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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的施用之目的及要領

楊秋忠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講座教授

前言

　　微生物肥料是農業資材的新興產品，值

得相關農業人員及農民去瞭解微生物肥料

的應用目的及應用於田間的要領。許多人對

微生物肥料的瞭解有限，有諸多疑問需要釐

清，才能對一種新興產品之應用、推廣及研

究上有所助益。

　　肥料的定義包括廣義及狹義二種，「凡

一切物料，不論其施於土壤或植物之葉部，

若能供作營養分或改良土壤之理化、生物性

質，藉以增加作物之產量或更改進產品之品

質者。簡言之，凡能增進作物之產量與品質

之物質，均可廣泛的稱為肥料。然而有狹義

的僅直接供給作物以養分之物料，稱之為肥

料者」(盛，1971)。因此，在我國「肥料管

理法」中「肥料」定義為「指供給植物養分

或促進養分利用之物品」，包含狹義及廣義

的定義。「生物肥料」(biofertilizer)即以廣

義取之，係指人工培養之微生物製劑，在土

壤中利用活體生物之作用以提供作物營養分

來源、增進土壤營養狀況或改良土壤之理

化、生物性質，藉以增加作物產量及品質

者。其中，生物肥料以微生物來源最多，故

常以「微生物肥料」為名。因此，微生物肥

料管理法規明訂微生物肥料「係指其成分含

具有活性微生物或休眠孢子，如細菌(含放

線菌類)、真菌、藻類及其代謝產物之特定

製劑，應用於作物生產具有提供植物養分或

促進養分利用等功效之微生物物品」。

　　肥料的產品是「指供給植物養分或促進

養分利用之物品」(肥料管理法的定義)。因

此，肥料有二大類的功能：第一類功能的肥

料是提供含有植物養分的氮、磷、鉀、鈣、

鎂、硫及微量的硼、銅、鋅、錳、鐵等元

素。第二類功能肥料是可以促進養分利用的

物品，就如微生物肥料及土壤改良劑。

　　微生物肥料除了固氮微生物可固定空氣

中的氮氣外，可增加氮肥來源，其他的微

生物主要功能就是促進植物對養分利用的功

能。因此，純微生物肥料的產品是不屬於第

一類，就是說純微生物的肥料是不含有高

量的氮磷鉀等元素，表示純微生物的肥料

是屬第二類的功能。由於第一類含有植物

養分的肥料在土壤的有效性及利用率不同，

一般氮肥的植物利用率在30~50%，磷肥在

10~20%，鉀肥在30~50%，顯示含有養分之

第一類肥料在施用後有流失(水淋洗或揮散

至空氣中)或被固定(有效轉變成無效)的問

題，表示第一類的肥料，不是全部的肥料養

分可被植物吸收。因此，第二類的肥料能促

進養分的有效性及利用率之物品(如微生物

肥料)就很重要了。

微生物肥料的特性

　　微生物肥料的特性：微生物肥料與化學

肥料不同處，微生物肥料是經人工選拔培

養來自土壤的活菌種或生物，而化學肥料是

化學品，是沒有生命，而有機質的肥料是動

物、植物或微生物的殘體製作而成，是利用

沒有生命的殘體製作而成，但有機質肥料上

常帶有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如堆肥含大量

自生微生物，不是微生物肥料，是因該自然

存在之微生物是非人工特定選拔培養的。除

非有機質肥料中加入特定人工選拔培養之微

生物時可稱為「微生物複合有機質肥料」。

微生物肥料的應用目的

　　微生物肥料在國內外已有多年之理論及

應用研究，確認施用微生物肥料應用之目的

包括直接及間接的目的，分別敘述如下：

一、直接應用目的

　　土壤微生物肥料的直接應用目的是以做

為廣義肥料之應用，即為「微生物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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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活體生物供作養分營養分之來源(如固氮

