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噴植工法不同資材種子發芽與覆蓋率比較分析 

巫清志(1)  張瑋珈(2)  林信輝(3) 

摘  要 

本研究分成室內基材配方與野外實地噴植作業試驗兩部分，野外噴植試驗地點位於南投縣

埔里鎮卓社林道 2.3公里處，並在其上方崩塌地進行鋪網噴植施工作業，至 3月 19日施工完成。

試驗之基材配方為將菇類廢棄木屑堆肥，即菇肥，以及樹皮堆肥等纖維資材，配合多花黑麥草

(Lolium perenne Lam)、百喜草（小葉品系）(Paspalum notatum Fluegge)、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Turcz )與相思樹(Acacia confuse Merr)等四種水土保持常用植物，再混合其他資材包括波特蘭水

泥、台肥 43 號複合肥料及苦土石灰等，希冀探討各噴植基材配方對種子發芽生長之影響。 

在室內進行種子發芽試驗時，將 2 種纖維資材依有無添加水泥分為 4 種處理。在試驗初期

時，添加水泥之處理組對種子具有抑制影響，種子資材方面，多花黑麥草種子活力遠高於其他

植物，對其他植物發芽生長亦具有抑制作用；纖維資材方面，菇類堆肥配方種子發芽與覆蓋率

皆較樹皮堆肥配方高，但在試驗後期時各試驗配方覆蓋率皆可達 90%以上。進行野外調查至 5

月底時，各配方覆蓋率皆達最高值，由於現地存在降雨沖蝕之因素，處理組Ⅱ配方覆蓋率為最

高，對照組配方覆蓋率則最低，顯示水泥初期對種子發芽具有抑制之不利因素，但後期對降雨

沖蝕具有保護功能，且樹皮堆肥之碳氮比亦有助於提高植生覆蓋率。 

崩塌地實作試驗區在 5 月底時，植生覆蓋率達 80%以上，雖 6 月受梅雨與颱風侵襲，導致

植生覆蓋率大幅下降，但在 7 月時逐漸有植物入侵試驗區內，使植生覆蓋率逐漸回升，顯示各

噴植基材配方皆具有坡面保護功能，其中以樹皮堆肥配方最佳。 

(關鍵詞：噴植工法、資材配方、種子發芽試驗、覆蓋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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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includes indoor and field experiments. Field hydroseeding test site is located in Jhoushe 

Forest Trail in Pul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at Road 2.3km to operate hydroseeding with wire mesh 

placement at the landslide area. The media to test are mixed with fiber materials of Mushroom waste 

sawdust compost (also called mushroom manure) and bark compost. Seeds of Lolium perenne Lam, 

Paspalum notatum Fluegge, Lespedeza bicolor Turcz, and Acacia confusa Merr; other materials 

include Portland cement, TFC’s No. 43 compound fertilizer, and magnesia lime which are used to 

discuss how hydroseeding media affect the seed germination and growth. 

In the indoor experiment of seed germination, two kinds of fiber materials ar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dition of cemen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kinds of treat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indoor 

test, Seed in the test groups with addition of cement are inhibited by cement. From the aspect of seed 

materials, Lolium perenne Lam’s vigor is much higher than other plants and also has inhibition on 

other plants. From the aspect of fiber materials, seed germination and coverage in mushroom manure 

media are higher than bark compost media, but the coverage of each media are up to 90％ at the end 

of indoor test. Field investigation to the end of May, the coverage of each media reaches the highest 

value. Concerning the rainfall erosion factor in the field, test groupⅡ has the highest coverage, and 

control group has the lowest coverage, showing that cement has disadvantage factor of suppression on 

seeds in early stage, but has protection for seeds later, and C/N ratio of bark compost media has 

benefits to improve vegetation coverage. 

