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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為臺灣最主要農作物，一年可以

種植二期，合計栽培面積約三十六萬公

頃。近來由於國民消費型態顯著的改變，

稻米消費量劇減，發生生產過剩現象，政

府推行稻田轉作政策，獎勵休耕補助轉作

綠肥作物，以培養地力為其中重要措施。

綠肥作物之植體為高效性之有機質肥

料，於開花盛期或生長茂盛時期，將新鮮

植體翻犁埋入土壤中，藉著土壤微生物分

解其中易分解之殘體，礦質化並釋放出養

分。由於其含大量不易分解之纖維素、木

質素，可增加土壤有機物，為長期保育土

壤肥力及維持農業永續生產力之耕作方

式，但於種植後作物時，所施肥料用量，

應將綠肥殘體所釋放養分扣除，以免施肥

過多，而造成後作物營養過剩，並易造成

病蟲危害（5）。

另外，每生產稻穀1公斤，會同時伴隨

大約1公斤的稻草產生，稻草可做為飼料、

燃料、褥草以及覆蓋、防風牆、繩索或蓆

之材料，惟因目前收集工資昂貴，取代物

品價廉普遍，稻草之用途大減。為任意棄

置田間，常妨礙下期作栽培田間整地。因

此每逢水稻收穫時，農民大都會藉著水稻

聯合收穫機，順便將稻草於田間就地切

斷，以便日後曬乾，放火焚燒，以為下次

耕作時，便於曳引機或耕耘機之操作此種

現象於第一期稻收穫時最容易看到。燃燒

稻草，易造成空氣污染，減低能見度，

「空氣污染防制法」亦有明文規定嚴罰，故

應予禁止。但若不將稻草就地焚燒，直接

犁入田間，醱酵期間短，易使二期稻生育

初期，遭受相當程度的不良影響，水稻植

株黃化甚至死亡，因此，有待詳細探討改

進之必要（6）。

現行耕作制度有水稻二期稻及前期種

植綠肥作物，無論是水稻殘體（稻草、稻

殼）或綠肥掩施均需經過完全醱酵始能插

秧，避免造成植株危害。

綠肥或前作物殘株直接掩埋後，其所

含豐富之有機物於田間開始腐爛醱酵，發

生微生物的氮素固定作用（俗稱搶氮作

用），造成水稻缺氮黃化的現象，而微生物

活動所產生的高溫及厭氣醱酵所產生的甲

烷、硫化氫等氣體對水稻生育均有不良的

綠肥或前作物殘體掩埋後醱酵不完全對水稻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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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會導致水稻嚴重減產（6）。

當土壤浸水後溶解的氧被好氧微生物

快速消耗，一些嫌氧性微生物以無氧呼吸

方式（anaerobic respiration）維持在土壤中

的生理代謝作用。牠們用氧化土壤成分當

作電子接受者（electron acceptor）來接受電

子，其程序如下：

(一)硝酸鹽（nitrate）被還原成氣態氮。

(二)錳和鐵氧化物被當作電子接受者，還原

產生Mn2+，Fe2+。

(三)有機物醱酵為短鏈性有機酸，如醋酸、

丙酸、丁酸等。

(四)在鐵化合物被還原後，有機物和硫酸被

用來當作電子接受者。

結果硝酸鹽自土壤中消失，同時累積

一些植物毒素（phytotoxin）物質如硫化氫

（H
2
S）及高濃度可溶性的Mn2+，Fe2+離子；

土壤有機物亦能釋出多種具有毒性的化合

物，特別是羧酸（carboxylic acid）及一些氣

態生長調節素如乙烯等，其釋出可能傷害

植物的生長（3,7,8,10）。茲分別將其病徵敘述如

下：

1.鐵過剩：最初棕色斑點出現於下方葉片的

尖端，漸擴及葉片的基部，並在葉脈間

結合。上葉仍是綠色，但嚴重時整株葉

片呈暗棕色（5,8,12,13,15）。

2.錳過剩：棕色斑點發生於下方葉片的葉脈

及葉鞘上。分 少，生長受阻（5）。

3.有機酸危害：這些具有毒性的化合物，很

快累積在植物細胞內，破壞細胞構造，

而造成細胞的死亡，特別是乙醇具有高

度油脂溶解力，能夠破壞細胞膜及胞器

的膜層構造，阻害根群的養分吸收或造

成根的腐爛。通常是在苗期或分 初

期，大約在定植後20天左右顯現徵狀。

植株生長緩慢，葉部初期為暗綠色但快

圖一：水稻植株之缺鋅徵狀。（黃瑞彰） 圖二：水稻植株之缺鋅徵狀。（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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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黃化，根變得短而粗厚，根毛較正常

