------有機碳是非常困難的。其次旱田土壤水分

量經常遠低於培養基，酸鹼反應之改變與培養基相差千、萬倍。再加上虎視在旁的吞

噬者------原生動物、線虫及木蝨等等，遠較室內培養槽內環境為惡劣。故接種人工

培養的微生物至土壤中，一如將溫室中生長之嬌弱的花朵，拋棄在荒原中，如無適當

保護措施，實在不易發生作用，這亦是今日大多數的微生物肥料或有益菌接種劑需用

攜帶劑保護後投入土壤，或需接種在植物種子或根上始易見效主因之一。 

土壤中有機質為維持土壤微生物主要碳素與養分來源，本省土壤中有機質含量多

在 1-2%左右，較為偏低，雖執行有機農耕法，土壤有機質可逐年上升，但以目前本省

狀況下，執行多年的有機農耕法的耕地極少，因而微生物所需之有效性碳，需自有機

肥料、綠肥、根系、作物殘體及根分泌物等來源獲得。前項(二)所述有益微生物，絕

大多數需有效性碳素供應始可發揮功能，因此在接種劑中是否可提供有效性碳素，或

使菌種呈現休眠狀態，往往為細菌性接種劑能否有效或有效期限增長之另一因子。 

目前所用與植物共生菌種之接種劑，其對宿主之感染作用會受到土壤環境中有效

性養分含量之影響，往往導致所具功能無法發揮。例如叢枝菌根菌，其有助作物吸收

水分與難移動性養分，但在每公斤土壤含有效性磷量高於 50mg 時，往往會造成不易感

染，甚至不感染作物根系的現象，亦就是說無法形成菌根而呈現增加吸收磷素與其他

養分之功能。相同的，根瘤菌的接種，如種植時每公頃施用 100 公斤以上的氮素肥料

的田中，亦將會大幅減少根瘤之生成，固氮作用之活性大幅下降，當然作物就得不到

接種效益。 

菌種之有效性深受土壤生態環境的影響，包括土壤理、化與生物性質及宿主植物

種類與品系已如前述。因此國外進口的菌種，既使在國外效果極佳，而移入國內使用

時，因土壤生態環境之不同而效果大打折扣。本系在發展根瘤菌接種劑歷程中，曾多

次引入美國農部所研發最佳大豆根瘤菌，其在本省幫助國內大豆品種之生長效果，遠

遜於國內自行分離的菌種，因此，自國外移入菌種或接種劑，除非能預先適應本地土

壤環境與宿主作物，否則使用後所期望之效果往往不易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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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有機農業生產上利用微生物接種劑是有益而無害的，但先決條件一如農藥之製備

與銷售，應由政府建立檢驗發證之制度，確保微生物接種劑對人類，動、植物及生態

環境，不會產生傷害與污染，並具有銷售時所述之功能，以保障使用者與合法廠商之

權益。如任由市場自行發展，優、劣產品並存市場，總有一天會造成劣幣逐良幣之效

應，最後吃虧上當的人，是接種劑使用者------農民與合法之廠商。其次是使用者本

身應特別留意，對各種微生物接種劑之應用範圍，功能及所受到之限制；應預先充分

瞭解，而相關資料除可由製造工廠與銷售商行獲得外，尚可由各地區農業改良場、農

試所及各大學相關科系如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台灣大學農化系及推廣中心，取

得相關資料，以避免誤用接種劑，使自己受到損失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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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液肥之製作及利用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簡宣裕 江志峰 張明暉  

 
 
一、前言 

有機液肥依製造過程的不同，可分為淋洗液肥、萃取液肥及發酵液肥。淋洗液肥

是堆肥資材在堆肥過程中階段性的淋洗取出液，由於其成份不穩定，利用性較差；萃

取液肥則是腐熟完全的堆肥經水萃取後所得到，如堆肥液、醱酵工業廢液，所含養分

較穩定且病原菌較少，利用性較高；發酵液肥是各有機質材料依一定比例與水混合，

進行液態發酵一段時間後之液體肥料。有機液肥是從事有機農業農民所使用於養分補

充的液體肥料，但它在病害防治與土壤肥力增進也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專家與從事有

機農業農民的重視。在有機農耕的作法下，堆肥被當作主要的肥料，各型式的堆肥材

料，有如醱酵工業的廢棄物、造紙工業廢棄物等，因由於堆肥種類的不同，礦化程度

也不盡相同，且釋放養分供作物利用的時期很難掌握，往往不能適時滿足作物養分的

需求，有機液肥含有大量水分與有效養分，較施用固態堆肥更易被作物吸收利用。 

 
二、製造有機液肥資材的種類及成份 

（一）家畜糞堆肥 

（二）家禽糞堆肥 

（三）海鳥糞： 

有氮質海鳥糞、磷質海鳥糞二種。氮質海鳥糞含氮 11 ％ 至 16 ％ ， 磷 

3.4 ％ 至 5.1 ％ ， 鉀 1.7 ％ 至 2.5 ％ 。磷質海鳥糞含氮 4 ％ 至 6 ％ ， 

磷 8.6 ％ 至 10.7 ％ ，磷肥係由鈣、鉀及銨鹽所組成。 

（四）乾血粉： 

經乾燥研磨而成，一般含氮 10 ％ 、磷 1.5 ％ 。 

（五）肉骨粉： 

將動物骨頭，加壓蒸煮脫脂磨粉的產物，肥效較緩，通常當做基肥。平均

氮含量為 2.3 ％ ， 磷含量 2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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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蚵殼粉： 

含 0.20 ﹪ 氮、 0.06 ﹪ 磷、 0.02 ﹪ 鉀。 

（七）魚肥 

不能食用之魚或加工魚品之殘物除去水分、油脂乾燥後製成魚粕，若再經

磨碎成粉則稱為魚乾粉，為鹼性肥料，含氮 7 ％ 至 6 ％ ，磷 5.1 ％ 至 6.9 

％ 。 

（八）油粕類肥料： 

主要種類有大豆粕、菜種粕、花生粕、芝麻粕、茶實粕、椰子油粕等二十

幾種，油粕通常當作基肥。氮含量豐富，但是缺乏磷、鉀。新鮮油粕含有機酸，

對種子發芽及幼小作物有害，宜先使其腐化後施用。 

 
三、有機液肥對土壤養分的供需 

(一)有機液肥具機動調節養分的特性 

有機農場大部份養分是靠施用的有機質肥料提供，經常長時間大量地投入有機

質肥料於農場土壤中。因此，合理而適切的施用有機質肥料，為有機農場經營成敗

的重要因素。國內學者專家在一項長達十二年有機農耕法與慣行、折衷農耕法的比

較試驗結果中指出，就長期來看，有機農耕法土壤中有效性氮量高於慣行農耕法及

其對於土壤理化性質的效應非常顯著等優點，但有機農耕法也有不少的缺點，除有

土壤中重金屬銅、鋅的累積外，土壤有效性氮經常處於高量下，故是否造成大氣與

地下水的污染，是我們繼續推行有機農業所必須關切的問題。 

其次，有機質肥料屬於緩效性肥料，施於土壤中需經礦化分解過程始可釋出作

物所需養分，其分解速率除與有機質肥料本身性質有關外，尚受到土壤及氣候環

境、耕作制度等所影響，作物在最需要某種養分時，例如在生殖生長期時應適度將

氮肥降低，提高磷肥與鉀肥，因此時若氮素過多，枝葉繁茂將對開花不利，有機質

肥料其即時供應的能力，明顯不如化學肥料，除非能另施速效性的含高磷與鉀有機

肥料，此時有機液肥的施用是項不錯選擇，尤其有機蔬菜在溫網室栽培，養分以管

路供應的情況下，是值得推薦使用的肥料型態，國內學者專家曾以味素廢液對小白

菜養分供應特性為研究指出，味素廢液含大量無機養分及有機氮，其在土壤中迅速

分解，因此可視為速效型肥料將其利用。有機農場的養分供需，若要朝更精緻的方

向發展，有機液肥應繼續研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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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氮、高磷及高鉀有機液肥的製造及施用方法 

液肥於有機農業作物養分供需的利用，是要解決當作物瞬間亟需要某種養分時

的供應。目前的開發係依照資材的成份，經簡易的醱酵過程製造而成，從事有機農

業的農民可自行製造，但因資材種類與製造法的不同，其功效就會不同，因涉及內

容廣且複雜，僅就常見幾個有機液肥，如高氮質液肥、高磷質液肥與高鉀質液肥，

其資材與製造方法簡如下。 

1. 高氮質液肥： 

（1） 材料 

清水 100 公升，豆粉 6 公斤，米糠 6 公斤，磷礦粉或海鳥糞 1 公斤，

海草粉 2 公斤，動物性胺基酸 1 公升，黑糖 12 公斤，綜合性有益微生物 2

公升。 

（2） 製造方法 

準備 120 公升塑膠桶一個，將清水及全部材料倒入桶中後每天早晚各攪

拌一次，每次約 3-5 分鐘，連續約 14 天，經 30 天左右即可使用。豆粉

可改用菜子粕、花生粕等其他油粕類。 

2. 高磷質液肥 

（1） 材料 

清水 100 公升，米糠 3 公斤，煉乳 2 公斤，磷礦粉或海鳥糞 6 公斤，

海草粉 2 公斤，黑糖 10 公斤，綜合性有益微生物 2 公斤。 

（2） 製造方法 

與高氮質液肥之製造方法相同。 

3. 高鉀質液肥 

（1） 材料 

清水 100 公升，米糠 6 公斤，煉乳 1 公斤，磷礦粉或海鳥粉 3 公斤，

海草粉 6 公斤，黑糖 10 公斤，綜合性有益微生物 2 公斤。 

（2） 製造方法 

與高氮質液肥之製造方法相同。 

（三）有機液肥之使用 

1. 氮質液肥使用法 

適於各種作物生長長初中期使用以促進營養生長或果實生長，也可於果樹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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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後做裡肥使用，噴葉用 100 倍（先過濾），灌土者不必過濾，接加水稀釋 30 – 

50 倍後以馬達抽取灌施。 

2. 磷質液肥使用法 

適於氮素過多之作物。 2 – 4 個月間長期陰雨，日照少，或因氮素太多而花

芽分化不良之果樹或果菜類，每間隔 4 - 5 日連續噴施或灌施於土壤二次以上。

結果中後期灌施於土壤以提高果實糖度。噴葉用 100 倍（先過濾），灌土用 30 – 

50 倍。 

3. 低氮磷質液肥使用法 

適於養分不太夠之果樹或果菜類結果中後期使用，以促進果實生長並提高糖

度。噴葉用 100 倍（先過濾），灌土用 30 – 50 倍。 

 

四、有機液肥用於病害防治的功效 

(一)堆肥液(茶)防治病害效果 

堆肥液又稱堆肥茶 (compost tea) 為有機液肥的一種，是美國農部新近推介給該國

有機栽培農民使用之新產品，具有促進作物生長且具降低作物葉部病害之效果，是為

本世紀有機農業萌發之新技術 (emerging technology)，已在美國植病學會會員間，掀起

研究熱潮。堆肥液不同於堆肥抽出液，它可能在抽出過程中加入微生物的食物源釀造，

是一些微生物生長的「起始劑」，更不同於淋洗液，雖然最後的產物可能同樣具提供養

份與抑制病原菌的能力，但它可能在抽出過程中去除一些對作物有害的病原菌，在使

用上增加其安全性。施用堆肥的功效主要包含補充作物養分與增加土壤肥力，而利用

堆肥中微生物的作用抑制作物病害的特性，雖很早即被發現，但自 1973 年來才被用為

研究的對象 (Hunt et al, 1973)，而最近的研究則於堆肥液體抽出液用於作物病害的防治 

(如表一)。 

國外有許多關於堆肥液對作物病害的研究相當多， Weltzein（1989）報告一些禽

畜糞與蒿稈堆肥抽出液對胡瓜白粉病具有控制效果，對葡萄之白粉病及露菌病亦有防

治效果；Yahalem et al.（1994）指出廢棄菇類堆肥之抽出液則對蘋果黑星病（scab）具

有抑制效果；馬糞堆肥之抽出液則對葡萄葉片病原菌（Pseudopeziza fracheiphila）具有

抑制作用，而且田間防治效果良好（Ketterer and Weltzien,1987）；Kai et al （1990）則

指出樹皮堆肥抽出液則對鐮刀菌引之萎凋病具有抗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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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有機農業的實施，在病蟲害的防治的措施上概可分為 (1) 栽培防治 (2) 

物理防治 (3) 生物防治 (4) 自然農藥防治 (謝，1998)，用拮抗性微生物或有益微生物

防治作物病害是其中的方法，但以單一菌種想達到防治的目的，常無法有顯著的效果，

其中有研究指出，在複雜田間的條件下，對於真菌性的植物病害，以生物性的防治方

法控制，常無達到很好的效果，不論以土壤中的微生物或其代謝物去誘導作物對病原

菌產生抗性，或常從田間土壤分離得到的 Pseudomonas spp.去抑制病原菌如 Erwinia 

carotovora 等。但是以經堆肥化生物方法改善土壤性質，能有效的抑制土傳性的植物病

害  (Hoitink, 1980； Lumsden et al., 1983；Hoitink and Fahy, 1986；Hadar and 

Mandelbaum)，其中堆肥液的開發為其方法之一。 

(二)堆肥抽出液的作用機制 

堆肥抽出液噴施於葉面上對其葉圈 (phyllosphere) 影響的活性物質，至今被鑑定

出包括微生物細菌  (Bacillus and Pseudomonas) 、酵母菌  (Sporobolomyces and 

Cryptococcus)、真菌 (Trichoderma) 和放線菌 (Penicillium)，但無特定的菌種，在一些

堆肥抽出液也有兼嫌氣菌和嫌氣菌的存在，因此，似乎是多類型微生物致使產生抑制

病原菌的潛力，這也是目前爭論的地方，根據國外的研究(Cronin,1996) 所提出，嫌氣

性處理的堆肥液對蘋果黑星病 (apple scab) 的抑制較好氣性處理有較好的效果，此研

究顯示病害的抑制乃由嫌氣性微生物產生代謝產物所作用，雖然如此，對於作用的機

制而言，並無單一機制能解釋。就過去的研究可歸納四個機制：1.抑制病菌孢子發芽 2.

