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樹營養與果園土壤管理研討會專集 20:215-231 (1990) 215

葡萄之土壤及肥培管理 

林嘉興 張林仁 蔡宜峰 
台灣省台中區農業良改良 

摘  要 

台灣葡萄栽培主要分佈於中部地區，各類土壤均有栽培。在大安溪及大甲溪流域鄰接

之平均或台地，主要土類為砂頁岩沖積土、粘板岩沖積土、洪積土及紅黃灰土等，土壤

經過長期雨淋作用，鹽基類之鈣、鎂及微量元素之鋅、銅、硼、矽等含量極低而呈酸性

至強酸性反應，鐵、錳、鋁等離子活性增加，容易引起根部毒害，土壤有機質含量低，

透氣性及透水性差，磷、鉬等易被土壤固定而發生缺乏現象。濁水溪流域之粘板岩沖積

土，鹽基類之鈣、鎂含量高，呈中性至微鹼性反應，土壤質地粘重，透氣性及透水性差，

且大部份為稻田轉作之葡萄園，土壤底層存有硬盤，雨後易積水及地下水位高，根群分

佈淺，施肥後鹽分容易累積在土壤表層而傷害根部，影響植株生育並誘發果實生理障礙。

本文針對過去所作葡萄園土壤調查生理障礙發生較嚴重之問題土壤，應用腐植酸等土壤

改良劑要理後，可促進土壤團粒化，打破土壤底層硬盤，改善透氣及透水性，促進根群

向底層分佈，增加土壤資源的利用率。此外，稻田轉作葡萄園因地下水位高，在距地表

80公分處理設暗管排水，可減少金香葡萄成熟期的落果及腐爛率。 

前  言 

台灣的氣候除在一、二月有較頻繁的寒流波不適葡萄生長之外，其餘各月份均適合其生

長，因此近年來葡萄均採用促成栽培方式，以降低種植後到結果期間之成本。幼樹生長期只

要根據經驗從外觀判斷，適當補給化學肥料，在當年即可使植株達到預期生長量或開始結果。

然而，一般種植前均未考慮土壤狀況是否適當，不經過土壤改良，甚至不整地就直接定植苗

木。在初期的數年間，根部及地上部還有足夠空間可以伸展，植株生長及結果不至於受到影

響，每期作新梢生長後依照各生育期的基準管理，仍能達到預期的產量。但目前均採用密植

及多肥的集約管理，經過數年後樹勢開始衰弱，產生枝條生育不平均、結果不穩定、果粒小、

品質低、生產力逐年減退等問題。經調查，樹勢提早衰弱而縮短經濟結果年限之葡萄園，大

部份是由於土壤物理性不良，根群只分佈於表層，無法向土壤底層生長，尤其是底層有硬盤

結構之園，缺乏透水性及保水性，在梅雨期或夏季豪雨之後地下水位上升，積水無法向下層

滲透，使園內滯水日數增加（圖1）。果園浸水後，土壤呈高度還原狀態，常易產生大量之鐵、

錳、鋁之活性離子和硫化氫、乙、甲烷等有毒氣體傷害根部，而使植株發生障礙 (8,16,29)。尤其

是土壤孔隙率低、物理性不良之園，雨後土壤含水率增加，氧氣相對減少，根部因而得不到

足夠氧氣進行呼吸作用，吸收水分及養分能力減退，致使地上部生長衰弱，生產力減退 (10,11,15)。 
在雨季，經常可發現葡萄下層根部褪變或腐敗，在土壤表面長出粗大的白色根，結果枝

基部產生叢生的氣生根群，雨後根部吸水量與葉片蒸散量無法達到平衡而誘發縮果病、脫粒
等生理症狀 (10,23)，成熟期葉片黃化或落葉，影響果實品質與下期作之花穗率及產量。為彌補
葉數不足，大部份果農以提高施肥量來促進枝葉生長，但易造成新梢生長過盛，地下部與地
上部生長不平衡，土壤也因此聚積多量鹽類，分佈在表層的根群容易發生鹽類濃度障礙，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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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葉燒、脫粒、房枯病、果實軟化等現象 (10,23)，在各產區葡萄園均可發現。為減少此生理症
狀，必須改良土壤物理性，促進團粒構造，提高氣相率及透水性，以改善根圈環境，使地下
部與地上部生長趨於平衡，強化樹體，才能維持長期營養與生產優良品質的果實 (7,12,14,28)。 

 

圖1 彰化大地區排水不良之葡萄園在雨後常有積水情形發生 
Fig. 1.  A poor drainage vineyard of ten retains water after the rain. 

內  容 

一、本省葡萄栽培區土壤概況 

葡萄對土壤的適應強，世界各葡萄產區從砂礫土到堅硬的粘土，強酸性到強鹼性的土

壤，極乾燥的砂土到低溫濕地帶等不良條件之地區，均有經濟裁培 (10)。但必須選擇適合各類

土壤之品種或砧木，配合各類土壤條件，否則植株生育與產量均受影響 (10,13,18,26)。而選擇適

當的土壤種植葡萄，可減少生理障礙及增加對病蟲害的抵抗性，降低管理與防治成本 (12)。但

在台灣狹小的地域中，除非以栽培管理技術克服不良環境外，要選擇符合葡萄生長的條件相

當困難。 

台灣主要葡萄栽培區分佈於中部地區之大安溪、大甲溪、濁水溪流域沿岸各鄉鎮，由於

各水系發源地或支流之母岩各不同，在各類型之土壤均有葡萄栽培。大安溪及大甲溪沿岸或

坡地主要土類有砂頁岩沖積土、粘板岩沖積土、洪積土（紅土）及紅黃灰化土，此地區土壤

經過長期間的淋洗作用，土壤中主要基類之鈣和鎂及鋅、銅、硼、矽、鉬含量低 (8)，pH多數

在3.2～7.0之間，屬於強酸性至中性。其中砂頁岩沖積土，粘板岩沖積土及紅黃灰化土分佈於

河沿岸或靠山地區之平坦地，此類土壤之地力較佳，土壤易碎但石灰置換性低，且受地形雨

之影響，雨量高於平原。紅土及紅黃灰化土分佈於低山地區之坡地或台地，pH多數在3.2～5.5

之間，屬極強酸性，土壤中之鐵、鋁、錳離子活性高，容易對作物根部發生毒害作用，或固

定土壤中之磷、鉬、使效果降低或發生缺乏現象；土壤有機質含量低，地力差，底層土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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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氣性、透水性及化學性不良，根部不易深入底層，並且容易發生鈣、鎂、鉀、磷、鉬、鋅、