微生物)或增進土壤營養狀況者。因此利用有

益微生物的直接應用目的可減少化學肥料及

有機質肥料的施用量，以達到有促進產量與

品質之目標。由於微生物的生產成本較工業

生產化學肥料及有機質肥料為低，可降低農

業生產成本，並且減少長期大量施用化學肥

料，達成減少土壤劣化之目的則更為可貴。

二、間接應用目的

　　微生物肥料的間接應用目的是利用有益

微生物對肥料功能外的其他能力，例如: 促

進植物根系生長、增進作物養分及水分之收

貯與輸送、增進作物對抗逆境(如抗旱、抗

寒、耐水)、改善土壤物理、化學及生物性

質、以菌數優勢之競爭保護植株或根系的功

能、延長根系壽命、中和或分解毒害物質

(如農藥、植物毒物質、污染物)、提高作物

移植存活率，及提早開花等特性。

如何驗證微生物肥料的功能？

　　驗証微生物肥料的功能可分為實驗室、

盆栽及田間功能驗證三種方法，分別說明如

下：

一、實驗室之功能驗証：

　　為瞭解微生物對廣義之肥料定義的生化

作用的功能，以直接對肥料養分或有效性之

功能測定分析，如固氮(共生、非共生、協

生)、溶磷及溶鉀之功能分析。另外間接則

以種子發芽促進根系生長之功能測定，為瞭

解微生物促進增加根系之表面積及養分吸收

之功能。實驗室之功能驗证是為確認該微生

物在「肥料品目」之歸屬，以方便肥料管理

法規之確認。微生物生化作用的功能分析將

依微生物肥料管理之標準檢驗方法測定之

(審議中)。

二、盆栽之功能驗證：

　　一般為快速篩選不同微生物肥料對不同

作物的功效，或測試菌根真菌的感染率，盆

栽作物是一種方便的選擇。尤其盆栽在特定

溫室中的環境較易控制，不受室外的風雨或

病蟲害的影響。

　　盆栽驗證的處理可採用：(1)對照組：

不施任何肥料，以瞭解該土壤的原本地力；

(2)單獨接種微生物肥料，以瞭解微生物的

基本功能；(3)微生物肥料+1/2或2/3化學肥

料，以瞭解微生物肥料減少化學肥料施用

之功能；(4)全量化學肥料：依據施肥手冊

之推荐量計算，以供生產或品質的比較； 

(5)1/2或2/3化學肥料，以供微生物肥料減

少化肥施用功能的比較用。如此之處理可以

相互比較微生物肥料的功能及減少化學肥料

的效果。若作物產量在「微生物肥料+ 1/2

或2/3化學肥料」之處理與「全量肥料」之

處理相同時，表示微生物肥料可減少化學肥

料之施用，減少長期大量化學肥料即可減少

土壤之問題地力退化，對土壤長期保育是十

分重要的要領。

圖1、微生物有機肥料ＭＰＲＣ對於空心菜生長之促進作用，並配合1/2化學肥料具有加成  
　　效果



3圖2、田間試驗之驗證微生物肥料(酵母菌及有機磷分解菌)及配合1/2化學肥料對葉萵苣生長
　　之效果

三、田間之功能驗證：

　　為瞭解微生物肥料的實際較大面積田間

施用之功效，田間驗證則有其必要，但田間

試驗常受氣候及風雨的影響。田間驗證的處

理如上述盆栽之處理，以便瞭解微生物肥料

在田間之功能及減少化學肥料之效用。

微生物肥料與其他肥料之優缺點比較

　　無論任何種類的肥料均有其優點及缺

點，施肥的重點上是應發揮其優點及減少缺

點的發生。微生物肥料的應用是以提供肥料

及其他對作物有益之功能，施用微生物肥料

無污染、無肥傷、施用量少及生態友善的優

點，生產微生物肥料成本較化學及有機質

肥料低廉 (表一)。微生物肥料是活體微生

物，則有一定的保存期限，效果較易受環境

之影響，肥效也較化肥緩慢，其效果大小常

需依不同土壤而異，因此，微生物肥料是為

增加肥料的有效性及吸收，需配合化學肥料

及有機質肥料一起施用，微生物肥料的功效

則更顯著。

　　化學肥料的應用優點是肥效迅速，易調

整養分之比例，可供應充足之養分，但因容

易發生土壤酸化及劣化，容易發生作物的肥

傷問題，加上生產化學肥料需耗費大量能源

及許多自然資源，大量長期或不當施用化學

肥料的土壤劣化之後果及環境之污染則更難

於估計，也是各方大力倡導「合理化施肥」

的理由。

　　有機質肥料的應用優點是效果緩和，較

少肥傷，施用對土壤之生態相有助益，但體

積龐大，施用成本高，生產堆肥需大面積土

地與廠場，耗時耗工，甚至又有臭味及廢水

之污染問題。由於有機質肥料對土壤較有保

育之功效，常被重視的施用肥料，但大量或

不當施用有機質肥料，如生雞糞及未腐熟之

木屑廢棄物等更需注意有許缺點，包括毒害

作物、污染環境或發生與化學肥料相同的過

量缺點。施用不同的肥料均值得重視發揮其

優點，而避免發生各種缺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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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微生物肥料與其他肥料之優缺點比較

