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質肥料的特性與應用
黃裕銘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副教授
廣義的有機質肥料包括所有自然生物體

土壤後引起土壤的物理、化學及生物性的

及其衍生物皆是。自光合作用形成生物體

變動，往往因此可以促進土壤提高有效養

之有機物，待生物體死後進入土壤或土壤表

分濃度或促進植物根部生長而增進植物生

面為微生物所分解，將其所含植物養分釋放

長。簡述其對土壤物理、化學及生物性三

出來為其他植物所吸收利用，既成為廣義的

方面的影響。

有機質肥料。有機質肥料包括小自微生物大
至植物、動物及此三類生物的生物體、排出
物、殘體及其加工品，如糞尿、農產加工副

二、施用有機質肥料對土壤物理、化學
、生物性質的影響

產品、堆肥、廄肥、綠肥、醱酵工業副產品

(一)土壤物理性

相當廣泛不勝枚舉。有機質肥料的利用不僅

1.促進土壤團粒化作用

在循環利用地球有限再生及非再生資源，同

有機質肥料部分成分本身是長鏈的有機

時節能減碳，進而改善土壤、水及空氣環境

化合物或其誘發土壤微生物分泌黏液等作

品質，增進人類糧食生產，是為地球永續的

用而和土壤土壤中黏粒、坋粒和砂粒結合成

重要課題。本文依不同性質定義之，以利應

穩定的團粒，避免土壤密實，提高土壤大空

用。

隙比率，有利於土壤的導水及通氣，讓植物
的根系有良好的生長環境。尤其黏重質地土

一、施用有機質肥料的目的

壤，更需要施用含高纖維素、半纖維素及木

施用有機質肥料的目的：

質素堆製的堆肥，以提高土壤有機質提高土

1.直接提供作物養分：有機質中所含植物養

壤團粒化作用。施用易分解的材料如蛋白質

分，經溶出及礦化作用釋出的植物養分

含量高的碳氮比低材料及含易分解醣類高碳

共植物吸收利用。例如許多有機體含有可

氮比有機質材料，對土壤團粒化作用只是短

溶性硝酸態氮、銨態氮、水溶性小分子有

期作用，唯有含高腐植化成分造成的穩定土

機化合物(如單糖及胺基酸)、磷酸根、鉀

壤團粒才久。使用高度聚集腐植化的泥炭對

離子、硫酸根、鈣、鎂及少量微量要素可

土壤團粒化作用非常慢，不值得鼓勵。長期

溶於土壤溶液而可為植物直接吸收利用。

施用易分解有機質材，甚至會引起過度消耗

有些是有機結構體需要經由微生物將之礦

原土壤有機質而降低土壤團粒比率提高土壤

化才為植物吸收利用，例如有機氮、有機

密實度。

磷、有機硫及其他為有機物鉗合的養分離

2.增加土壤保水

子，需要土壤微生物將有機體分解破壞釋
出後才能被利用。
2.間接促進植物吸收養分：有機質肥料進入

腐植化有機質的吸水量為本身重量數倍
之多，因此可以增加土壤有效水份的保持，
尤其砂質土壤。黏重土壤經土壤有機質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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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粒化或也會提高土壤有效水分含量。所謂

