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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暨中華土壤肥料學會與中華肥料協會聯合年會 

 
時 間 ：10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12 月 11 日(星期五) 
地 點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環境科學大樓 10 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中華肥料協會 
協辦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補助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議  程： 
第一天：10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 主題 演講題目 演講人 主持人 

08:00- 08:30 報到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賴鴻裕 秘書長 

08:30- 08:40 開幕式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鄒裕民 理事長 
中華肥料協會         吳正宗 理事長 

08:40- 09:30 一代土壤肥料宗師―莊作權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陳仁炫 名譽教授 

陳尊賢 
監事 

09:30- 10:00 茶敘 

10:00- 11:00 單 元 ( 一 ) 
土壤的美麗與

哀愁 

土壤的美麗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曾國珍 博士 王尚禮 

理事 
11:00- 12:00 土壤的哀愁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賴鴻裕 教授 

12:00- 13:30 午餐 

12:00- 12:30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一○九年會員大會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鄒裕民 理事長 

12:30- 13:30 壁報論文發表 

13:30- 14:00 

單 元 ( 二 ) 
生活中的檢測 

肥料主成分 
和有害成分分析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謝宥楷 研究助理 

許正一 
常務理事 14:00-14:30 土壤肥力與重金屬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林毓雯 副研究員 

14:30- 15:00 農產品重金屬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劉雨庭 副教授 

15:00- 15:30 茶敘 

15:30- 16:00 
農產品中的 
新興污染物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莊雅惠 助理教授 

李達源 
常務理事 

 
16:00- 16:30 有害微生物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沈佛亭 副教授 

16:30- 17:00 分析數據品質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吳正宗 博士 

17:00- 17:30 優秀壁報論文頒獎典禮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鄒裕民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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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第二天：10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 主題 演講題目 演講人 主持人 

08:00- 08:30 報到 中華肥料協會 秘書處 

08:30- 09:00 

單 元 ( 三 ) 
業界有機質肥

料製作與選用

經驗分享 

堆肥製作經驗分享

(一) 
地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林俊良 總經理 曾國珍 

博士 
09:00- 09:30 

堆肥製作經驗分享

(二) 
長虹堆肥場 
謝朝棟 負責人 

09:30- 10:00 茶敘 

10:00- 10:30 
農場有機質肥料施

用和土壤養護經驗

分享(一) 

生命力生態農園 
王靖堯 負責人 

莊愷瑋 
理事 

10:30- 11:00 
農場有機質肥料施

用和土壤養護經驗

分享(二) 

興目童有機紅芭樂蔬果園 
邱興瞳 負責人 

11:00- 11:30 
從稽核員角度看有

機質肥料選擇經驗

分享(一)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 
邱建忠 稽核員 

11:30- 12:00 
從稽核員角度看有

機質肥料選擇經驗

分享(二) 

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楊順弘 稽核員 

12:00- 13:30 午餐 

12:00- 12:30 
中華肥料協會 

一○九年會員大會 中華肥料協會 吳正宗 理事長 

12:30- 13:30 壁報論文發表 

13:30- 14:20 

單 元 ( 四 ) 
肥料製造與肥

料產品開發 

台肥公司肥料事業

的發展與展望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俊文 處長 陳仁炫 

常務理事 
14:20- 15:10 循環經濟農業應用 福壽實業有限公司 

洪堯昆 董事長 

15:10- 15:30 茶敘 

15:30- 16:20 
堆液肥製作條件與

品質監測 
中華肥料協會 
吳正宗 理事長 沈佛亭 

理事 
16:20- 17:00 綜合座談 

17:00- 17:30 閉幕式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 鄒裕民 理事長 
中華肥料協會         吳正宗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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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土壤肥料宗師莊作權名譽教授 (1931- 2020) 