誘發寄主抗性  3.與寄主的拮抗與競爭作用  4.產生化學抑制劑。從一些生物檢定 

(bioassay) 的試驗照片可看出堆肥抽出液的效應，剛開始是一些活菌株的作用，但過濾

或滅菌的方式處理抽出液，對病原菌也有減低其活性的效果，這可說明包括一些化學

性的拮抗物質如酚類和氨基酸等 (Trankner, 1992)，或者一些的代謝產物，如抗生素，

其生物抑制活性在堆肥液中扮演一重要的角色。假如以預防性的施用堆肥抽出液，無

論在實驗室、溫室或是田間，其對於在葉上或是果實上的不同種真菌性病害，有顯著

的防治效果，此是否與堆肥液中含多種代謝產物有關，或微生物與病原菌之間產生養

分的競爭作用，抑或有其它因素，值得進一步探究。過去的研究顯示，堆肥液中含有

微生物 (尤其是細菌) 對於它的活性是必要的 (Stindt and Weltzien, 1988)；同時在其他

的實驗也證明，誘導寄主產生抗性，是堆肥液之所以會抑制效應的原因之一 (Samerski 

and Weltzien, 1988)，因此，堆肥液抑制病原菌的機制，並不是單一的效應。國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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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堆肥液對於大麥白粉病菌(Erysiphe graminis)的防治效果顯示，在未噴施堆肥液前，

種植於施用堆肥土壤的大麥，其新生葉獲得一些的抗性，假如此時在噴施堆肥液，其

防治的效果更好，因此，堆肥液的作用機制或許是一些不同抑制效用伴隨的結果。 

(三) 殺菌劑用堆肥液的製作探討 

堆肥液因含有養分故亦可當做噴灑葉片之追肥使用，適時補充堆肥施用養分供應

之不足。堆肥液製作簡單，一般農民均可自行製造。 

堆肥液之製造，在歐美許多有機農法，耕作者都有其秘密且獨特之配方，而且許

多配方也正在被測試中，其功效為既能促進作物生長且減少病害之發生（Ingham and 

Alms, 1999）。而我們對於堆肥液之研究仍是處於初始時期，無論學術部門或應用部門

均有必要對有關影響之因子加以進一步之探討及瞭解（Ingham and Alms,1999）。堆肥

液對於不同作物的病害，並沒有一致性，在製作過程及施用有四點值得研究。 

1. 萃取量：一般新鮮的堆肥與水的比例為 1：5-10，理想的比例須經試驗後調整。 

2. 萃取時間：一般為 7-14 天，但 Urban and Trankner (1993)，曾利用牛馬糞尿堆肥

以 24 小時的萃取時間所製成的堆肥液能有效的防治豆類灰黴病。 

3. 過濾：將堆肥液的上清液，以 200 mesh 的篩網過篩，避免堵住篩孔，過濾前 8

小時，不要攪拌堆肥液。 

4. 噴施：堆肥液噴施的器具需每隔一段時間消毒一次。 

使用堆肥液之前，有必要先作一些試驗，同時必須注意稀釋堆肥液後的效果與通

氣的時間，最重要的是儘量使用新鮮的堆肥液。在筆者以堆肥液對胡瓜與洋香瓜白粉

病防治效果的試驗中，曾以簡易的桶子醱酵法製造堆肥液，其作法如下： 

1.堆肥之選用。 

本研究第一階段首先由中、彰、投及其他縣別收集 17 種堆肥進行成分分析，先

淘汰 Cu、Zn 及 Fe 含量不合規定或含夾雜物者，再行選取六種堆肥進行堆肥液

製作，選取兩種堆肥液進行試驗。 

2.堆肥液之製作方法係修正德國學者 Heinrich Weltzein (1986)所發展出的方法，使

用 10 L 之塑膠桶以堆肥（乾重）：水＝1：3 之比例裝於廢棄之麵粉袋，每天攪

拌一次，浸漬 7 天後以紗布過濾供試。 

製造出的堆肥液對胡瓜與洋香瓜白粉病防治效果，顯示對白粉病之防治均有很好

的效果。另觀察到堆肥液之防治效果似乎與堆肥液之 EC 值有密切之關係；在胡瓜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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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結果顯示 EC 值與病葉數及指標值分別有良好之相關性，然高 EC 值對作物葉肥

傷的嚴重性，是否須加以稀釋使用，抑或以肥培管理方式控制，都須進一步探究，以

提高堆肥液商品的實用性。 

 

五、結論 

有機液肥於有機農業的應用，主要是解決堆肥對緩效性的缺點，提供作物瞬間的

的養分，若能改進施用方法，對有機作物栽培與生態環境維護的貢獻是明顯的。另，

堆肥液對作物病害防治的功效，國內之研究尚屬初始階段，若能繼續的研發，是堆肥

的另種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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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外堆肥液對於作物病害防治 
 
 
 
 
 
 
 
 
 
 
 
 
 
 
 
 
 

 
表二、溫室胡瓜噴施堆肥液白粉病病葉數調查 

處理項目 
抽出時間

(天) 
病葉數  γ指標值（％） 

對照（無處理） — 6.25 100 

噴水處理 — 4.67 75 

A 堆肥液（CH） 7 3 48 

B 堆肥液（CC） 7 3.8 61 

蘇打水 — 1.4 22 
γ指標值為與對照病葉數之比值 

 

表三、溫室洋香瓜噴施堆肥液白粉病病葉數調查 

處理項目 抽出時間(天) 病葉數  γ指標值（％） 

對照（無處理） —  64 95 

噴水處理 —    67.3 100 

A 堆肥液（CH） 7    15.3 23 

B 堆肥液（CC） 7  26 39 

蘇打水 —    25.8 38 

藥劑(撲克拉猛) —    16.9 25 
γ
指標值為與噴水處理病葉數之比值 

防治的作物病害與病原菌 堆肥液的材料與提出的學者 
蕃茄、馬鈴薯的晚疫病 
(Phytopthora infestans) 
豆類、草莓灰黴病 
(Botrytis cinerea) 

萎凋病 
(Fusarium oxysporum) 

馬糞尿堆肥萃取液 
Weltzein(1990) 

牛糞尿堆肥萃取液 
Weltzein(1990) 
樹皮堆肥萃取液 
Kai, et al(1990) 

葡萄露菌與白粉病 
(Plasmopara viticola and 

Uncinula necator) 

動物糞尿與稻草堆肥萃取液 
Weltzein(1989) 

小黃瓜白粉病 
(Sphaerotheca fuliginea) 
蕃茄與甜椒灰黴病 

  

動物糞尿與稻草堆肥萃取液 
Weltzein(1989) 

牛雞糞尿堆肥萃取液 
葡萄殘渣堆肥萃取液 

 Elad, Shtienberg(1994) 
蘋果黑星病 

(Venturia conidia) 
菇類殘渣堆肥萃取液 
Cronin, Andrew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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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有機栽培之病害管理 
 

虎尾科技大學 
羅朝村 

前言 

臺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地區，經常是高溫多濕的氣候，而此些氣候條件，又常適

合多種病害的發生與傳播；加上冬季又乏較低的溫度來降低相關病原菌之密度，因而

造成病害十分猖獗，進而導致嚴重影響農產品之產量與品質。自從農藥問世後，基於

經濟與速效之考量，農民多以化學方法來防治病害，而忽略其他的防治手段與管理策

略。然而，農藥的使用對生態環境有太多的負面影響。如 a.有礙農民與消費者的健康：

農藥中毒事件時有所聞；而且農產品上易留有農藥殘毒，清洗不易，易引起慢性中毒。

b.藥害：使用不當時有害植物。c.抗藥性：經常使用農藥，病原微生物易產生抗藥性，

導致農藥無效。d.環境污染：許多農藥在自然界中代謝分解十分緩慢，造成水源與土壤

污染，嚴重破壞生態體系。尤其環保意識抬頭後，農藥更是受人詬病。近年來，政府

提倡並極力發展『有機農業』與『永續農業』，在病蟲害管裡方面多獎勵研發安全且有

效的非農藥防治方法，為的就是逐漸降低對化學農藥之依賴，以保障一般大眾的健康、

生態的平衡、及農業的永續經營。 

隨著越來越多消費者關心食品農藥殘留問題後，相對的，各已開發國家之大眾對

有機生產食品的要求均有逐年增多之趨勢；以美國而言，每年約有 24﹪的增加率

(Govindasamy and Italia，1998；Thompson，1998)。在台灣，有機產品的需求亦有日漸

增加的情形，惟如何在不施化學農藥而可減少病蟲害之威脅，以減少作物之損失，則

已成為栽培者所必須面對與克服之重要課題。本文將從病害發生之要件闡述，進而例

證相關可用方法來說明有機蔬菜栽培之病害防治與管理。 

一、病害發生的主要因素  

植物病害通常可區分成生物性病害 (biotic disease)[或稱傳染性病害

(infectious disease)]與非生物性病害 (abiotic disease)[或稱非傳染性病害

(noninfectious disease)]。常見的生物性病害大多由真菌、細菌、病毒、線蟲

及其它生物等引起；而非生物性病害則涵蓋有溫度（過高或太低）、濕度（太

低或淹水等）、酸鹼值（pH 過低或過高）、鹽分(過高)、營養（缺乏或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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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空氣污染或藥害等引起。  

因篇幅關係，非生物性病害將不在此作說明。而生物性引起的作物病

害是否發生，主要決定於所謂的病害三角關係(Disease triaugle)；即（一）

適當的病原（二）適當的寄主與（三）適當的環境。至於所謂適當的病原

是指含有致病性（或強致病力）之病原生物的存在以及達到一定之菌原密

度；而適當的寄主則指對該病原是感病性品種。至於適當環境，則指當時

環境因子（如溫度、濕度、營養條件）有利用病原菌或不利於寄主作物。

如此之三角關係則常影響病害發生與否或其病害的嚴重度。  

二、重要蔬菜病害病原發生所應有的環境條件  

如上所述，病害之所以發生；在於栽培作物是屬感病性品種，而環境

條件通常是有利於病原菌存活、發芽、生長與侵入組織等致病過程。因此

設施或非設施栽培是否提供病原菌致病過程中所需要的環境條件，則是影

響病害發生與否或嚴重度的重要因素。故本節擬從一些筆者認為較重要的

病原菌所需要的條件（最適條件）先做一說明，以便業者，在栽培管理中，

瞭解何時或何種條件下，何種病害即將發生以及適時作些防患措施的基本

依據。根據文獻所載，以及筆者的個人經驗略為歸類出目前蔬菜病害較常

出現或危害較嚴重的病原菌做些敘述以作為各位的參考；因本文以下僅談

其通則性，其嚴重性與否或種類多寡，或許會因區域性或個戶栽培管理的

差異性而有不同。  

依據溫度嗜好，病原約可分成下列兩大類；  

(一)中偏高溫（22-25℃以上溫度）而好多濕之病害病原：  

1.真菌病害病原  

(1)疫病菌(Phytophthora spp.)引起的作物疫病  

例如，甜椒、辣椒、茄子等疫病；其病原菌(如 P. capsici)最

適溫度在 25-30℃，因此露天栽培通常以夏、秋季發生較為嚴重；

而設施栽培者適宜溫度季節可能較長，其嚴重與否則依灌概系統

（如灑水、噴灌或滴灌）有關。若採噴灌或淹灌系統可能較為嚴

重等，而人工灑水或滴灌應較輕微。  

(2)萎凋病菌害病原  

真菌性萎凋性病害通常是指由鐮孢菌 (Fusarium oxysporum)

所引起的病害，如西瓜蔓割病、洋香瓜萎凋病、胡瓜、苦瓜萎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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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豌豆萎凋病、蘿蔔黃葉病及其他作物萎凋病等；雖然亞種名

稱各依作物而異，但其危害作物最適土壤溫度大都在 24-28℃

間，除了土壤淹水外，較高的土壤濕度亦利病害的發生。因此本

省萎凋病通常在夏季發生較冬季為嚴重。設施栽培則可能會因氣

溫、連作、密植而較露天栽培區嚴重。  

(3)白絹病菌(Althelia rolfsii)引起的白絹病  

本病菌約可危害 160 種以上作物。在高溫(25-35℃)、高濕環

境，特別在含有有機質之酸性土壤上較易發生。發病後期在植株

地際部，會出現白色而粗的菌絲，並有形成竭色菌核之情形。其

危害其情形則依個人栽培管理而差異甚大。  

(4)立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引起的基腐病或腰折病  

密植與高濕度下最易發生；特別以撒播方式種植者為甚。由

於其寄主範圍廣且腐生性強，加上設施中連作頻度高，危害亦有

日漸嚴重之趨勢。  

(5)腐霉病菌(Pythium sp.)引起的猝倒病  

如 Pythium aphanidermatum. P. myriothlum 引起的病害在高溫

（28℃以上）高濕下，發生最嚴重。因此南部五月以後，中部則

在五月～六月後，均可發現其危害蹤跡，如瓜根腐病與薑軟腐

病。又因其主要危害幼根造成根腐，故在排水不佳及密植的設施

內亦可能較嚴重；如西螺地區設施內之夏季莧菜莖腐病發生相當

普遍。  

(6)炭疽病菌(Colletotrichiun sp.)所引起的病害  

由於其產孢需在高濕度下，且雨水有利於病原菌分生孢子的

釋放與飛濺。其適宜發生溫度則在 20-30℃間，因此露天栽培在

夏季及雨季間均有利此病害的發生。而設施內一般病害發生較少，除

非噴水灌溉不當。  

2.細菌性病害  

(1)青枯病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引起的青枯病  

主要發生在高溫多濕的夏季。通常在 30℃以上為最適生長溫

度。傳播則靠灌溉水或雨水。因此設施內若採噴、淹灌方式將有

利病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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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軟腐病菌(Erwinia carotovora)引起的細菌性軟腐病  

主要發生在葉菜類(如結球白葉、、等)及根菜類蔬菜。通常

發生在 25℃～32℃及高濕季節；故於春、夏梅雨及多雨季節；特

別在豪雨過後，常在幾日內造成嚴重損失。因此設施內若採噴、

淹灌方式亦將有利病害發生。  

3.病毒病害或稱毒素病  

一般農民稱為瘋叢。本病原常依作物種類而有不同；或同一種

作物而有不同病毒之危害或複合感染之情形。通常溫度會影響病徵

的表現（如病徵不明顯等特徵）。但對病害嚴重性的影響，則是因溫、

濕度影響媒介昆蟲，特別是對蟲口密度的影響。例如，多雨會降低

蟲口數與其活動力，進而減少病毒傳播；而秋冬乾燥季節，蟲口密

度較高時其病害亦發生較嚴重。設施如細網或塑膠布具有阻隔昆蟲

(病毒媒介昆蟲 )作用，若能小心防護或清園應可減少此病害；但若

媒介昆蟲不慎進入與引入帶毒幼苗則可能更嚴重發生，特別如瓜類

病毒病將因蚜蟲繁殖世代時間縮短而更趨嚴重。  

4.線蟲病害  

主要以根瘤線蟲(Meloidogyne incognita)危害作物種類最多。溫

度大多在 20～28℃間較適合，過高或太低均會影響其感染。土壤濕

度則以乾燥區較嚴重，高濕除可增進擴散危害外，通常不利其繁殖

與感染。但線蟲可能造成作物根受傷而因此增加其他病原入侵的機

會。  

(二)中偏低溫度（22～24℃以下）病原病害  

1.真菌病害  

(1)低溫高濕  

(a)白粉病菌（包括 Erysiphe sp.或 Sphaerotheca sp.等）引起的作物

白粉病。其危害條件通常在 18～28℃為較適發病的溫度；濕度

除了葉表有水膜外，通常會隨著濕度增高而危害較嚴重。因此

在此溫度下，通風不良之設施會較露天栽培區嚴重。  

(b)露菌病菌（包括 Peronospora brassicae、Pseudoperonospora sp.

