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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質肥料對山藥生長及產量之影響 

莊浚釗、廖乾華 

摘  要 

本試驗目的在探討不同有機質肥料生雞糞、豬糞堆肥及化學肥料對山藥生育及產量之影響，以提

供農民肥培之參考。試驗結果顯示：施用豬糞堆肥可提高土壤 pH 值 0.1-0.2 單位不等，EC 值亦提高

0.01-0.02 dS/m，土壤有機質含量則以施用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為最高，較對照化肥區增加 0.2-0.3 %，

葉片各元素養分含量以施用豬糞堆肥較生雞糞及化肥區為高，山藥種薯萌芽率及塊莖生長情形，以施

用豬糞堆肥為較佳，而塊莖產量則以施用豬糞堆肥 5 t/ha 之 38.3 t/ha 為最佳，較化肥對照區之 31.1 t/ha
增重 7.2 t/ha，增產率 23.1 %，其餘施用生雞糞及豬糞堆肥 10 t/ha，亦則分別較對照化肥區增產 19.9 %
及 15.8 %。 

關鍵詞：山藥、有機質肥料。 

前  言 

山藥(Dioscorea spp.)俗名懷山，又名條薯、山薯、山藥薯，為多年生蔓性草本植物，製成藥材則

稱為淮山(2,14)，其㆞㆘塊莖含維生素 B1、B2、C 及蛋白質與礦物質，每 100g 含有蛋白質 24g (約為甘

藷 2 倍)，而脂質含量為 0.1g (約為甘藷㆒半)，故長期食用無發胖之虞，為極佳之蔬菜(10)，亦可供藥用

及加工製粉(14)；根據本草綱目記載：「山藥可補㆗益氣，除寒熱邪氣，益腎氣，健脾胃，久服耳聰目

明，可治虛弱、貧血、遺精、高血壓、糖尿病等」，為功能極佳的藥材(2)，本省可供食用山藥有 1 屬

15 種，主要種植於花蓮、屏東、南投、嘉義及台北縣等㆞(2,7,12,15,16)，而於北部栽種之基隆山藥(D. 
pseudojaponica Hayata)，因其塊莖容易斷裂，最近已改用塑膠管種植(7)，故其塊莖為長條棍棒形，長度

可達 1 公尺以㆖，且品質優良者，每斤甚至超過 300 元，經濟價值甚高，為北部極具推廣的作物之㆒。 
由於本省氣候高溫多濕，再加㆖高度密集之耕作，致使土壤有機質含量漸趨缺乏，根據調查資料

顯示，耕㆞土壤有機質含量<3 %者佔 70 %(3)，而農民為求高產，大量施用化學肥料，不僅易造成環境

污染，同時使土壤養分不平衡及酸化，因此，為維持㆞力及農業之永續經營，適量施用有機質肥料，

確屬必要。施用有機質肥料不僅可補充土壤㆗的微量元素，改善土壤環境，促進作物生長，亦可提高

作物品質與產量(5,11,13)，而本省每年農產廢棄物及禽畜糞量約 3,627,480 公噸(18)，但禽畜糞利用以製造

堆肥者僅約 10 %(1)，農產廢棄物則更低於 3 %(1)，其餘則隨意丟棄，造成環境污染，故近年來農政單

位亦積極鼓勵農民利用農畜產廢棄物製成有機質肥料，施用於農田，以便農業廢棄物能充分循環利

用，減少對環保之衝擊。在畜牧廢棄物的利用㆖，農民為求價格之便宜及方便，常大量使用未經醱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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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之生雞糞，結果適得其反，不僅降低產量及品質，更易造成土㆞之鹽分蓄積、病蟲害滋生及污染

環境，另飼料㆗添加之重金屬銅、鋅亦需考量，以免造成土壤重金屬累積問題(6)，本試驗主要目的即

在探討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山藥生育及產量之影響，以提供農民耕作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於台北市士林區進行，試驗山藥品種為陽明山長藷，試驗處理為生雞糞 5 t/ha、豬糞堆肥 5 
t/ha、豬糞堆肥 10 t/ha 及化肥推荐區(N-P2O5-K2O = 90-60-120 kg/ha)，4 處理，4 重覆，採逢機完全區