                                                     陳仁炫 敬撰 

莊作權，台灣著名學理與實經驗兼備的土壤學家，誨人不倦的教

育家，其治學嚴謹，知識淵博，對台灣土壤肥料界人才的培育及提攜

不留遺力，且積極推動海峽兩岸土壤肥料之學術交流，貢獻卓著，誠

爲台灣土壤肥料界的「領航者」 
1956 年莊先生受郭魁士教授之邀返系擔任助教，並參加西海岸鹽

土調查工作。1968 年應聘台灣糖業試驗所，從事甘蔗產區土壤肥力及

農業化學研究達 20 年。由於工作傑出，1962 年獲得美國東西文化中心

獎學金，赴美國夏威夷大學研究黏土礦物，由於其碩士論文〈夏威夷

土壤中雲母礦物的生成〉有創新發現，被農學院副院長 Sherman 教授

評為最傑出論文，並鼓勵他繼續進修博士學位。唯因台糖主管殷切希

望他返回以奉獻所學，所以他懇辭恩師束裝返台。 1965 年接任台糖土

壤肥料系主任，他帶領全系同仁強化糖試所土壤肥料的研究工作，並

展開台糖自營農場的土壤詳測，建立台糖的土壤實用分類，並建立各

糖廠的植體營養診斷及施肥推薦制度，使肥料之施用科學化、節省成

本，獲評績效優良。1968 年，再次赴美夏威夷大學鑽研微量元素鋅對

甘蔗營養的相關研究，且於 1971 年獲土壤農藝哲學博士。當年 11 月

返回糖試所服務，主持微量元素及營養診斷小組。1975 年完成甘蔗營

養診斷及施肥推薦，獲臺糖優異服務獎。 
 1976 年獲母校中興大學之聘，擔任土壤學系系主任及土壤研究

所所長。當時土壤學系師資中只有兩位獲得博士學位，研究計畫只有

二、三個，由於莊主任的辦系理念及衝勁，極力爭取研究經費及增聘

優秀師資，並積極培植後進，提昇教師水準及教學品質，使土壤學系

如脫胎換骨般的成爲中興大學研究經費及師資設備水平最高的系所，

其對土壤學系之貢獻是有目共睹及永受推崇的。 
      1982 年莊主任借調出任「亞太糧食肥料中心」主任，主持亞太

地區國際農業訊息收集及推廣工作。在其任內（1982-1986）積極擴展

中心的功能，提升中心的國際農業地位，並使該中心在國際合作方面

有著輝煌的績效。他建立了亞太糧肥中心的優良制度，其任勞任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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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改革的精神，使得中心更加活化，其卓越之建樹，永銘人心。 
     台灣地處亞熱帶，夏季高溫多雨的氣候特性造成土壤的氮潛在肥

力相對較低，尤其是水田。莊主任結合其在黏土礦物、土壤化學和植

物營養的專長，致力土壤銨吸附及固定的研究。莊主任針對台灣 12 種

代表性土壤銨的吸附與固定，進行 20 多年持續性及系統性的研究，發

表研究報告 20 餘篇，並於 1989 年出版《台灣土壤中銨之吸附與固定》，

獲得「中華民族土壤界的典範」稱譽。 
莊教授一生致力「土壤化學」、「高等植物營養學」、「同位素應用

技術」及「粘土礦物學」等領域之教學與研究，其深入簡出，循循善

誘的啓發式教學方式，深受學生們的歡迎和敬佩。莊教授以其治學精

誠嚴謹，實事求是的精神爲典範，精心培育及指導碩、博士生，受其

薫陶及提拔的門生甚眾，可謂桃李滿天下，如今個個在學術研究或事

業上均有傑出的表現，甚而頭角崢嶸，獨佔螯頭，成為台灣土壤界的

骨幹及中堅份子。莊教授對台灣土壤肥料人才的培育的用心，令人欽

佩，其春風化雨精神更受同儕及同學們的尊崇。莊教授曾獲得台中市

特優教授之尊榮，更獲得國立中興大學第一位名譽教授之殊榮。 
莊名譽教授在促成及推動海峽兩岸土壤肥料之學術交流的貢獻，

爲兩岸所肯定及推崇，可謂為兩岸土壤肥料交流之重要「推手」。他促

成了 1995 年召開的第一屆「海峽兩岸土壤學術交流研討會」（杭州），

並約定該交流研討會每隔兩年由大陸及台灣輪流主辦。至今海峽兩岸

土壤學術交流研討會已舉辦十四屆，莊教授均熱心參加，鼎力相助。

莊教授個人或組團參加中國大陸主辦的研討會甚多，增進台灣土壤工

作者對大陸土壤資源及研究發展的瞭解，並由參訪及座談中提供大陸

土壤工作者有關台灣土壤資源及研究成果的資訊，使兩岸相互學習並

汲取新知。潤莊教授於 2004 年獲得由中國土壤學會頒發的「促進兩岸

土壤學術交流傑出貢獻獎」。 
  莊作權名譽教授在土壤學肥料界深耕四十多年，其成果與貢獻深受

肯定，曾擔任三任的土壤肥料學會理事長。莊教授發表中英文學術研

究報告超過 170 篇，並被教育部聘爲學術審議委員，審議台灣學術發

展方針，且長年被菸葉試驗所、香蕉研究所、台灣農業試驗所，糖業

研究所、林業試驗所等聘為研究評議員，審議各單位之研究計劃並提

供建言。由於莊教援在學術上的卓越表現，先後獲得中國農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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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農學會及中華土壤肥料學會學術獎及中華土壤肥料學會最崇高之

學會獎。莊教授於 1998 及 1999 年獲選入錄世界名人錄。莊教授於 2016
年捐款 200 萬元台幣，作為培植土壤環境科學系大學生與研究生的獎

學金，且每年均親臨系友大會會場頒發獎學金，其對在學學生之鼓勵

及提攜作用令人感佩。莊教授的寬廣胸襟及承先啓後的學者風範，實

為中華民族土壤肥料界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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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美麗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曾國珍 
 