肥料
類別

優點 缺點

化學
肥料

肥效迅速
易調整肥料比例
供應養分量充足

‧長期或不當使用易產
　生土壤劣化及酸化
‧生產消耗大量能源
‧不當使用易產生肥傷
‧易流失污染環境

有機
質肥
料

效用緩和
較少肥傷
施用性廣

‧體積龐大，運送及施
　用成本高
‧堆肥生產易發生污染
　及惡臭問題
‧生產堆肥耗時、耗　
　工、耗空間

微生
物肥
料

施用無污染問題
無肥傷問題
施用量少
成本較低廉
減少土壤劣化及酸化

‧需配合化學或有機質
　肥料施用
‧有一定的保存期限
‧易受環境影響功效

接種微生物肥料的需要

　　土壤微生物的活動與土壤肥力及植物生

長有密切關係，微生物的族群及活性與土壤

碳源及能源的多寡有關，因為微生物的生長

繁殖是利用土壤有限的含碳物質，包括有機

質及二氧化碳，所能利用的能源是利用化學

能或光能，因此土壤微生物在一般土壤中是

相當穩定的生態體系，為了使土壤有益微生

物活動及族群增加，不外乎有兩種主要的方

法，一是增加碳源及能源，二是利用外在添

加微生物的族群，或是二種方法同時增進，

微生物肥料也就是利用這些原理所做的應

用，為了確保增加特定有益微生物時，是以

直接添加該有益微生物為最有效的方法。

　　微生物肥料的種類很多，不外乎以營

養的直接供應 ( 如固氮菌 )或利用性與有

效性的提高，另外有可增加作物根系生長及

吸收的作用，更有數量競爭對抗病蟲害為生

物防治的產品，或正在發展中的生物農藥菌

種。原有在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群落中，不同

菌種的工作效率有差異，甚至差異很大，又

何況有些農田土壤的有益菌為數甚少，因此

為了確保在根圈中有明確的效率，接種有益

微生物菌是有其必要性。

　　微生物肥料的應用上，有其需要的理

由，說明如下：

一、植物營養上的需要

　　作物需要大量的營養元素─氮磷鉀及其

他中量與微量元素。微生物肥料主要可協助

土壤養分之供應及有效性，尤其是氮與磷為

最重要，分別說明如下：

1.固氮菌：空氣中含有約80％的氮氣，植物

本身不能直接利用它，只有靠共生或非共

生固氮菌的直接固定作用，將氮氣固定為

氨，再轉化成各種作物能利用的胺基化合

物。豆科植物與根瘤菌共生形成根瘤，進

行吸收空氣中的氮氣，增加氮素來源，共

生固氮的能力甚高，每年每公頃之固氮依

豆科不同而異，大豆固氮約100公斤氮(約

200多公斤尿素)，有的可高達400公斤氮

(約800多公斤尿素)，這種固氮不只對豆

科利用氮有利，豆科的殘質效應在對下期

作物所需之氮也甚為有效，可提高土壤肥

力。

2.溶磷菌：作物需要大量的磷肥，但磷素在

土壤中的移動很慢，農田中有大量的無效

性的結合磷及有機磷存在，磷素被作物吸

收是以根部接觸性的吸收為主，根部的溶

磷菌及感染的菌根真菌，大大增加土壤中

的磷有效性，菌根菌的共生與土壤的接觸

及吸收面積，使磷素的吸收也大為增進，

因此菌根在吸收養分上，以磷素效應最為

顯著，其實吸收面積增加對其他元素之

吸收也有增加的效果。尤其低磷含量的土

壤，菌根真菌是非常需要的。

二、增加作物生長及生產

　　土壤中存在有或多或少的土生固氮菌、

溶磷菌及菌根真菌，與植物共生後的效率也

有好有壞。根部著生的根瘤或感染菌根真菌

有多有少，因此接種選育出的優良固氮菌、

根瘤菌、或溶磷菌及菌根真菌，在一些土壤

中有其需要性，作者等在台灣6個農業改良