及其它屬種等）引起的作物露菌病。通常此病發生於冷涼潮濕

季節及濃霧，重露時期。發病適溫一般在 16～22℃。因此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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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秋冬及冬春季節。一般設施內因有阻隔結露而發生輕微。 

(c)葉斑病菌 (Alternaria sp.)引起的葉斑病如早疫病及其它葉斑

病。適合溫度通常在 16～25℃間，濕度愈高病害愈嚴重。  

(d)晚疫病菌 (Phytophthora infestans)通常只引起番茄或馬鈴薯病

害的病原。主要適宜溫度在 18～20℃，且高濕度下發病較嚴

重，故在冬春季，多雨時最易發生。設施內若灌溉系統處理得

當應可減少此病害。  

(e)蔓枯病菌(Didymella bryoniae)在瓜類引起的蔓枯病較嚴重，適

宜發病溫度在 18～25℃間，濕度愈高者愈嚴重，故在適溫下通

常在地際部最早發生。一般設施內可能較露天栽培嚴重。  

(f)銹病菌(Puccinia sp.)引起之作物銹病。雖然銹病菌亦有高溫型

（24℃以上）之菌種，但大多數屬低溫型病原菌如蔥銹病、蒜

韭菜銹病及豆類銹病等。通常發生盛期在一～六月期間；夏孢

子在 10～20℃時最易發芽，34℃以上則不發芽。  

(g)菌核病菌(Sclerotinia sclerotorum)引起的作物核病。通常在秋冬

季節發生較嚴重。其最適生長溫度在 18～25℃因其發芽侵入亦

需要較高濕度，故常在台灣北部冬季發生較多。根據鄭安秀博

士之報告，一般設施內溫度在 18℃以下，相對濕度在 90%以上

則利於此病之發生。有記載之作物如甘藍、結球白菜、萵苣、

甜菜、蕃茄、蔥科等多種作物。  

(h)白銹病菌(Albugo sp.)引起的作物白銹病。其發生條件亦如同露

菌病之條件，低溫多濕，甚至有露水之氣候，最適宜發病與感

染。記載之作物如莧菜、甕菜、蘿蔔、山葵、、等。  

三、設施應用與病害防治  

利用設施栽培作物，將有利於克服台灣夏季高溫多雨的惡劣環境，以

及冬天寒流侵襲等氣候逆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故從民國七十六年政府大

力推廣後，現已普遍為農民所接受並廣泛應用。然設施依被覆材料、設施

結構及外界環境的不同，往往會影響到設施內微氣候的變化，相對的病害

種類及嚴重度亦可能不同。根據報告顯示，台灣常見的設施型態計有直接

覆蓋 (Mulch)，浮動式覆蓋 (Floating mulch)，墜道式栽培 (Tunnel)，遮蔭網

(Shading net)，遮雨棚(Rain shelter)，網室(Net room)，溫網室(Net-plast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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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與溫室(Green house)等。其適用性則依農民個人經費，喜好及作物種

類而有選擇。通常網室、溫網室及溫室內之設備包括灌溉系統，噴藥，肥

料及病蟲害管理應較前幾項有改善的空間，因此病害的發生可能因配備的

不同或使用時機的正確性與否而有不同的差別。例如（一）增加降溫設備(如

水牆、抽風或噴霧等)與採用滴灌設備；以減少喜好高溫多濕之病害。（二）

低溫時，適當的使用噴霧系統，以減少忌水性病原菌（如白粉病菌、銹病

菌）的感染，但為能同時減少具游走孢子之偏低溫病原菌（如露菌病菌及

白銹病菌），必需強化通風系統，以交替性之增加水膜與通風減少設施內之

相對濕度。  

四、天然資材在病害防治上的利用 

(1)磷鉀肥在植物病害的防治效果： 

亞磷酸～為藥劑福賽得的主要代謝物質，可用以防治作物疫病、露菌病、

白銹病及荔枝露疫病，另外對番茄白粉病亦有防治效果。亞磷酸(H3PO3)為強

酸，安氏(2001)報告可以用氫氧化鉀(KOH)與之 1:1 等重量加水中和後，以稀釋

500-1000 倍溶液行葉面與果實噴佈，每一星期一次，至少 3 次，用於防治各種

卵菌綱真菌引起的病害。調配好之亞磷酸溶液約在酸鹼值 pH6.1 左右。亞磷酸

溶於水後，易氧化成磷酸，降低防病效果，故配製好之亞磷酸溶液，以當日使

用為宜。亞磷酸施用後，被葉片吸收，運送至植株體內，俟疫病菌等卵菌綱真

菌入侵後，刺激植株產生植物防禦素。亞磷酸在植株體內的下移性良好，防治

葉部或果實病害以全株噴施為佳，而且亞磷酸以連續施用 3 次以後，方可以完

全啟動防禦系統(安, 2001)。 

磷鉀肥～20―50mM 之 oxalate、K2HPO4、K3PO4 施用於作物上有誘導性

抗病的現象，對病原菌 Colletotrichum lagenarium、Cladosporium cucumerinum、

Dydimella bryoniae、Sphaeortheca fuligenia、Pseudomonas lachrymans、Erwinia 

tracheiphila、TNV 及 CMV 有某程度的防治效果（Mucharromah & Kuc, 1991）；

胡瓜葉面施用 25mM 之 K2HPO4、KH2PO4、KH2PO4+KOH、KNO3、KCl 可防

治白粉病，以 KH2PO4+KOH 加上 100ppmTween-20 效果較佳（跟 PH 值無關），

而每星期噴一次可有效防治病害，可比美系統性藥劑～比芬諾，但原先存在的

病斑無法去除（Reuveni et al., 1995）。 

(2)植物油及礦物油防治白粉病的效果： 

國際上有許多植物病理學者利用植物或礦物油來防治作物病害，如橄欖油



 26

（olive oil）、菜籽油（rapeseed oil）、Stylet-Oil （Cheah, 1995；McGrath & Shishkoff, 

2000）可防治白粉病；經乳化後的礦物油(1%)可防治胡瓜白粉病，但過高的濃

度則易引起藥害（Casulli, 2000），施用的方式多半將油脂以展著劑乳化後噴施

於葉部，而每週施用一次是最普遍的方式。 

多年前農試所與夏威夷大學合作下，將一般食用的葵花油經過適當的乳化

後，稀釋成 1000 倍溶液時可以降低番茄白粉病約 50%，使用稀釋倍數在 200-500

倍時可以降低病害至 10-20%(Ko et al., 2003)。在田間實驗時，每週噴施一次時，

對番茄、瓜類、枸杞等作物的白粉病均有良好的預防效果。此外，它對銹病、

露菌病亦有相當的抑制功效，尤其在設施內施行預防性防治使用時，效果最佳。 

葵花油稀釋液噴佈於植株上時，會在植物體表面形成一種薄膜，能阻隔病

原菌孢子發芽與菌絲生長(Ko et al., 2003)，且有減少植物水分散失的功效，但

它不會影響植物的呼吸作用及光合作用。因此，食用油不但兼具病害防治與增

強光合作用效能的雙重功效，而且對環境無毒無害，符合有機生產需求及環保

概念，生產成本極低的一種實用性的防病技術。 

(3)植物抽出液的防病效果 

在自然界有許多中藥植物(天然植物)或國人習用的中藥草，富含許多特殊

的物質、具有特定之生物活性，可用於抑制多種植物病原菌。台中改良場曾大

力推行利用天然植物資材，如大蒜、辣椒、木醋液等來防治作物病蟲害的發生。

國外在植物抽出液防治作物病害方面之研究甚多，如 Azadirachta indica 葉萃取

液對數種真菌孢子、細菌均有抑制發芽或靜菌作用，對白粉菌孢子亦有作用

（Coventry & Allan, 2001.）；Corydalis chaerophylla 之根葉萃取液 berberine，

可抑制多種真菌孢子發芽（Basha et al., 2002）；Rheum undulatum 萃取物可濕

粉製劑(RK)2000 倍稀釋液，對胡瓜白粉病有 75～100%的防治率（Paik et al., 

1996）；Reynoutria sachalinensis 萃取液對數種作物之白粉病及灰黴病有良好的

防治效果（Daayf et al., 1995），可見植物不僅可作為動物的病害防治材料，也

可用於作物病害的防治用途。 

近年來，農業試驗所大量篩選各種植物抽出液對三種植物病原菌(Fusarium 

proliferatum、Botrytis elliptica 和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胞子發芽的影

響，結果顯示其中以山韭菜及大風子抑制胞子發芽的效果最佳。山韭菜抽出液

稀釋 10 倍以後，其抑菌能力隨即下降。抽出液的揮發性氣體為抑制鐮胞菌胞

子發芽的主因。另外，以大風子的水或酒精抽出液噴施於小白菜葉片上，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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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降低炭疽病的發生。 

植物抽出液防治作物病蟲草害是一新興的研究課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

正積極進行相關研究。目前已有一種名為 Milsana®的植物抽出液產品問世，它

是 Reynoutria sachalinensis (giant knotweed)的酒精萃取物，推薦於防治觀賞作物

白粉病及灰黴病之用。該抽出液的防病原理為誘導植物體產生系統性抗病的功

效，往後研究的空間相當大，值得群策群力發展此一尚待開發的領域。 

五、微生物在病害防治上的利用 

目前常用於植物病害的拮抗微生物，主要包括有 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 

strain 84 防治腫瘤病；螢光假單胞細菌(Fluorescent Pseudomonads) 防治多種病原

引起的病害作為種子處理及防治根瘤病；放線菌(Streptomyces spp.,)防治菌核病；

木黴菌（Trichoderma spp.）及膠狀青黴菌(Gliocladium spp., ) 防治多種病害 等。

雖然仍有其他拮抗微生物被研究與記載，但其中被研究最多，用途亦最廣者則首

推木黴菌（Trichoderma spp.）、膠狀青黴菌(Gliocladium spp., )、枯草桿菌(Bacillus 

sp)、螢光假單胞細菌(Fluorescent Pseudomonads) 及其他、、等。 

(1)木黴菌在相關作物病害之應用與發展 

1932 年，Weindling 氏首先將木黴菌應用於防治 Rhizoctonia solani 所引起

的病害，而開啟了木黴菌在作物病害生物防治的始頁；爾後木黴菌陸續被研究

証明是最具潛力的生物防治真菌之一，依文獻所載可被防治的病原病害包括鐮

胞菌（如 Fusarium oxysporum，Fusarium solani、Fusarium colmorum）引起的萎

凋、根腐病；立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olani) 引起的莖腐病；腐霉菌及疫病菌

(Pythium spp.及 Phytophthora citrophthora )所引起的猝倒病及根腐病；其他如

Heterobasidium annosum; Armillaria mellea; Ceratocystis ulmi 及 Chondrostereum 

purpureum 及 Phellinus spp., 所引起之根腐病；Sclerotium rolfsii 所引起的白絹

病；Sclerotium cepivorum 及 Sclerotinia spp.所引起的菌核病；Plasmodiophora 

brassica 所引起的十字花科作物根瘤病；Meloidogyne spp.，所引起的作物根瘤

病 ； 灰 黴 病 菌 (Botrytis spp.) 所 引 起 的 作 物 的 灰 黴 病 以 及 炭 疽 病 菌

(Collectotrichum spp.)所引起的炭疽病。 

在台灣，我們也發現木黴菌可減少多種病害的發生，如可有效降低由立枯

絲核病菌引起的康乃馨根腐病、甘藍基腐病；減少 Fusarium oxysporum 引起之

百合萎凋病害，Sclerotium rolfsii 引起之山蘇白絹病以及由 Monosporascus sp 引

起之洋香瓜猝死病外；尚可減少一些空氣傳播性的病原病害，如炭疽病與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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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最近試驗更發現可減少胡瓜綠嵌紋病毒病害(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在促進植物生長的方面，顯示有些木黴菌菌株，可促進胡瓜、苦瓜、絲

瓜等植株生長。 

(2)螢光假單胞細菌(Fluorescent Pseudomonads)與枯草桿菌（Bacillus subtilis）在病

害防治上的應用報告有： Scher &  Baker (1982)曾發現從加州土壤分離出來的 

Pseudomonas putida 菌株, 可抑制有病原性的 Fusarium oxysporum, 並可因其

加入導病土中 (如 Colorado soil)而發生抑制作用,這種細菌後來被証明會產生

一種鐵離子嵌合物 (siderophore) 而弱化病原菌或使其不能利用鐵離子。 Yuen 

et al,(1985)等亦發現 Ps. putida 是康乃馨萎凋病抑病土中的主要微生物;可抑制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dianthi及降低病害。另外Pseudomonas fluorescens 2-29 

則可抑制 Gaeumannomyces graminis var. tritici 生長及降低小麥根腐病。P. 

fluorescens  Hv37a 可產生一種抑制 Pythium ultimum 的化合物(AFu), 而降低

棉花猝倒病。 Howell & Stipanovic 亦證明 P. fluorescens Pf-5 可減少棉花遭受 P. 

ultimum 及 Rhizoctonia solani 的危害。 P. putida M17 抑制  Erwinia spp. 所引

起的馬鈴薯軟腐病以及 P. fluorescens CHA0 可抑制煙草根黑腐病(Thielaviopsis 

basicola)。至於，枯草桿菌在病害上的防治主要被應用於種子處理(Cook 1993), 

主要防治對象包括菌核病(Sclerotium cepivorum)、Fusarium spp.,引起萎凋病、

G. graminis var. tritici 引起小麥根腐病、Phytophthora spp.,引起疫病及 Nectria 

galligena 引起之根腐病之病害等，另外台灣亦報導可用作白粉病的防治藥劑。 

六、蒸氣消毒 

利用蒸氣處理主要對象是土壤，一般在苗圃、洋菇養殖或其它家庭植物培植

處所，均會使用蒸氣消毒土壤，於使用蒸氣之前要注意打破土塊，使得積水的土

壤有良好的排水性及適當蒸氣的出口，一般適於種植時的土壤濕度也正好是使用

蒸氣處理的時機，因此時病原微生物，正是吸水的時候而且土壤孔口也是開的。

使用蒸氣也有不理想的作用或效果，總之從事土壤處理或滅菌的過程中，不能只

顧一昧地消除病原菌處理所及的作用及效果，也需要考慮如太高溫，可能造成土

壤中微生物真空的現象等等。 

 

七、太陽能 

自古以來，世界各地普遍利用日光消毒器物，農業上則在寒冷季節利用日光

及玻璃或塑膠布築造溫室及溫床栽種作物幼苗。至於水稻田於收穫後翻耕曝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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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以利生產，亦為民間常聞之事，土壤經加熱處理以防止植物病害，亦早被普遍

利用。羅馬古代已有以焚燒方法改良土地之生產力。Groosheroy(1939)將煙草的種

子及苗床的土壤直接在太陽下曝晒，以殺死煙草苗期黑色根腐病病原菌

(Thielaviopsis basicola) 的厚膜胞子，而達到防治效果，乃是最早有關利用太陽輻

射能防治植物病害的報告。 

Katan 等人在夏季利用透明 PE 塑膠布覆蓋土壤，經 3～4 週強烈的陽光照

射，提高土壤的溫度，而將土壤中的棉花萎凋病(Verticillium dahliae)，蕃茄萎凋

病(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 的植物病原菌殺死，降低了由這些病原

菌所引起之病害，乃是最先提出利用此方法防治土壤傳播性病害的文獻，並將此

方法稱 Solarization(日光消毒)。 

八、結論 

當感病的寄主植物、強的病原菌與適於發病環境等三方面均同時存在時，病

害才可能發生。就寄主植物而言，作物本身因遺傳之關係，具有各種程度之感病

性、抗病性及免疫性。就病原菌而言，病原菌本身也由於其遺傳特性的不同，具

有不同的病原性。具有強毒性之病原菌，可在寄主上表現強的致病力，於是其病

原性就表現出來；反之弱毒性之病原菌，致病力弱，病原性常無法表現。而環境

因子如溫度、濕度、光線、風、空氣、化學成分、土壤酸鹼反應及土壤營養分等

均可左右植物體的生長狀況與病原菌的侵染與存活。事實上，病害之發生受三者

彼此相互影響，互相牽制，缺一不可。植物病理學的研究對象即在此，且最終目

的在於打破三者之三角關係，以阻止病害的發生。 

在上述多種非農藥的防治措施中，不難看出都是削弱病原菌的致病力和改變

栽培環境等方面進行思維，進而研發出來的有效防病措施。以往農民遇到病害的

問題，首先在腦海裏呈現的意向即是利用農藥加以防除，而不知尚有其他有效的

防治法。本文旨在提供農藥除外的另類防治病害措施，一方面將國內研究人員多

年的研究成果推廣出來，一方面藉此機會教育農民，使其對病害防治有更深一層

的認識。往後遇到相關病害問題時，能循此非農藥的防治模式，並舉一反三，培

育健康、無農藥殘毒之虞的食物，以維護消費大眾的身體及環境健康。 

九、參考文獻 

安寶貞、羅朝村、謝廷芳、黃秀華。1999。作物病害之非農藥防治。農委會、農

林廳編印。台中，臺灣。 



 30

黃振文、孫守恭。植物病害彩色圖鑑，第二集，蔬菜病害。世維出版社。台中。 

羅朝村。1997。木黴菌在作物病害管理上的應用。有益微生物在農業上的應用。

研討會專刊:57-62. 