人類文明的發展很依賴地球 有限的土壤和水資源。 
歷史證據顯示：古老世界的早期文明，多發源並茁壯在有 豐富水土資源的沖積區

域。 
 中華文化 6000~7000 年前發源於黃河流域。 
 4000 年歷史的古埃及文明和尼羅河的肥沃沉積物關係密切。 
 
 
 土壤的定義 

1. 土壤是自然體。 
2. 地殼表面一層自然物質，含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可供作物生長利用。 
3. 孕育土壤需要數百至數百萬年，但破壞卻非常容易。土壤受面積的限制很難

增加，土壤資源一旦遭受破壞，就無法更新補充。 
 

 土壤是介於大氣和地殼，延續生命的重要物質 
地球的生物延續生命需要：陽光、氧氣、水、二氧化碳、養分、土壤。 

 
 土壤和水是重要的農業資源。 
 土壤可以幫助人類在多變的生態系，生活的適切而有意義；人類必須學習如何

從土壤獲得所需而不破壞此一珍貴的資源！ 
 人沒有電腦還可以活，沒有食物可就活不下去了。 
 因此，"農業是延續人類生命的產業 "，土壤 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 

 
 台灣是寶島，生產各式各樣的高品質農產品，使島上的人民獲得溫飽，也使生

活多采多姿，生命更具意義。因為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而土壤

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些農產品都種植在 台灣的土壤。 

 
土壤與環境 
 環境再區分作物的根系環境和人類的生活環境 
 作物的根系環境包括 
★ 乾淨的土壤：土壤提供作物生長需要的各種養分，但是各元素（包括重金

屬）都未達污染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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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生產力的土壤：在當地的氣候條件，土壤剖面不存在根系發展的限制因

子，生產安全、高品質、高產量的農產品，幫農民獲得高利潤，消費者吃

得營養，安心。 
 人類的生活環境包括 
★ 潔淨的水：灌溉或飲用水，含有各類礦物質，但是各元素（包括重金屬）都

未達污染管制標準。 
★ 不虞匱乏的水資源：在當地的氣候條件，有完善的水資源管理政策。 

 
土壤的美麗在於可以發揮以下的功用： 
 人類依靠土壤生產糧食和纖維。 
 土壤是最可靠的能源供應者。 

CO2 + H2O → C6H12O6 + O2 
 土壤的蓄水能力，可以調節水源和氣候。 
 土壤的生物具有處理自然廢棄物的功能。 
 土壤是栽培植物的介質。 

 
土壤的美麗更在於建立健康的作物根系土壤環境後，也許可以解決作物生長不良

(包括病害)的問題。 
植物生長不良的可能原因？ 
1. 植物遭受病害。 

地上部，地下部（根系）。  
細菌性、真菌性、線蟲、病毒。 
萎凋病、青枯病、立枯病、根腐病、疫病、毒素病…。（植物保護手冊）。 

2. 植物遭受蟲害。 
芽蟲、天牛、果實蠅、蛾…。 

3. 養分缺乏（生理性病害）。 
缺鈣（底腐病）、缺硼、缺鐵、缺鋅、養分不平衡…。 

4. 土壤問題（根系環境障礙）。 
排水不良、壓實、強酸性土壤、鹽化土壤、養分不平衡、土壤汙染。 

 
防治作物病害的幾種方式！ 
1. 施用化學農藥。 

各式化學方法合成的農藥。 
2. 生物防治 
3. 抗病育種 

e.g. 香蕉黃葉病防治。 
4. 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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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苦瓜接絲瓜。絲瓜接絲瓜。洋香瓜接南瓜。蕃茄接茄子。西瓜接扁蒲。 
5. 健康種苗 

e.g.防治百香果毒素病。 
6. 清園 (田間衛生) 
7. 診斷土壤問題，改良土壤。 

 
因此，生產高品質農產品必備土壤條件 
1. 健康的作物根系土壤環境！ 
2. 足夠而均衡的養分供給！(肥培管理) 
3. 足夠而適時的水分供給！(水分管理) 

 
有 2 個觀念和大家共勉： 
1. 育種專業在精進技術後，育成的任何作物的品種，當然比以前的品種優異，

包括產量、品質、抗病、耐病等等。 
但是這些新品種的根系健康和伸展深度，必須建立在健康的土壤根系環境，

然後 "品種的潛力" 也才能充分展現。 
2. 在作物的根系環境健康後，施用所謂的 "生物製劑" 的效果也更能充分發揮。 

 
土壤和氣候 
 氣候變遷是人類當前的重要課題。 
 土地利用和氣候息息相關。 
 Carbon sequestration(碳固存) 
 Carbon sinks(碳庫) 
 有機質 ＋ O2 → CO2 ＋ H2O ＋ Humus 
 CO2 ＋ 8 H+ ＋ 8 e- →  CH4 ＋ 2 H2O 
 2 NO3