場，進行大豆接種優良共生根瘤菌，平均增

產17％，高者達40％。另接種菌根真菌者，

平均可增產15％，高者可達65％，但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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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氮或磷量過多時，接種的效用就難能發

揮。因此，施用微生物肥料就不需要大量施

用化學肥料或有機質肥料。

三、可節約能源及降低生產成本

　　農業上所使用的大量化學肥料，都需要

消耗大量能源，對能源有限或缺乏的地區，

利用固氮菌或根瘤菌可減少氮肥的施用量，

溶磷菌及菌根菌可減少磷肥的施用量，便可

達到農業節約能源的目標。

　　化學氮素肥料的生產花費能源大，生產

成本高；磷素肥料開採自磷礦，磷礦是有限

的資源，經加酸處理製成磷肥，磷肥施入土

壤後，除了被作物吸收移走外，不易被淋洗

或流失，經長年施用磷肥，易有磷素過量，

這些累積的磷素被土壤固定，有效性甚低，

利用溶磷菌或菌根真菌的共生有助作物吸收

無效性(或有效性低 ) 的磷素。固氮菌及菌

根真菌的培養簡便，用量少，成本低，與化

學或有機質肥料相比，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及

提高農民所得。

四、減少環境污染，增進土壤健康

　　環境保護的時代潮流正在興起，施用過

量化學肥料造成環境污染問題是不可忽視

的，不當及過度施肥，都將地力劣化及污染

河川、水庫及水源；水中的優氧化作用，致

使水中藻類大量繁殖，影響水中生物的平

衡，尤其硝態氮及磷之污染，也需加強管

 

圖3、不同溶磷菌種(上排)及菌根菌(下排)之種類形態

理。固氮菌、溶磷菌及菌根真菌之施用，可

減少氮及磷肥施用，對環境的污染可減少到

最低。

六、增加抗病及抗逆境能力，減少農藥使用

　　微生物肥料的增加土壤菌數，可利用競爭

型的方式抑制病原菌，而減少作物病害。例如

菌根真菌在作物根部的共生，佔據了根部的許

多表面及內皮層的位置，減少病菌的侵入，由

於菌根真菌與病菌間之抗衡，使作物根部有了

保護的作用，即有減少農藥使用。

　　作物吸收水分的部分主要是在根毛，菌

根真菌共生在根部時，菌絲伸出根表面，就

如同根毛的功能，有助於作物對水分吸收，

當土壤缺乏水分時，菌絲即可協助作物吸收

更多的水分，使作物抗旱能力增加，對旱作

及缺水季節而言，菌根真菌的角色就顯得重

要了。

微生物肥料的多功能及其種類

　　土壤有益微生物的種類甚多，現今主要

被利用的主要是包括細菌、放線菌、真菌及

藍綠藻四大類，在生態系統中這四大類在功

能上常是互相配合的，功效及利益上都有相

似或相同的地方，以下則以微生物肥料的應

用功能來說明微生物的多功能之種類：

一、增進土壤營養元素來源的微生物：

　　這一類目的之菌類，主要是以「固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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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增加土壤中的氮素為主，固氮菌包括共