羅朝村。1999。生物防治在作物病害上的應用與展望。台灣農業 35(1):11-22. 

羅朝村。2000。生物性農業藥劑之研發與應用。生物資源、生物技術 2(3)：9-12. 

羅朝村。2002。生物性農業藥劑可行性評估。經濟部中小企業升級轉型第 53 專

刊。工研院出版，35 頁。 

羅朝村。2003。台灣木黴菌之研發與應用。中華真菌學會會刊 18：(出版中) 

Basha, S. A., Mishra, R. K., Jha, R. N., Pandey, V. B., and Singh, U. P. 2002 Effect of 

berberine and bicuculline isolated from Corydalis chaerophylla on spore germination 

of some fungi. Folia. Microbiologica. 47: 161-165.  

Casulli, F., Santomauro, A., and Faretra, F. 2000. Natural compounds in the control of 

powdery mildew on Cucurbitaceae. Bulletin-OEPP 30: 209-212. 

Cheah, L. H., Cox, J. K., and Popay, A. J. 1995. Screening of plant extracts for control 

of powdery mildew in squash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 Eighth New Zealand Plant 

Protection Conference, Angus Inn, Hastings, New Zealand, August 8-10, 340-342pp. 

Coventry, E., and Allan, E. J. 2001. Microbiolog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neem 

(Azadirachta indica) extracts: new data on antimicrobial activity. Phytoparasitica 29: 

441-450. 

Daayf, F., Schmitt, A., and Bélanger R. R. 1995. The effects of plant extracts of 

Reynoutria sachalinensis on powdery mildew development and leaf physiology of long 

English cucumber. Plant Disease 79: 577-580. 

De Waard, M. A. Georgopoulous, S. G., Hollomon, D.W., Ishii, H., Leroux, P., 

Ragsdale, N. N., and Schwinn, F.J. 1993. Chemical control of plant diseas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nnu. Rev. Phytopathol. 31:403-421. 

Hall, F. R., and Menn, J. J. 1999. Biopesticides: Use and Delivery. Humanna Press Inc., 

Totowa, NJ, USA. 626pp. 

Jones, K. A., and Burges, H. D. 1998. Technology of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P.8-30. In: Formulation of Microbial Biopesticides. Burges, H. D. e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412pp. 

Ko, W. H., Wang, S. Y., Hsieh, T. F., and Ann, P. J. 2003. Effects of sunflower oil on 



 31

tomato powdery mildew caused by Oidium neolycopersici. J. Phytopathol. 151: 

144-148. 

Lo, C-T. 2001.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richoderma spp. for plant  

disease control in Taiwan. Page 85-96.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logical 

control of plant disease for the new century-model of action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zeng, D-S. and J-W. Huang (eds), Taiwan. 

Lo, C.T. and Huang, J-H. 2002. Control of monosporascus root rot of melon using 

Trichoderma spp. in Taiwan. Phytopathology 92: S48. 

Lo, C. T., Liao, T. F., and Chang, Y. N. 1999. Effect of Trichoderma spp. on bulb 

growth and suppression of southern blight of lily. Plant Patholo. Bull. 8:172. 

Lo, C. T. Liao, T. F., and Deng , T. C. 2000. Induction of systemic resistance of 

cucumber to cucumber green mosaic virus by the root-colonizing Trichoderma spp. 

Phytopathology 90:S47. 

Lo, C. T., and Lin, C-Y. 2002. Screening strains of Trichoderma spp. for plant growth 

enhancement in Taiwan. Plant Pathol. Bull. 11:215-220. 

Lo, C. T., Nelson, E. B., and Harman, G. E. 1996. Biological control of turfgrass 

diseases with a rhizosphere competent strain of Trichoderma harzianum. Plant Dis. 

80:736-741. 

Lo, C. T., Nelson, E. B., and Harman, G. E. 1997. Improved biocontrol efficacy of 

Trichoderma harzianum 1295-22 for foliar phases of turf diseases by use of spray 

application. Plant Dis. 81:1132-1138. 

Lo, C. T., Nelson, E. B., Hayes, C. K.,and Harman, G. E. 1998. Ecological studies of 

transformed Trichoderma harzianum strain 1295-22 in the rhizosphere and on the 

phylloplane of creeping bentgrass. Phytopathology 88: 129-136. 

Lumsdem, R. D., Lewis, J.A., aand Locke, J.C.1998. Development of soilgard: From 

discovery to implementation.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lant Pathology Vol.1: 

5.2.6S (abstract).  

McGrath, M. T.; Shishkoff, N. 2000. Control of cucurbit powdery mildew with JMS 

Stylet-Oil. Plant Disease. 84: 989-993 

Mucharromah, E., and Kuc, J. 1991. Oxalate and phosphates induce systemic 

resistance against disease caused by fungi, bacteria and viruses in cucumber. Crop 



 32

portection 10:265-270 

Paik, S. B., Kyung, S. H., Kim, J. J., and Oh, Y. S. 1996. Effect of a bioactive 

substance extracted from Rheum undulatum on control of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Kore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12: 85-90. 

Papavizas, G.C. 1992. Biological control of selected soilborne plant pathogens with 

Gliocladium and Trichoderma. Pages 223-230. in: Biological Control of Plant Disease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C. Tjamos, G. C. Papavizas, and R. J. Cook, 

eds., Plenum Press, New York. 

Reuveni, M., Agapov, V., and Reuveni, R. 1995. Suppression of cucumber powdery 

mildew (Sphaerotheca fuliginea) by foliar sprays of phosphate and potassium salts. 

Plant Pathology 44: 31-39. 

Weindling, R. 1932. Trichoderma lignorum as a parasite of other soil fungi. 

Phytopathology 22:837-845. 

 
 
 
 
 
 
 
 
 
 
 
 
 
 
 
 
 
 
 
 
 
 



 33

蔬菜有機栽培之蟲害管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楊大吉 

 
 

自從人類從事集約式栽培蔬菜以來，即不斷

面臨害蟲威脅，當時並沒有所謂的「農藥」可以

使用，防治害蟲皆是以最原始的方法，例如以徒

手捉害蟲、忌避植物葉片搗碎加水噴施於蔬菜葉

片等方法，直到 20 世紀初「農藥」的發明，改變

了人們對於害蟲防治的習慣與方法，由於其具有

經濟、方便、有效等特性，使得人類大量使用農

藥，漸漸的隨著使用量大增，農藥所帶來的後果亦一一顯現。農藥殘留於自然界之土

壤、水、空氣中，隨著食物鏈使影響層面加大，甚至影響到人類本身的健康。如今人

們已經漸漸朝向減少使用農藥或不使用農藥之有機栽培法從事耕作，以確保使用者及

消費者之安全。目前蔬菜害蟲種類繁多，以下介紹蔬菜主要害蟲種類之危害特性及其

防治要點，期能對農民有所助益。茲將蔬菜重要害蟲之危害習性及其防治要點敘述如

下： 

一、蝶蛾類害蟲 

危害蔬菜者有斜紋夜盜蟲、甜菜夜蛾、小菜蛾、紋白蝶等，此類害蟲為完全變態

昆蟲，有卵期、幼蟲期、蛹期及成蟲期四個時期，成蟲自由活動飛翔能力不弱，主要

是以幼蟲期危害蔬菜植株，防治要點在降低成蟲密度，減少幼蟲危害程度。田間耕作

前可先行全區浸水，可有效防治隱藏於土中之夜盜蟲，或者於栽培初期可以用網目 16

目之阻隔網防止成蟲於蔬菜生育初期時產卵於葉上，另一方面配合使用性費洛蒙誘殺

雄性成蟲，目前已有市售之斜紋夜盜及甜菜夜蛾性費洛蒙可供使用，平均一公頃田區

使用兩只誘蟲器即可有效誘殺，若發現已遭受上述之蝶蛾類害蟲幼蟲為害，則可適時

噴施蘇力菌製劑，可有效控制害蟲取食，因蘇力菌製劑含蘇力菌之內毒素，其主要效

用為破壞害蟲之腸道使其無法取食，而造成死亡，因此從噴施到發生功效通常需要約

二天時間，不若化學農藥使害蟲即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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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蚜蟲類 

危害蔬菜重要蚜蟲類有桃蚜、棉蚜、偽菜蚜等，桃蚜、棉蚜可危害瓜類、豆類、

茄科、十字花科等蔬菜，偽葉蚜主要危害十字花科蔬菜。蚜蟲屬於同翅目害蟲，若蟲、

成蟲皆可以刺吸式口器危害蔬菜，亦可傳播多種病毒，其族群主要是以雌成蟲之孤雌

生殖繁殖後代，往往於短時間內即可大量增生，並藉由風力及上升氣流將有翅型蚜蟲

帶往高處，若遇有黃綠色之田區即降落，因此防治之要點在於初期避免有翅型蚜蟲入

侵，可以用銀色塑膠布舖設於畦上，可有效避免蚜蟲降落，若田區已有蚜蟲出現，亦

可以用黃色黏紙或黃色水盤誘殺，另外可以市售之苦楝油 500 倍噴施，可得到不錯之

防治效果。 

三、薊馬類 

危害蔬菜最重要者有南黃薊馬、台灣花薊馬等，

其中南黃薊馬寄主範圍較廣，包括有瓜類之冬瓜、苦

瓜、洋香瓜、另外豆類、茄子、青椒等皆可被危害，

通常以瓜類受害較嚴重，台灣花薊馬可危害豌豆。薊

馬年發生約二十代，通常棲息於新芽處成蟲、若蟲皆

以銼式吸式口器危害，使心葉皺縮，無法伸展。薊馬

成蟲具有飛翔能力且對藍色有偏好性，因此可以藍色

黏紙誘殺成蟲，於田區每隔五公尺內設置一張，高度

低於一公尺，可誘殺大量薊馬成蟲。 

四、璊類 

危害葉片者有二點葉璊、細璊，危害根部及地基部之莖者有根璊。二點葉璊危害

作物包括有瓜類、豆類、茄子等作物，細璊主要危害甜椒、青椒等，根璊主要危害韭

菜、蔥等作物。葉璊大多群集於葉背以刺吸式口器吸食葉液，大都發生於高溫、低濕

時期，因此於栽培時期水份管理格外重要，若能

適時噴水於葉背上，則能有效控制葉璊數量，其

次葉璊之天敵種類甚多，包括瓢蟲、草蛉、捕植

璊、椿象、癭蠅等，目前已經推廣應用者有基徵

草蛉，其幼蟲、成蟲均能捕食多種害璊，且其行

動迅速捕食能力強，防治效果相當好。根璊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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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危害地基部之根及莖部，使植株出現黃化、萎縮現象，於高溫、多濕的季節較易發

生，每年三至五月為其高峰期，根璊之防治重於預防，對於預定耕作之田最好能與水

稻田輪作或於種植前翻犁土壤使充分曬田以減少殘存於土中根璊密度，另外水份管理

亦相當重要，田區儘量築高畦，使排水良好避免積水，即可避免根璊族群增長。 

五、潛蠅類 

蔬菜上主要有番茄班潛蠅，非洲菊班潛蠅、蔥

潛蠅、韭潛蠅，本類害蟲主要以類似蛆狀之幼蟲潛

食於上、下表皮間之葉肉，造成彎曲之白色食痕，

嚴重者葉肉被啃食完剩下上下表皮，使被害植株生

長緩慢。於葉片上或掉落土中化蛹，成蟲善飛行，

因此防治上主要在於降低成蟲密度，較有效之方法

為以黃色黏紙誘殺，田區之設置密度，以兩黏紙距

離五公尺內且高度低於 1 公尺之防治效果較好。 

六、粉蝨類 

蔬菜上危害最嚴重之粉蝨類為銀葉粉蝨。銀葉粉蝨為害之寄主植物多達 500 種以

上，包括有十字花科蔬菜、莧科、豆科、葫蘆科、茄科等多種作物，若蟲為害時會分

泌蜜露，若數量多，則使葉片產生煤污，除植株本身營養不良外，煤污亦影響光合作

用，使作物壽命減短甚至死亡，產量亦相對減少，成蟲會傳播病毒。成蟲具有飛翔能

力，並偏好黃、綠色，於田間可利用此種顏色之黏紙或水盤誘引，設置高度以低於一

公尺為宜，每隔五公尺設置一片可得較好之誘殺效果。目前較有效之非傳統藥劑有 4.5

％苦楝精乳劑 2,000 倍及 90％苦楝油乳劑 500 倍。此兩種藥劑對銀葉粉蝨不但有防治

效果，且對人、畜及環境之影響較小。 

以上說明為針對蔬菜最重要六大類害蟲之非農藥防治基本管理方法，各種單一方

法皆有部份防治功效，若能配合多種方法一起使用則能得到良好之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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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敵在有機蔬菜管理上之應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苗栗區農業改良場 
章加寶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苗栗區農業改良場就已知昆蟲種類中，對人類、作物、畜牲造

成傷害者不到千分之一，大多數昆蟲雖然很卑微，但在生物網上卻是不可或缺的一環，

昆蟲能夠提供鳥類、魚類、兩棲類、爬蟲類及許多其他共同生存於地球上的動物所必

需的糧食。另外，很多昆蟲就是我們生物防治上所常用的捕食性及寄生性天敵，在生

態的平衡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能有效的控制害蟲而不致產生不良後果，可謂真正的

幕後英蟲。近年來由於生態保育意識的覺醒，可謂風起雲湧，而永續性農業的推動更

是平地而起，生物防治在此際遇下特別被重視，不管國內外任何有關有永續性農業的

研討會或觀摩會一定扮演不可或缺的要角，由於生物防治的目地在於利用天敵來調整

害蟲族群密度，是屬於生態學的範疇，天敵本身就是存在於自然生態系中的一個生態

因子，當天敵在自然生態系中族群一旦建立，對於害蟲是永遠存在的，對於害蟲的作

用具有永久性或半永久性，但各天敵不一定能把害蟲控制在不發生經濟損失情形下，

有的天敵必須加以人工幫助，才能顯示防治害蟲的效果。生物防治一詞由美國學者在

西元 1919 年首先提出，我國的生物防治，據有文字記載的為南方柑桔利用黃獵蟻防治

柑桔害蟲以來，已有一千七百年的歷史，生物防治是世界潮流，且本世紀以來，生態

保育、生物多樣性已成為主流，世界各先進國家，均在促使結合全球性生物多樣性保

護、環境保護、永續發展、食物安全性、人類與自然和諧等重大問題，大力開展生物

防治工作，成立有關的試驗研究及推廣單位。 

有識之士早在 1956 年成立國際生物防治組織(IOBC)，其主要目的係聯合全世界生

物防治工作者，促進全球生物防治及綜合防治研究與推廣，其下更成立六個區域性生

物防治組織，遍佈全球。美國、蘇俄、泰國、中國大陸及歐洲許多國家均已成立國家

級生物防治研究所，在十多年前美國農業部就已成立生物防治組織，協調農業研究司

的全國生物防治研究計畫。美國認為生物防治重要性的主因為在大量使用農藥後，滲

透到地下水和污染食品，引起美國政府與人民的憂慮。另外美國法律規定環保署有權

力把市場上可能引起癌症的農藥全部淘汰。還有一條法律規定要保護珍稀動植物，包

括益蟲等動物。此外，廣泛使用農藥後造成害蟲抗藥性，因此美國對生物防治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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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物力甚鉅。全美已有三十多州共設立七十多個以上的生物防治相關單位，知名

大學諸如普渡、康乃爾、加州、佛羅里達、亞利桑那、馬里蘭、密西根、夏威夷、威

斯康辛、愛阿華等也成立生物防治單位。此外，美國農業部也分別在法國、義大利、

澳洲、韓國、阿根廷、中國大陸設置海外生物防治實驗室。蘇俄的生物防治單位有三

十多個，最大的單位為全蘇生物防治研究所，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三百多人，農場面

