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一、中部地區坡地土壤與氣候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山坡地係指標高在 100公尺
以上土地，或標高未滿 100公尺，而其平
均坡度在 5%以上之土地。另查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灣地區山坡地面

積統計表」，本場轄內臺中市、彰化縣及

南投縣分別有 70%、12%、97%土地為水
土保持法山坡地範圍。在過去的土壤調查

資料中，中部地區台地邊緣及丘陵山坡區

域作為耕地，如八卦山、大肚山、新社、

后里及大坪頂等山坡地等區域，土壤性質

為酸性黃壤或強酸性紅壤，在土綱分類上

屬氧化土或極育土，而多數植物所需的養

分，其有效性在土壤酸鹼值小於 4.5的強
酸性土壤中會降低；另有部分山區土壤為

風化程度較低之新成土、弱育土，土壤無

明顯化育層或土層淺，底土夾雜石塊，土

壤肥力較差。

由於氣候、地形及水源等因素，山坡

地多種植果樹，中彰投地區主要大面積栽

培之果品種類，包含：柿、梨、香蕉、荔枝、

龍眼及柑橘類等，常綠果樹或落葉果樹皆

有，種類豐富；其次為竹筍、茭白筍、甘

藍及番茄等蔬菜。位於海拔 625公尺山坡
地的本場埔里分場，年平均溫度約 21℃，
平均雨量約 2,200mm，雨量較位於彰化濁
水溪沖積扇平原地區的本場多約 800mm，
降雨集中在 5-8月間，強降雨對土壤肥培
管理造成的影響不可忽視。

二、肥培管理重點

(一 )少量多次施肥
硝酸態氮肥與鉀肥在土壤中移動性

高，若遇豪大雨，易受淋洗流失，故對於

坡地作物，氮肥與鉀肥應依作物生長期分

期追施，且並避免在強降雨前後施用，以

免雨水將肥料帶離田區，降低作物對養分

利用效率。依據作物施肥手冊，進入量產

的果樹或蔬菜，每公頃氮肥推薦施用量，

約 150-600公斤，並依作物生長期差異，
至少分 3次以上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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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酸性土壤對肥效的影響
弱酸性土壤中磷有較高的有效性，

但對於酸鹼值小於 5之強酸性土壤，磷酸
根會與鐵鋁氧化物化合形成磷酸鋁、磷酸

鐵，使磷的有效性降低，在施用以磷肥為

主的基肥時，應靠近植物根系以提高作物

對其吸收利用率，或使用在酸性環境中可

緩釋溶出的磷礦石粉，亦可使用溶磷菌等

微生物肥料來增加磷的有效性。土壤磷鉀

肥偏低會造成作物開花著果偏低，如坡地

初耕作且土壤性質未改良，可噴施葉面磷

酸一鉀改善開花著果率。

由於酸性土壤改良及蔬果類作物對

鈣、鎂需求較高，農友在坡地種植果樹常

施用鈣鎂肥，但過量施用碳酸鈣、碳酸鎂

等石灰資材易導致土壤酸鹼值偏高至中鹼

性，磷酸會與鈣結合形成低溶解性的磷酸

鈣，故對於石灰資材使用須注意用量，過

量施用除降低磷有效性外，亦降低多數微

量元素養分有效性。強酸性土壤之石灰資

材施用量，建議每分地施用量約 100-200
公斤。

(三 )適時補充微量元素
由於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近年臺

灣因颱風引起的短時強降雨較少，取而代

之是陰雨不斷的霪雨，對於高風化與黏重

性較高的黃、紅土，土壤中黏粒易吸持水

分，作物根系容易因土壤長時間高水分含

量導致缺氧受損，生長勢變弱，即使雨後

追施肥料，短期內作物仍無法有效吸收，

反而殘留之肥分易造成果樹徒長，影響著

果與果實膨大，建議以葉面施肥改善作物

生長勢後，再以土壤施肥補充養分。連續

降雨後，酸性土壤中的硼易因淋洗而流

失，需注意硼肥補充，可以硼酸或硼砂稀

釋 1,000倍，葉面噴灑施；長期而言，可
施用硼砂，配合基肥每分地施用 1公斤硼
砂，或每株於地面撒施 50公克的硼砂，
如未再出現缺乏徵狀，約可 3-4年不再施
用，以免過量施用造成毒害。此外，增施