水，其內部土壤可以保持較還原態，此現

有效水份是指土壤中的水分能為作物吸收的

象可以促進高氧化態低溶解度鐵及錳，局部

部分。

轉變成較高溶解度之還原態，因而提高鐵及

3.調節土壤溫度

錳的有效性。同時，有機質分解產生的有機

腐植化土壤有機質具有各種有機官能

酸(如草酸、乳酸和酒石酸等)和碳酸，可以

基，幾乎所有光線皆被吸收釋出熱能，在寒

促進難溶性鐵、錳的溶解及鉗合鐵、鋁的功

冷季節可提高土壤溫度。在夏季時土壤有機

能，因而使施用的磷肥固定減少，磷肥的有

質高團粒化較好土壤，通氣較好可將熱氣傳

效性增加。

出土壤，因此可降低熱害。

3.增加緩衝能力

4.降低土壤比重及穿刺阻力

有機質具有高的陽離子交換容量及部分

有機質比重較低，提高土壤有機質可以

陰離子交換容量，因此，當肥料施入時，可

降低土壤比重及密實度，加上團粒化作用較

以因吸持而降低土壤溶液濃度，降低因大量

強的因素，可以降低根的通過阻力而促進作

灌溉水或雨水之淋洗；當肥料過量施用時，

物生長。

可以降低肥傷。另外土壤有機質含量高土壤

5.土壤氧化還原電位

對酸鹼的緩衝能力亦較高。

施用高量易分解有機質肥料到土壤時往

4.解毒

往會造成土壤微生物過度消耗土壤氧氣，在

當農藥或有害重金屬進入土壤時，有機

氧氣缺乏狀況下造成土壤成為還原狀態，往

質的強吸附力，可以與重金屬鉗合、吸附

往會傷害植物，對酸性土壤甚至會因大量釋

或離子交換等，使之沉積；又腐植質對有機

出鐵及錳離子造成毒害。

磷和有機氯等農藥有極強的吸附作用，可以
降低農藥的溶出，減少農藥被淋洗滲入地下

(二)土壤化學性

量，因而減少對大氣和水源的污染。

1.提高土壤保肥能力

5.土壤pH的影響

土壤有機質具高官能基在不同pH時會有

有機質肥料中的有機酸根及環狀結構體

不同的酸解離而變成帶負電價而具陽離子交

皆可以維持土壤pH近中性，尤其其有機酸根

換容量(約200-400 cmol/kg)，也有具正電

被微生物分解時會去除土壤質子而提高酸性

荷官能基而具吸附陰離子能力，但是容量低

土壤pH。有機質肥料的有機氮及硫經礦化作

於陽離子交換容量。，另外其強的鉗合力可

用釋出銨及硫再經土壤微生物的硝化作用及

以降低微量元素的沉澱而提高微量要素有效

硫酸化作用會使土壤酸化。堆肥中除了腐植

性。

質可維持土壤pH近中性，堆肥或有機肥材料

2.提高肥料的有效性

中若含石灰質材料，則可提高土壤pH。例如

有機質具鉗合功能，對養分可以吸持，

蟹殼及蝦殼含石灰，蛋雞糞含高量石灰。有

避免養分沉澱，並增加其在根圈移動性，提

些禽畜糞堆肥含高量石灰質，有些市售有機

高肥效。其長鏈可進入黏粒之片狀晶體間，

肥也添加有高量石灰。

降低雲母類礦物在土壤乾濕交替時對銨及鉀

6.土壤電導度(EC)影響

之固定。土壤團粒作用，不僅可以促進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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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質肥料所含養分及非養分成份只要