At the end of May,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reaches 80％ in the test area. Although the plum rains 

and typhoons in June, leading to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vegetation cover, there is a substantial plant 

invasion in landslide area in July, leading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t shows 

that each media has a function of slope protection, particularly bark compost media.  
(Keywords: hydroseeding, material composition, seed germination experiment, coverage) 

前言 

台灣地震頻繁因而造成嚴重土石災害，

部分林地植被於極短時間內遭受土砂敷蓋或

移動，呈現大面積地表裸露外，坡面土石仍

處於鬆動狀態，且台灣長年遭受颱風的侵襲，

於豪雨侵蝕作用下，使原本脆弱的地質受到

衝擊與影響更加顯著，為減少坡地災害持續

發生，並追求崩塌坡面穩定及達成坡面快速

綠化之目的，主要植生工程之一為噴植工法，

因噴植工法具備大面積崩塌坡面快速綠化之

功效，且具備經濟、簡易、省工及快速等特

性。在雨季來臨前，導入速生草種藉以迅速 

覆蓋裸露之坡面，方能減緩坡面沖蝕情形，

降低大雨時造成之土壤流失量。 

現今噴植工法有多種不同配比之混合資

材，纖維資材多選用菇類廢棄木屑堆肥或樹

皮堆肥，亦有泥炭苔等，混和肥料資材、土

壤改良劑、黏著劑、保水劑、種子及其他資

材等。選擇良好之纖維材料，除須考慮其物

理性、化學性與生物性外，亦應考量本土化

(localization)之施作流程與供給一致性 (Cull, 

1981)；在國外皆有許多地方將當地有機廢棄

物作為容器栽培介質進行研究，如樹皮、葡

萄果渣和橄欖果渣、甘蔗渣、花生殼、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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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菇類廢棄木屑堆肥等，上述栽培介質皆可

完全取代或部分取代泥炭苔，且具有良好之

栽培效果。黏著劑的使用可以固著肥料及種

子等資材，在崩塌地區於植生完全覆蓋前，

地表為裸露之狀態，因此黏著劑對坡地是相

當重要的，黏著劑在種子發芽到形成植物覆

蓋期間能發揮防止沖蝕的效果，但黏著劑之

濃度會影響植物種子發芽率，黏著劑濃度越

高，則發芽率越低，在經過雨水淋洗後，種

子仍可繼續發芽。主要的黏著劑有高分子黏

著劑(CMC)、波特蘭水泥及團粒化劑等。 

目前崩塌地噴植工法之植生基材配方多

以太空包資材加高分子聚合物(保水劑)來混

合草木本植物種子為主，另波特蘭水泥雖具

有容易硬化及高鹼度之特性，但經試驗顯示

若其用量不多，對植物發芽並無明顯之影響，

且波特蘭水泥之單價較高分子聚合物低，又

具有良好之黏著力，高鹼度的問題可經由雨

水的淋洗中和酸鹼度，可多加應用波特蘭水

泥於噴植基材中。植物之發芽生長在初期受

到基材特性之影響最大，因此，本研究針對

噴植基材於植物發芽生長初期之影響進行探

討，研究使用之纖維資材為菇類廢棄木屑堆

肥以及樹皮堆肥二種主要資材，黏著劑為波

特蘭水泥，因其有較強之黏著力，於較陡之

坡面有良好之防沖蝕效果。先針對各資材進

行物化分析，再個別添加肥料、土壤改良劑、

黏著劑及種子進行發芽試驗，分析各配方之

優缺點，以期能做為日後研究及施工之參

考。 

研究材料與方法 

本研究針對不同資材混合配方進行比較，

利用常用之資材分別於室內與野外進行試驗，

探討不同混合配方對於草木本植物發芽生長

之影響。 

圖 1 研究流程圖 

Figure 1 Flow chart of research 

一、 材料種類與特性 

本研究選用之纖維資材包括菇類廢棄木

屑堆肥、樹皮堆肥；黏著劑以波特蘭水泥為

主；土壤改良劑以苦土石灰為主，用以增加

試驗基材之保水力與通氣性，雖初期會增加

基材 pH 值，但待基材含水量降低後，pH 值

則會下降使植物能順利發芽生長；種子資材

則選用胡枝子、相思樹、多花黑麥草及小葉

百喜草作為發芽試驗之種子資材。 

 

 

 

 



 

 

表 1 試驗材料分析項目與目的 

Table 1 Analysis items and purpose of test materials 

資材 用途 特性 

菇類廢棄木屑堆

肥(太空包資材) 