生、協生及非共生性三大類，分別說明如

下：

1.共生性固氮菌：可與高等及低等植物共

生，例如細菌的根瘤菌及放線菌，分別與

豆科及少數非豆科高等植物共生形成能固

定空氣中氮氣的根瘤，另有藍綠藻與低等

植物共生的現象(如滿江紅、鐵樹)等。除

了植物根部的共生固氮菌外，莖葉上也有

共生固氮的微生物，但應用上則甚少。

2.協生性固氮菌：此類的固氮菌是生長在根

圈周圍或根表皮的菌類，無明顯共生構造

的關係，其中在禾本科根部協生的固氮螺

旋菌(Azospirillum)及Azotobacter為最著

名。

3.非共生固氮菌：在土壤中的種類甚多，從

細菌至藍綠藻都有其例，如水田中固氮藍

綠藻及光合細菌都有非共生固氮作用者。

其中光合細菌能利用光能及CO2，在表土

及水田中增加土壤有機碳素。

二、增進土壤營養元素的有效性及利用性的

　　微生物：

　　這一種功效的微生物甚多，包括細菌、

放線菌及真菌類，其中最明顯的是「菌根

真菌」及「溶磷菌」，菌根真菌是一種與植

物根部共生的真菌，而溶磷菌包括有細菌、

放線菌及真菌等，這些菌能增進土壤結合磷

素 ( 鈣結合磷、鋁結合磷及鐵結合磷 ) 的

溶解及有機磷的分解，達到增加植物可吸收

的磷。此外尚有溶解各種不易溶解或不易利

用的礦物及化合物的菌類，可達到營養元素

的有效性，如溶鉀菌。另外，土壤菌類有的

可分泌釋放「載鐵物質」，具有鉗合鐵的功

能，有助於增進土壤中鐵的利用。

三、增進作物根部生長及吸收的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中有合成或轉化生成植物賀

爾蒙(如IAA)的菌類，促使植物根系生長加

速，則有利各種養分之吸收。並有微生物可

加速根部吸收營養，對植物健康及根系伸展

有重要的角色。

四、減少病蟲害的微生物：

　　土壤微生物中有減少病蟲的菌類，減少病

蟲害方面的菌類可分(1)競爭型及(2)殺害型的

功效。競爭型是微生物肥料的功能，以菌數優

勢之競爭保護植株或根系，達到減少病蟲害的

目的，而殺害型是生物農藥的功能，以活性物

質之殺害病蟲，達到治療植物病蟲害的目的。

微生物肥料的根圈保護菌是棲所在根圈中，達

到對減少病原菌之侵入，即有減少農藥使用

的功效。而生物農藥是殺害病原菌的微生物則

可產生之活性物質或抗生素，達到殺死或抑制

病原菌的功效，或利用輕型卻不致命的病毒接

種，達到對抗侵入的病毒，這些都是發展中

「生物防治」的微生物應用。

五、增進有機質分解及轉化的微生物：

　　有機質在土壤中需要經過分解成較小的

分子或無機物時，才能被植物利用，這是自

然界物質循環系統中不可缺乏的，當有機質

分解過程中受抑制時，能導致毒害有機物質

的累積，將引起作物毒害作用，或無法直接

利用這些有機質。另外土壤中的「腐植化作

用」，土壤微生物也扮演重要的轉化角色，

腐植化作用的腐植質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質

及碳的蓄存，更有利於農業生產，是未來土

壤中的重要工程研究。

六、解毒的微生物：

農業土壤中有「人為」或「環境」加入的有

毒物質，包括農藥、污染物、植物毒物質

等，這些有毒的有機物質，需要靠土壤中的

一群微生物分解及解毒，更可減少連作之障

礙效應或減少前作對後作不利之效應。

七、防止土壤及營養流失的微生物：

　　微生物中有些可以分泌大量的多醣，可

增進土壤團粒增加雨水之土壤入滲用作用；

另外有許多的真菌可包紮土粒，形成相當穩

定的團粒，可達到防止土壤流失及水土保持

的期望。另外有些微生物可以吸收營養或減

少營養轉化為易流失之形態，達到降低營養

流失的功效，對環境保育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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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的施用要領