銅、硼、矽等元素之缺乏症 (8)，雖然施肥量高但肥效不顯著，葡萄結果枝生育期葉數不足且

木質化比例低，花芽分化延遲，而影響翌年產量，導致坡地釀酒葡萄產量不及水田轉作園之

一半。由各調查點之土壤分析調查結果顯示（表1及表2），此地區土壤有機質含量低、土壤

酸性強、石灰置換性低、土壤物理性不良、根群分佈不夠廣，造成結果枝生育不良而影響產

量。 

濁水上游之信義、集集、竹山等鄉鎮之葡萄，種植於廢河床上，土壤層為砂礫與砂土混

合，表層為粘土與壤土混合，通氣性較佳，但保水力及保肥力稍差，每年需要施用高量的有

機質及化學肥料才能維持正常生育。此地區之施肥量雖高於其他產區，但結果枝的生長容易

以施肥控制，而且果實成熟期受到日積溫與高產量的影響，成熟期較彰化縣各鄉鎮晚一個月

左右，由於本地區之日夜溫差大，葉片吸量低合成之養分易累積，因此果實糖度高、著色良

好、但酸度高，如能適當控制產量則可稱得上是目前葡萄產區中最佳的土壤與氣候條件。 

濁水溪下游之葡萄園之土壤是由上游山區之粘板岩及石灰岩等風化物隨水流沉積風化

而成之粘板岩沖積土，鈣、鎂含量高於其他產區，除少數土壤呈酸反應外，多數土壤pH值在

6.6～7.6之間，石灰置換性高，土壤附著之鉀、鈉、氫、鈣、鎂等陽離子較佳，施用硫酸銨及

硫酸鉀等化學肥料容易被鈣離子置換溶於土壤水分中，肥效較顯著 (11,18,29)，並且容易缺乏鐵、

錳、鋅等元素 (8)。本地區土壤質地緊密，通氣性及透水性差，大多數為稻田轉作之葡萄園，

雨季地下水位上昇，且底土存有水田耕犁時形成之硬盤，有效根層分佈淺，施肥不當時容易

累積鹽類在表層而為害根部（圖2），容易發生結果枝生育不易控制、枝條成熟度不足、花穗

末端萎縮、果實發生縮果症、房枯病等生理障礙現象，並易引起植株衰弱而縮短結果年限。

如能妥善規畫區域排水，並改良土壤底層透水性與通氣性，配合地上部疏伐與整枝修剪作業，

可大幅改善枝條件育與果實生理障礙，以穩定產量及提高果實品質。 

 

圖 2 葡萄園土壤鹽類累積現象 

Fig 2.  The salt accumulation on the ground in the vineyard. 



果樹營養與果園土壤管理研討會專集 218 

表 1 不同地點鮮食巨峰葡萄園土壤反應及有效養分分析表 

Table 1.  The soil analysis of vineyard of table grape, Kyoho. 

調查點 土類 土系 
土壤

反應 
pH 

石灰

反應 

電導度 
mmhos/ 

cm 

有機質 
O.M. 
(%) 

有效性磷酐 
P2O5 
kg/ha 

有效性氧化鉀 
K2O 

kg/ha 

埔 心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7.2 廾 1.632 2.3 932 446 
(胡國顯)         
大 村 粘板岩老沖積土 員林系 7.6 卅 0.266 2.8 130 270 
(黃 然)         

溪 湖 粘板岩老沖積土 員林系 7.5 卅 1.442 2.4 212 443 
(王豐深)         
豐 原 砂頁岩非石灰性 翁子ˍ 71. − 0.681 1.3 437 410 
(楊炳鑫) 老沖積土 六股       
石 岡 粘板岩非石灰性 水汴頭 6.9 − 0.274 1.8 835 362 
(黃昭鎮) 沖積土 系       
東 勢 砂頁岩非石灰性 內轆ˍ 4.7 − 1.000 2.2 835 578 
(黃耀威) 老沖積土 八張犁       
新 社 砂頁岩非石灰性  5.0 − 0.241 2.5 1028 328 
(林金木) 老沖積土        
信 義 砂頁岩非石灰性  6.1 廾 0.368 2.2 964 446 
(孫實耀) 老沖積土        

表 2 不同地點釀酒金香峰葡萄園土壤反應及有效養分分析表 

Table 2.  The soil analysis of vineyard of wine grape, Golden muscat. 

調查點 土類 土系 
土壤

反應 
pH 

石灰

反應 

電導度 
mmhos/ 

cm 

有機質 
O.M. 
(%) 

有效性磷酐 
P2O5 
kg/ha 

有效性氧化鉀 
K2O 

kg/ha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6.6 卅 0.547 2.0 347 329 
(莊炳耀 )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員林系 6.7 ± 0.457 1.9 308 312 

(莊萬教 )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6.7 廾 0.462 1.5 308 193 

(李昌乾 )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6.2 ± 0.500 2.5 771 368 

(李仁添 )         
后 里 紅壤 吳厝系 5.5 − 0.307 1.5 533 494 

(詹登發 )         
后 里 紅壤 吳厝系 6.0 − 0.278 2.0 103 458 

(蔡錦雄 )         
外 埔 紅壤 陳厝寮系 6.4 − 0.283 1.3 890 386 

(范良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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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地點鮮食巨峰葡萄園土壤質地調查表（1983） 

Table 3.  The soil texture of vineyards of talbe grpae, Kyoho. 