作為改善不良土壤之

資材，進而增加水分

含量及保存養分並改

良土壤的物理性。 

為香菇採收後之剩餘栽培材料，經堆肥發酵後成為

纖維材料。主要的成份為 95%的天然木屑，並與米

糠、玉米粉及麥粉等五種穀類有機物混和，材料先

堆積四星期後製成香菇堆肥。 

樹皮堆肥 

可作為改善不良土壤

之資材，增加及保存

水分及養分，並可改

良土壤的物理性。 

樹皮堆肥是有機質肥料的一種，利用鋸木屑廢料為

資材來堆積、分解腐熟後的產物，屬於碳氮比高、

高陽離子交換容量之長效性有機質肥料，適用改良

土壤之物理性質使用。透水性、保水性佳、因分解

較慢且纖維較粗，可固結土石防止沖刷。 

砂質壤土 
因孔隙大可作為改善

噴植基材收縮之材

料。 

雖然其含砂土量多，但仍含有少量坋土及粘土，具

有土粒間之結合性，且排水性良好；砂質土約佔

80％，粘質土約佔 20％之混合壤土，pH 值以 6 左

右為宜。 

黏著劑 
(波特蘭水泥) 

噴植基材及土壤表層

保護用黏著劑。 

波特蘭水泥主要成分為矽酸三鈣、矽酸二鈣、鋁酸

三鈣、鋁鐵酸四鈣。除了主要成分，還有氧化鎂、

鹼金屬氧化物、游離石灰、石膏等，為灰色粉末，

稀釋劑為水。 

複合肥料 

(台肥 43 號) 

可依不同土壤條件及

植物需求選擇適當之

肥料種類混合施用。

氮磷鉀三要素複合百分比，台肥 43 號(15:15:15:鎂
4)。 

苦土石灰 

土壤改良劑之添加，

主要以改善立地環境

之土壤 pH 值，亦可

中和資材 pH 值。 

富含鎂較高之石灰稱為白雲石或重質磷酸鈣

（CaCO3.MgCO），使用於土壤酸度之矯正，使土

壤中不可給態之養分變為可給態之養分，改善對土

壤之通氣性及保水性。由於大多數石灰都含鎂，其

含鎂量在 10%以上者，即稱苦土石灰。 

種子資材 水土保持常用植物 

1. 多花黑麥草：高冷地區果園覆蓋、邊坡穩定，

種子可購得作為低海拔地區混播植生或作為

秋冬季之噴植草種。 

2. 百喜草（小葉品系）：可運用於邊坡可運用於

邊坡裸露地及蝕溝控制等區域，匍匐莖與根系

強韌，對坡地保育效果佳。 

3. 胡枝子：種子可購得，引用作為崩塌地噴植種

子材料，具根瘤菌，可作為荒地先驅肥料木使

用，亦可植為綠肥與飼料。 

4. 相思樹：對土壤氣候適應性強，陽性樹種，具

根瘤菌，能生長於乾燥瘠薄地，為崩塌地植

生、生態綠化與一般坡面噴植用種子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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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驗材料基本性質分析 