成為離子態就會提高土壤電導度。有機肥料

然的毒物質，因而促進作物生長。

成分影響電導度最多的是硝酸態氮、亞硝酸

4.傳染性病原菌

態氮及氯離子其次是銨、鉀、鈉及硫酸根，

施用未堆肥化處理有機質肥料，有些帶

再其次是鈣、鎂及其他微量要素。禽畜糞廄

有植物感染的病原菌可能傳入農田而感染作

肥及堆肥及魚下腳料含較高氯及鈉鹽，尤其

物。有些動物廢棄物帶有人和牲畜互相可感

乳牛糞及積存久的蛋雞糞電導度相當高。有

然病源菌材料需要注意，最好先經過有高溫

些工業副產物如味素廢液相關產品及醃製業

的堆肥化作用以消除病源菌。疫區的動物廢

廢棄物含鹽份較高，施用時需注意不可一次

棄物更應禁止進口及使用。

用太高量。

5.環境衛生的影響
大量施用含高量蛋白質有機肥往往造成

(三)土壤生物性

產生大量蟲害，農民常施用大量未堆肥化的

1.提供土壤微生物的養料

生雞糞及豆粕類有機肥後馬上灌施大量殺蟲

有機質不僅是土壤微生物生命活動的能
源，也是土壤微生物的有機及無機養分源。

劑，對環境及農作物品質不良，必須強烈制
止。

土壤有機質含量高，所含微生物的種類與數
量較多，可以促進有機物分解而釋放出作物

三、有機質肥料之種類：

所需的無機營養。

有機質肥料依不同目的可有不同的分類

2.降低病虫害侵襲

方法，如可依其來源、成分、及製造等不同

土壤微生物往往會相生相剋，有些土壤

而有不同分類。

微生物可以殺死對作物有害的微生物而減少
作物的發病率，甚且某些真菌和放射菌可以

(一)、依來源可分為：

侵入線蟲，殺死線蟲。不同有機質會使某些

1.動物性：動物排泄物、內臟等下腳料、血

細菌特別活躍，這是某些作物不能連作的原

粉、骨粉、動物資材加工廠廢棄物及其各

因之一，也因此施入不同有機殘體及綠肥，

種發酵、半發酵有機肥。

可以誘發他種微生物菌群殺死病原菌，減少

2.植物性：各種野生植物及農田雜草、綠

作物發病。反過來說，施用的有機肥的成分

肥、作物殘體、植物資材加工廠廢棄殘體

是需要有所選擇的，才不至於有反效果。例

(如茶渣、咖啡渣)及其各種發酵、半發酵

如：大豆的某些病原菌和唐菖蒲相同，所以

堆肥。

種植唐菖蒲時，避免使用前期種植大豆的田
或大豆的殘體。

3.兩種混合者：含植物及動物性材質經發酵
(堆肥)及半發酵堆肥(廄肥)。

3.促進作物生長
有機肥料也許促進某些會分泌生長素微
生物生長而促進植物生長，也有研究指出土
壤有機質的結構類似植物生長素，而促進作

(二)、依成分可分為：
高碳高氮、低碳高氮、高碳低氮及低碳
低氮。

物生長。另外土壤有機質多時，可以保護土
壤微生物及酵素活性，並且能分解人為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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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氮成分含量及比值
分類