植株少。在含大量有機質土壤中植株死

亡嚴重，中量有機質土壤，則阻礙植株

生長，導致稻穀產量降低（15）。

4.硫化氫毒害：首先發生在根部，顏色從白

色或輕微棕色至黑色，黑色是根表面覆

蓋鐵所致，在毒害早期可被擦掉，後期

整個根變為黑色和開始惡化。地上部首

先沿老葉的邊緣出現不規則灰色斑，緊

接著發生在較年輕的葉片，葉片捲縮並

由頂端而下逐漸變成棕色，植株在H
2
S毒

害提高期葉片萎縮，如受乾旱逆境，產

生不孕花序和不稔實或兩者一起出現
（5,15）。

5.當鐵過剩時會降低水稻植株對鋅之吸收，

導致缺鋅。水稻缺鋅時幼苗倒伏葉片褪

色，下方葉片常有微細銹點，延緩水稻

植株成熟。不同浸水狀態影響程度亦不

同，通常最嚴重之徵狀發生在較長時間

之浸水狀態（11,15）（圖一至圖六）。

（一）高Fe2+濃度導致葉綠體減少，葉綠體

基粒（色素粒）大小和數目均降低，

水稻鐵毒害是複合的養分逆境，經常

伴隨鈣和鎂缺乏，導致光合作用及細

胞數目降低（12）。

（二）過量的錳增加IAA氧化酵素（IAA oxi-

dase）而破壞生長素（auxin），結果造

成氨基酸的不平衡，且導致細胞數目

及體積的減少，及減少根、葉之乾

重。另有報告指出在錳含量過多的組

織中由於auxin活性低，因此IAA促進

質子流出 （proton efflux pump）作用

受到抑制，結果抑制細胞壁伸長，細

胞壁形成帶負電荷；除外Ca的運轉亦

圖三：水稻植株缺鋅延遲成熟。（黃瑞彰） 圖四：水稻不同的浸水狀態和缺鋅的關係。

（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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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3,9）。

（三）硫化氫可破壞稻根的氧化能力和抑制

呼吸作用，故阻礙各種元素的吸收，

如磷、鉀、矽、銨、錳等，但鎂和鈣

不太受抑制，致水稻發生缺乏鉀、矽

及錳，而鉀、矽及錳的含量與稻田胡

麻葉枯病的罹病程度有極顯著的負相

關，因此稻田易發生胡麻葉枯病
（2,15）。

離子毒害發生時，植物在單獨鹽分溶

液中所受的傷害較在混合離子溶液中為

大。事實上，某一特別離子毒害作用常因

其他離子的存在而消失或減少，這主要是

因為離子之間發生拮抗作用。過量的錳會

誘致缺鐵的現象，鐵則會減低作物對錳的

吸收，故鐵和錳之比例對錳之吸收具有拮

抗作用。許多證據顯示矽可以減輕植物對

錳的毒害。國外學者研究指出水稻供給矽

後則可增加對錳之氧化力，減少植物對錳

和鐵之過量吸收。

離子之間除了有拮抗作用減少傷害

外，有時亦因其他離子的存在減少毒害離

子吸收，運轉亦相對地減少傷害。例如植

物在缺氮時，鐵之輸導速率降低，但缺乏

鎂、錳、鉀和鈣時，鐵之輸導速率較高，

故作物在缺鎂、錳、鉀和鈣時易遭受鐵的

毒害。另有學者建議施氮、磷、鉀、鈣和

鎂肥料促進鐵排出根外或由根排出，導致

根組織有較低的鐵 (3,15)。

綠肥作物之植體為高效性之有機質肥

料，一般以直接翻犛掩埋入土中，惟掩施

時應注意下列各點(2,11,15)：

（一）掩埋生草量應視土壤性質來決定，砂

壤土有機物分解較為迅速，用量可

圖五：水稻葉片之缺鋅徵狀。（黃瑞彰） 圖六：水稻幼苗之缺鋅徵狀。（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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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才可種植栽培其他作物。

（八）綠肥植體掩施後殘體分解醱酵，產生

發酵熱對後作綠肥植體掩施作物根部

生長不利，一般在第一期水稻插秧前

15-20天掩埋，使綠肥殘體能充分醱酵

分解，以利後作作物之吸收利用。

（九）種植綠肥作物之田區，其後作物應視

生長情形酌量減少氮肥用量，尤其後

作為水稻時，基肥中的氮肥應視綠肥

生草量多寡酌量減施，以免氮肥過量

而引起倒伏，抗病性減弱現象。

（十）在酸性排水不良，有機質多的淺層稻

田如有紅銹泉存在（圖七）即表示田

面存有大量的鐵素，此種情況下易使

水稻吸收過量的亞鐵離子而發生毒

害，易誘發錳的缺乏而往往導致胡麻

葉枯病的發生，其改善方法為增施鉀

肥及施用矽酸爐渣2-3公噸/公頃，並

行葉面噴施 33 ％鋅錳乃浦水懸粉劑

400倍液。如果沒有紅銹泉現象而土

壤含有高濃度的亞錳離子時，為避免

發生錳過剩毒害，除增施鉀肥外可施

用鈣質資材如矽酸爐渣、白雲石粉。

（一
十）為了提高土壤氧化電位可考慮客土加

入含有多量Fe3+如氧化鐵（Fe
2
O

3
）成

分者當氧化劑。

（
二
十）少用含有 SO

4
2 根基之肥料，如硫酸

銨、硫酸鉀、過磷酸鈣等。

（
三
十）最有效方法為實施間歇性輪灌之水分

多，粘土通氣較差則不宜過多，因其

分解遲緩，易起還原作用，產生有害

物質，多又易累積，對作物生長不

利。

（二）掩埋前作殘體時，調整碳氮比至30，

即可考慮施用氮素化學肥料，減少奪

氮情形發生之不良現象。

（三）前作物殘株如稻草、稻殼等因含纖維

素及木質素可作成堆肥再施用至田

區。

（四）綠肥作物掩施土中之最佳時期，為開

花盛期，此時期含氮量最多，且莖葉

柔嫩多汁，易分解。

（五）綠肥植體分解時加施石灰中和酸性，

促進分解之效果。

（六）綠肥植體耕犁掩埋深度愈深，對作物

根系發育愈有利。

（七）綠肥植體掩施後須經15~20天以上的

圖七：水稻田紅銹現象。（黃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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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落實生育中期排水以供應氧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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