調查點 土類 土系 

土壤質地 
土壤 
深度 
(cm) 

土 壤 剖 面 質 地 
土
壤
結
構 

內
部
排
水 

地
面
排
水 

表土 
0-20cm 

底土 
21-60cm 

0-20 
(cm) 

21-40 
(cm) 

41-60 
(cm) 

61-80 
(cm) 

>80 
(cm) 

埔 心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SiCL SiCL 120 SiCL SiCL SiCL SiL SiL 緊密 b a 
(胡國顯 )              
大 村 粘板岩老沖積土 員林系 SiCL SiCL 120 SiCL SiCL SiCL SiCL SiCL 緊密 b a 
(黃 然 )              
溪 湖 粘板岩老沖積土 員林系 SiL SiL 120 SiL SiL SiL SiL SiL 緊密 b a 
(王豐深 )              
豐 原 砂頁岩非石灰性 翁子ˍ L SL 120 L SL L L L 易碎 a a 
(楊炳鑫 ) 老沖積土 六股            
石 岡 粘板岩非石灰性 水汴頭 L SL 45 L SL SL G G 易碎 a a 
(黃昭鎮 ) 沖積土 系            
東 勢 砂頁岩非石灰性 內轆ˍ L SL 90 L SL L L L 易碎 b a 
(黃耀威 ) 老沖積土 八張犁            
新 社 砂頁岩非石灰性  L SL 90 L L L L L 易碎 c  
(林金木 ) 老沖積土             
信 義 砂頁岩非石灰性  SCL SCL 25 SCL SCL G G G 易碎 a a 
(孫實耀 ) 老沖積土             

G 石礫； L 壤土； SCL 砂質粘壤土； SiL 質壤土； SiCL 質粘壤土； SL 砂質壤土 

表 4 不同地點釀酒金香葡萄園土壤質地調查表 

Table 4.  The soil texture of vineyards of talbe grpae, Kyoho. 

調查點 土類 土系 

土壤質地 
土壤 
深度 
(cm) 

土 壤 剖 面 質 地 
土
壤
結
構 

內
部
排
水 

地
面
排
水 

表土 
0-20cm 

底土 
21-60cm 

0-20 
(cm) 

21-40 
(cm) 

41-60 
(cm) 

61-80 
(cm) 

>80 
(cm)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L SiL 120 L SiL SiL SiL fSL 緊密 b a 
(莊炳耀 )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員林系 L SiL 120 L SiL SiL SiL  緊密 b a 
(莊萬教 )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L SiCL 120 L SiL SiCL SiCL SiCL 緊密 b a 
(李昌乾 )              
二 林 粘板岩老沖積土 二林系 L SiCL 120 L SiCL SiCL SiCL SiCL 緊密 b a 
(李仁添 )              
后 里 紅壤 吳厝系 L SL 120 L SL SL L SiL 易碎 a a 
(詹登發 )              
后 里 紅壤 吳厝系 L L 120 L L L L SiCL 易碎 a a 
(蔡錦雄 )              
外 埔 紅壤 陳厝寮系 SL L 120 SL L L SCL L 易碎 a a 
(范良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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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種類與化學性對葡萄生育之影響 