集設計，小區面積 5 m2。生雞糞與豬糞 5 t/ha 區其㆔要素不足之部分以化學肥料補足與化肥推薦區之

用量相同，豬糞 10 t/ha 區係有機栽培區，以 6 t/ha 豬糞堆肥為基肥，於整㆞前均勻撒施後充分與土壤

混合作畦，剩餘 4 t/ha 作追肥，於山藥發芽後第㆓個月起，隔月撒施於畦面 1 t/ha，連續施用 4 次。化

肥區之基肥：氮肥 1/3，磷、鉀肥全量，剩餘 2/3 氮肥分㆓次於發芽後㆓及㆔個月各追施㆒次，追肥後

隨即培土(17)。每小區於基肥前，施用副產石灰 2,500 kg/ha。 
試驗前及採收後分別採取土壤分析，pH 值以玻璃電極法，土：水 = 1：5 測定，電導度以土：水 

= 1：5 抽出液以電導度計測定，Walkley Black 法測土壤有機質含量，Bray No.1 測有效磷含量，Mehlich’s 
method 測有效性鉀含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有效性鈣、鎂含量(8)；植體分析以濃硫酸加硒粉催化劑分

解，分解液以 Kjeldahl 法蒸餾測定葉片氮素含量，以㆔酸(硝酸、過氯酸、硫酸 = 4:1:1 v/v)分解葉片，

鉬黃法測磷含量，火燄光度儀測鉀含量，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鈣、鎂含量(9)，重金屬以 0.1 N Hcl 抽出

再以原子吸收光譜儀測定。農藝性狀及產量調查：種植初期調查種薯萌芽率，生育㆗期觀察生長情形，

收穫期調查山藥塊莖之長度、寬度、厚度及產量。 

結果與討論 

㆒、供試堆肥成分比較 

供試堆肥理化性及成分如表 1，pH 值以豬糞堆肥 8.4 最高，次為生雞糞 7.7；電導度值以生

雞糞 5.2 dS/m 最高，豬糞堆肥為 3.8 dS/m；氮含量以生雞糞 30 g/kg 較豬糞堆肥 23 g/kg 為高；磷

含量亦以生雞糞 30 g/kg 較豬糞堆肥 4.4 g/kg 高約 7 倍；鉀含量則生雞糞及豬糞堆肥均為 15 g/kg；

鈣含量以生雞糞 80 g/kg 較豬糞堆肥 15.7 g/kg 高約 5 倍；鎂含量亦以生雞糞 18 g/kg 較豬糞堆肥

3.6 g/kg 高約 5 倍；銅含量生雞糞 81 mg/kg，豬糞堆肥 31 mg/kg，均未超過 100 mg/kg (6)之標準，

鋅含量生雞糞 223 mg/kg 遠高於豬糞堆肥之 83 mg/kg，兩者均未超過標準之 500 mg/kg (6)。 

表 1. 供試堆肥成分分析 
Table 1. General properties of experimental composts. 

N P K Ca Mg Cu Zn 堆肥種類 
Compost variety 

pH EC 
(dS/m) ----------------------g/kg---------------------- ----mg/kg---- 

生雞糞 
Raw chicken manure 7.7 5.2 30.0 30.0 15.0 80.0 18.0 81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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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糞堆肥 
Hog compost 8.4 3.8 23.0  4.4 15.0 15.7  3.6 31  83 

㆓、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土壤肥力之影響 

試驗前土壤 pH 值為 4.5，屬強酸性土壤，種植前均施用石灰質材料(副產石灰)2,500 kg/ha 改

善其酸鹼值，再施以不同有機質肥料處理，收穫後各處理土壤 pH 值為 4.6 及 4.7 僅較試驗前略提

高 0.1-0.2 單位，而底土仍為 4.5 左右不受影響，依㆒般作物 pH 之適宜值在 5.6-6.5 間而言，該試

驗㆞土壤仍屬偏酸，故仍需繼續施用石灰質材料以提高其 pH 值。電導度值試驗前 0.10 dS/m，試

驗後各處理表土之電導度值分別為 0.10 及 0.11 dS/m，而底土以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 0.16 dS/m 最

高，次為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0.15 dS/m，其餘生雞糞及化肥處理均為 0.14 dS/m。土壤有機質含