積四千五百公頃畝。中國大陸也生產四十種以上天敵，釋放面積達百萬畝。在非洲的

南非、埃及、肯亞、馬拉威、摩洛哥亦大量釋放寄生蜂防治害蟲。由於環保意識高張，

再加上消費者要求享用無農藥殘毒食品，因此一些大農藥廠商也不得不改弦易轍，調

整公司未來的研發及經營方向。 

在生物防治市場上，全世界有近百個生物防治公司，單就美國已有五、六十個生

物防治公司在販賣天敵；在加拿大及歐洲也各有十幾家的天敵公司，法國、英國、荷

蘭陸續成立天敵公司。諸如德國 BASF 上市卵寄生蜂防治歐洲玉米螟，在法國、西德、

意大利、瑞士等釋放效果甚佳。蘇俄釋放天敵面積達二千萬。但生物防治大規模的研

究與應用，則是近數十年的事。在天敵的利用上，過去有利用寄生蜂防治紅胸葉蟲、

赤眼卵寄生蜂防治玉米螟、甘蔗螟蟲、釉小蜂防治柑桔木蝨、捕植璊防治草莓葉璊。 

害蟲生物防治一般而言指利用天敵防治害蟲。許多有關植物保護著作中，特別是

在生物防治和綜合防治專著中，仍繼續採用此義。但隨著治蟲新技術的不斷發展，近

幾年來人們對生物防治一詞，有了不同的解釋。狹義而言，係利用捕食性天敵或寄生

性天敵來防治害蟲，以壓制害蟲繁殖之各種治蟲方法，謂之生物防治。昆蟲以外動物，

病原微生物，害蟲繁殖控制。 

以捕食性天敵之利用於害蟲防治為例，我國乃世界最早利用天敵的國家。捕食性

天敵之利用，在近代最具成效的如 1888 年在美國加州為防治吹綿介殼蟲而從澳洲引進

瓢蟲，此為以捕食性天敵防治害蟲最成功的例子。吹綿介殼蟲在 1905 年曾在台灣大發

生，當時從夏威夷引進上述瓢蟲而得到同樣成功的結果，此為在亞洲地區生物防治成

功之第一例。1950 年代，台糖公司也利用赤眼卵寄生蜂來防治甘蔗螟蟲，近數十餘年

來，生物防治工作發展更加迅速。廣泛展開了以蟲治蟲、以菌治蟲和以菌治病的試驗

研究。關於天敵昆蟲主要可分為捕食性和寄生性兩大類。 

捕食性昆蟲：有蜻蜓、螳螂、椿象、草蛉、食蟲虻、食蚜蠅、步行蟲、瓢蟲、蟻、

胡蜂等等。其中瓢蟲、草蛉、步行蟲等較常被利用。 

寄生性昆蟲：最主要的是寄生蜂和寄生蠅，如姬蜂總科，包括小繭蜂科、小蜂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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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寄生蠅科等。 

其他天敵：在脊椎動物中，從魚類到哺乳類，都有許多種是以昆蟲或主要是以昆

蟲為食的，其中消滅害蟲作用較大的是某些鳥類，其次是兩棲類、魚類、爬蟲類和哺

乳類中的食蟲目和翼手目。其中主要吃蟲的益鳥有 7 目 15 科 23 種。各鳥所吃的昆蟲，

可分為四類，即益蟲、農業害蟲、衛生害蟲、益害不明或無特殊經濟關係的種類。以

養鴨除蟲及保護青蛙為例： 

養鴨除蟲：養鴨除蟲在我國已有 600 餘年的歷史。元朝王楨的農書中有這樣的記

載：蝻未能飛時，鴨能食之，如置鴨數百於田中，頃刻可盡。1978 年在中國大陸的 9

個縣，進行放鴨治蟲，捕食有稻飛蝨、葉蟬、螟蛾、粟夜盜、稻苞蟲、葉甲蟲、蠅類、

蜘蛛、小青蛙、蚯蚓及穀粒、雜草根等、其中害蟲占 90.4％，每小時每隻鴨子最高捕

蟲量達 1,200 餘隻。 

保護青蛙：兩棲類動物中的蟾蜍、雨蛙和蛙等，捕食昆蟲和其他無脊椎動物為主，

尤以昆蟲為多，是眾所周知的有益動物。 

病原微生物的利用：在自然界中，能使昆蟲感病的病原微生物很多，它們包括細

菌、真菌、病毒、立克次氏體、原生動物及線蟲等。利用蟲生病原或其代謝產物來防

治害蟲，稱為微生物防治。目前，應用比較廣泛的有蘇力菌、白殭菌及昆蟲病毒等。

應用病原微生物防治害蟲已有很長的歷史，目前已知可利用的病原體就有千種以上。

在害蟲病原微生物中，以真菌致病的最多，占 60％以上。而昆蟲的真菌病中，由白殭

菌引起的占 21％。目前國內外成功使用的，主要有白殭菌、黑殭菌等等。目前本省已

利用白殭菌及核多角體病毒防治甜菜夜蛾，蘇力菌早在 1957 年即引入使用，目前推廣

在擬尺蠖、小菜蛾、菜心螟、紋白蝶、松毛蟲、茶蠶。 

利用昆蟲病毒作為防治害蟲的手段，已有 60 多年的歷史，但是對它的結構和功能

的了解，只是到了發明電子顥微鏡及現代化學分析方法之後，才進入了一個新的階段。

近 20 年來，逐漸受到重視，這方面的研究發展非常迅速，據報導已發現的昆蟲病毒約

有數百多種，還不斷有新的被發現。昆蟲病毒的寄主主要是鱗翅目昆蟲個別蜒類也能

被感染。被感染的都是幼蟲，成蟲可能帶病毒，但不致死。病毒的寄主專化性很強，

一般每一種病毒只能感染某一種昆蟲，極少數病毒能感染一種以上的寄主。可分為三

大類，即核多角體病毒、顆粒體病毒和細胞質多角體病毒。應用較廣的是核多角體病

毒，其次是顆粒體病毒。目前有利用核多角體病毒防治甜菜夜蛾及利用顆粒體病毒防

治小菜蛾，已進入推廣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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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敵在生物防治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尤以捕食性及寄生性天敵更是生物防治的主

力，且天敵本身在生態保育上更屬不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本文就生物防治有關資料作

一介紹，並就本場天敵站主要飼養的天敵種類及其應用，提出報告，俾供同好參考。 

草蛉繁殖與應用 

草蛉是完全變態昆蟲，生活史包括卵、幼蟲、蛹及成蟲。一年發生代數隨地區不

同而異，一般有一～四代，室內連續飼養可達十代。大部份種類卵基部有一條絲柄，

多產於植物葉片、樹皮上。有的種類如大草蛉十粒聚集成片，也有少數種類十多粒成

束。以目前釋放的草蛉而言，卵期 15℃約 9 天，20℃7 天，25℃4 天，30℃3 天。草蛉

幼蟲亦稱蚜獅，共三齡，除大小顏色有變化外，形態相差不多。幼蟲上下顎發達，取

食時以鉗狀上下顎夾住並刺入捕獲物，將消化液注入被捕獲物體內，吸取其體液，取

食後並將剩餘殘骸駝在背上。幼蟲期 15℃約 25 天，20℃18 天，25℃13 天，30℃9 天。

化蛹前幼蟲常在植物葉片反面、皺縮葉片、枝椏間、樹皮下、樹根縫隙等適當場所結

繭，有的則在土中結繭，繭絲由幼蟲腹部末端之特化馬氏管吐絲而成。蛹期 15℃25 天，

20℃18 天，25℃11 天，30℃9 天。成蟲羽化後先行排糞，再尋找食物，經數天營養階

段，達到性成熟，開始交尾產卵。成蟲具有強趨光性，喜向光亮地方集中，對光照長

度反應甚為敏感。成蟲期產卵前期 20℃9 天，25℃8 天，30℃10 天。產卵期 20℃44 天，

25℃39 天，30℃14 天。產卵數平均 500 粒以上，每天可產 20 多粒，成蟲壽命 2～3 個

月。 

養蟲室主體結構，養蟲室 5 坪，養蟲鐵架 2 架，可放置幼蟲盤、飼養筒及其他養

蟲物品。每個月需要外米綴蛾卵 300～450 毫升，在每個月的上、中、下旬飼養草蛉的

農民各收到 100～150 毫升外米綴蛾卵。由於每一個塑膠盤可飼養草蛉幼蟲約 120～150

隻，避免密度過高且必須為同一天孵化，以免大吃小，在 25℃下，10 天左右化蛹。由

幼蟲到結繭化蛹要消耗 10 毫升外米綴蛾卵，因此每旬 100～150 毫升的外米綴蛾卵可

養 10～15 盤草蛉幼蟲。餵飼幼蟲的飼料量，第 1 天餵 1 毫升外米綴蛾卵，第 3 天餵 3

毫升外米綴蛾卵，第 5 天餵 5 毫升外米綴蛾卵，第 7 天餵 1 毫升外米綴蛾卵，第 8 天

開始結繭化蛹，第 12 天以後收繭，收繭後置於培養皿，放置成蟲筒內待羽化，但在預

估羽化前一天(約在化蛹後第 7 天)應先將成蟲飼料及水分放到筒內，以備成蟲羽化時

取食，否則成蟲在 3 天內會餓死。由於每月 1 日接的幼蟲約在每月 16～21 日羽化，故

可在接幼蟲後第 16～21 天後可收成蟲。每兩天收一次卵，每次約可收 10 萬粒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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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網室木瓜 1 公頃量，10 公頃每 20 天即可循環一次。草莓可支應 5 公頃的量。亦即

每分地木瓜大約要 4～6 張草蛉卵片量，草莓約 10 張。成蟲飼養，每筒成蟲 250 隻，

產卵量每兩天收一次 3,000 粒卵，每單位養蟲室 35～45 筒成蟲，每兩天可採卵至少

100,000 粒以上。酵母粉及蜂蜜配合 1：1，但有時所購蜂蜜水份太高時，飼料可多加點

酵母粉。水分以養樂多瓶底部 2 公分高，去掉上部加棉花及水。採卵可在羽化後 5 天

左右將產卵紙放入筒內，以抽風機換成蟲飼育筒取卵紙。 

田間釋放則在取卵紙後，俟第 2～3 天卵變深褐色，若為高植株作物，可將卵紙剪

成約長 9 公分，寬 6 公分卵片，待幼蟲孵化，插放田間植株上，若為較低植株，人可

接觸到者，可將蟲拍到幼蟲盤以毛筆挑放在植株上。 

草蛉在常溫下一個月即可完成一代，目前飼養幼蟲的方式是改良式飼養盤，仿間

五金行即可買到，在盤壁塗上忌避劑，即可防止幼蟲爬出又可防止螞蟻進入；幼蟲食

物以外米綴蛾卵為飼料，農民可向台糖購買即可；成蟲的飼養以紙筒為飼養筒，食物

以蜂蜜混合酵母粉，另以水飼養即可，因之草蛉幼蟲及成蟲的飼育簡單易行，直接傳

授給農民在短時間內，即可得心應手。草蛉的釋放以卵或幼蟲均可釋放於田間，男女

老少均可執行，國外亦有借助飛機或噴霧器來釋放，目前蠶蜂場推廣方式以幼蟲片或

幼蟲直接釋放於田間，並且可因地區及夏冬季的溫度差異調整釋放量，另以防治時田

間害蟲璊的密度為依歸，在國外溫室青椒以普通草蛉防治桃蚜和馬鈴薯蚜至少 1 粒／

1.3 蚜蟲，且蚜蟲密度應在每株低於 100 隻最有效，草蛉防治克蘿拉多甲蟲，草蛉和該

蟲比例為 1:10，在溫室利用草蛉防治胡瓜蚜蟲，以 1:5 或 1:10 釋放 2 齡幼蟲，3 天內

即可完成防治；在本省以安平草蛉防治桑木蝨為 1:50；大陸以中華草蛉防治柑桔葉璊

為 1:100～200 效果最佳。 

草蛉應用在害蟲防治上最初均用於一般作物上，而且種類甚多，目前在世界上普

遍使用者為普通草蛉及另一種草蛉，在歐美已有 30 家以上的公司商品化販賣，在美國

有十多家公司，價錢大約每 1000 粒卵合台弊 50 元，當然每家定價稍有不同。中國大

陸的使用情形也很普遍，目前大陸有 109 種，普遍使用的有中華草蛉通草蛉。本省草

蛉的利用以往亦有應用在桑木蝨、煙草桃蚜、柑桔葉璊上，防治效果不錯，近年來茶

改場亦有應用於茶樹害蟲璊之防治。而本場近三年來則應用在不同作物上防治小型害

蟲，作物主要包括網室木瓜、絲瓜、草莓、紅棗、印度棗、四季梨、蔬菜、柑桔、玫

瑰，此外，還包括杭菊、金線蓮、蔬菜等。而防治的害蟲害璊主要為蚜蟲類和葉璊類，

此外尚包括薊馬類、介殼蟲類、粉蝨類的幼若齡蟲，或某些夜蛾類的卵，這些多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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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防治型的防治法。 

捕植璊繁殖及應用 

將所大量繁殖的葉璊收集放置冷冰箱，隨時出飼養捕植璊，甚至該葉璊亦可飼養

草蛉，因之葉璊的大量培養除對於捕植璊的繁殖及應用助力甚大外，亦可為其他天敵

的飼料。捕植璊在室內大量繁殖後，可直接釋於田間，目前本場已擇卓蘭楊桃園作捕

植璊的釋放，防治楊桃葉璊。 

捕植璊成功地被應用於害蟲璊管理策略中之一重要因子始於 1967 年，以後相繼於

不同果樹上之葉璊防治，透過果園之適當管理以維持或增加捕植璊之越冬及分散，成

了害蟲綜合防治策略中重要的一環。捕植璊的防治害蟲璊功能也逐漸被重視，除葉璊

類外，銹蜱、薊馬和粉蝨等弱小害蟲之防治亦有一定之效果，抗殺蟲劑捕植璊的培育

及釋放，更加深了捕植璊在未來害蟲璊生物防治應用上的潛力。捕植璊過去也有應用

例子，諸如茶樹、草莓、桑樹，以往係用青皮豆培養葉璊，再由葉璊來培養捕植璊，

爾後將捕植璊釋放田間防治葉璊。 

葉璊之繁殖與應用 

以塑膠盤水耕花豆將塑膠盤上 5cm 以上之葉片以剪刀自莖部剪下，將所收穫之花

豆葉片反置於一出水量 2.92L/mim.(孔徑 2mm)的水流下沖洗。經過三層篩網，網目分

別為 0.42mm，0.149mm，0.088mm 過濾分篩，第一層濾去不要的殘葉或雜質，第二層

篩網得到成璊及若璊，第三層篩網得到卵及幼璊。將第二層及第三層篩網所得之葉璊

分別平均置於一吸水棉紙上陰乾洗約 25~30min.)。陰乾後的棉紙及葉璊經刷璊機刷散，

將所得之卵及幼璊置於紫外燈下照射 6 小時，成璊及若璊則作為接種或餵食天敵。 

瓢蟲繁殖與應用 

瓢蟲係鞘翅目，瓢蟲科，全世界約 5000 有種，有植食性及肉食性之分，在生物防

治上的利用則是肉食性來捕食害蟲，瓢蟲類可捕食蚜蟲、介殼蟲、薊馬、葉璊等，但

田間應用主要為蚜蟲及介殼蟲，最成的例子為 1888 年美國加州為防治柑桔吹棉介殼

蟲，引進澳洲瓢蟲，成功的防治該蟲。 

瓢蟲的食餌主要利用蚜蟲及介殼蟲來訪培養，蚜蟲可利用小麥草來培養或田間採

集。介殼蟲以粉介殼蟲較易培養，可利用南瓜大量培養，飼養時宜以紗網隔離，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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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蜂入侵。 