(一)土壤種類與養分吸收之  
台灣栽培葡萄之土壤 廣，從河床沿岸的砂質土到沖積平原之粘質土均有栽培，鮮

食葡萄主要產區之葡萄園土壤種類為 質粘壤土（大村、埔心）、 壤土（溪湖）、壤土（豐

原、石岡、新社、東勢）及砂質粘壤土（信義）（ 表3）。釀酒原料葡萄園之土壤為紅壤土

（二林）及壤土（后里、外埔）（ 表4），分佈面積較廣。 
土壤中各 物質的保持力主要依靠土壤 合 質體（colloidal complex）的附著力，因此，

可 定附著力來判斷土壤之肥 度 (11)。一般，粘質土壤或 質粘壤土之附著力強，地力

較其他土類高，但土壤孔隙率低、透水性差，養分分 ，植株生育初期遲 ， 化學肥

料施用過量則容易引起鹽分濃度障礙，生育後期容易造成新梢生長過盛，影響果實生長與品

質。砂質土壤之通氣及透水性較佳，施肥後被土壤固定較少，被根部吸收較 ，葡萄生育初

期肥效較顯著。但砂質土壤 合 質體的附著力弱，保肥力及保水性差，肥料成分易被雨水

或祾 水溶 流 ，果實生長至中後期生育減退，或引起葉色減退、黃化、早期落葉等現象，

影響果實生長，使砂質地所栽培葡萄之樹型、果穗、粒重及產量均較其他土壤栽培 低。

於砂質土與粘質土之間的壤土，其透氣性、保水性及保肥力均佳，此類土壤含豐 之 合

質體，附著無機養分能力高， 在高溫且日照 足的條件下則結果情形良好且產量高；但

在低溫 日條件下時則著果率差且產量低 (11,14)，尤其在高溫及日照不足的環境下容易引起營

養生長過盛， 導致落花、 為結果及形成無子小果 (23)。 
為 討各主要土壤類 對葡萄生育與果實品質之 ，本 於 國74年度進行調查，巨

峰葡萄之結果枝平均長度以在壤土之126cm生長量最大，木質化比率為51.3% 實度最佳，其

餘各質地之差 不大。金香葡萄在各質地土壤之枝長與木質化比率之差 不大。夏果果實之

度與酸度比較方面，以壤土之糖度17.77最高，酸度為0.73也較其他土壤為低；其 為 質

壤土之糖度16.78，酸度0.53； 質壤土及砂質 壤土之糖酸度均低。台灣栽培於壤土之葡萄

園大 為靠山地區，日夜溫差大，有 於提高糖度及香 濃度，但由於夜溫較低，呼吸作用

，而延 果實降酸 度，使成熟期果實較 酸 ，依目前 而，以彰化縣

水田轉作之 質粘壤土生產之果實酸 低較受一般 所秋 。由於各產區之土壤條件均

有其缺點，應 針對土壤種類增加 肥施用量或以土壤改良劑處理，促進土壤團粒結構及提

高土壤之生物性、物理性及化學性，以改善根圈生長環境，才能使產量趨於穩定並提高果實

品質 (11,15,27)。 

(二)維持適當的土壤反應 
葡萄為 好鹽基性作物，栽培園地土壤所需pH值較其他果樹高，一般品種適 之pH值

在6.0～8.0之間 (10,14,25)。在酸性土壤栽培葡萄，容易引起新梢韫長、枝條粗大、 間長、

水化合化含量低、影響花芽分化、果粒小、果 軟、著色及品質不良等現象。主要原因是

由土壤中之鈣、鎂、鉀等鹽基類及鋅、銅、硼等微量元素被雨淋流 而發生缺乏，磷、鉬被

土壤固定而 去肥效 (9,14,29)。台中、 、苗 縣之山坡地或沖積平原的葡萄園，主要土類

有洪積土（紅土）、砂頁岩沖積土、粘板岩沖積土及紅黃灰化土。此地區之土壤經過長期間

之淋洗作用，土壤中主要鹽基類如鈣、鎂大量流 後引起土壤酸性化。土壤粒子表面所吸附

之鉀、鈉、氫、鈣、鎂等陽離子會隨雨淋流 ，其中鈣 一般鹽基類之80%左右 (11,23)。淋洗

後土壤粒子表面附著之鈣離子被氫離子 ，使土壤酸性增強 (15)，pH值在4.0～5.5之間，鹽

基置換性低，鈣、鎂、鉀、鋅、銅、硼及矽等元素含量低。在強酸性土壤中鐵、錳、鋁之活

性離子增加，使根部附近氫氧化鋁與氫離子濃度高， 根之 與根 老化 (15)，並 磷、

鉬固定在土壤中變成無效性而發生缺乏症狀，使葡萄之生育發生障礙，影響收量與品質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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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酸性土壤除上 會引起鹽基類不平衡外，也影響肥料種類間之肥效，據小林 (11)，在各不

同pH值之土壤施以 態 及 酸態 後 定葉片 、磷、鉀、鈣、鎂之含量有顯著差 ；pH3.1
～4.6間施用多量 態 會造成植株 ，調查植株 之土壤，鎂之置換性甚低，只有0.007
～0.019%之間；但在 態 加 肥或 土石灰處理區則植株生育正常， 為葡萄園施用

態 肥料pH值在6～8之 較適當，土壤pH在5以下應施用 酸態 以 影響植株生育。深
(14) 為強酸性土壤會 制 酸 的作用，洪積土（紅土）基肥施用硫 後分 大量的 離

態 到土壤中或革散於空氣中，無法轉變為 酸態 ，根部利用率低。 於酸性土壤施用

肥料時，必須配合有機質及調整土壤pH，才能 分發 肥效。強酸性土壤容易引起鋁及鐵

離子呈水溶性 離，而與磷酸結合成磷酸鋁與磷酸鐵，固定在土壤中 去磷肥的效果
(11,14,18,27,28)。因此 多栽培 提高磷肥的施用量，以防 新梢韫長及 實結果枝，促進花芽分