有機資材

豆科綠肥、豆科殘
體、榖類幼綠肥
堆肥化草質廄肥、動
低碳高氮
物糞便
槁桿、草質廄肥、
高碳低氮
木屑
高碳高氮

低碳低氮

堆肥化槁桿

5.有機複合肥料：將有機質肥料添加化學肥
碳, % 氮, % 碳/氮
40

2.5

16

25

3.0

8.3

40

0.5

80

25

0.8

31.3

料即可製成有機複合肥料，大多有機複合
肥料皆製成粒狀肥，也有將豆粕直接加化
學肥料後製成粒狀肥者。

四、養分供應速率
(一)施用量
施用量對礦化速率的影響，有機質肥料

(三)、依製造方法可分為：

施用到土壤須靠土壤微生物之作用，微生

1.未發酵肥：綠肥、動物及植物殘體未經發

物之生長需要能源及營養源也需要空氣及空

酵處理就直接施用者，如綠肥、作物殘

間，因此若同時施用太多有機質肥料則其分

體、豆粕、血粉、骨粉、乾雞糞等。

解速率會降低，腐熟堆肥用量到50公噸/公

2.快速發酵：伯卡西肥，是一種將各種易分

頃尚可，但未發酵之有機質肥料若用量超過

解高氮磷鉀養分有機資材做短時間發酵

20公噸/公頃則需要待施用後一段時間才能

的有機肥，一般材料為豆粕類、米糠、骨

種作物。下表資料顯示堆肥之當期肥效及殘

粉、魚粉、黑糖、及微生物等混合發酵4

效，表示適當有機質肥料選擇，其使用量可

至7天，然後涼乾備用。此種肥可當追肥

逐年降低，到某程度後每年補充量就不高。

用，但每次用量不可過高，個人覺得其溫
度控制做消除病源菌用，因此溫度需有3

牛糞廄肥施用量對氮礦化量之影響

天高於50度，否則和此等材料混合後直接

施用量,
公噸/公頃

第一年

施用相當，未必要多此一舉。
3.完全發酵堆肥：可用各種動植物材料堆製

第三年

第四年

公斤氮/每噸廄肥
11.2

5.22

2.00

2.00

0.91

22.4

5.22

2.49

1.77

0.95

44.8

5.49

2.99

2.09

0.68

做消除病原菌之過程。若非有機農業用堆

平均

5.31

2.49

1.95

0.85

肥之製作，其成分之配製更方便，因為可

平均
礦化率

34%

17%

11.2%

5.4%

成堆肥，堆肥作用在調配養分、消除快速
發酵期產生有機酸對作物之影響、消除部
分資材含有之酚酸化合物之抑制作用、及

依養分之需要加入化學肥料，一方面可調
整養分，另一方面可以促進堆肥化作用，
縮短堆肥製作時間。堆肥製作時間因材料
不同而異，最主要原則是做到不影響植物
生長，而且可以發揮施用該肥料之目的就
可以。
4.有機液肥：可依不同目的而做，如可將高
蛋白有機廢棄物經微生物發酵製成液肥，
可做作物生長旺期之追肥。亦可加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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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資材製成，可控制作物病虫害之藥劑用。

(二)有機質肥料養分濃度之影響
一般有機質肥料之碳氮比越低者其礦化
速率大，施用量可較低，但是其肥料之殘效
相對較低，就如下表資料顯示，施用3.5%氮
者，一開始使用量每公頃只要7.6公噸，但
二十年後還是要6.2公噸。而用1.5%氮含量
者，一開始需要38.2公噸，二十年後只用不
到一半量就可以。可肥料用量需要依作物需

要量及肥料成分算其需要之施用量。

溫度對有機質分解速率影響另一為Q10方
法，有機質肥料分解之Q10約為3，但是硝化

確保每期作礦化提供200 公斤/公頃氮時堆

作用約為1.8-2.2。

肥之施用量
堆肥中
氮含量

第一
期

第二
期

第三
期

第五
期

第十
期

第
二十
期

公噸/公頃

(五)土壤水分效應
一般有機質在土壤水分為土壤最大容
水量之60%時最快。水分太高不僅降低分解

3.5%

7.6

7.2

7.0

6.8

6.6

6.2

2.5%

20.0

14.6

13.8

12.6

11.0

9.4

1.5%

38.2

29.6

26.2

24.2

20.6

16.8

1.0%

100

71.4

62.6

52.6

38.6

27.8

速率，還會造成脫氮作用降低肥效，並影響
根系生長。若水分含量低則降低礦化速率及
硝化速率。土壤水分管理同時需注意土壤溫
度，尤其高溫時，若有機質肥料用量高，而
水分又高時，常造成作物根系腐爛。

(三)時間的因素
有機質肥料之養分釋放和時間之因素相
當重要，因此需要依照作物生長其，計算初

土壤水分對有機質肥料分解速率之影響

期需要量，並選擇適當肥料，使之礦化之養

土壤水分最大容
60
水量之,%

分足過作物之需要。以下公式藉以利用，但

反應速率, k x 10-3 5.80 4.83 3.87 2.90 1.93 1.45

是不同有機質肥料，往往差異很大。

半衰期, 天

N=11.15 + 25.7 t - 2.9 t2

120

50

143

40

179

30

239

20

358

15

478

溫度及水分之綜合效應可以下一公式描

(四)溫度的影響
溫度會影響微生物之活性而影響有機質
肥料之分解，一般可用溫度或年均溫做推
算，而以有機質肥料分解一半之速率(時間)