一、施用的部份及方法：微生物要接觸到根 

　　部為優

　　微生物肥料的主要發揮功能的位置是在

作物的根圈或根內，因此，施用微生物肥料

第一要件是需要接觸到根系，影響根系的範

圍或數量一般愈多愈好，要影響作物根系的

20%以上，才能易見到有顯著效果。若接種

菌量太少，則需要有較長的時間表現。

　　微生物肥料在施用時，要施用到根圈周

圍，因此，微生物肥料用液體的形態灌注根

系為佳；若用粉劑形態，則在施用後要噴水

或灌溉，使微生物菌劑移動到根圈上，否則

要等待雨水來移動散佈到根圈上，才會有明

顯效果。微生物肥料亦可與稀釋之有機質液

肥之滴灌施入根圈。

二、施用時期：早期接種為優

　　作物隨時都需要營養及保護，其實微生

物在任何時間都可施用，以下僅以經濟用量

說明之。作物從種子發芽到收獲期間，接種

微生物肥料之菌種一般愈早期愈好，尤其用

種子繁殖的作物，可在播種時或穴盤苗期在

土壤或介質中接種混合，待種子發芽長出幼

根時，即可接觸到微生物，效果即可在早期

發揮，尤其是作物的內生菌種最為有效。若

在幼苗時灑施菌液接種作物根系，則可節省

菌種施用量。若在本田時期的接種則需施用

較多量的菌劑，成本即高。若為多年生果樹

的接種，則在開花前1~2個月開始施用微生

物肥料，在幼果期及中果期施用各1~2次。

三、施用頻度及施用量：以經濟用量為優

　　微生物施入土壤中之作物根圈後，很難

長期維持高的菌數，因為微生物群在土壤有

相生相剋之現象或被撲食的問題，因此微生

物肥料也有「追肥」的觀念，表示施用微生

物肥料後，經一段時間(如1~2個月)需要在

追肥一次，使再度維持高菌數之微生物量，

以達到顯著功能。多施微生物肥料並無過量

之問題。下表是以經濟用量考慮下之施用頻

度及時期。 
表二、不同作物種類施用微生物肥料之頻度

　　　及時期

作物種類
施用
頻度

施用時期

1個月收獲之作物 1次 發芽或幼苗時為佳

2~3個月收獲之作物 2次
發芽或幼苗時一次
一個月後一次

4~6個月收獲之作物 3~4次

發芽或幼苗時一次
一個月後一次
二個月後一次或三個月
後一次

6~12個月收獲之作物 4~6次

發芽或幼苗時一次
一個月後一次
二個月後一次或三個月
後一次或
四個月後一次

1年生以上或多年生
作物

4~8次
開發前1~2個月一次
幼果期一至二次
中果期一至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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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大豆根瘤菌接種效果之篩選

b. 落花生之根部固氮根瘤

圖4、微生物肥料的篩選、根瘤形態及樣品

c.液體及固體微生物肥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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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肥料的使用方法