化及提高品質。但磷肥施用過量時易引起著色不良現象 (14,26)，必須施用石灰調整土壤pH值，

以期提高肥及各元素間之平衡，以利植株生育。 
彰化縣之葡萄園土壤，大 是從濁水溪上游山區之粘板岩和石灰岩風化物 流到下游沉

積風化而成粘板岩沖積土，土壤質地粘重、透水性差，土壤管理不當時鹽分容易累積在表層

而傷害根部。此類土壤大 數呈中性至微祥性，鈣鎂等鹽基置換高，但鐵、錳、鋅、銅、硼

等微量元素易被固定而發生缺乏症，因此必須配合土壤理化性的改良，才能促進樹體 及

達到提高生產力的效果。 
調整土壤pH可促進各元素間之平衡，目前較常用的料有白樹石 、 土石灰、 酸鈣、

石灰、矽酸 等，施入土壤中可提高土壤pH及鈣、鎂等的置換性。各種土壤改良劑的施

用量依pH值高低而定，一般中等以上質地的土壤每公 施用 石灰或 土石灰2000kg可提高

pH 1度左右 (9)，粘重土壤效果較差，必須提高施用量。但有機質含量低之土壤 力低，施

用過量石灰類易 致鐵、錳等微量元素缺乏使土壤硬化，影響根部生長及植株生育不良，結

果枝葉面積不足，影響果實生長與品質 (11)。 施用石灰類改良土壤需採 分年 進方式，以

影響結果枝的生育。通常pH值調整至6.5以上時應 施用，保持土壤置換性鈣在1000～

3000ppm之 (9)，並增施腐熟有機質及改良土壤物理性，使土壤理化性維持適當的平衡，以提高

土壤中各元素利用率。 

( )改善土壤鹽類聚積現象 
土壤鹽類即 土壤中水溶性鹽類含量之多 ，一般以 定所得之電導度 (EC, electric 

conductivity)表示之。土壤鹽類主要來 化學肥料、有機肥料、土壤改良劑、祾 水、和土壤

本 之風化物，尤其是化學肥料施用後在土壤之 酸根離子、硫酸根離子、鉀離子、鈉離子、

離子等離子累積達到 種 度後根部即發生障害，而影響地上部生育 (15)。近年來祾 水源

受到 排 重金屬或化學物質的 ，使土壤中之EC值上升，使葡萄在結果期新葉縮小、

新梢生長期提早 心、新根 或引起葉片 化 、早期落葉等現象，此外也有 多是由祾

水源引起土壤EC值上升。近年葡萄園使用木韘或樹 肥改良理性，但也有因施用木韘後

葡萄生育 差的現象，經調查土壤EC2.5～3.5 mmhos/cm， 因EC值過高而引起結果後枝條

即無法禇礵生長。中韡 (15) 出從國外進 之木 ，在 或 木時 水所含3.0～3.5%之

化鈉浸透到木 中，木韘中 含有此3.0～3.5%之鹽分，而使EC值有高達21 mmhos/cm的

度，以此 料混合 或 造 腐熟之 肥EC值高達12.0 mmhos/cm，施入土壤後會

引起土壤鹽類上升，是造成植株生育不良的主要原因。 (9) 出一般葡萄園土壤EC值在2.7 
mmhos/cm以上時，植株即會 受 顯之鹽害或 鈉之毒害。土壤之鹽分高是由於土壤過於粘

重、排水不良、施肥不當所引起，EC值過高使作物吸收水分及養分 能受到 礙，根部和地

上部生長顯著減少或 ，嚴重時發生脫水或枯 。土壤EC值過高之葡 園應選擇鹽類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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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量多 施用，並增加腐熟有機 料之施用，以改良土壤物理性及化學性，提高土壤透水

性，利用下雨或祾 時可加 排除土壤鹽分，或採 地表 防 表土乾燥引起鹽類上升。

砂質土壤之鹽分較低、保肥力差，應增加有機質或土壤改良劑施用量，促進土壤團粒結構後

可提高保肥力及保水性。 

三、改善葡萄根圈生長環境提高果實品質 

(一)施用有機質增進地力 
土壤腐植質含量在5～7%為最適合果樹生長的條件，在此含量以下 未適當地補 有機

質，果樹之生產力及果實品質 逐年退化，而縮短經濟結果年限 (11,14,18)。為延長果樹長期間

的豐產性，每年必需補 適當量的有機物質，以促進根群發育及樹體 (15,16)。據小林 (11)

出，一般土壤中腐植質含量在3%左右，每年被雨水或其他因素 之量 腐植質量之2%，

以果園有效耕土 萬公 （小面積） ， 腐植質含量為3%（即3000公 ）時，在 然

狀態下每年 量為60公 ，一般 肥含腐植質為20%時，每年應補 300公 ，才能維持土

壤有機質含量。但 肥中只有一部份分 成為腐植質， 一部份則變成養分被植株吸收或隨

雨水流 ， 肥施用量必須在一靰以上，才能維持原來有機質含量與樹體養分的平衡。 
本 葡萄園土 有機質含量大部份低於3%，由於腐植質來源困難，每年施用量少，土壤

有機質含量逐年降低，葡萄的生產力也隨著樹祫之增長而降低。為維持 位面積產量，大部

份農 衰弱之植株 新，園內出現各不同樹祫植株，造成管理上的困 ，或增加化學肥

料的施用以促進弱樹的生長。但化學肥料溶 後，除 根部吸收所需成分之外， 之鹽類

或其他化學物質在土壤中 積，引起 根及根 之 老化，甚至退化而 ，誘發腐生

類的繁 (15,16,27)，導致樹體弱化，對病蟲害的抵抗力降低， 對增加 肥料及農 成本。

土壤 化後 會 調 水分及溫度的 能，而且硬盤 斷地下 管水上升易發生 害
(10,11)。目前葡萄園土壤 化現象相當嚴重， 果生長後期 到寒流即引起葉片黃化，每年

季葡萄因此而受害之面積相當多。施用有機物質可改善土壤微生之生態環境，促進土壤團粒

作用及根群生長，培養 的樹勢，以增強對病蟲害及不良 候之抵抗力 (12)。 
葡萄園施用有機質 被大多數農 為提高生產力及品質的主要方法之一，目前施用有

機質種類以 、 類等含 量高之有機肥料較多，由於 得容易，在土壤中分 ，施

用少量即能表現肥效，成本較其他 料低， 為一般果農所 好施用。但其含 素率低，經

腐熟後 量極少，無法達到改良土壤物理性的效果，並且在土壤通氣性差的環境下會促進

酸化 等 氣性 類大量繁 ，加 有機質分 成為 素 (12)，使根部吸收過量或 部

份 素，容易造成營養生長過盛，導致著果率低，果實生長後期結果枝持禇生長，葉片 成

合養分無法 向果實聚集，影響果實肥大、著色及品質 (2,3,10,17,21,23,24)。 
維質較多的植物體，如稻 、 、樹 、木韘等，經腐熟後施入土壤中，可 植物

體所含各元素分 變成養分還原到土壤，增進 然資源的利用率，並 有改良土壤物理性的

效果 (11,12,14,15)。含 素率高之有機物施入土壤後有部份維持禇腐植化，其腐植過 中 、 、

硫及磷 以酸之形態祕 ，對土壤 物質有溶劑作用，使土壤含有之各元素得以不斷溶

應作物之需 (7,14)。有機物的腐化過 為促進土壤團粒作用的優良 物，其腐化時產生之

狀物或微生物世 所分 之 質物，不 是有機 體或無機 體，滲進土壤中後，因乾燥

收縮作用而 微 土粒物質 在一起而成團粒，此類 體乾燥後 吸水甚 ，因此可使此團

粒 體保持 長時間，進而改善土壤通氣性及透水性，土壤 能力增加，鹽基置換性容量

增高 (7,12,14,27)。腐植質也是微生物之養分來源，土壤施用有機物質之後能促進微生物大量繁

，其生活過 中所分 之 素、 基酸、 酸、有機酸、維他 、植物 及其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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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土壤中被根部吸收後可促進 根 盛生長，培養 的樹體，提高生產，改進果實之