- ＋ 12 H+ ＋ 10 e- → N2 ↑ ＋ 6 H2O 
 NO3

- → NO2
- → NO (gas) → N2O (gas) → N2 (gas) 

 
土壤剖面的觀念 

土壤剖面(soil profile)是指自地面而下，顯示母質和各化育層的垂直斷面。可

貯存水和養分供作物利用，在農業用途至少須考慮 150 公分的深度，不存在根

系發展的限制因子，以建立健康的植物根系。 
必須認識的基本土壤概念 
1. 土讓因地而異。 

土壤特性不同，未必僅限於表土耕犁層，更大的變異可達 90～120 公分。 
而農產品的品質和產量，90～120 公分深度的土壤特性扮演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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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工作者談農業經營 
首先強調農業產業的重要性，農業有它的特殊性，它是無可取代的。 

因為農業是延續人類生命的產業！土壤和水是農業生產的資源，而土壤

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因此沒有土壤，就沒有農業！ 
從事農業工作，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如充分掌握兩項資訊，可增加成功機會。 
1. 當地的氣候背景（降雨、氣溫、日照）。 
2. 當地的土壤特性。 

 
全方位的農產品經營！ 

全方位的農產品經營意指從建立健康的作物根系土壤環境(包括診斷 pH、
排水、疏鬆、鹽分、養分、污染等土壤性質)開始，接續土壤管理(包括土壤改

良、水分管理(灌溉排水) 、肥培管理)，選擇品種(包括高產、耐病、抗病、耐

熱、消費者接受的品種)，發揮栽培技術(包括剪枝、嫁接、疏果、產期調節等

技術) ，做好病蟲害管理(根據植物保護手冊的正確診斷、正確用藥)，收獲採

收加工(藉以提高附加價值和調節產量過剩)，直至行銷，均需按部就班，根據

專業技術經營才能事半功倍的生產安全、高品質、高產量、高利潤的農產品。 
 

台灣耕地土壤的生成 
    母質、氣候、地形、生物、時間是影響土壤生成的重要因子，而人類的活動

也會快速改變土壤演育，可視為 第 6 個成土因子。 
這些包括空氣污染物加入土壤、機械擾動土壤(例如土地重劃)、耕種、施肥等。 

台灣西部地區的土壤母質以砂頁岩、粘板岩和泥岩為主。這些岩石結構脆弱，

在山區迅速崩解，易於沖刷，形成陡峭的地形。泥砂卵石在豪雨中奔騰而下，沖

積的土層中出現卵石層，同一剖面中上下各層質地變異甚大，各種質地所組合的

剖面幾乎都會出現，這是台灣沖積地形的特色。 
沖積土(alluvial soils)是母質藉水移動沉積後，化育生成的土壤。 
反覆的氾濫沖積過程會生成有層理的土壤剖面，沖積土會是很好的農業土壤，只

要： 
1. 不再氾濫成災。(堅固的水利建設) 
2. 改良土壤內部排水問題。 
因此下列幾項土壤剖面的基本性質在台灣顯得特別重要。 
1. 土壤質地(soil texture) 

土壤含基本礦物粒子(粘粒、坋粒、砂粒)的分佈百分率。包括粘土、坋粘土、

坋質粘壤土、粘壤土、砂粘土、砂質粘壤土、壤土、坋壤土、砂壤土、壤砂土、

砂土、坋土等 12 種，台灣土壤包含上述各類土壤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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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質地的迷思 
 迷思之一 
農業要覽記載 90％適合作物種植的土壤為”排水良好，富含有機質之砂質

壤土為宜” 
 迷思之二 
一般認為砂土排水好，粘土排水不好。 

 迷思之三 
砂土才能生產高品質的西瓜，落花生。 

2. 質地剖面(texture profile) 
土壤剖面內，各層的土壤質地。台灣耕地土壤的主要特性之一，就是質地

剖面不均勻。例如上層土壤質地為坋壤土，下層土壤質地為壤砂土，這項

性質會影響水在剖面向下移動和根系向下伸展。 
3. 穿刺阻力(penetration resistance) 

使用穿刺計測定所得的表示土壤壓實問題的參數。單位為 kg/cm２。 
診斷土壤壓實（Soil compaction）問題的參數包括： 
土壤總體密度（鋼環法）。 
土壤穿刺阻力（穿刺計，Penetrometer）。 

總體密度是指單位體積烘乾土的重量，測值愈大，表示土壤愈緊密，存在

壓實問題，會限制根系的伸展。 
這可以下列簡單的標尺表示，單位為 g/cm3。 

 
台灣有很多土壤的表土總體密度超過 1.30 g/cm3，犁底層的總體密度多在

1.60 g/cm3以上。紅土水田的犁底層總體密度更大至 1.90 g/cm3，對根系的

伸展已構成極嚴重的限制。 
 鋼環法測定土壤總體密度 

1. 將已知體積的鋼環打入土壤。 
2. 以圓鍬掘起，兩端削平。 
3. 將土壤樣品烘乾，即可計算土壤總體密度 
 如何測定深層土壤的總體密度？ 

 (例如 40~120 公分) 
4. 土壤 pH(soil pH) 

