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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萃取液肥外觀呈深黑褐色

圖2.萃取液肥製作材料

萃取
  液肥 在番荔枝肥培管理之應用

頃20公升的有機液肥可提高玫瑰切花

量。此外，有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豬糞尿

液肥並配合化學肥料的使用，可增進冬

小麥對於氮素的吸收並提升產量，因此

液肥的使用對於作物生產有很大的幫

助，本文擬介紹施用本場研製之萃取液

肥對番荔枝生長及果實品質之影響。

萃取液肥為本場研發之肥培資材

(圖1)，主要萃取出苦茶粕、麥飯石及

磷礦粉等資材(圖2)中之營養成分做為

液肥，萃取方法簡單快速，製作時間僅

需2天，萃取之液肥呈深黑褐色，依據營

養元素分析結果，本萃取液肥為一種氮

萃取液肥之介紹

前言

利用液體肥料進行作物肥培管理，

不但可使作物迅速吸取養分、提高其利

用效率且施用操作方便，可達經濟、省

工的目的，更能快速地平衡作物所需營

養。簡等(2006)亦指出有機液肥其肥效

較固態肥料快速，可做為追肥補充作物

不同生長階段所需之養分及降低病蟲害

發生等，因此液肥為一種有效且便利的

肥培資材。研究報告指出在種植有機番

茄及有機茄子時，分別使用每公頃20噸

的蔗渣木屑堆肥並配合施用每公頃20公

升的豆粕液肥，以及使用每公頃60噸的

蔗渣木屑堆肥並配合施用每公頃40公升

的豆粕液肥，可提升有機番茄及有機茄

子的產量。而蔡等

(2005)的研究結

果顯示，施用

臺肥複合肥

料 43號 並 配

合 使 用 每 公

頃20噸的蔗渣

木屑堆肥及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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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萃取液肥營養元素含量分析結果

分析項目

萃取液肥

--------------------- (％) ---------------------

氮 磷 鉀 鈣 鎂

3.76 1.58 1.52 1.57 1.00

量。施用萃取液肥後對番荔枝果實品質

及產量均有正面影響，對照組之果實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及單株果實產量分別為
o20.6 Brix及17.7公斤，噴施稀釋不同倍數

萃取液肥處理之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o及單株果實產量分別介於21.2～22.9 Brix 

及18.1～19.1公斤(圖4及圖5)。由上述結

果顯示噴施萃取液肥，可減少化學肥料

的使用、提升葉片營養元素含量且對於

果實品質亦有正面的效果。

試驗結果顯示本場研發之萃取液

肥，含作物所需之營養元素，可提升葉

片營養元素含量及果實品質，以稀釋

200倍進行葉面噴施之效果最佳。此萃取

液肥可做為慣行農法及有機農法所使用

之肥培管理資材，噴施萃取液肥，可減

少化學肥料的使用，做為合理化施肥的

配合措施，本萃取液肥技術已技轉臺東

縣池上鄉陳協和碾米工廠(聯絡電話：

089-862885)，有興趣的農友可向該廠洽

詢。

1.蔡宜峰、陳俊位。2004。堆肥與有機液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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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液肥，其氮、磷、鉀、鈣、鎂等營養

元素含量合計在6%以上(表1)。本萃取液

肥所使用的材料皆為有機資材，可做為

慣行農法及有機農法之肥培資材，減少

化學肥料的使用，使土壤不會持續惡

化。

為了解萃取液肥對於番荔枝生育之

影響，於臺東縣東河鄉果園實地試驗。

處理項目為處理1：施用合理化施肥推薦

量之化肥(對照組)；處理2：萃取液肥稀

釋200倍；處理3：萃取液肥稀釋400倍；

處理4：萃取液肥稀釋800倍(處理2、3、

4之化肥用量為處理1的2/3用量)，各處理

噴施3株、3重複，共噴施36株，於授粉

後25、45及70天噴施萃取液肥，每株噴

施5公升。由葉片營養診斷分析結果(圖

3)顯示對照組之氮、磷、鉀、鈣及鎂含

量分別為 2.66、0.11、1.66、1.05及 0.30

％，噴施不同稀釋倍數之萃取液肥，其

氮、磷、鉀、鈣及鎂含量分別為3.05～

3.23、 0.12～ 0.15、1.75～1.94、1.11～

1.30及0.31～0.34％。由葉片分析結果顯

示噴施萃取液肥可增加葉片營養元素含

萃取液肥對於番荔枝生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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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整合有機水稻栽培過程各項

技術，以提昇產量及品質，本場於8月

23日假鹿野鄉涂進榮農友田區舉辦「水

稻有機栽培技術整合暨水田中耕除草機」

示範觀摩會。與會來賓有臺東縣政府潘慧

真小姐、鹿野地區農會張股長豪傑、關山

鎮農會吳理事長諸昌、池上鄉農會戴理事

長文賓、協成米廠劉張博先生、昶維工業

有限公司何總經理景仁、東風有機肥生產

合作社曾經理國旗及農友逾90人參加。會

中介紹本場近年發展之有機水稻栽培技

術，包括水田中耕除草機及雜草防治技

術、合理化施肥、炭化稻殼及石灰等有機

資材運用及有機病蟲害防治技術與策略

等，現場農友反應熱烈，對整合各項水稻

有機栽培技術作法深表贊同。

本場林場長學詩表示，近年輔導轄

區有機水稻栽培面積逐年增加，各項有機

栽培技術亦逐漸發展成熟，亟需進一步整

合。有機水稻栽培牽涉複雜的環境平衡問

題，會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因此對

於田間作為需要整體考量，本場近年由各

研究室發展出各種不同有機水稻栽培技

術，以整合作法可達到加乘的作用，藉由

本次觀摩會提供農友參考，以提昇有機水

稻栽培技術，達到有機樂活及永續發展的

目標。

會中農機研究室黃助理研究員政龍

介紹水田中耕除草機機械結構、操作及雜

草防治時機及效果；土壤肥料研究室廖助

理研究員勁穎講述水稻栽培前利用本場提

供之土壤營養診斷分析土壤性質，配合施

用炭化稻殼改善土壤，建立有機肥培環

境；植物保護研究室林助理研究員駿奇講

解二期作常見之病蟲害，並導入有機水稻

病蟲害管理技術，如利用有機防治資材及

太陽能捕蟲燈等，建立完整有機栽培模

式，並當場示範非化學農藥資材調配技

術。最後實際操作水田中耕除草機並展示

技轉廠商商品化之機型。

林場長學詩進一步表示，水稻為臺

東地區重要經濟作物，所生產之稻米品質

遠近馳名有口皆碑，雖然有機栽培不易，

但對我們的環境友善，是值得推廣的栽培

方式，為協助提昇農民有機栽培意願，並

擴大臺東地區有機水稻栽培面積，藉由辦

理本次整合性示範觀摩會，期許各位農友

能穩定生產出高品質的有機米，增加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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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施用萃取液肥後對番荔枝葉片氮、磷、鉀、鈣及鎂含量之影響

圖4.施用萃取液肥後對番荔枝果實可溶性固形物
    之影響

圖5.施用萃取液肥後對番荔枝單株產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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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有機栽培 」技術整合暨水田中耕除草機

示範觀摩會

林場長與技轉廠商何總經理就
本場所研發水田中耕除草機之
機械結構交換意見

林助理研究員駿奇說明水稻有機
栽培病蟲害防治要領並當場示範
非化學農藥資材調配技術

觀摩會現場農民反應踴躍

文˙圖／黃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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