(一) 室內試驗 

1. 材料基本性質分析 

理想的植生介質應具備通氣性佳、保水

力強、質地輕、陽離子交換能力高(保肥力高)、

適當的碳氮比、中性 pH 值、低電導度、無病

蟲源、無毒性、及穩定、耐衝擊、操作方便、

價格便宜及材料取得容易等因素(林立航，

2006)。本研究選用之資材送至國立中興大學

土壤調查中心分析其物理及化學特性，以作

為後續試驗之參考依據，試驗項目包括保水

力、pH 值、電導度、碳氮比、全氮、全磷酐、

全氧化鉀、有機質。 

2. 種子活力檢測 

標準發芽試驗之目的在於瞭解植物之本

身之發芽率，提供施工時植物種子使用量參

考。 

(1) 取供試植物種子多花黑麥草、百喜草、

胡枝子以及相思樹各 100 顆，將培養

皿底部清洗乾淨後鋪上一層濾紙 

後，將種子均勻撒佈於濾紙上，再以

清水使濾紙均勻濕潤，不使濾紙上有

積水及底部有氣泡存在。 

(2) 將培養皿放置於發芽生長箱中，控制

每日光照時數為 10 小時，溫度控制

於 25℃。 

(3) 試驗為期 28 天，每日進行觀測，記

錄發芽數量。 

(4) 試驗期間培養皿內濾紙若發生乾燥

情形，需即刻補充水分，保持濾紙濕

潤。 

(5) 統計供試植物之發芽數量並取重複

之平均值作為最終發芽率。 

3. 發芽率與覆蓋率計算 

(1) 發芽率(germination percentage)：係指

在指定的期限和條件下，正常發芽種

子數目之比率。  

發芽率 %
ΣA
N

100 

A=發芽種子；N=供試種子總數 

(2) 發芽勢(germination potential)：發芽

試驗過程中記錄每日種子於試驗樣

品中發芽之數目，而求其發芽速率。

此為決定種子的最大發芽潛能，用於

不同批種子品質之比較及估算田間

播種之價值。 

發芽勢 day

100 A A A ⋯ A
A T A T A T ⋯ A T

 

A=發芽種子；T=發芽時間（日）；n=試驗後

天數 

(3) 覆蓋率(coverage)：覆蓋率係與坡面

垂直上方之植株投影面積比率。 

4. 種子發芽試驗 

種子發芽試驗地點為台中縣霧峰鄉之國

立中興大學葡萄中心之溫室，本研究於民國

100 年 12 月 9 日開始，至民國 101 年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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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累積天數 50 天)結束，觀察並紀錄各試驗

配方發芽生長情形。 

(1) 試驗用噴植基材之配製 

A. 將纖維資材、砂質壤土、黏著劑、複

合肥料、土壤改良劑以及草木本種子

加水混和均勻，而水量之根據為將噴

植基材用手抓起一把不滴水之最大

混合水量為原則，其比例如下表所示，

主要纖維資材有菇肥與樹皮堆肥 2

種，分別為添加水泥之處理組與未添

加水泥之對照組，每種處理均採 3 重

複；而混合之草樹種比例為草種 70%、

灌木 20%、喬木 10%，以上各資材

比例均依據經驗法則設計之。 

B. 將混合均勻之基材置於一

39cm×31.5cm×9cm 之試驗容器中，

約填至 7cm 之厚度。 

C. 每日於下午 3 時進行觀測，記錄每一

配比試驗發芽數量並觀察生長情

形。 

D. 以上各資材比例以每立方公尺計

算。 

表 2、不同資材處理配方與其單位體積添加量（室內試驗） 

Table 2. Treatment of different material and its addition per volume（indoor experiment） 

處理 纖維資材 砂質壤土 黏著劑 複合肥料 混合草樹種 土壤改良劑

Ⅰ 太空包菇肥 0.8 m3 0.2 m3 水泥 
10kg/m3 台肥 43 號

複合肥料 
1kg/m3 

0.625kg/m3 
苦土石灰 
10kg/m3 

Ⅱ 樹皮堆肥 0.5 m3 0.5 m3 

對照組Ⅰ 太空包菇肥 1 m3  不添加

水泥 對照組Ⅱ 樹皮堆肥 1 m3  

各處理混和草樹種之比例分別為多花黑麥草 0.21875 kg/m3、百喜草(小葉品系) 0.21875 kg/m3、胡

枝子 0.125 kg/m3、相思樹 0.0625 kg/m3 

(2) 各處理之覆蓋率 

試驗時間於民國 100 年 12 月 9 日開始進

行觀測並拍照記錄，再以 Image-Pro Plus 影

像處理系統對照片進行影像分析，藉此求得

各處理之覆蓋率。 

(二) 野外噴植試驗 

1. 試區概況 

野外噴植試驗地點位於烏溪流域南港溪

子集水區之卓社林道 2.3 公里處，該處林道 

旁之上邊坡崩塌，崩塌面積約 0.56 ha，海拔

高約 1,250 m。試驗地區之環境因子如下表所

示。 

2. 野外噴植調查方法 

崩塌地實作試驗區土質條件不佳，需有

良好之噴植基材配方，以供植物順利發芽生

長，噴植基材配方採用之複合肥料為緩效性

肥料可長時間提供植物養分，土壤改良劑則

改為蚵殼粉，其效果與苦土石灰相同但單價

較便宜，而纖維資材、砂質壤土、黏著劑與

種子資材均比照室內試驗之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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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試驗地區環境因子 

Table 3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study area. 