土壤的酸鹼值，範圍約在 3.5- 8.2。當 pH 小於 5.5 時，為強酸性土壤，對

作物生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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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土壤管理策略是： 
在有限的、健康的土壤資源，採取最佳管理策略耕作，生產安全、高品質、高產量

的農產品。因爲如此，就會還有土地可使用在自然資源保育。 
 土壤生產力是在適宜土壤管理下，獲致作物最佳產量的能力。傳統上，以土壤

肥力的高低判別土壤生產力，由於時代的變遷，此項觀念必須修正。 
 舉例說明： 

在 1940 年代，夏威夷的甘蔗產量是種在土壤較肥沃的膨轉土（Vertisol）
和黑沃土（Mollisol）高於種在氧化土（Oxisol），因為氧化土的肥力較低。但

是經歷至 1970 年代，農民積極投入管理資本，包括機械化操作和足量施肥等，

雖然三類土壤的甘蔗產量均增加，但氧化土的甘蔗反而獲得比膨轉土和黑沃

土更高的產量，這是因為氧化土有先天極佳的土壤物理性，有助根系伸展，充

分發揮土壤生產力 。 
 生產力高的土壤，一定是肥沃的土壤；但是肥沃的土壤，不一定是生產力高的

土壤。 
 
土壤管理的目標 
建立健康的作物根系環境，生產安全、高品質、高產量、高利潤的農產品。 
1. 安全：農產品不含對人體或環境有害的成分（例如鎘米、農藥殘留超標...等）。 
2. 高品質：農產品的外觀、果形、大小、甜度、口感…，均達該品種的潛力，

而且每作的變異很小。 
3. 土壤管理策略：針對土壤剖面特性，配合當地氣候，就特定作物提出土壤

改良、水分管理(灌溉、排水)、肥培管理的建議。 
 
作物根系 
 健康的作物源自健康的根系。 
 健康的根系是指作物的根可以在土壤伸展的很深(deeply)、很廣(widely) 、

及很粗(thickly)。 
 為達到健康根系的目標，土壤的空氣、水分及養分都需要是最適宜的條件，

尤其氧氣的供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根的向性 
 植物和動物一樣，也會辨認方向。 
 植物的根，對於光線、重力、化學物質和溼度等，都會有敏感的反應喔！ 
 因此，根具有 

 1. 「背光性」， 
 2. 「向地性」， 
 3. 「向化性」， 
 4. 「向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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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功能 
1. 固定植物。 
2. 吸收水和養分。 
3. 貯存養分。 

 
 
台灣地區的降雨特性 

1. 年雨量大變異大。 
2. 雨量集中在 5~9 月。 
3. 5~9 月的月雨量變異大。 

台灣的降雨季節主要為三至四月的春雨期，五至六月的梅雨期及七至八月

的颱風雨。一般提及的年雨量平地約 2000mm，山地約 4000mm 是歷年平均值，

並無考慮到變異大的特性。所謂變異大，就是有些年份年雨量會比平均值低很多

或高很多；高很多時，就可能造成濕害，低很多時，就會出現旱害。降雨期的月

累積雨量分佈也有相同的特性。根據歷年的資料顯示，台灣各地月累積雨量達

250mm 的機會，只有在五月時才有超過 60％的機會，在三至四月份，機會少一

半以上。這是幾乎不會改變的降雨特性，它應該是水資源調配利用最需考慮的關

鍵。  
 根據台灣水資源利用概況和地球圈的水文循環，欲增加水資源調配利用的

水量，不外開源和節流。節流主要為推動節約用水和水的再循環利用，這需要教

育和相關立法的配合；另外估算國家安全存糧，規劃水稻種植面積，假如可以減

少水稻種植面積，將可增加水資源調度的水量。每減少一萬公頃約可增加一億噸

的調度水量。  
開源則包括建水庫和增加降雨期的雨水截留。前者因為好的壩址難尋、建造

費用高、影響環境生態、地方阻力大等因素，已不易推動，美濃水庫無法動工就

是例子。因此增加降雨期的雨水截留，將是開源的重要方案。所謂增加降雨期的

雨水截留，就是想辦法在雨季期間儘量讓雨水進入土壤，並向深層移動，每增加

截留量 1 公尺，1 公頃可增加 1 萬噸的下滲量，期能增加對地下水的補注。 
廣大的耕地土壤也是截留雨水的好場所，其中水田面積約佔一半。雖然水田

亦有補注地下水的功能，但其水源主要為灌溉水，對水資源的開源成效有限；因

此旱田才能充分發揮截留雨水的功能，但其前提是雨水進入土層後必須持續下

滲，否則會對作物生長造成傷害，影響農業生產。所以有些內部排水不良和土層

緊密的土壤剖面必須先實施土壤改良，消除水下滲的限制因子，而且改良後不能

再種水稻，只能以旱作輪作，這將可持續截留雨水的效果。 
從水分收支(water balance)談農田土壤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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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寫出水分收支方程式，並說明各個符號代表的意義和單位 
水分收支方程式（Water balance equation） 
P ＋ I ＝ ET ＋ R ＋ D ＋ △W 

