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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針菇堆月已做為椅子苗木盆栽介質的研究

倪正柱 1 )

周煒裕2 )

陳士略3 )

(接受刊戰日期:中學民國 83年 3月 31 日)

摘要:金針菇堆肥可以做為山楠 (

Diospyros oldhamii Max. )及“富有，甜怖貪生苗盆載

拘介賀，播種後半年肉，山楠平均株高達 96.5公分與一般回土介質栽培的株高 95.9 公分相近，而
栽於很頭者株高可達 115公分;富有甜怖寅生苗，平均株高達 36.9公分與很認介賞之 37.3 公分近似
，而使於一般回土的 20.6公分。金針菇堆肥物理性狀類似鋸木屑，其主要無機營養較鋸木屑高，

且質輕搬遷方便，亦無雜草叢生顧慮。
關鍵詞:金針菇堆肥、介質、怖子、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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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學及生物特性上再加以調整，將是一
種優頁的裁培介質 (1 0 :1 .1 0 . .)。十年來，台灣

‘

“富有"甜怖的裁培，以台中縣和平鄉摩天嶺的

台灣三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大量進口各

黃清海農友為中心，栽培面積增加迅速，但是富

種農工原料，除了成品棋內外銷以外，也產生

有品種所使用的站木以本省野生山楠(

了大量的廢棄物，如何將廢棄物再利用，甚至

ros

循環利用，是一項重要的課題。樟討設施園藝

親和性現象發生，農民累積的經驗，認為山楠

產業的發展而言，近年來每年從國外進口大量

嫁接富有之後不宜移植，否則容易死亡。因此

的栽培介質，有些還造成環境污染，因此如何

大部分農民都直接將盆栽山怖種在果園中，等

以科技手法，將目前農工廢棄物就近加以簡易

生長旺盛之後再行嫁接，由於此種盆栽苗木搬

的處理，實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其中生產金針菇

運極為笨重。因此本試騙試圖利用本研究室開

所產生的廢棄物，以錯木屑為主，具有高的保水

發出來的金針菇堆肥 (7 )作為盆栽介質，培養

力及總孔隙度，低的總體密度，化學特性方面

山楠及富有甜楠共站以供富有甜楠蟑接栽培之

其 p H1l直、 EC均在適合植物生長之範圍，金針

用，希望利用其密度只有一般土壇的八到九分

菇堆肥具有比鋸木屑顯著高的可溶性磷、師、

之一，在轉連坡地種植時，有較高的效率，並

訣，其 C/N也從純錯木屑的 121 降為 23(6) 。在

增加定植聳的有機質含量及保水力，以奠定頁

木瓜及梨的育苗上 顯 現其可行性 (7) t 若能在

好發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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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回中的生育 差 異(因一)

材料與方法

.顯 示 串Iî于栽培種

與野生種的生長勢，可能普遍存在極大的 差 異
。以土結果顯示楠子栽培時，選用野生站的必

本試驗所用山楠 (Diospyrous

Max.

oldhamii

要性。

)種子，於 1991 年 10 月謀自南投縣仁愛

高農農場，甜怖種子於 11 月據自台中縣和平鄉

。踩種後，種子經 4SC 低溫下溼藏二個月，
取出說. 1992年 2 月播於已後熟的金針菇介質
所填充的穴盤中，萌發後，依植株發育情況，

分別植於直徑 6公分、 10公分大小的黑色塑膠
軟盆內，介質分別使用後熟金針菇堆肥、田土

及根源三種介質。在培育過程中，定期施用花

生柏有機肥。最後一次換盆，使用內在~47公分
，高 28 公分的塑膠再製盆· 1992 年 6 月 15 日測
量株高、莖租。由於介質物理性質的 差 異，在
夏季多雨季節，有些盆栽積水導致枯死，因此
其桔死情況亦加以調查，另一方面使用一般田

土難免夾帶酥漿草等雜草根莖於盆中，導致增
加除草次數。男介質密度差異頗大 (7) 影響盆

裁擻運效率，因此除草次數及盆裁重量皆加以
調查比較。

結呆與討論

i由 一、 ÙJ 材í

( Diospyros oldhamii lV1 ax. )

(左) t1iJ 四 m 扣 !î(D. Kaki L.) C 1:于 )
質生苗 在向速 !Aif: 其

若從本土廢棄物的再利用及搬運故率觀點
而言，台中大里霧峰一帶是本省金針菇的主產

地，其栽培金針菇所用介質以鋁木屑為主體，

Fi g 1. The g rowth rate of :Vl oun t.ain Ka ki
( Dios[l y ros oldhα mii Max. ) a nd “
Sujou"

( D. Kaki L. )

金針菇裁後廢棄物產出極為可觀，值得加以研

根源是一種商業化，以樹皮為主，經過調

究開發作為裁培介質。金針菇堆肥的總體密度

製發酵後熟的有機肥，本試瞌將其與一般田土

在 0.15-0.16公克 / 公分 a之間，而一般田土總

共同加以試驗比較，試問了解 金 量|菇堆肥從金

體密度在1. 4左右，作為盆栽介質搬運方便而

針菇工廠傾倒也，只經過 45天的發 ð~ 即用以培

言，顯示了優越性 。再看金針菇介質中不合雜

育怖子幼苗的生長發育情 形 ，從表一的輔苗株

草，在楠苗培育過 程中，可節省人工。

高葳徑組，顯示其作為盆 栽 介質雖不如根源，

本試驗從種苗 培育觀點而言，山楠無論種

但仍優於田土。此點證明 金 針菇堆肥作為楠子

在何種介質下，其 生長量均比“富有"質生苗

苗木盆裁的初步可行性。 表二顯示金針菇堆肥

快速，這種結果與 早期豆怖與四周楠質生苗在

雖然保水力較強(，) .但在 梅雨季筒，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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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卻優於田土，值得積水而死的情沮少於田