地形調查 

坡度(˚) 坡向 
水分 
梯度 

海拔高 
(m) 

坡長 
(m) 

坡面寬 
(m) 

崩塌 
面積(ha) 

全天光

空域(%) 

39.5 N90W 6 1,250 140 40 0.56 48 

地質土壤 

地質 
性質 

土壤 
性質 

含石率 
(%) 

土壤 
硬度 

pH 值 有機質 
電導度 
(µS/cm) 

風化 
岩層 

砂質 
壤土 

75 20 6.6 0.865 160 

試驗區施工時為避免影響後續試驗之一

致性，先將各點位中原有鐵絲網材與地表植

被清除乾淨，再將菱形鐵網由坡肩沿坡面向

下展開平鋪於坡面，每 1m2 一支鋼筋固定之，

鋪網搭接重疊長度皆於 10 公分以上。由於各

噴植基材配方皆以兩重複處理，故各調查點

位均需以隔板隔開成兩個試區，設置完成後

再將噴植基材噴佈於坡面上，並於民國 101

年 3 月 19 日完工，結束崩塌地實作試驗區之

噴植作業。 

本研究於崩塌地實作試驗區噴植施工後

三天（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開始進行種子

發芽與覆蓋率調查，調查初期由於地形限制

且為不干擾坡面使導入植物能順利發芽生長，

於各調查點位下邊坡每重複設置一面積 1 m2

之 PVC 管格框為調查，針對樣區內植物進行

調查，調查項目為草本之覆蓋率及木本發芽

棵數；噴植初期(兩個月內)一星期調查一次並

記錄，後期拉長調查頻率。

表 4 混和資材配方表 

Table 4 Substrate of Mixed-material formula (outdoor). 

處理 纖維資材 砂質壤土 黏著劑 複合肥料 混合草樹種 土壤改良劑

Ⅰ 菇肥 80% 
砂質壤土

20% 
水泥 

10 kg/m3 
緩效性肥料 

0.5 kg/m3 
0.625 kg/m3 

蚵殼粉 
10 kg/m3 

Ⅱ 
樹皮堆肥

50% 
砂質壤土

50% 
水泥 

10 kg/m3 
緩效性肥料 

0.5 kg/m3 
0.625 kg/m3 

蚵殼粉 
10 kg/m3 

對照組Ⅰ 菇肥 100% 無 CMC 
0.125 kg/m3

緩效性肥料 
0.5 kg/m3 

0.625 kg/m3 
蚵殼粉 

10 kg/m3 

混合草樹種：草種 70%、灌木 20%、喬木 10%。(使用之種子：多花黑麥草 0.21875 kg/m3、百喜草(小
葉品系)0.21875 kg/m3、胡枝子 0.125 kg/m3、相思樹 0.0625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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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混合 基材混合後送入八角金剛 

進行氣壓式（濕式）噴植 噴植完工 

 
1m2之 PVC 管樣區 樣區木本種子發芽率調查 

圖 2 野外噴植試區及其調查方法照片 

Figure 2 Field hydroseeding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 image. 

結果與討論 

一、 室內實驗 

(一) 試驗材料基本性質分析結果 

將試驗之配方檢測結果參照「一般土壤 

特性與肥力分級標準」、「植生工程客土

材料適用性之評估依據」和農業試驗所的「有

機質肥料的檢測與成分分析結果之解析」進

行保水力、酸鹼值、電導度、碳氮比、全氮、

全磷酐、全氧化鉀及有機質等特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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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纖維資材之特性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ber materials. 

纖維資材 
分析項目 

菇類堆肥 樹皮堆肥

碳氮比(C/N) 20.52 12.16 
全氮(N) 2.27% 1.86% 
全磷酐 3.47% 6.22% 
全氧化鉀 0.611% 0.985% 
有機質 80.3% 39.0% 

備註：檢驗單位(國立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表 6 混和基材之特性分析表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sed materials. 