P（Precipitation）：降雨，mm。 
I（Irrigation）：灌溉，mm。 
ET（Evapotranspiration）：蒸發散，mm。    
R（Runoff）：逕流，mm。（地面排水） 
D（Deep percolation）：深層滲漏，mm。（土壤內部排水） 
△W（Soil water）：土壤水，mm。  
從方程式可以看出土壤水的來源是降雨和灌溉。因此，假如土壤剖面無法消

納降雨，就會造成土壤排水不良，影響作物根系的健康。同理，灌溉不當也會造

成相同的影響，不可不慎。 
消納的過程包括逕流(地面排水)和深層滲漏(土壤內部排水)，也就是過多的

水要很快的脫離根域(根系伸展的範圍，這裡的根系當然是又深又廣又粗，至少

1 公尺)。 
假如整個土壤剖面可以在 48~72 小時達到田間容水量(field capacity,有效水

的上限)，就是完美的消納過程。這時，土壤剖面 1 公尺內的土壤氧氣濃度已經

上升至 10%以上，作物根系缺氧機會低。 
 
如何增加水資源調配的水量？ 
 增加入滲。 
 減少逕流。 
 減少蒸發。 
 減少蒸散。 
 減少水庫淤積，增加水庫蓄水量。 
 增加地下水補注量。 
 開發河川引用水量。 
 加強土壤水分管理研究，增加土壤水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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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補注 
地下水是臺灣水資源調配中很重要的水源。臺灣每年在農業，工業，生活

用水等，約需要 200 億噸的水量，來源分別為河川引水，水庫蓄水及抽用地下

水，其中地下水抽用量約 60 億噸。因此增加地下水補注量對水資源調配利用

有很大的幫助。 
耕地土壤的灌溉水常為地下水補注之重要來源，尤其是水田。水田的田間

用水量中，一部分供應作物吸收，應付葉片蒸散的需要，其它可以經由滲漏的

過程補注地下水。但水田的犁底層和深層壓實會減少補注的效果。 
假如土壤改良後，把臺灣耕地土壤區域每年約 2000 mm 的降雨，截留 1000 

mm，那每公頃可截留 1 萬公噸，1 萬公頃就可截留 1 億公噸，對地下水補注

將有很大的幫助。 
如能篩選不種水稻的區域規劃永久旱作區，實施土壤改良消除水進入土

壤後向下移動的限制因子，除可提高雨季農作物栽培的生產力，因為土壤改良

會增進土層內部滲水功能，所以在改良後增加消納雨水的能力，有益地下水補

注，對水資源調配利用提供貢獻。 
 

結論 
 農業是延續人類生命的產業，美麗的土壤 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 
 健康的作物根系土壤環境是生產安全、高品質農產品的首要條件。 
 土壤問題診斷、土壤改良是消除根系環境障礙的有效方法，也是農業永續經營的

基礎。 
 建立健康的作物根系土壤環境後，可提升土壤水分管理、肥培管理的成效。 
 栽培作物，除了肥料、農藥、品種、生物製劑...等等。 
 在種植前，應該進行土壤問題診斷，包括土壤排水能力(地面排水、內部排水)、

疏鬆或壓實、pH、鹽類濃度、養分平衡...等等。 
 假如有問題，先實施土壤改良，目的是建立健康的土壤根系環境，這個措施可以

使接續的水分管理、肥培管理，病蟲害管理事半功倍，生物製劑也能有加成效果，

因為有益微生物的環境也健康了！ 
 而且品種潛力也一定充分發揮。 
 土壤改良也有助於地下水補注，增加水資源調配的水量。 
 願意再強調的是土壤問題診斷必須是整個 "土壤剖面" 
自地面而下，顯示各化育層和母質的垂直斷面， "它" 是作物根伸展，吸收水和

養分的範圍，農業生產必須觀察至 1 公尺以下。 
 這個基本觀念適用任何作物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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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 )
(ha)

EPB

2012 101 2.6331
2013 102 11.2481
2014 103 8.8285
2015 104 7.9449
2016 105 6.7435
2017 106 1.5607
2017 - - 1.3050
2018 107 3.7380
2019 108 2.0450