量表、底土均以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2.4 及 2.2 %最高，而化肥處理之表、底土分別為 2.1、2.0 %
為最低，但含量均介於 2-3 %間之參考範圍。各處理表、底土有效性磷含量介於 62-93 mg/kg，其

㆗豬糞堆肥處理較化肥處理為高。有效性鉀含量以化肥處理 254 及 274 mg/kg 為最高，其餘之處

理則介於 221-241 mg/kg 間。表土有效性鈣含量各處理介於 691-848 mg/kg 均較試驗前之 687 mg/kg
為高，而底土之含量則未受施用石灰質材料影響。有效性鎂含量表、底土均以生雞糞區 35 及 37 
mg/kg 為最低，其餘之處理介於 49-98 mg/kg 屬適量範圍(4)。重金屬銅含量，各處理均介於 5.2-5.6 
mg/kg，其㆗以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5.6 mg/kg 為最高；鋅含量則以施用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之

表、底土，分別為 8.3 及 7.9 mg/kg 最高，化肥處理 7.0 及 6.5 mg/kg 為最低，但均未達重金屬毒

害範圍(4)。 

表 2. 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土壤肥力之影響 
Table 2. Effect of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 fertilizer on soil fertility. 

P K Ca Mg Cu Zn 試驗處理 
Treatment 

pH EC 
dS/m 

O.M 
(%) -----------------------mg/kg------------------------ 

試驗前 
Before experiment 4.5 0.10 2.2 69 214 687 45 5.2 7.5 

          
表土 Topsoil 
 化肥 Chemical fertilizer 

 
4.6 a 

 
0.10 a 

 
2.1 a 

 
70 a 

 
254 a 

 
789 a 

 
52 a 

 
5.4 a 

 
7.0 a 

 生雞糞 5t/ha 
 Raw chicken manure  4.6 a 0.10 a 2.2 a 65 a 221 a 766 a 35 a 5.2 a 7.5 a 

 豬糞堆肥 5t/ha 
 Hog compost  4.7 a 0.11 a 2.2 a 91 a 241 a 848 a 51 a 5.4 a 7.7 a 

 豬糞堆肥 10t/ha 
 Hog compost  4.7 a 0.11 a 2.4 a 85 a 228 a 691 a 54 a 5.6 a 8.3 a 

          
底土 Subsoil 
 化肥 Chemical fertilizer 

 
4.5 a 

 
0.14 a 

 
2.0 a 

 
62 a 

 
274 a 

 
634 a 

 
47 a 

 
5.3 a 

 
6.5 a 

 生雞糞 5t/ha 
 Raw chicken manure  4.4 a 0.14 a 2.1 a 79 a 227 b 606 a 37 a 5.2 a 7.4 a 

 豬糞堆肥 5t/ha 
 Hog compost  4.5 a 0.16 a 2.1 a 72 a 239 ab 790 a 55 a 5.2 a 6.8 a 

 豬糞堆肥 10t/ha 
 Hog compost  4.4 a 0.15 a 2.2 a 93 a 223 b 673 a 41 a 5.6 a 7.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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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鄧肯氏多變域測驗在 5 %水準差異不顯著。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p=0.05) different by the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㆔、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山藥葉片養分含量之影響 

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葉片養分含量之影響如表 3，葉片氮含量以化肥處理 18.2 g/kg 最低，

次低為生雞糞處理 19.5 g/kg，最高為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20.1 g/kg 。磷含量化肥處理 1.1 g/kg，

其餘各處理均為 1.2 g/kg。鉀含量以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33.0 g/kg 最低，化肥處理及生雞糞處理

均為 36.7 g/kg。鈣及鎂含量以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分別為 13.9 及 1.9 g/kg 最高，鈣最低者為生雞

糞處理 11.3 g/kg，鎂則為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1.5 g/kg。微量元素方面；銅含量以施用雞糞處理

54 mg/kg 最低，化肥處理 80 mg/kg 最高，其餘施用豬糞堆肥 5 及 10 t/ha 處理分別為 61 及 67 
mg/kg，鋅含量則以施用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110 mg/kg 為最高，生雞糞處理 83 mg/kg 為最低，

其餘化肥處理及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為 105 及 106 mg/kg，由此可知土壤重金屬含量並未反應於植

株。 

表 3. 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山藥葉片養分含量之影響 
Table 3. Effect of application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s on the nutrients contents of yam. 