試驗配方 
分析項目 

Ⅰ 
(菇肥 80%+砂 20%) 

Ⅱ 
(樹皮堆肥 50%+砂 50%) 

保水力 78% 62% 
試驗前期酸鹼值(pH) 10.0 8.91 
試驗後期酸鹼值(pH) 6.8 6.6 

電導度(EC) 1.57 dS/m 1.68 dS/m 

備註：1. 處理Ⅰ、Ⅱ之黏著劑為水泥。 2. 檢驗單位（國立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噴植基材混合後之酸鹼值(pH)分別為

10.1及 8.91，於試驗後期之酸鹼值則降為6.8、

6.6，顯示此二種基材的酸鹼度有漸漸被稀釋

中和情形，而其電導度(EC)分別為 1.57、1.01 

dS/m，通常噴植基材之酸鹼值在 5.5～7.0 較

適宜，純樹皮堆肥的電導度需小於 1dS/m，

純香菇木屑堆肥的電導度需小於 2.8dS/m，顯

示兩試驗基材之酸鹼值於試驗後期較能適合

植物發芽生長，但其電導度仍會對植物生長

有不利之影響。 

(二) 種子活力檢測 

種子活力檢測自民國 100 年 9 月 1 日至

9 月 28 日，為期 28 天，多花黑麥草發芽率

達 98%，其餘試驗種子發芽率僅 10%左右， 

顯示多花黑麥草發芽效果最佳。 

(三) 種子發芽試驗 

1. 各處理之發芽情形 

水泥會在噴植基材表層形成薄膜易使種

子不易發芽，但可防止基材的流失，並能對

種子持續較長時間的保護，故添加水泥進行

種子發芽試驗，探討水泥對種子發芽之影

響。 

在草本植物方面，多花黑麥草生長較為

快速，在各種處理中皆生長良好，發芽率皆

有在 75%以上；百喜草發芽率約 20%~30%，

結果較不理想。另多花黑麥草發芽率處理組

較對照組低，顯示水泥對種子發芽抑制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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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會降低種子發芽率，而由於多花黑麥草種

子活力遠高於百喜草，故多花黑麥草在對照

組之高發芽率抑制百喜草種子之發芽，故其

處理組之發芽率皆較對照組高。 

在木本植物方面，除胡枝子外，相思樹

處理組發芽率較對照組高，顯示木本植物種

子亦因多花黑麥草發芽優勢之影響而受抑

制。 

由試驗結果亦可知菇類堆肥配方之發芽

率皆較樹皮堆肥高，由於種子在發芽時需要

較多的水分，菇類堆肥配方保水力較樹皮堆

肥之保水力高，故其發芽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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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活力檢測發芽率 

Figure 3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vigor testing 

圖 4 不同噴植資材處理種子發芽率（室內試驗） 

Figure 4 Germination percentag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hydroseeding materials treatment（indoo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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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處理之累積發芽率 

由試驗結果可知，各種子資材以多花黑

麥草發芽率最高且發芽速度最快，對照組相

較於處理組多花黑麥草發芽率高，發芽速度

快，顯示添加水泥會延遲種子發芽速度。由

試驗結果亦可知，各種子資材於菇類堆肥配

方相較於樹皮堆肥配方發芽率高，發芽速度

快，顯示樹皮堆肥較低之保水力會使種子發

芽率及發芽速度較慢，由於多花黑麥草之發

芽優勢會抑制其他種子發芽，故無法看出添

加水泥對其他種子發芽之抑制情形。 

 

圖 5 不同噴植資材處理種子累積發芽率（室內試驗） 

Figure 5 Cumulativ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hydroseeding materials treatment（indoor 

test） 

3. 各處理之覆蓋率 

本研究以 Image-Pro Plus 影像處理系統

對照片進行影像分析，求得各處理之覆蓋率

變化，試驗初期雖以菇肥組別覆蓋率最高，

但試驗後期植物皆生長良好，覆蓋率皆上升

至 90％以上，顯示樹皮堆肥較低之碳氮比可

提供植物較多氮素而生長旺盛，進而提高樹

皮堆肥配方之覆蓋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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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室內試驗覆蓋率(%) 

Figure 6 Cover rate of indoor experiments(%) 

 

圖 7 試驗生長情形 

Figure 7 The growth situations of experiments 

二、 野外噴植試驗 

(一) 各植物之生長情形 

在噴植完工後多花黑麥草於民國 101 年

3 月 29 日始發芽生長，為各噴植植物中發芽

最早者，胡枝子則於施工一星期後發芽，而

噴植完工初期降雨持續且穩定，各配方水分 

充足，多花黑麥草之覆蓋率與胡枝子之發芽

率首先於各配方均持續增加，之後相思樹與

小葉百喜草亦分別於 4 月 2 日與 4 月 19 日發

芽生長，然由於多花黑麥草生長快速且強勢，

小葉百喜草、胡枝子與相思樹之生長均受抑

制，由圖可知小葉百喜草、胡枝子與相思樹

皆受影響，故對照組配方之小葉百喜草、胡

枝子與相思樹發芽效果較處理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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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野外噴植工法不同噴植資材處理種子發芽與覆蓋率 

Figure 8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field hydroseeding materials treatment. 