　　無論整地與不整地栽培，或苗圃種植的

播種方法及管理原來慣用方法相同，主要是

需將種子根部或小苗能與接種劑充分接觸，

達到接種微生物的目標，使用方法可視需要

配合，甚為簡便。

　　依接種劑的型態，主要可分為液劑及粉

劑二種，因為作物種子大小不同，一般大種

子可採用種子外包覆的方法，小種子(或小

苗)則採用混合土壤直接施用法。

一、種子外包覆法：

1.使用對象：較大型的作物種子(直徑３㎜

以上 )。

2.使用方法：

(1)液劑的使用方法：將種子放入容器

(種子量多時可舖在平面場地上)，或添

加白色黏著劑撒入混勻，再加搖勻的瓶

裝接種菌液(如用噴霧可將黏著劑加入

菌液中)，拌種，使種子拌勻濕潤後 (如

水分過多，把多餘的水倒出；如水分太

少，可加清潔水)，最後將吸水粉末(如

泥炭)倒入，混合均勻後即可播種(如不

小心太濕了，可用乾土拌入；絕不能將

種子浸泡在液體中)。

(2)粉劑的使用方法：將種子放入容器

或平面場地上，或加入黏著粉劑，再加

入清水(如用噴濕，可將黏著劑加入清水

中)，之後即可加入接種劑拌種，使種子

上外覆上一層粉劑即可。

二、土壤(或栽培基質)直接施用法：

1.使用對象：較小的作物種子(直徑在3㎜以

下 )，或苗區及小苗。

2.使用方法：

(1)液劑使用方法：將種子播入土(或基

質)前後，均可以用稀釋接種劑澆入穴

中，或將液劑與土(或基質)混合後，播

入種子或栽植小苗即可。

(2)粉劑使用方法：將土壤(或基質)挖個

洞，再以粉劑加入穴中，即可播種種子

或小苗於粉劑之上。

(3)配合灌溉水法：將微生物肥料加入或

滴入灌溉水中，隨灌溉水而流入作物根

系。

3.使用量：液劑以沾濕種子或土壤，粉劑則

以包得住種子的量為原則。每公頃使用

量，以各種接種劑說明書為主。

微生物肥料施用接種之意事項

一、微生物肥料之貯藏需存放於陰涼或冷藏

低溫處為佳，避免長時間存放在高溫

處或日晒雨淋。

二、微生物肥料有一定之保存期限，當活

的菌種減少時，效果將降低或延遲生

效。

三、微生物肥料在開啟封口後避免被雜菌

污染，需盡量一次用完或盡速封口存

放。

四、避免與有毒農藥混合使用，但播種覆土

後可施農藥。

五、若接種在怕浸水的種子(如毛豆、大豆)

時，拌種後應把多餘的接種劑或水倒

出，絕不能浸泡種子，否則，怕浸水

的種子之發芽率或發芽勢會降低。微

生物肥料混合種子後，需立即播種，

土壤不可太乾或太濕，避免雨天播種

後立即灌水。

六、使用固氮接種劑，不可與氮肥混合使

用，但磷鉀肥仍需於整地時作基肥施

用，如需施用氮肥，可當為追肥，少

量施用。施用溶磷菌或菌根菌，可減

少磷肥施用。

七、強酸或強鹼性土壤，先經改良後再施用

微生物肥料之效果將更佳。

八、菌根真菌不會與下列作物共生:十字花

科 (如甘藍、白菜、花椰菜等)、莧科

(如莧菜)、藜科(如菠菜)、馬齒莧科

(如假人參、松葉牡丹)、山欖科(如人

心果、欖仁)、石竹科(如石竹)等。

如何發揮微生物肥料的最大功效

　　任何發揮肥料的最大功效，應注意土壤

及作物條件的配合，微生物肥料也不例外，

需要注意下列配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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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不能太酸或太鹼：

　　土壤太酸(小於pH 5)或太鹼(pH 7.8)均

直接影響各種營養的吸收及有效性，對微生

物肥料的發揮上將受到間接的限制。強酸性

土壤，可先用石灰質材(如苦土石灰、蚵殼

粉、矽酸爐渣、白雲石粉等)中和；強鹼性

土壤，可用酸性質材(如硫磺粉或酸性泥炭)

中和。

二、配合微生物繁殖之場所或資材：

　　微生物肥料是活菌，施入土壤後需要繁

殖生存，其中最佳生存之處是根圈，因此，

施在根上的效果為最佳，是直接的影響作

用。若微生物肥料在稀釋液中添加少量腐植

酸、糖蜜、有機質液肥或營養劑，將有助微

生物的繁殖及生存。

三、配合作物的需求：

　　各種作物在不同生長期中對不同微生物

肥料的需求要配合，微生物肥料之接種愈早

期愈好，以幼苗期接種最有效。若多年生果

樹則在生長期重視增進氮及磷功能的菌種，

中果期則重視增進磷功能的菌種。

四、微生物肥料的品質需求：

　　微生物肥料是活菌，因此，接種劑的品

質要求是菌數要能維持，菌的活性要高及雜

菌要少，要能適應本土環境。

圖5、田間試驗微生物肥料及化學肥料與不同量有機質肥料配合施用對結球萵苣生長之效應

1：為對照，不施任何肥料，表示該土壤之地力基礎。
2：全化學肥料，依據作物施肥手冊用量。
3：有機質肥料(N)：依據化學肥料處理之氮肥量換算有機質肥料施用量。
4：有機質肥料(P)：依據化學肥料處理之磷肥量換算有機質肥料施用量。
5：有機質肥料(P)+微生物肥料：同4加施微生物肥料。
6：2/3有機質肥料(P)：同4之2/3量。
7：2/3有機質肥料(P)+微生物肥料：同6加施微生物肥料。
8：1/2有機質肥料(P)：同4之1/2量。
9：1/2有機質肥料(P) +微生物肥料：同4之1/2量加施微生物肥料。
10：微生物肥料：純用微生物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