EPA

2010 0.1668
2012 ( ) 0.0253
2013 ( ) 46.0529
2013 ( 2 ) 0.2695
2014 ( ) 53.7446
2014 22.8525
2014 0.8290
2015 53.9701
2016 ( ) 90.5539
2017 ( ) 2.8100

https://sgw.epa.gov.tw/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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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Yang, H.Y., S.K. Chen, J.S. Wang, C.J. Lu, and H.Y. Lai. Farmland trace metal contamin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 model development and a case study in central Taiwan. Sustainability (accepted on 27th Nov. 2020)

Cr = 72%
Cu = 68%
Ni = 56%
Zn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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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t: 2015 NIU

22nd: 2016 7/27-7/29 M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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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2017 8/2--8/4 NCYU

44th: 2019 8/1-8/3 NP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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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perience 

2019 ESAFS
SOIL EXHIBITION TOUR ” — The 

Soil Education for General Public and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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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2O5)
(K2O) (CaO) (MgO)
(SiO2) (CaO) (M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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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g) (Cd) (Cr)
(Cu) (Ni) (Pb) (Zn) (Ti)

(Na)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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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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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10 C/N 20

5-10
10 C/N 25

5-11
8 C/N 20

0.58
0.46

5.2.2 0.3 g
100℃

20 30
50℃ 350℃ 350℃

3

5.2.3 2 mL 30%

20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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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重金屬 
Heavy metal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林子安、詹雅婷、鄒裕民、劉雨庭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yliu@nchu.edu.tw 
 

摘要 
重金屬一般指工業及農業上常用之鎘、鉻、銅、汞、鎳、鉛及鋅等金屬，此外，

砷雖為非金屬但因理化性質與金屬類似，亦被歸類於重金屬中。重金屬中砷、鎘、

鉻、汞及鉛皆不是農作物生長所必需之元素 (Canli et al., 1997)，因此當農作物吸收

過量，則會直接對其產生毒害，而過量有害重金屬容易經由環境中不同介質 (土壤、

水、空氣及肥料)進入農產品，突顯土壤、肥料與農產品中重金屬濃度與交互關係

的重要性，及經由食物攝取導致重金屬累積在人體的風險。重金屬會透過飲食、呼

吸或是直接接觸的路徑進入人體，但是不像其他毒素可以在肝臟分解代謝排出體

外；相對的，它極易積存在大腦、腎臟等器官，漸進式的損壞身體正常功能並導致

急性中毒或慢性中毒。根據對人體危害不同，又將它們區分成中等毒性 (銅、鋅) 
及強毒性 (汞、砷、鎘、鉻、鉛)。 

由於台灣近年來在半導體及光電等相關產業蓬勃發展，製程中所使用的化學

原物料種類複雜，導致產生大量的新興有害重金屬廢棄物，使其在環境中之濃度逐

漸升高，若製程中所排放之大量廢水匯流於農業灌溉溝渠作為灌溉水使用，則可能

經由食物鏈而影響到人類的健康。植物體中常常可以發現鎵的存在，像是硫酸鎵 
[Ga2(SO4)3] 的添加會降低小黃瓜缺鐵的逆境 (Johnson and Barton, 2007)，此外在

美國許多原生植物體內鎵濃度為 3 ~ 30 mg kg-1 (Shacklette et al., 1978)。但鎵在植

物生理所扮演的角色尚無明確定義，且關於其毒性的相關研究也相當稀少。此外，

研究也指出鉈 (Tl) 易累積在富含硫基的蕓薹屬類植物，尤其在甘藍菜中更是明顯；

另外在濫木廠地區鉈污染場址針對農產品進行種植，其中該場址的鉈汙染濃度為

40-124 mg kg-1。另外在不同糧食作物上，鉈累積濃度不一，其中以甘藍菜最高達

500 mg kg-1 (Tremel et al., 1997, Xiao et al., 2004)。 
    稀土元素包括週期表上 15 種鑭系元素(lanthanides)及鈧(scandium, Sc)與釔

(yttrium, Y)，其中鈧與釔被包括在稀土元素的原因是由於此二元素通常與鑭系元素

出現在同一礦脈沉積物中且具類似的化學特性，稀土元素可依其與原子重量 153 比

較，當小於 153 時稱之為輕稀土元素，反之，大於該值則被稱為重稀土元素。稀土

元素被廣泛的使用在農林漁業上，主要應用範圍為肥料、殺菌、農業，養殖及植物

營養劑。稀土元素作為植物營養液可促進植物對於氮、磷、鉀之吸收，提高產量與

品質(李順明, 2003)。稀土元素添加在生物多元複混肥，可藉由其催化活性，結合

多種有益微生物菌的營養要求，可促使菌類產生強抗逆性之休眠孢子，保持有效細

菌活性。另外稀土元素也可製成奈米材料，添加在目標肥料中，加上腐植酸、微量

元素等配方，可激發植物還原酶的活性，對植物傳遞水分、養分之效率提高 40%以

上，進而促進植物生長，改善果實品質及提高產量(楊昌樹, 2005)。 
    雖然現今尚未有足夠的研究能夠明確說明新興有害重金屬對於植物生長、動

物及人體健康之影響，但由於重金屬進入人體的主要管道為農產品的攝取，顯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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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重金屬在工業、農業創新應用與食品安全之間的重要性。由於重金屬在食品中容