'事實上相對於四周輔及其他日本栽培楠實生

土。在一股管理上，根頓與金針菇堆肥在產生

苗，山楠也有顯著超過的現象 (8) (圖一)。

及調製過程中沒有草種污染，只有在盆裁過程

山楠在不同盆栽介質下培育，在 6月份發育中

中，少數草種飛佈表面，但是一般田土往往帶

期測定其株高，由表四得知根頭對株高促進效

有各種難孽，本試驗使用之田土，詐漿草伴隨

果最好，平均連 115.4公分，金針菇介質則與

在田土中進入盆裁導致除草次數大大增加，並

田土近似，平均在%公分上下，莖祖也顯示同

且除草困難度也增加許多。在搬運方面，更顯

樣效果。富有實生苗在金針菇堆肥介質中生育

示了金針菇堆肥優頁的特點，其內徑 47公分盛

與根源(樹皮為主)相近，平均在 37公分上下

滿介質情況，於萎凋之前搬運，盆重較根頭或

，而較一股回土 20.6公分為佳。楠子實生苗盆

田土都輕，這是本試驗最主要的預期效果。在

栽所使用的介質，不同品種間略有差異，單就

不同耐木養成方面，本省中海拔野生的山楠

發育情沮來說，山怖以根頓為佳，金針菇堆肥

，其茵木初期

及回土差異不大，至於“富有"實生苗則以根

( Diospyros o ldham ii Max.)

發育顯然遠超過“富有，品系的實生苗(表三)

源與金針菇為佳，田土則較差。

表 一 、不同盆栽介實對於怖苗生長的影響(不分品種)

Table. 1. The effects of mediums on the growth of Kaki seedlings

示了在空
株

晶

(cm)

Height
徑

粗 (cm)

Diameter of stem

根源

金針菇堆肥

Root
source

Compost of
Winter mushroom

回

土

Soil

76.33 3

66.68 b

58.23c

1. 05 a

0.91 b

O.82 c
一

The different letter within the row is significant at 5 % leve l.

表 二 、不同盆栽介質對於怖苗生長與管理的影響(不分品種)

Table 2. The effects of mediums on the growth and management Kaki seedlings;

已?忠些
死亡率(% )

根源

金針菇堆肥

Root
source

Compost of
Winter mushroom

。

除草(次 )
盆重 (kg)
憎號

TKI 的 10

8.7

田

土

Soil

。

9.5

l

3

5.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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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不同楠種苗木生長的比較

Table 3. The difference of seedlings growth between "Fuyu" and Diospyros oJdhamii Max

Lt1竺
株

晶

(cm)

Height
祖 (cm)

才莖

"Fuyu"

Diospyros oJdhamii Max.

Diameter of stem

102 .55a

31.6 b

1.35 a

O.5 h

The different letter within the row is significant at 5 % leve l.
表四、介質與怖種問苗木生長的交!曹影響

Table 4.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ediums & species of persimmon.
口口口

種

Variety

._ 、c、di\um
G生\iz\uw\th長、\、7、\于. . ._. .恥，質
高

株

(cm)

Height
徑

粗 (cm)

Diameter of stem

"Fuyu "

Díospyros oJdhamii Max .
根源

金菇

回土

根源

金菇

回土

Root
source

Winter
mushroom

Soil

Root
source

Winter
mushroom

Soil

115 .4a

96.5h

96.5h

37.3c

36.9c

20.6d

1.56 a

1. 27b

1.22b

。 .53

c

0.54 c

O.42 d

The different letter within the row is significant at 5 % leve l.
鋸木屑、樹皮及一些諾頓堆肥在國外 iN 早
就被用來載培各種園藝作物 H ﹒川自 .1%.13.14 )

，本

實驗所操用的金針菇堆肥為本土廢棄物，質輕

栽培系統使用。綜合研判，從介質的物理性、
化學、經濟性及對楠子寅生苗的發育觀點而言

，金針菇堆肥作為盆栽介質可行性相當高。

，無雜草種，其物理均質性，適合未來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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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compost of winter-mushroom-cultured medium was used to grow persimmon
seedlings. The average height of mountain persimmon (Diospyros oldhamii Max.) in spent
mushT∞m

compost was

96 .5 α札 similar

to that of

the 紀edlings

grown in the soil (95 .9 cm).

The growth rate of non-astringent persimmon "'Fuyu"' (Diospyros Kaki L. f.) in the same
medium was 36.9 cm , a value cJ ose to those plants (37 .3 cm) grown in "Root
commercial compost , and performed relatively better

Sourc巴，

a

than the plant in the soiI (averaged 20.6

cm).
The

mushr∞m

compost has some physicaI property as thc sawdust , but with a higher

mineral nutrient content , light

weight剖，閱 sy

Key Words: compost of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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