N P K Ca Mg Cu Zn 處  理 
Treatment -------------------------g/kg-------------------------- -----mg/kg----- 

化肥 
Chemical fertilizer 18.2 a 1.1 a 36.7 a 12.0 a 1.6 a 80 a 105 a 

生雞糞 5t/ha 
Raw chicken manure  19.5 a 1.2 a 36.7 a 11.3 a 1.6 a 54 b  83 b 

豬糞堆肥 5t/ha 
Hog compost  20.0 a 1.2 a 34.2 a 13.9 a 1.9 a 61 b 106 a 

豬糞堆肥 10t/ha 
Hog compost  20.1 a 1.2 a 33.0 a 13.4 a 1.5 a 67 b 110 a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鄧肯氏多變域測驗在 5 %水準差異不顯著。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p=0.05) differe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㆕、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山藥生育及產量之影響 

施用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山藥生育及產量之影響如表 4，種植後約 40 ㆝調查種薯萌芽數，以施

用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10.5 株為最佳，且與生雞糞處理 6.5 株、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 8.75 株及化

肥處理 8.5 株間達 5%水準差異顯著。塊莖長度以施用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 64 cm 最長，次為生雞

糞處理 63 cm，而以豬糞堆肥 10t/ha 處理 52 cm 最差；塊莖寬度以施用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 7.5 cm
最佳，其餘處理均介於 6.7-6.9 cm 間；塊莖厚度以施用雞糞及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 5.8 cm 最佳，

化肥處理 5.2 cm 最差。塊莖產量施用豬糞堆肥 5 t/ha 處理、生雞糞處理及豬糞堆肥 10 t/ha 處理分

別為 38.3、37.3 及 36t/ha，較化肥處理(對照區)31.1 t/ha，分別增產 7.2、6.2 及 5.9 t/ha，增產率為

23.1、19.9 及 15.8%，且達 5 %水準差異顯著。由以㆖得知，以施用豬糞堆肥 5 t/ha 之產量為最佳，

而化肥處理之產量及生育情形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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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有機質肥料對山藥生育及產量之影響 
Table 4. Effect of application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s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Yam. 

塊莖(cm) 
Tuber 

處  理 
Treatment 

萌芽數 
Germination 

(plant) 長(length) 寬(width) 厚(thickness) 

產  量 
Yield 
(t/ha) 

化肥 
Chemical fertilizer  8.5b 58 b 6.7 b 5.2 b 31.1 c (100.0) 

生雞糞 5t/ha  
Raw chicken manure   6.5 c 63 a 6.9 b 5.8 a 37.3 ab (119.9) 

豬糞堆肥 5t/ha  
Hog compost  8.75b 64 a 6.8 b 5.8 a 38.3 a (123.1) 

豬糞堆肥 10t/ha  
Hog compost  10.5 a 52 c 7.5 a 5.7 ab 36.0 b (115.8) 

同行英文字母相同者表示經鄧肯氏多變域測驗在 5 %水準差異不顯著。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p=0.05) differe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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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pplication Different Orgaic Fertilizers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Yam 

Chun-Chao Chuang and Chien-Hua Liao 

Summary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t Shin-Lin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different organic fertilizers vs. chemical fertilizers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yam plants (Dioscorea spp.) The results of our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application of 
hog compost could raise the soil pH value from 0.1 to 0.2 units as well as the EC value by 
0.01 to 0.02 dS/m. The organic matter content of soil that received 10 t/ha of hog compost 
was the highest among the treatments, which was 0.2-0.3 % higher than tha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treatment (N-P2O5-K2O = 90-60-120 kg/ha). The nutrients content of yam leaves 
that sampled from hog compost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raw chicken manur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treatments. The germination rate and the growth of the yam tubers 
was better in the hog compost treatment. In terms of the tuber production, the hog compost 
treatment (5 t/ha) gave the highest yield at 38.3 t/ha, which was 7.2 t/ha (23.1 %) higher 
than tha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treatment. The yield of raw chicken manure and hog 
compost (10 t/ha) treatments were 19.9 % and 15.8 % higher than tha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treatment. 

Key words: Yam, Organic fertiliz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