述其相關性。
t1/2=0.693/(k x (水分含量/最適水分
含量) x 0.933-〔(年熱單位/365)-(T2-T1)〕

比較，如下表中之例子。

五、有機質肥料品目規範及各種有機質

利用半衰期的長短判別分解快慢

肥料簡要注意事項

t1/2=0.693/(k x 0.933-〔(年熱單位/365)-(T2-T1)〕

目前肥料管理法最新公告的是97年3月

年熱單位=(年均溫-5) x 365
年均溫=(Σ(每日最高溫+每日最低

物渣粕肥料(品目編號5-01)、副產植物質肥

溫)/2)/365
平均年
均溫

27日版本，其版本中有機肥料有14品目：植
料(品目編號5-02)、魚廢渣肥料(品目編號

27

25

20

17

15

10

7

5

年熱單
8030 7300 5475 4380 3650 1825 730
位

0

反應速
率, k x 5.78 5.03 3.56 2.89 2.51 1.78 1.44
10-3

-

半衰
期, 天

-

120

138

195

240

276

390

480

5-03)、動物廢渣肥料(品目編號5-04)、副
產動物質肥料(品目編號5-05)、乾燥菌體肥
料(品目編號5-06)、氮質海鳥糞肥料(品目
編號5-07)、禽畜糞堆肥(品目編號5-09)、
一般堆肥(品目編號5-10)、雜項堆肥(品
目編號5-11)、混合有機質肥料(品目編號
5-12)、雜項有機質肥料(品目編號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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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有機液肥(品目編號5-14)等13種品目，

過600mg/kg。自發布日起施行，至中華民

刪除原來之禽畜糞加工肥料(品目編號5-08)

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廢止。銅不得

也將原來垃圾堆肥品目改成一般堆肥。然而

超過100mg/kg，鋅不得超過500mg/kg。自

無論有多少品目，主要可分為可添加化學肥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雜項

料或礦物或事業廢棄物的肥料一般前面加上

有機液淝，砷不得超過10.0mg/kg，鎘不

雜項一詞者，如雜項有機質肥料(品目編號

得超過0.6mg/kg，鉻不得超過30mg/kg，

5-13)及雜項有機液肥(品目編號5-14)；雜

銅不得超過20mg/kg，汞不得超過0.2mg/

項堆肥不能添加化學肥料及礦物但是可以添

kg，鎳不得超過5.0mg/kg，鉛不得超過

加廚餘及農委會認可的事業廢棄物。其餘有

30mg/kg，鋅不得超過160mg/kg。

機質肥料皆源自原來材料的有機質肥料。有

4.限制事項：

機質肥料一般規定：

4.1水分
4.2pH值5.0以上，9.0以下，並應標示pH

1.適用範圍，材料來源及製作方法。
2.性狀：固態或液態，固態又可分為粒狀及
粉狀。
3.成分：
3.1主成分：3.1.1有機質含量、3.1.2全
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及個別量、
3.1.3得登記濃度。

值。
4.3全氮、全磷酐及全氧化鉀合計量超過
15.0%，應登記為複合肥料。
4.4利用或添加事業廢棄物為原料，應依
「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5條規
定辦理。
5.檢驗項目：包括主成分及有害成分，利用

3.2有害成分：規範砷、鎘、鉻、銅、汞、

或添加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

鎳、鉛及鋅等八種重金屬含量上限。除

法」第5條第3項規定之事業廢棄物者，應

了禽畜糞的銅及鋅及雜項堆肥的鋅有不同

辦理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

外，其餘10種固態有機質肥料皆設為：砷
不得超過25.0mg/kg，鎘不得超過2.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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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kg，鉻不得超過150mg/kg，銅不得超過

有機質肥料有其正面作用，但是其使用

100mg/kg，汞不得超過1.0mg/kg，鎳不得

也要注意養分供應量及不同養分間的平衡。

超過25.0mg/kg，鉛不得超過150mg/kg，

另外要注意是否帶有傳染性病原菌、有毒重

鋅不得超過250mg/kg。雜項堆肥的鋅不得

金屬或有毒有機污染物及抗生素。在節能減

超過500mg/kg。禽畜糞堆肥允許的銅和鋅

碳、維護及改善環境條件及充實糧食下，適

量較高，銅不得超過110mg/kg，鋅不得超

確施用有機質肥料是相當重要的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