(二) 各處理之覆蓋率 

試驗時間於民國 101 年 3 月 22 日開始進

行觀測並拍照記錄，再以 Image-Pro Plus 影

像處理系統對照片進行影像分析，藉此求得

各處理之覆蓋率。 

由現地調查結果可知，各噴植基材配方

初期發芽效果差異不大，覆蓋率於 5 月底達

最高值，最高者為處理Ⅱ之 92％，最低者為

對照組 76.6％，顯示樹皮堆肥之低碳氮比可 

提高植生覆蓋率。6 月期間有梅雨、颱風影

響，使噴植基材流失，造成覆蓋度下降，7

月覆蓋率因植物入侵而逐漸回升，顯示各噴

植基材配方在初期皆有保護坡面之效果，其

中以樹皮堆肥配方效益最高。 

崩塌地實作試驗區植生覆蓋率於 5 月時

整體達 80％以上，符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61 條規定，顯示各試驗配方之植生覆蓋效果

良好。 



水土保持學報 45 (3): 737 – 752 (2013)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5 (3): 737 – 752 (2013) 

7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
/2
2

3
/2
9

4
/1
2

4
/1
9

4
/3
0

5
/7

5
/1
4

5
/2
1

5
/3
1

6
/6

6
/1
9

6
/2
8

7
/1
2

7
/2
6

覆

蓋

率(

%)

調查日期

雨量

對照組

Ⅰ

Ⅱ

雨

量(
m

m)

 

圖 9 野外噴植工法不同配方之覆蓋率調查 

Figure 9 Investigation of the cover rates of field hydroseeding materials.

結論 

1. 進行室內試驗時，多花黑麥草種子活力

遠高於其他植物，使其餘植物種子發芽

皆受到多花黑麥草抑制。於種子發芽試

驗初期時，添加水泥之處理組配方皆對

多花黑麥草具有抑制之效果，且由於菇

類堆肥配方保水力較樹皮堆肥配方高，

故菇類堆肥配方初期發芽效果較好，但

試驗後期因樹皮堆肥具有較低之碳氮

比，可提供植物較多之氮素，使樹皮堆

肥配方覆蓋率大幅增加，最後各配方之

覆蓋率皆達 90%以上，顯示各配方於試

驗後期皆具有良好之覆蓋效果。 

2. 進行野外試驗時，由現地調查可發現各

噴植基材配方多花黑麥草之覆蓋率皆

高於其他植物，對其他植物具生長抑制

之影響。雖室內試驗之各試驗配方植生

覆蓋效果皆良好且差異不大，但崩塌地

實作試驗區之降雨會對噴植基材造成

沖蝕作用，至 5 月底調查時發現處理Ⅱ

配方植生覆蓋率最高，對照組配方植生

覆蓋率最低，顯示添加水泥初期雖對種

子發芽有抑制影響，但後期對噴植基材

確實具有保護效果，且樹皮堆肥之碳氮

比對植生覆蓋之增進具有很大的助益，

使其配方覆蓋坡面之成效為各噴植基

材配方中最高，以上結果均符合室內試

驗之探討。 

建議 

1. 菇類堆肥在乾燥缺水時會有硬化且收縮

龜裂情形，對植物生長會造成不利之影響，

後續研究可針對此現象添加可改善菇類

堆肥之資材，以不同資材配比設計噴植基

材並進行試驗分析，找出對植生復育成效

最佳之噴植基材配方。 

2. 崩塌地實作試驗區之植生調查僅至 7 月

底結束，之後各調查點位皆逐漸會有植物

入侵，有關崩塌地實作試驗區混播草樹種

之生長與存活情形，後續植生演替情形與

其機制以及噴植基材配方之植生復育成

效，往後仍須進行調查研究並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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