著色及品質 (12,15)。 
但目前農韑大部份 無 肥 或 積有機物質的 所，而 有機物直接施入果園，有機

物之 比（C/N比）在10%以上時 素無法 足微生物 繁 之需，微生物因此利用附

近有效性 素，使植株在短期間之內呈 狀態，導致葉片黃化或 生長現象 (11,12)。尤其

是施用 白質含量高之有機物，分 時產 態 ，土壤中短期缺乏 酸態 的現象 為嚴重
(12)。有機物經過分 祕 大量的 素，根部吸收後造成營養生長過盛。在本 各地區葡萄園

經常可發現在 芽初期生育不良，花穗短小、新梢在3～5 以內 間短、葉片小，生長至5
以後 生長， 長葉大、到開花前無法 心、著果率低， 於開花前必須 施生長 制

劑以促進結果 (2,3)。甚至有 農 為 芽前施用有機肥會引起新梢生育過盛而影響著果，而

有機肥施用時期延至著果後，如此 引起 素遲效作用，使結果枝生育過盛， 面密度過

高，病蟲害發生嚴重，防治困難，並引起 端生長與果實礭 養分，使葉片合成之養分無法

向果粒中 積，影響果粒後期肥大、著色及品質 (19,20,22,25)。果實生長至中後期枝條生育過

盛時 造成地下部與地上部生長不平衡，而誘發果實之縮果病、晚腐病、脫粒及 果等生理

症狀 (9,10,23)。為 結果後期枝條生育過盛，稍 經驗的農 大 以增施磷、鉀、鈣等肥料，

以 和枝條的生長，但易 致土壤鹽基間不平衡所引起之元素缺乏症 (11,14,18,26)。因此過去以

施用 等 產廢 物為主的葡萄園， 後必須改變有機質之種類，施用之資 除 給 素

之外應鞎 改良土壤物理性之 能，才能改善以 因有機肥施用不當所引發之問題 (12)。由於

各產區之土壤條件及採用各種不同的生產 式，對結果枝的生育一果實生長的影響有 大的

差 ， 於使用有機質之 料種類、時期、數量及方法等技術，到目前還無適 的 驗資料

可資 考應用， 有 位加強研 ， 葡萄 業的發展。 

(二)利用深耕機 大土層利用率 

葡萄根群分佈於土層之深淺與生產力有密 ，而根群分佈深度受到土壤密度、透水

性孔隙率等物理條件所限制 (15)。要維持結果的穩定性與高度的生產力，必須要有適當的土壤

相比例，使根群能適當的分佈於表土及底層，土 (26) 為要維持果樹高生產力，土壤 相

比例在固相40～50%、 相20～40%、氣相15～37%之 內為理 栽培果樹的條件。目前葡

萄園大多數為水稻或其他作物之轉作園，土壤構造在前作耕作管理時 受破 ，在 濕地耕

犁時農機 之 作用（shearing action）、田間作業之 、耕犁後 禧在田間 其受到雨

淋、或長期使用 劑等，使土壤團粒構造 受嚴重破土粒呈微 狀物積沉積在底層，經

過長期積成緊密的結構， 與氧化鐵或humates（腐植 ）結合形成硬盤(hardapn)，成為不透

水層 (7)。坡地或台地之葡萄園土壤經過長期雨水淋洗，表土養分流 ，土壤中之鈣、鎂、鉀

等鹽基類隨雨水或祾 水流 後受到氫離子作用使土壤變成酸性 (11,27,29)， 可能形成硬盤。

其表層土受到耕作及祾水影響，隨水流溶 之 粒 埔土粒間隙，或使高度分散的 體

物質逐 向下 至底層與氧化鐵或其他元素結合，經過長期間的聚積形成不透水層 (7)，為

導致土壤物理性 化之主因。位於濁水溪下游之葡萄園，因受到上游山區之粘岩和石灰岩等

風化物隨雨水沖 流到下游沉積，成為粘板岩沖積土，由於母岩質地不同使下層土出現 顯

的秐層，各層間不透水或由於耕作之影響影 的硬盤 礙土壤水分上下 ，使根部無法向

下層生長，導致樹體生長與生產力受到限制 (11)。而生產力高品質優良的葡萄園必須 有適當

深層的耕土、下層土之構造發達、保肥力強、孔隙多，通氣及排水良好、pH適中、鹽基置換

性良好，並含豐 的植質等條件 (12,14,15)，才能維持長期性的根部與樹 之容積比，以保持長

期性安定性產之目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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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引進之小型耕機 經有少部份使用於葡萄園，在 季 為深層施肥，在葡萄 下

作 ，其深度可達到50～80公分心土部份，可縮短大量施用有機質時間並有破碎底層土

之作用，在密植園可 斷老 根部促進新 根生長，並有改良底層土理化性的效果 (25)。據深
(14) 出，利用深率機深在距樹 25公 處開 25公分、深度50公分的深 ，以此深耕位