將培育完成的蚜蟲或粉介殼蟲，置於瓢蟲養蟲箱，大量繁殖瓢蟲，目前培養的瓢

蟲有六條瓢蟲、七星瓢蟲、小紅瓢蟲、錨紋瓢蟲等，該蟲幼蟲捕食力強，具速效性，

目前急需研究突破性有效的量產。 

螳螂繁殖與應用 

螳螂屬於螳螂目，螳螂科，全世界約有 1800 種，為大型的捕食性天敵，捕食力強，

其捕食對象包括蝗蟲、蠅、蚊、蛾類等，目前可利用培養的東方果實蠅、外米綴蛾成

蟲來飼養螳螂，該蟲捕食的速度在 25 分之一秒以下，能快速捕食害蟲，目前飼養的螳

螂有大刀螳螂、廣腹螳螂等，在食物充足下，能大量繁殖，在田間主要應用於有機甘

藷葉的蝗蟲防治。 

椿象繁殖與利用 

本種椿象為黃斑粗喙椿象，屬於半翅目，椿象科，椿象科全世界就 5000 多種，台

灣約有 100 種，椿象科大多為草食性，吸食植物汁液，包括 8 亞科，本種為粗喙椿象

亞科，該亞科多為肉食性，在美曾為筒避債蛾、美國白燈蛾、科羅拉多甲蟲之主要天

敵，該蟲分布印度、斯里蘭卡、泰國、緬甸、馬來西亞、菲律賓、中國大陸、台灣。

該蟲主要以鱗翅目幼蟲為食，在常溫下 1 個多月即可完成一代，全年約可繁殖 5~6 世

代。該蟲成蟲的飼養方式可比照草蛉飼養方式，幼蟲可以冰淇淋盒加紗網蓋，其食餌

可以家蠶、紋白蝶、斜紋夜盜等鱗翅類幼蟲飼育，亦可以蠅類幼蟲飼育，但蠅類飼育

產卵效果欠佳，可以在椿象若蟲期飼養，成蟲期再佐以鱗翅類幼蟲。椿象若蟲可在養

到三齡後釋效田間防治害蟲，目前本場已推廣到田間用於防治有機蔬菜的斜紋夜盜、

紋白蝶、猿葉蟲等。 

微生物培養與應用 

本省蔬菜栽培面積目前高達十八萬多公頃，不僅經濟價值極高且攸關國計民生，

至為重要，為提供安全質優之產品，利用微生物防治蔬菜病蟲害之技術亦值得開發，

本場最近亦已調整部份人力，開始進行有關之試驗研究事宜。與大學及有關機關進行

大量繁殖與田間應用之試驗研究。由本場陸續自田間採集斜紋夜盜、甜菜夜蛾、蕃茄

夜蛾等疏菜害蟲及甘藷蟻象、玉米螟等雜糧害蟲之發病蟲體培養。另搜集溶磷菌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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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菌根菌作田間試驗，首先以草莓為測試對象。 

討論與建議 

以天敵防治害蟲，應注意田間害蟲密度，尤其低密度時效果最佳，除可放少量天

敵外，效果顯著，若到高密度時，要大量天敵，不但浪費天敵，而且植物本身已被害

蟲為害，這一點在釋放天敵時應特別注意，養蟲及釋放蟲應將人心比蟲心，像照顧小

孩一樣要有同理心的理念，天敵環境如溫度對其影響，舒服不舒服，防治效果好不好，

當你舒服時，牠就舒服，這樣養蟲放蟲才會成功。 

釋放天敵之時機應特別注意外，防治時田間害蟲密度，應參酌其他因素如商品價

值、作物受害部位、時間、地區等而有所變動。因此，釋放天敵時應注意田間氣候食

餌密度與益害比，故害蟲經濟為害界限、釋放天敵之時機與數量、田間天敵密度能否

壓抑害蟲族群及取樣方法等均為往後研究的重要課題。 

永續性農業是世界的趨勢，因此天敵昆蟲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由於生物防治具有

除害增產兼顧自然保育，維護生態環境，節省和降低生產成本等效果。在以往集約式

農業制度為便於經營管理，使得農業生態系繁異度降低，造成害蟲快速繁殖，仰賴化

學藥劑防治蟲璊結果卻造成抗藥性、殘毒等諸多問題，使吾人重新認識天敵及發展生

物防治的重要性，人們對自然環境保育和農產品安全的考慮，使得天敵昆蟲在生物防

治上利用及生態效益上益形重要。在綜觀目前世界各國對天敵研究與推廣的進展及成

果，可以肯定利用其防治農作物害蟲深具潛力，在整個生物防治或綜合防治舞台上將

扮演吃重角色，隨著有關研究及推廣投資，吾人對其瞭解與日俱增，未來其利用效益

的提昇空間仍大，而且是可以預期的。今後除天敵有關試驗外，尚須繼續研究管理其

對象害蟲族群所需的一些生態資料如應防治之密度、釋放天敵之時機與數量、田間天

敵密度能否壓抑害蟲族群及取樣方法。未來除了技術層面外，更應突破以往巢穴，使

農民有使用者付費之觀念，由農民直接投放天敵，因為只有農民本身才知道自己田間

害蟲分布情況，同一塊田，可因不同方位依害蟲密度之不同投放不同量之天敵，所以

利用天敵防治害蟲具有降低防治成本、避免環境污染、果品殘毒、提高品質及對農民

及消費者提供安全保障等優點，且此項工作是全球性的走向，應多肯定及推廣。生物

防治技術在未來植物病蟲害防治上將扮演愈來愈重要的角色，為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

易組織，提昇我國農產品之競爭力是刻不容緩的事，在農作物生產過程中，對於病蟲

害之防治，影響農產品之品質至鉅，適時適當的防治，是確保產量、提昇品質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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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替代農藥的病蟲害防治技術中，生物防治是以其從生態平衡的觀點而達到以蟲

治蟲的目的，也最具實地應用價值。除上述生物防治外，為配合世界潮流、生物多樣

性、環境生態保育及觀光休閒產業與自然教育功能。而近年由於有機農業的進展神速，

生物防治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自然界中更扮演警察的角色，而有機農業的推展更

是建設人間淨土的一部份，多一份有機農耕，人間多一份淨土，值得吾人多予支持與

鼓勵。因此天敵的研究與生態保育關係密切，宜朝全方位接觸，視野應放大，格局要

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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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之養分供應與作物生長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陳吉村 

 

前言 

有機栽培是一種強調以不污染環境、不破壞生態及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

為訴求的農業生產方式。在肥培管理上，有機栽培強調土壤肥力的保育，以便土壤所

含的養分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從營養元素在土壤中的供應型態來看，土壤中之營養元

素通常以礦物態、有機態、交換態及可溶解態等幾種型式存在，其中氮、磷及硫等元

素則大部分是以有機態的形式存在，而包含在有機物中的養分有一部份是很容易分解

而被植物利用的，有一些甚至可以不經過分解就可以直接供給植物吸收，因此其有效

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除了因不使用化學農藥及肥料使得有機農產品較為安全外，對一般人認為有

機栽培的農產品營養價值高、味道好又耐儲存的特性卻很難提出合理的解釋，因此本

文將試著從有機栽培之土壤養分供應及對植物生長影響的觀點來探討造成有機栽培農

產品與化學栽培農產品不同的原因，希望能說明造成兩者差異的合理解釋。 

 

從土壤養分供應來看有機栽培 

傳統的植物營養學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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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需要量較多的元素，因此這 16 種營養元素在植

物生長及生理作用所扮演的角色也被研究的較為清楚。但是，透過近代更精密的儀器

分析則可以在植物體內檢測出包含上述 16 種營養元素以外超過 70 種以上的礦物元

素，幾乎自然界存在的元素在植物體內都能找到，雖然這些元素的含量很低，但對植

物或人類而言都是不可缺少的。 

從基本的植物營養學資料就可以看出，大量元素如氮、磷、鉀，鈣、鎂、硫在植

物體所佔的比率很大，可以達到 0.1～1.5%的水準，而鐵、錳、銅、鋅、鉬、氯、硼等

微量元素所佔的比率則非常低，其差異甚至達到百萬倍之多，更遑論其他更微量的元

素，因為其含量很低，常在儀器偵測的極限範圍之外，因此也就很難釐清其所扮演的

腳色及所需要的量。以對人體有益的硒元素為例，根據美國的資料指出，新鮮蒜頭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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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量在蔬菜類中最高，可達 0.276 mg/kg，而一般蔬菜平均硒的含量僅為 0.01 mg/kg

左右，其含量比微量元素更低，因此更難掌握。 

土壤供給植物的養分主要來自礦物質、有機質、水及空氣，其中又以礦物質之化

學風化及有機質的分解最為重要。土壤母質中所含有的營養元素必須透過風化的過程

將原本植物不能利用的分子型態轉變成離子型態而釋出，但這個過程是緩慢的，而有

機態的養分則必須透過微生物的礦化作用才能釋出而被植物所吸收，因此有機態養分

的有效性受到影響微生物活性的因子如溫度、溼度和酸鹼度等之影響。 

因為有機栽培強調的就是施用大量的有機質肥料，使土壤中的營養元素以有機態

的形式存在。一般而言，土壤中常見營養元素的有機型態有三種： 

一、一般有機物：即動植物殘體遺留於土壤中的有機物。 

二、腐植質：一般有機物在土壤經過反應後所形成之結構較為複雜的物質。 

三、有機錯合物：營養元素與有機質以錯化合物之型態結合的狀態。 

其中以錯合物型態存在的營養元素，因不需經過有機物的分解，且可透過錯合物

的溶解及解離等方式使營養元素直接脫離配位基而直接被植物吸收，因此其有效性較

高。 

微量元素如鐵、錳、銅、鋅等微量元素在土壤中與有機物均能形成錯化合物，以

銅為例，有機態銅約佔銅總量的 20～50％，營養元素的錯合反應能使一些較難溶解的

固態轉化成可溶態，並增加這些元素在土壤中的可移動性，提高這些營養元素的有效

性，不過錯合反應也會使一些元素變的更難溶解，因此不可不慎。 

以養分之供應而言，碳、氫、氧等大量元素可藉由空氣與水的供應而獲得補充，

但其餘的養分則必須依賴土壤礦物、土壤有機質與人為添加的肥料來補充。以現代的

科學技術而言，我們提供給植物的養分尚停留在僅能注重氮、磷、鉀、鈣、鎂等幾種

大量營養元素補充的層面，而硫、鐵、錳、硼、銅、鉬、氯等微量元素的用量及施用

時機仍是人類目前尚無法完全掌控的，更遑論其他需要量更低的硒、鍺等元素的供應，

尤其這些極微量元素若使用過多常會造成毒害，因此也就更難掌握其使用量及施用時

機，也就無法適時適量的提供植物的需要。 

以人蔘為例，大陸東北的長白山是有名的人蔘產地，除了適合的氣候條件外，其

栽培的方式也是影響人蔘藥效優劣的重要因素，傳統的人蔘栽培方式是伐林種植，每

三年要換一林地，人蔘種植六年後才可以採收，採收後蔘地十五年內不能再種植人蔘，

因人蔘為多年生草本植物，其成長速度緩慢並且會強力吸收土壤各種成分，因此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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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人蔘後土壤會明顯的貧瘠，所以必須讓土壤長期的休息，以回復地力，這雖然是

一個較極端的例子，但是在同一地點連續栽培同一作物所產生的連作障礙，似乎與人

蔘的栽培有異曲同工之妙。 

過去因為栽培技術較差，種植頻率及密度也較低，植物受限於氮、磷、鉀等大量

營養元素的缺乏，因此生長速度較慢，所以產量也較低，但也因為植物生長及吸收較

為緩慢，因此土壤才能透過風化及溶解等物理機制釋放出足夠的微量元素來供作物吸

收，最後達到土壤營養供應速率與作物生長速度相平衡的狀態，使植物能維持正常且

健康的生長，這是一種很微妙的自然平衡機制，以現在人類的科學能力實在很難達到

如此完美的控制。所以如尼羅河等每年的氾濫或是以燃燒森林利用自然界養分的栽培

方式才能獲的健康及高產的食物，也才能造就人類的文明。 

可是現在的農業生產為求管理方便與增加產量，因此以提高大量元素的用量及連

續栽培單一作物為手段，強迫土壤提供高於其負荷能力的養分供給，過量的氮、磷、

鉀肥使作物進入奢侈生長的階段，雖然沒有立即的異常或病徵出現，但在礦物質養分

來不及補充而作物又要快速生長的狀況下，植物細胞來不及充實微量元素及代謝產

物，因此只能以較少的材料及水分來填充植物細胞的空隙，所以雖然表面上產量獲得

提升，但作物整體的營養卻不平衡，導致作物整體的營養價值下降、缺乏好的風味及

不耐儲存。人類在食用這些農產品後，雖然得到飽足感卻無法獲得完整的營養，現代

人文明病如此猖獗或許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吧。 

從營養元素在土壤中的供應型態來看，包含在有機物中的養分有一部份是很容易

分解而被植物利用的。例如以錯合物型態存在的營養元素，因不需經過有機物的分解，

而且可以透過錯合物的溶解及解離等方式，使營養元素直接脫離配位基而直接被植物

吸收，因此其有效性較高。另外一部分存在有機物中的養分則必須透過微生物分解才

能釋放出來而被植物所利用，因此有機物的養分是一種速效及緩效兼具的養分供應

者。而有機栽培強調建構優良的土壤環境，以施用有機質肥料來增加土壤有機質的含

量，以便土壤所含的營養元素能以有機的型態存在而有效發揮，並從有機質中獲得大

量的微量元素，使植物在吸收各種營養元素時能透過植物與土壤的自然機制而達到供

需平衡。 

另外，有機栽培因土壤經過有系統的建構，因此通常土層較深、土壤較鬆軟、通

氣及排水良好，這對植物根系伸展及發育有極大的幫助，深而廣的根系可以快速吸收

更多的養分供給植物生長，充分的供給氧氣可幫助養分吸收，這些都是有機栽培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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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栽培不同之處。 

 

從植物生長來看有機栽培 

新鮮植物之水分含量約 70～95％，扣除水分後所剩餘的部份即為乾物質，其中有

機質佔植物體乾重的 90～95％，礦物質僅佔 5～10％。植物體中主要的有機質為蛋白

質和其他含氮化合物、脂肪、澱粉、纖維素和果膠等，它們主要是由碳、氫、氧及氮

所組成。碳、氫、氧三種元素為所有生命所必須，在植物體中約佔乾重的 90％以上，

它們在植物體中主要的作用有以下兩個： 

一、構成植物體全部有機化合物的主要成分及參與生長及發育的各種代謝過程，例如

構成植物細胞壁成分的纖維素、半纖維素、幾丁質和木質素等都是由碳、氫、氧等

元素所構成，而其他參與代謝反應的蛋白質、核酸、糖類、脂肪和有機酸中的成分

大部分也都是由碳、氫、氧所構成的。 

二、提供植物生長發育和代謝活動所需的能量，用於能量吸收的葉綠體、核酸及酵素

等，或用於儲存能量之澱粉、脂肪和蛋白質等化合物之構成元素也是以碳、氫、氧

為主。 

因此，碳、氫、氧等大量元素的供應是植物生長所不可缺少的，在充分供應的情

況下，植物可以維持正常的生長。然而，雖然礦物質元素僅佔植物體乾重極低的比率，

但其在酵素反應中的催化作用大多是直接且具有專一性的，也是其他元素無法取代

的，因此礦物元素的含量雖低卻是非常重要而不可缺少的，這一點在植物及人體都是

相同的。因此，若僅供應碳、氫、氧、氮、磷、鉀等大量元素，雖然植物仍能生長，

但卻是一種不健康的生長。因此，從植物的生理反應與對養分需求的關係來看待有機

栽培之土壤養分對植物養分之供給，可以發現其間之供需平衡是非常奇妙的。如果從

植物的生長速率、選擇性吸收、不同生育階段之吸收及代謝產物之累積來看待有機栽

培與植物生長之關係，則更能發現有機栽培的優點。 

一、生長速率 

植物生長速率不同對營養元素的吸收速率也不同，生長速率較慢的植物，如果樹

其對養分的需求較低，因此土壤有充分的時間透過溶解及脫附作用供給植物生長之所

需，反之生長較快速的作物如蔬菜因其需要急速的獲取大量的營養元素，因此土壤往

往來不及充分供應，所以容易造成營養元素的缺乏，此現象在需要較長時間礦化及施

用量較少的微量元素最為明顯，而有機栽培提供有效性較高的營養元素及充足的微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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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因此能配合植物的生長速率充分提供植物吸收，使植物養分均衡且不致匱乏。 