有機質肥料，也有助於維持土壤硼的有效

含量。

(四 )提高土壤保肥能力
增施有機質肥料可提高土壤保肥能

力，有機質分解過程產生的有機酸，可促

使土壤中鐵、錳、銅、鋅及鉬等植物所需

微量元素溶出，避免微量元素缺乏。部分

農友採用有機肥撒施在土表後翻耕，對於

葉菜類，由於根系較淺、生長期短、需肥

量大，此方式尚無不妥；但對於果樹類等

長期作物，淺施之有機質肥料在接觸空氣

與在地表較高溫度影響下，迅速被微生物

分解，雖養分釋出快，但無助於改善土壤

性質，亦可能於降雨後流失。建議每年

每株果樹以有機質肥料用量 10-20公斤作
為基肥施用，並依果樹樹齡與產量增加用

量，有機質肥料宜環狀、放射狀、條溝狀

或穴施 (每株 6-8穴 )，深施至 30公分根
域後覆土。如要改善土壤性質，可選用品

目 5-09、5-10或 5-11等堆肥處理之有機
質肥料，堆肥化之有機質較抗分解，有助

於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

(五 )草生栽培與植被改善
依氣溫垂直遞減率，海拔高度每上升

100公尺，氣溫下降 0.6℃，並在地形與樹
林植被影響下，平均溫度會再降低，以埔

里分場為例，海拔雖未達 1,000公尺，但
年均溫較本場低 2℃多。然部分向陽面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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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露之坡地易被沖蝕，應在雨季前完成覆蓋

地實為日照強烈、高低溫差大，特別是紅

土分布地區，紅土在氣候的成土要件上為

高溫多雨，因此，除須注意降雨淋洗作用

外，亦須注意植被覆蓋狀況。

部分果農為方便管理，噴灑殺草劑或

清耕使地表裸露，但由於坡地降雨相對平

地較為強烈，強降雨會沖蝕裸露之土壤，

使土壤表面肥分因降雨產生之逕流損失；

此外，反覆翻耕會加速土壤有機質分解，

降低土壤有機質含量，保肥力下降，肥料

利用率降低。透過草生栽培，可增加覆蓋

減緩沖蝕作用，並可改善土壤性質。過去

本場研究指出，草生栽培可提高土壤酸鹼

值、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及降低土壤總體

密度，改善土壤物化性質，對坡地土壤地

力維持相當有益。草生栽培可為現地草種

或單一草種，前者需持續進行草相管理，

可以配合農耕機具定期割除或翻耕為覆

蓋，特別是中後期枝葉茂密，形成遮陰之

葡萄、百香果及絲瓜等作物，會抑制草相

生長，特定單一草種維護不易，故以現地

草種組成草相；單一草種初期需配合田間

管理，持續移除雜草，並略增肥料用量，

草相拓展後，對於果園雜草防治或景觀經

營皆有利。單一草種選擇上，豆科綠肥因

根瘤菌共生，可額外固定氮源，翻耕或割

除後之殘體可緩釋供應養分，每分地約可

提供 5-10公斤的氮量、3-10公斤的鉀；
非豆科綠肥，每分地殘體約具 3-5公斤氮
量、5-10公斤的鉀量。對於坡地作物草生
栽培，本場推薦的多年生草種有蠅翼草、

蔓花生等，一年生植被如苕子、綠肥大豆

等，適當的植被管理，可改善土壤性質，

有助於改進作物對肥料利用效率。

三、土壤肥力檢測精準施肥管理

由於坡地因植被、地形及局部氣候差

異，土壤理化性質會有較大變異，建議蔬

菜類淺根作物可採 0-15公分表土，果樹類
深根作物採 0-20公分表土與 20-40公分底
土各約 1公斤，送至本場進行土壤肥力分
析，作為作物施肥管理參考所需。108年
至 110年間，本場協助中彰投山坡地區農
友之土壤肥力分析，土壤酸鹼值中位數為

5.4，電導度為 0.11ds/m，土壤有機質含為
2.68%，其餘數值如右表所示，如前述地
區變異加上農友田間管理不同，分析結果

差異相當大，本場將依據所送樣土壤分析

結果，個別給予建議。

       大坪頂地區之紅壤，無明顯化育層，為酸鹼值
4.5以下之強酸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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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樹環狀開溝施肥後留下之土痕
    111年春季霪雨後，農友反應檸檬內部水浸狀黃化，為缺
硼之症狀

   以現地草相為植被之草生栽培百香果園

近年中彰投山坡地區土壤肥力分析

單位 pH 電導度 有機質 磷 鉀
ds/m % mg/kg

表土 1 5.4 0.11 2.68 213 180
範圍 2 3.5-7.7 0.03-1.39 0.71-14.91 10-989 35-1,046
底土 5.0 0.09 1.87 213 156
範圍 3.4-7.5 0.02-0.60 0.55-8.55 12-1,013 31-722

單位
鈣 鎂 銅 錳 鋅 鐵

mg/kg
表土 962 137 4 35 10 225
範圍 78-4,044 15-528 <1-21 2-164 1-74 23-1,334
底土 739 102 3 23 6 211
範圍 54-2,474 10-366 <1-18 1-136 <1-56 27-965

註 :1中位數︔ 295%區間分析結果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