置可達到底層土進行碎土，可促進根群深入下層土。在正常的土壤其行 度每小時約150

公 ， 定其斷量為6～10%，經6個月後斷根之 附近發生大量的新 根，可 新密植園

過多的老 根，使 生新根活力達到 樹勢生長之目的，且 有提高果實形質及穗重的效

果 (14)。但開 之條 必須要有 積水之缺 ，否在則雨季 成為積水 ，對生育期樹勢的

影響 為嚴重。 

葡萄園使用在改良土壤的機 資素型深率機之外，氣體 破碎土機或小型 土機也較常

，由於 高 且機 利用率低 無法廣被農 利用。目前此二種機 在葡萄上應用之資

料 小，且在台灣 無 整之 驗 ，在葡萄栽培上的應用 值有 討。 

( )應用土壤改良劑改良土壤物理性 

葡萄園在 季 期，以 力 土壤 耕及施用有機質， 有改良土壤物理性並可提高

葡萄著果率及控制新梢生長過盛的效果，為過去 被農 採行的土壤管理方法。近年來由

於社會變 ，鞎業農韑增加，農村 力老 且日 缺乏， 行的 耕法需要極密集的

力， 無法 適用於葡萄栽培。由於 力問題，有機質的施用量相對減少，甚至有 多只施

用化學料不施有機質之葡萄園，加 土壤 化及鹽類聚集，樹勢逐年衰弱，病蟲害抵抗力降

低，縮果症及房枯病嚴重，產量不安定 (10,11)。為維持 面空間或 位面積產量，農 生育

較差之葡萄樹 新，因此各產區葡萄園均可發現同一園內有不同樹祫之植株，導致栽培管理

上之發生困難。而改良土壤理化性與根圈生長環境，維持根部與樹體適當的容積比，為強化

樹勢與提高生產力的主要 韬 (11,12,15,27)。 

有一類長 有機質體，如 粒母(krilium)及 深耕(Pene-Turf，一種月 硫酸銨鹽 劑)，

施用於土壤 有促進團粒作用及打破底層硬盤的效果，使物理構造逐 而 發育，且可

保持土壤團粒長達數年之 ，成為農業經營上優良的 合土壤改良劑 (chemical soil 

conditoning agent)，在國外 經應用於集約經營的高經濟作物 (7)。為改善葡萄園土 物理結構

不良之問題，本 於 國74年使用腐植酸以及 稱為Pene-Turf的月 硫酸銨鹽 劑，分 於

土壤底層有硬盤的金香葡萄園及巨峰葡萄園各一處進行 驗。巨峰葡萄在 季修剪後以

Pene-Turf每10公 40c.c.加腐植酸(12%)一公升，並以360公 之水 祕，在土壤祾濕後

劑 於 表面，對照區 農 行 力 耕法處理，並配合地上部的疏伐、整枝與疏剪等

作業。處理後 一年對改善結果枝的生長量及著果率的效果不 顯，經 年後疏伐株之枝梢

達到 面構成適當密度，各處理區之結果枝與對照區比較之下均有促進的效果（表5）。由

表5中顯示各處理均可達到改善葡萄生育的效果，在開花期，各處理 枝長較中率 增加10

公分以上，其中以腐植酸加Pene-Turf混合 處的效果最佳，其枝長較對照 增加24.0公分，

花穗增長1.53公分；果實生育後期（花後70 ）之枝長、 數及枝條木質化比例，各處理

與對照 比較之差 大。葡萄成熟期之果實品質分析結果如表6，各處理均 有提高品質的

效果，Pene-Turf加腐植酸 禇 年處理，並配合適當的疏伐、整枝及修剪等 作，可改善葡

萄生育弱化現象及提高果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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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葡萄園 施腐植酸及 Pene-Turf 對巨峰葡萄 果結果枝生育之影響（1987 大村） 

Table 5.  The effect of humic acid and Pene-Turf treatment on growth of winter crop of Kyoho grape. 

土壤處理 
開花期  開花後70  

枝長(cm) 數 穗長(cm)  枝長(cm) 數 枝條木質化(%) 

中耕（對照） 42.4 10.2 7.67  47.42 14.55 27.68 

腐植酸 59.3 12.4 8.64  111.01 22.55 75.05 

Pene-Turf 52.5 11.2 8.35  105.44 19.28 72.58 

腐植酸+Pene-Turf 68.4 12.8 9.20  139.14 26.73 82.46 

 

表 6 葡萄園 施腐植酸及 Pene-Turf 對巨峰葡萄 果果實品質之影響（1987 大村） 

Table 6.  The effect of humic acid and Pene-Turf treatment on fruit quality of winter crop of Kyoho 

grape. 

土壤處理 果穗重(g) 粒重(g) 果色（ ） 糖度(% Brix) 酸度(g/100ml) 

中耕（對照） 285.3 8.67 5.4 14.33 0.82 

腐植酸 378.8 10.45 7.9 18.90 0.60 

Pene-Turf 375.0 10.44 7.9 18.84 0.64 

腐植酸+Pene-Turf 382.4 10.62 8.6 19.12 0.58 

 

 

 

為 討處理後地下部生長情形，於76年元月 開土壤調查剖面調查結果，以 力 耕之

行方法根系分佈於地表5～10公分（圖3），使用腐植酸及Pene-Turf 劑或合劑處理 均可

變善土壤結構，並促進根系向下層土生長的效果（圖4）。調查土壤剖面各層土壤之 體密度

及孔隙率結果如圖5圖6，在表層土（5～10公分）以 耕之土壤 體密度為1.22%最低，

其他各處理 在1.29～1.32%之間，差 不大；土壤孔隙率以 率區10公分以內之表土最

高為56.9%，其 為Pene-Turf加腐植酸處理 為54.8%， 種 劑處理 較低。 

由 驗結果顯示，一般之 耕法改良土壤有效之深度在表層20公分以內，20公分以

下各層土之 密度高於各土壤改良劑處理 ，孔隙率則低於各處理 ，底層土之硬度高、空

氣量低、造成根部只分佈於表層土；而使用Pene-Turf與腐植酸混合處理 ，經2年後根部生長

可達到70公分深， 有 大根群利用深層土壤資源，進而 地上部生育的效果。金香葡萄

以相同方法處理，也同 有促進土壤團粒構造的效果，原在30公分左右之底層硬盤經處理

後變成易於耕 ，根部深入底層達50公分，並可改善成熟期的落果現象及提高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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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一般葡萄園下層土 顯層秐，質地堅硬，根群分佈於表層 
Fig. 3.  Usually, the vineyard soil structure are poor and hard, the roots can only spread on the 

upper layer. 