二、選擇性吸收 

不同植物對營養元素需求的種類及量均不相同，但植物會以選擇性吸收選擇則其

所需要的營養元素，這現象在微量元素的吸收上比大量元素明顯，因此長期連作同一

種或同一類作物，在選擇性吸收的作用下，土壤無法快速的分解補充，因此將造成某

些特殊營養元素的缺乏，人蔘的栽培受到這個因素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因此，在傳統

只有補充氮、磷、鉀等大量元素的施肥觀念下，將更加劇這些元素的缺乏現象。有機

栽培強調輪作、種植綠肥及補充大量有機質肥料，使植物在進行選擇性吸收時能獲得

足夠的養分，供應正常的生長，尤其有機栽培提供微生物良好的生長環境，因此好的

微生物如固氮菌、溶磷菌及菌根菌等皆能活躍的協助作物吸收更多的養分，使作物比

化學栽培更容易獲得所需的營養。 

三、不同生育階段之吸收 

植物的生育階段是體內代謝活動階段性的外在型態反應，在各個階段植物體對營

養元素的種類、數量及比例等都有不同的需求。一般而言，生長初期吸收的量少，吸

收強度亦較低，隨著生長階段的變化，作物對營養元素的吸收量逐漸增加，通常在開

花或結果期達到吸收的高峰，到了成熟階段則又漸漸降低對養分的需求。有機栽培的

土壤因含大量的有機態營養元素及大量的微生物族群，因此植物在不同生育階段所需

要的養分，可透過植物根系的主動吸收及與共生或協生之微生物分解有機態營養元素

達到一種巧妙的供需平衡，因此能充分供給植物不同生育階段生長之所需，人為的控

制幾乎不可能達到如此精細的供需平衡。 

四、代謝產物之累積 

    植物之初級代謝產物大部分被用來構成植物的細胞架構，如纖維素、半纖維素等，

而次級的代謝產物才被用來充實細胞的內容物或用來抵抗病蟲害等，因此在微量元素

無法充分供應時，植物只能將僅有的微量元素用來維持生命之需，而無暇用來進行非

必須之二次代謝，所以化學栽培的農產品營養價值較低，也較不耐儲存，吃起來也較

沒有味道，這也是有機栽培與化學栽培最大的不同點。尤其許多具有療效的物質常常

是植物二次代謝的產物，在沒有足夠時間及充分代謝累積的狀況下，其療效往往不佳。 

 

結論 

    有機栽培首先要建構適合植物生長的良好環境，提供充分而且容易吸收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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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配合土壤豐富的微生物與植物形成巧妙的供需平衡，互利共生各取所需。因此，有

機栽培之農產品具有比化學栽培更均衡的營養，適當的生長及適量的養分供應，使代

謝反應可以形成所需的各種物質，因此植物細胞可以得到充實，所以有機栽培的農產

品才能有較好的口感及味道、礦物質含量較多及養分比較均衡與耐儲存等優點，而受

到消費者的喜愛。 

 

表一、植物體各營養元素之濃度及相對含量 

含量 
元素 

μmol/g dry wt mg/kg (ppm) % 
相對量 

鉬 0.001 0.1 － 1 
銅 0.10 6 － 100 
鋅 0.30 20 － 300 
錳 1.0 50 － 1,000 
鐵 2.0 100 － 2,000 
硼 2.0 20 － 2,000 
氯 3.0 100 － 3,000 
硫 30 － 0.1 30,000 
磷 60 － 0.2 60,000 
鎂 80 － 0.2 80,000 
鈣 125 － 0.5 125,000 
鉀 250 － 1.0 250,000 
氮 1,000 － 1.5 1,000,000 

Epstein, E. 1965. Mineral metabolism. In “Plant Biochemistry” (J. Bonner and J. E. Varner, 

eds.), pp. 438-466. Academic Press, London and Orlando.  

 

表二、銅在土壤中之型態與比率 

銅的型態 佔全銅量百分比(％) 

溶解態與交換態 0.1～0.2 
粘粒吸附態 0.2～2.7 
有機錯合態 13.1～40.4 
氧化物或有機物包裹態 4.5～35.9 
礦物態 23.7～67.0 

何念祖、孟賜福，1987。植物營養原理。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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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之土壤與肥料管理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鍾仁賜 

 

前言 

土壤是植物賴以為生的自然體，故人類依靠土壤而生存，人類文明出現之一條件

為有好的土壤。因為必須有充足的食物，人類才有時間去作生產以外的事情。就某一

程度而言，好的土壤決定於人類及其利用的方式。除了種植作物之外，土壤對人類尚

有許多用途，因此，土壤是值得一個國家花任何代價去保護的自然資源。 

肥料與作物殘體在作物生產上的價值被發現之後，人類才能永續的利用土地。肥

料的功用在提供作物生長所需的養分，在今日的食物生產上的貢獻，與農藥及品種平

分秋色。然而不當的使用肥料卻能使土壤退化而失去生產力，故人類利用土壤的正當

方式應該是保育地力而不是剝奪地力，應該是設法恢復土地的生產力而不是浪費資

源。歷史已經用許多事實給現代人許多應好好利用土地的證據，但是現代的人似乎並

未注意。肯亞格言說：善待你的土壤，它不是你的父母給你的，是你的兒女借你的。 

影響植物 (作物) 生長的因子可以歸為兩類，其一為遺傳上的，另一為環境上的，

兩者具有相同之重要性。遺傳因子決定作物生長之極限，無法藉由改變環境因子而改

變之，如不同的作物，種在相同的條件下，其產量不同，對同一種品種而言，不同的

品系，其產量可能也不相同，要增加產量只有藉新品種 (系) 之育出。高產品種所須之

生產條件與低產者不同。一般而言，高產品種種在低肥力的土壤上，產量不會高，而

低產品種即使種在肥沃的土壤，產量也不會高。 

環境是指外界條件與影響一個生物生命與發展的總稱。環境對產量的影響可以由

同一作物生長在不同的地方產量不同而得證。在所有環境因子中，已知對植物生長影

響較重要的有溫度、水分、光照、光週期、空氣組成、土壤構造與土壤空氣組成、土

壤反應、生物因子、無機營養、限制生長的因子不存在、土壤空氣中的毒物質。有許

多因子是互相關聯的，如土壤空氣與水分、土壤中的氧氣與二氧碳濃度等。在這些環

境因子中，有許多是與土壤性質直接或間接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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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與土壤肥力 

地表的岩石，在其所暴露的環境之下，經長時間的風化作用成為很細的物質稱為

土壤，是植物生長的介質。雖然土壤似乎是由穩定的無機與有機物質所組成，但是它

是一個動態的生命維持系統，活的生物是土壤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且對土壤的一般

性質與行為有重要的貢獻。經由土壤生物的作用，使土壤提供一個更適合生命活動的

環境，其中植物的影響是最重要的：風化與有機物的累積；其他生物則主要與植物殘

體的分解有關。因此，使土壤維持一個高度的動態系統，在作物生產上是非常重要。

即高的生物活性是健康土壤的顯示。在有機農業裡，也強調土壤是一活系統，發展有

益的生物活性是有機農業定義的中心。 

自古以來，人類即瞭解土地在作物栽培上的重要性，因此，努力用各種方法“積力

於田疇”。而今日維持良好的土壤肥力，不但是使作物達於高產量與高品質之一必要手

段，更是使農業永續經營所不可缺少的要件之一，農業則更是維持人類良好生存環境

所不可少的。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自古以來農業發達，歷世歷代在中國土地上養活

無數的人口，正是通過多種途徑，“治田勤謹，培養地力，以盡地力之教”，且使地力

“常新＂，以達永續利用。 

當其他的因子，如日照、水分、溫度及土壤物理條件均在最有利的狀態下，土壤

肥力指為使土壤提供適當的量及在適當平衡狀態下的適當化合物以供植物生長的性

質。因此，肥沃的土壤應具有良好的物理性、良好的化學性、良好的微生物性、豐富

與平衡的養分含量以及不存在各種對作物生長不良之因子。適當的栽培管理應可以使

土壤有良好的肥力而可被永續利用。 

植物營養 

植物體中有 5.0-10.0％為無機養分，即無機養分是植物之構成分之一，因此，缺乏

無機營養元素，植物也無法生長良好甚至無法生長。高等植物之必須元素是指植物生

長過程中所不可或缺之元素。對高等植物而言，有十四個礦物必須元素 (氮、磷、鉀、

硫、鎂、鈣、銅、鋅、硼、錳、鉬、氯、鐵與鎳 ) 已經確立，但是氯與鎳僅限於一些

植物品種。當植物缺乏必須元素時，植物無法完成其生命循環；又因此元素在植物體

內之功用無法由別的元素取代，因此，缺乏時常會有特定之徵候出現；無機營養過多

時，也常有特定之徵候出現。這些現象一般通稱為營養障礙。施肥的目的則是提供土

壤中缺乏的植物生長所需的養分，以達到栽培作物的目的。氮、磷與鉀稱為肥料三要



 53

素，與硫、鈣與鎂合稱巨量要素，因為他們的量在植物體中相對的較多，而銅、鋅、

硼、錳、鐵、鉬與氯則稱為微量元素，他們的量在植物體中則相對的較少。本來在土

壤中即存在這些養分，但是由於土壤經長時間的風化，而使養分自土壤中流失，栽培

植物的吸收則是農地土壤中養分減少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要維持作物有一定的產量

與品質，施肥是不可少的。 

有機肥料的功用 

肥料一詞，在日語為こやし、英語為 manure、德語為 Duenger、法語為 Manoeuvre

其原意均有動物排泄物意思。在中國古時，糞字的意義，是指凡加到田裡用以持續再

生產的物質。廣義的肥料是指任何有機的、無機的，自然的、合成的物質，能提供植

物正常生長所需的一個或多個化學元素者。狹義的肥料則是指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

肥料三要素之製造產物稱之，又稱為化學肥料；我國肥料管理法所說之肥料係指供給

植物養分或促進植物養分利用之物品。今日常用的名稱為化學肥料與有機肥料。在慣

形農業裡，以化學肥料當做植物所需養分的主要來源，在有機農業裡，則不允許使用

化學肥料，但是，有機肥料除了能提供植物生長所需之養分之外，還有多種功用，是

化學肥料所無法有的，或者在化學肥料其作用較小。 

一、有機肥料的好處 

施用有機肥料對土壤之物理、化學與微生物性質均有正面的效應。例如一個經過

適當堆肥化作用的有機添加物，可以增加土壤的陽離子交換容量、增加土壤的保水力、

減低土壤的總體密度以及誘導出有利的微生物族群。土壤雖然能夠供應適量養分，但

是其構造不好或是其中只有有限生物者並不是產量高的土壤。因此，一般認為，蚯蚓

多的土壤是肥沃的。耕土無法永續利用的原因之一為土壤有機物含量下降，因此，維

持高含量的土壤有機物是達到經濟進步與環境品質的主要策略之一。土壤生質量、生

物活性及生物岐異度的增加與土壤有機物含量增加以`及好的施肥管理有關，此則又影

響耕作體系內之土壤構造、養分循環及病與蟲的控制。 

土壤中的養分含量也與有機物含量密切相關，長期添加廄肥的研究顯示其土壤肥

力與作物產量均可高於施化學肥料的處理。除了因有機物之礦化而提供養分之外，因

有機物含量高而導致養分之有效性高的機制是多方面的。如 Parsa 和 Wallace (1979) 

報導，施用少量狗糞堆肥至石灰質土壤中而使高粱之缺鐵現象顯著改善並增加產量，

也促進對鐵、鋅、銅與錳的吸收；有機物可以使土壤的 pH 值比施用化學肥料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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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土壤的 pH 維持在較穩定的狀態以及因增加土壤的團粒作用而增加水的滲

濾；施用有機肥料使菌根真菌的感染比施用化學肥料者高；有機肥料經由有機陰離子

抑制磷之固定作用及能置換被土壤吸附的磷而增加磷的有效性。 

抑病土常是有機質多的土壤。Drinkwater 等人 (1995) 指出，施用有機肥料的土壤

含有比施用化學肥料者之微生物活性與生質量高。如其中之木黴菌  (Trichoderma 

species) 繁殖體 (propagule) 密度較高。施用有機肥料也增加土壤抗植物病的潛能 (也

就是使土媒病 (soil borne diesease) 在停止的狀態)，尤其是真菌的猝倒病 (damping-off 

diseases)。如菌核菌屬  (Rhizoctonium)、凋萎病菌  (Fusarium) 及草苗立枯病菌屬 

(Pythium)。其抑病的最重要機制為土壤中微生物的彼此拮抗，拮抗則來自產生毒素、

抗生素、能源與養分的競爭及/或寄生。土壤有機物含量高也可減少土壤之流失機會。 

二、有機物之不良效應 

許多有機物施到土壤中是沒有任何危險性，但是有些則對植物與土壤微生物造成

毒害及不良效應。其中之一原因為釋放有毒重金屬至土壤中及使之在食物鏈中傳輸，

有機肥料之施用首先應考慮重金屬之存在與否，有機的工業及都市廢棄物當肥料或土

壤添加劑可能導致土壤中不必要之重金屬含量的增加。1992-1993 年，在澳大利亞維多

利亞城之水果與蔬菜之調查中，即顯示有 10%樣品之鎘含量過高。 

有機添加物中的一些微量有機化合物可能是另一種危險的污染物，如 Kirchmann

和 Tengsved (1991) 之研究顯示猪糞污泥中含有甚高量之酚 (phenol)、甲酚 (cresol) 及

酸二丁酯 ( dibutyl phthalate) 而下水道污泥中則含有高量之酚、甲酚、壬基苯酚 

(nonylphenol) 及 酸二乙基己酯  (鄰苯二甲酸二酯 ) (di–2-ethylhexyl phthalae, 

(DEPH))。 

地面水及地下水之硝酸態氮污染是環境中越來越嚴重的問題，一般認為過量施用

化學氮肥是主要的罪魁禍首，但是由有機肥料而來的污染也不可忽略。 

有機肥料施用之基本原則 

與化學肥料之施用相同，適當的有機肥料施用計劃可以對作物提供最適量的養分

而達到最高產量與收益。基本上，施肥管理的目的是確保土壤肥力，使土壤肥力不是

作物生產的限制因子。影響選擇施用之有機肥料種類、量與施用位置之主要因子是肥

料特性、土壤特性、作物特性與生長階段及肥料的殘效。 

施用超過作物所需養分量之肥料造成土壤中養分之累積而使鹽含量之升高及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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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與植物體中鹽基不平衡。如 Dormar 和 Chang (1995) 之研究顯示連續二十年施用