 

圖 4 葡萄園經 Pene-Turf 處理後團粒構造良好，根群伸入達 50～70 公分深 
Fig. 4.  After Pene-Turf application, the soil structure turned better and roots of grapevine 

penetrated down to 50-70 cm. 



葡萄之土壤及肥培管理 227

 

圖 5 腐植酸 Pene-Turf 對巨峰葡萄園土壤 體密度之影響 

Fig. 5.  The effects of humic acid and Pene-Turf applicaton on the bolk density of vineyard soil. 

 

圖 6 腐植酸及 Pene-Turf 對巨峰葡萄園土壤孔隙度之影響 

Fig. 6.  The effects of humic acid and Pene-Turf applicatio non the porosity of vineyar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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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園應用暗管排水之效果 

葡萄屬於 雨作物，雨量 多日照相對減少， 合作物受限制，水分及 素之吸收增加，

而引起枝梢韫長 (10,13)。本 中部地區年雨量高達1800mm以上，且集中在夏季，葡萄在果實硬

期進入梅雨期，至成熟期轉變為夏季豪雨的氣候形態，此期間地下水位上升，園內經常積

水數日無法排除，土壤粒子間隙 水分，空氣量相對降低，引起植株或果實發生各不同

度的生理障礙。據 葉 (14) 出梅雨期或夏季豪雨後表層土之氣相率在10%以下，土壤孔隙間

和水過高即引起根部呼吸困難及養分吸收能力，當土壤氧氣度在5%以下時地上部生育即表

現嚴重障礙。由於空氣與水分 存於土壤孔隙間，園地積水後空氣量低，根部及微生物呼吸

作用祕 大量的二氧化 ， 無法補 適當的氧氣，使植株生長 化 (11,14)。且在 氣狀態下

引起土壤化學成分及微生物相的變化 (12,14)，使土壤成為高度還原狀態，而導致大量之鐵、

錳、鋁等離子活性化，並發生硫化氫、乙 、甲烷等有害物質及氣體而傷害根部 (8,12,14,15)。當

土壤氧化還原電位差在170～180mv時葡萄根部受到傷害，地上部則 生長 (10)。葡萄園浸水

後根部在 氣狀態 引起乙 之前禬物質ACC通 各 後發生乙 ，引起葉片黃化、落葉

或脫粒 (15,27)。葡萄品種間對 濕性有 大的差 ，其 濕性之機制為根部下氧氣不足時之

受 度，或對 硫酸鐵、硫化氫等有害還原物質之抵抗力 (10)。有 果樹種類之葉片 合產物

生成 種氧化 素， 行至根部可增加 濕性 (26)。 有一 品種對有害還原物質之抵抗力

強，土壤不良狀態下形成之還原鐵，沉著在根部表 外層無法滲入 層內部，而增強其 濕

性 (10,11,26)。由於品種對 濕性的生理反應不同，在排水不良地區栽培葡萄應選擇 濕性之砧

木，以減少濕害的發生。 
在排水不良或水田轉作地下水位高之葡萄園，在距地面1公 左右鞹設暗管，可使雨後

園內積水由地下暗管排出，並可 雨季地下水位上昇，使植株維持正常的生育及減少生理

障礙的發生 (10,14,25)。為 討地下排水對葡萄生育的影響，本 於 國72年在彰化二林鎮選擇

一處金香葡萄園鞹設暗管，以栽植行距每 2行（6公 ）鞹設一條暗管，每 20公 設置

直補暗管，其深度60～80公分之間呈 向 於暗管內之水流通， 地下水 集一處 。

對改善雨季葡萄園的排水效果甚為顯著（圖7），並可減少成熟期果實腐爛率及落果率。但由

於設施 料及 用高 ，成本 收困難，果農採行的 低，致使無法大面積 廣應用。 

 

圖 7 葡萄園鞹設暗管有利排水 
Fig. 7.  Pipe draingage is helpful in vine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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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本 葡萄栽培主要分佈於中部地區，各類土壤均有栽培，葡萄生育狀況各有不同。本文

就本 葡萄栽培區土壤 況及土壤種類與化學性對葡萄生育之影響作一 合陳 及 討，並

就改善葡萄生長環境提高果實品質之各種技術加以 討， 對葡萄生產及果園管理的合理

化經營有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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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YARD SOIL AND FERTILIZING MANAGEMENT IN GRAPE 

Jia-Hsing Lin, Lin-Ren Chang and Yi-Fong Tsai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Station 

ABSTRACT 

Central Taiwan is the mainarea that grow grape in Taiwan. The main soil compsition are 

slate alluvial soil, yellow earth, shale alluvial soil. Due to long term leaching effe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calcium, magnesium, zinc, copper and boron were so low to resulted in acidic to 

strongly acidic soil. The increase of iron, manganese and aluminum have toxic effect on the root. 

The other effects included low orgain matter content, poor aeration and draingage, deficiency of 

molybdenum and phosphorus. The vineyand converted from paddy-field have poor aer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 hard soil texture.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humic acid, 

krilium on the problem soil of vineyard. Those soil amendment could improve the soil textrue, 

aeration and drainage. The drainage pipe about 80cm underground in the vineyand could reduce 

the fruit dropping and pecentage of rotting during fruit maturity st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