牛糞廄肥，使土壤中的有效磷含量由 9 上升至 1200 mg/kg，而 Hao 等人 (2003) 之研

究顯示，施用高量的有機肥料使土壤中的硝酸態氮達到 80 至 100 mg/kg。此也會造成

硝酸態氮在植物中累積。 

理想的農業土壤應使其有機物含量至約 5%左右。但是台灣地處亞熱帶，有機物分

解快，一年之中，有機物分解可能達 1.5%。因此，這樣的高量 (5%) 不易達到，也無

必要。因有機物分解快而會造成土壤中鹽分之累積與養分之流失與污染環境的機會。

一般而言，使土壤有機物含量達到 3-3.5%，可以當做長期之施肥目標。因為施用有機

肥料之最終目的即在使土壤中有一定量的有機物存在。 

一、肥料特性 

氮是影響植物生長的最主要吳機營養元素，而施用有機肥料以提供氮且與作物生

長需求之氮同步，是施用有機肥料之最重要目的之一，此則與以有機肥料當做土壤改

良劑以提供持久穩定存在的有機物互相矛盾。因此，按照實際狀態，首先要確定施用

有機肥料之目的主是要提供養分？還是其當作土壤改良劑？或者兩者之間要尋求一平

衡點。 

堆肥化作用 (composting) 是將有機廢棄物中不同的組成分轉變成相對較穩定、類

似腐植質之物質而可以當做土壤添加物或有機肥料的生化作用；堆肥化作用協助改進

有機廢棄物之理化性質及減少其對植物之毒性；堆肥化作用也被當作處理令人厭惡之

有機廢棄物之最適當方法。因此，使用經適當堆肥化作用之有機肥料是有機農業經營

者首先應該注重的。 

養分的含量因堆肥的種類或堆肥原料之不同而有大的差異 (表一到表四)。添加到

土壤中的有機物含有不同的碳化合物而使其分解速率有大的差異。所添加的有機物之

生物分解速率與量，視其所含之每一個碳化合物而定。Ajwa 和 Tabataba (1994) 指出，

將有機物加至土壤中，起初會使二氧化碳的釋出急速上升，但是此又因有機材質之不

同而不同；環境因子之不同也使有機物在土壤中的分解速率不同。其中以氧氣、水分、

溫度、pH 值及有效的無機養分含量最重要。 

Hadas 和 Pornoy (1994) 報導，通常成熟的堆肥 (mature compost) 的礦化常數每年

約為 10%，Bitzer 和 Sims (1988) 則指出，家禽廄肥在施入土壤後之第一年會有 66%有

機氮礦化；Cabrera 等人. (1994) 則確證家禽廄肥會快速礦化。他們估計其中的有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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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在施入土壤中後十四天之礦化率約為 35-50%；Griffin 等人 (2000) 則報導，在一季

作物生長期間，不同的堆肥之有機態氮的礦化量不同：肉牛廄肥 25%、乳牛廄肥 35%、

猪糞廄肥 50%而家禽廄肥 60%。有機物在土壤中累積之能力，則與礦化速率成反比。

因此，計算有機肥料的用量時，應考慮其在一季作物生長期間之可礦化氮量，但是也

應考慮其殘效。在第一次施用有機肥料時，施入量以該作物所需氮肥施用量除以有機

物在第一年之可礦化量，是一相當理想的施用量。如某作物之需氮量為 100 kg/ha，有

機物之礦化量為 50%，有機物的含氮量為 2%，則有機肥料的施用量為 100  2%  50% 

= 10,000 kg/ha。通常一般肥料經過二三年後，再礦化氮之增加率是有限的。若有機肥

料為不易礦化者則施入二三年後，再礦化氮會增加。如長期使用牛糞堆肥及其他堆肥，

慢慢增加可礦化氮，但是有些材料之增加則有限，如雞糞堆肥。 

二、作物的種類、特性及生長階段   

對不同的作物施用有機肥料時，作物的氮吸收動態與氮的總吸收量一樣重要甚至

更為重要。對作物的生長而言，氮的吸收動態是非常重要。不同的作物其生育過程中

乾重之累積情形不同，因此，對養分之需求情形不同。此外，一些作物也會對養分有

特別的需求，如花生、煙草及芹菜對鈣的需求高，易發生鈣缺乏，而柑橘、玉米及水

稻則易發生鋅缺乏；芹菜及蘋果易發生硼缺乏；花椰菜則需較多量的鉬。根系的發展

與地上部一樣，不同的品種，甚至同一品種但為不同的品系，亦有很大的差異，故對

根發展特性及相對活性的了解，有助於發展施肥的方法。 

在作物生長期中，不同階段的養分需求不同，如水稻在生育初期，對氮及磷的要

求量多，成熟期則不須太多之氮；果菜類與葉菜類的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同時進行，

因此，其養分吸收一直持續到收穫期。 

三、土壤特性 

在相同的氣候條件之下，土壤中有機碳的累積或有機物的礦化因土壤種類不同而

不同。種種土壤特性如質地、坡度、排水性、酸鹼度、有效養分量均影響其中之 微生

物種類與數目，進而影響有機物的分解與礦化作用。 

四、殘效 

雖然不同的有機肥料的元素組成有很大的差異，一般而言，基於氮的有機肥料施

用，造成磷的累積。如根據 Tran 和 N’dayegamiye (1995) 的研究，長時期每年施用 20 

t/ha 牛糞堆肥使土壤中的無機與有機磷增加。短期間施入大量禽畜糞堆肥也會使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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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累積。其他元素，也會有相同的情形。如長期施用堆肥使土壤的 pH 上升到七以

上，即是鹽基性元素累積的現象。因此，需要常常變化所施用之堆肥的種類，以免造

成元素之不平衡，而不利於作物生產。 

土壤管理 

土壤是活的以及造成一個健康的土壤是有機農業的基礎。健康的作物、動物與人

的基礎是健康的土壤，產生健康土壤的起點是打破土壤只是作物生長介質的觀念。Sir 

Albert Howard (1948) 把土壤肥力消退稱為生病 (dis-ease)。Eve Balfour 在其所著活的

土壤 (the Living Soil) 中提到培養土壤，以土壤餵食植物。因此，施肥不應只對作物，

也應考慮土壤生物與環境生態的需要。即維持健康、具生物活力的土壤環境以供植物

生長。實施有機農業之重要手段則是藉農場之養分循環、輪作，使土壤能形成適合作

物生產之土壤肥力及產生對蟲、病與雜草之控制力。因此，對土壤性質之監測，是有

機農業經營上之重要一環。一方面可以了解當前之土壤肥力狀態，另一面則可以了解

所採用之施肥管理策略是否合宜，以做為往後施肥與土壤管理之參考。在土壤性質之

監測上，以土壤酸鹼度、鹽分 (以飽和水導電度或土水比 1：2 或 1：5 之電導度表示) (表

五) 及有機物的含量三者最方便測量且最重要，其餘的土壤性質則包括有效養分含量

與重金屬含量 (表六)。 

一、酸鹼度 

土壤酸鹼度的測量在土壤肥力的診斷上是最重要的第一步。pH 在熱力學上有好的

定義。目前的測定所使用的 pH 計對土壤酸鹼度的測量提供方便的方法且有許多用處：

1. 易測定、精確與價廉；2. 其值易解釋及相對的易瞭解；3. 廣泛的與一些元素的有效

性相關 (圖一)。土壤的酸鹼度太高與太低均影響其中之養分的有效性。如磷與鉬兩元

素在 pH 低時，溶解度低，但是鐵、錳與銅則於 pH 大於 6.5 時，溶解度低；氮的礦化，

在 pH 6.0-8.0 有最大的速率；磷約於 pH 6.5 時的溶解度最高；鉀則因鈣之施用而有效

性下降，在酸性條件下 則易流失；硫的礦化與氮所受的影響相似，但是其最大速率之

酸鹼度範圍較廣。良好的土壤管理，應使其 pH 低於 7。 

二、鹽分 

土壤中可溶性鹽類的量是土壤中可立刻為植物吸收立養分量的測量，因此，理論

上，可溶性鹽類的量越多，植物可利用之養分量也越多。但是，當土壤中可溶性鹽類

的量超過某一量時，會影響植物對水的吸收，因而使植物吸收缺水而死亡。所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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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之耐鹽性不同，土壤中可以累積的可溶性鹽類的量也不同 (表五)。 

三、有機物含量 

經長期施用有機肥料之後，使土壤中能形成某一定量的有機物，以發展適合作物

生長之物理、化學與生物性質。 

結語 

強調土壤是一活系統，發展有益的生物活性是有機農業定義的中心。要使作物產

高，土壤要有好的物理構造、高的陽離子交換容量及保水力，也應要有相當量的細菌、

真菌及無脊椎動物。而這些可以經由提高土壤有機物而達成。在有機農業裡，農民應

該尋找發展土壤是活系統觀念的指標。有機農業是永續農業的一環，永續農業應包括

成功的管理資源以供農業生產，以滿足變化中人類的需求，並且維持及提高環境品質

與保存自然資源，而此則又與適當的土壤管理與有機肥料之施用有關。 

 

 

圖一、有機質土壤的酸鹼度與其中之養分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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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一些用做堆肥原料之物質的一些元素組成 (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稻草 540-560 6.4-6.9 78-88 0.2-0.5 16.6-17.4 3.0-8.6 1.8-3.1 

稻殼 390-520 3.6-7.0 74-108 0.3-2.0 2.3-10.8 1.1-2.4 0.3-2.4 

米糠 500 2.04-3.37 22 10.7-19.5 11.9-20.3 1.3-2.5 4.5-10.7 

高粱稈 530 7.3 73 1.1 16.7 4.3 3.7 

玉米稈 550 8.1 68 1.6 13.4 2.5 2.9 

大豆植體 520 17.6 30 1.6 10.9 14.1 6.9 

花生植體 490 17.3 28 1.6 10.5 14.0 4.6 

花生殼 530 16.0 33 1.5 10.7 4.7 2.0 

花生粕 260-510 44.0-75.0 5.9-6.8 3.1-12.0 7.5-15.4 1.7-6.9 2.8-4.9 

菜仔粕 480 34.0-59.6 9 4.2-25.0 8.3-14.3 3.0-9.8 3.5-5.6 

芝麻粕 550 50.0-58.0 10 9.8-32.0 11.1-19.0 40.2 6.6 

棉仔粕 260-540 39.0-58.0 6-11 7.9-11.8 9.1-12.9 3.9-10.0 4.6-5.2 

椰仔粕 100 34.0 3 9.9 17.9 16.2 2.8 

大豆粕 270-510 440-84.6 4-7 5.2-7.6 16.6-34.9 1.9-20.7 0.2-0.4 

蔗渣 330-530 2.6-10.8 49-126 0.3-.09 1.9-4.7 2.9 0.7 

茶渣 460-510 25.2-36.4 14-18 1.9-2.2 4.1-5.4 3.3-4.4 1.6 

向日葵粕   52.0 17.0 14.0   

篦麻仔粕 450-460 46.9-57.9 8-10 7.9-8.6 8.3-12.0 5.9-15.6 5.5 

茶仔粕 480-510 10.0-17.5 27-41 1.1-2.1 7.3-19.0 0.1-11.0 1.1-4.0 

鋸木屑 400-580 5.6-14.8 27-102 1.3-13.4 0.8-10.0 3.5-41.3 2.2-5.6 

 

 

 

表二、動物糞便之化學組成  (乾基，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牛糞 250-400 18.9-2.35 15-28 2.1-2.4 6.1-29.0 1.4-14.3 3.6-12.6 

猪糞 40-540 16.0-47.8 14-31 4.4-51.1 1.3-16.0 5.7-10.4 0.9-10.2 

肉雞糞 250-470 6.0-410 8-28 6.1-30.5 6.4-35.0 11.2-90.0 3.0-12.1 

蛋雞糞 270-320 6.0-29.0 9-14 6.1-29.7 5.9-31.5 5.2-58.6 1.8-10.8 

羊糞 360-480 16.0-24.0 18-23 6.5-23.0 15.8-33.2 9.3-38.6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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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些動物質材之化學組成 (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雞毛  88.5-136.2  1.2-2.0 0.4-0.9 2.2-4.7 0.3-1.7 

魚骨粉  28.2-78.8  8.6-9.1 8.0-8.3   

魚粕  47.6-7.0  18.8-29.8 1.4-7.9 3.9-55.1 2.8-41.2 

皮革粉 380-390 45.0-90.3 86-87 0.1-4.5 0.2-4.4 1.0-7.7 0.1-2.8 

骨粉  83.5  11.5 3.9 50.2 1.8 

 

 

表四、一些堆肥之化學組成 (g/kg) 

種類 碳 氮 碳氮比 磷 鉀 鈣 鎂 

牛糞堆肥 104-370 10.2-31.9 10.0-20.0 3.5-10.6 9.9-143 1.6-2.3 5.3-8.9 

牛糞堆肥 150-290 12.0-39.0 4-24 3.5-28.8 3.3-5.0 13.6-164.3 4.2-22.8 

猪糞鋸木屑堆肥 360-385 20.9-70.5 10-16 4.7-7.6 4.9-181 26.1-39.7 4.5-6.1 

雞糞鋸木屑堆肥 280-310 22.5-24.6 11-14 17.4-18.9 2.3-28.8 62.1-68.8 0.9-1.1 

雞糞堆肥 170-500 4.0-57.0 6-94 0.9-91.7 2.5-54.8 13.6-235.7 1.8-30. 

牛糞茶渣堆肥 377-387 32.0-34.2 11-12 4.7-11.9 10.1-16.6 17.9 4.9 

糖蜜蔗渣堆肥 224 17.5 13 2.6 35.1   

豌豆渣稻殼堆肥 360 280-30.0 12 1.6-4.6 10.1-14.9 24.5 3.2 

蔗渣堆肥 240-348 16.2-29.0 8-21 2.3-7.0 10.4-35.8 55.1 6.9 

蔗渣堆肥 120-480 8.5-35.4 9-38 0.8-11.5 3.5-41.0 14.2-16.0 6.5-8.2 

 

 

表五、土壤電導度 (dS/m) 分級 

電導度分級 水飽和土壤 水土比 1：2 水土比 1：5 說明 

I 

非鹽性 

0-2 0.26-0.50 0.11-0.25 鹽分對大部分植物的影響

可忽略，肥力偏低  

II 

輕微鹽性 

2-4 0.51-1.25 0.26-0.60 鹽分對最敏感的植物之收

量可能受影響，適合作物

生長 

III 

中等鹽性 

4-8 1.26-1.75 0.61-0.80 鹽分對許多植物之收量可

能受影響，肥力略高 

IV 

強鹽性 

8-16 1.76-2.00 0.81-1.00 只有少許耐鹽的植物能夠

有足夠的產量，肥力偏高 

V 

極強鹽性 

> 16 > 2.00 > 1.00 只有少許極耐鹽的植物能

夠有足夠的產量，大部分

作物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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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施用不同量有機肥料土壤的一些性質 

處理 pH EC1 O.M.2 TN3 Avail. P4 Avail. K5 NO3-N NH4-N Ext. Cu6 

 (1:1)) dS/m g/kg g/kg   mg/kg   

CF 7.04 3.51 26.6 1.59 104 113 51 29 1.6 

CK 7.83 2.56 25.1 1.52 84 73 17 26 2.2 

Comp 1 7.77 3.15 31.4 1.94 105 141 54 26 2.4 

Comp 2 7.64 3.53 38.0 1.89 131 240 89 19 2.3 

Comp 3 7.54 4.58 46.1 2.39 157 411 159 13 2.9 

Comp 4 7.39 5.17 53.0 3.12 183 613 200 6 2.7 

1: electric conductivity of saturation extract. 

2: organic matter. 

3: total nitrogen. 

4. Mehlich III extractable phosphorus. 

5: Mehlich III extractable potassium. 

6: Mehlich III extractable cop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