許的濃度極低，使用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 (ICP-MS) 做為主要分析工具是一必然

的趨勢。在台灣，傳統有害重金屬及新興有害重金屬在不同農產品與資材中含量的

相關研究等資訊卻相當缺乏，為了民眾的健康，建立有害重金屬在農產品與農業資

材的分析方法與在各基質的分佈有其必要性。因此，本實驗以 ICP-MS，配合微波

消化處理 13 種肥料與 13 種農產品，農產品包括茶葉、莧菜、空心菜、青江菜、地

瓜葉、白米、糙米、南瓜、小黃瓜、活力菜、黃花蜜菜、葉萵苣、高麗菜等，檢驗

其中的稀土元素、八大重金屬，或鎵、銦、鉈等新興金屬汙染物。 
    在測試的七種微波消化方式中，以硝酸與過氧化氫比例 6:2 與 10:0 兩種比例

的消解方法中，可得到對蔬菜標準參考樣品(NCS DC 73349) 及土壤標準參考樣品

(NIST SRM 2586)之較佳稀土元素濃度回收率。分析結果顯示茶葉在不同比例消化

液微波消化後，稀土元素氧化物的總含量範圍為 0.268 ~0.491 mg kg-1，均低於中

國茶葉的標準 2.0 mg kg-1。蔬菜樣品中(空心菜、青江菜與地瓜葉)稀土元素氧化物

的總含量普遍低於中國蔬菜標準 0.7 mg kg-1。三個測試肥料樣品中，在不同硝酸與

過氧化氫比例微波消化後，稀土元素氧化物的總含量分別為  0.401~0.493、
13.516~16.470、5.827~6.355 mg kg-1。雖然目前並無任何有關肥料中稀土元素含量

上限之相關規範，但是肥料在施用時，可能會造成植體的累積，因此肥料中之稀土

元素含量值得持續追蹤。 
在硝酸與過氧化氫比例 6：2 及 10：0 處理下，可偵測出植體與肥料中的新興

有害金屬，其中，植體樣品中鎵濃度低於 2 mg kg-1，鉈濃度則低於 50 μg kg-1。在

肥料樣品方面，八大重金屬中的鎘、鉛、鎳及新興汙染物中的銦、鉈皆為未檢出，

然而鎵濃度最高達 15 mg kg-1。由植體及肥料樣品分析可以得知，可食用農產品中

可能存在新興無機汙染物，經由肥料施用而累積在土壤中新興無機汙染物，可能轉

而被植物吸收，最後經由食物鏈進入人體。雖然目前針對新興無機汙染物尚未有相

關法規及完善之研究，但是為了人民的健康，仍須進一步對於分析方法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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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12/10/2020

109

Source: https://udn.com/news/story/7323/4981898 (11/2/2020)

Source: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11170115.aspx (11/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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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uld find not only 
pesticide residues but also 
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Source: USEPA
https://www.epa.gov/columbiariver/chemicals-emerging-concern-columbia-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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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USEPA
https://www.epa.gov/wqc/contaminants-emerging-concern-including-pharmaceuticals-and-personal-care-products

•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goog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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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d from Ebele et al. (2017)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in the freshwater aquatic environment

How much of PPCPs have you ingested while eating 
contaminated foods and how to determine that accurately?

?
(goog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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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d from Barron et al. (2009)
Occurrence and Fat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within Sewage Sludge and Sludge-Enriched Soils

1. Sample preparation
2. Extraction/Partition

3. Clean-up

4. Concentration

5. Instrument analysis

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and safe)

Adapted from Kim et al. (2019)
Review of the QuEChERS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organic pollutants: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nd 
pharmaceut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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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chromatography (GC) Liquid chromatography (LC)

• Criteria: only retention time
• Drawback: matrix interference 

and false positive results

Retention time (min) (goog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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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GC-MS/MS)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google image)

• Criteria: retention time, transitions, and the ratio of transitions
• Drawback: Matrix interference and possible false positive results

GC-MS/MS and LC-MS/MS

Sulfamethoxazole 
(254.0/108.1, 254.0/156.2)

Tylosin
(916.6/174.3, 916.6/101.3)

Carbamazepine
(237.2/194.0, 237.2/192.0)

Monensin sodium
(916.6/174.3, 916.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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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validation

Low RSD (precision)

High recovery (accuracy)

&
Standard addition

Replicate

High-reso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HRLC-MS/MS, LC-QTOF/MS)

Determining exact mass 
instead of nominal mass

Sulfamethoxazole 
C10H11N3O3S

Exact mass: 253.052112
(Nominal mass: 253.28) (goog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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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ct list of PPCPs with 
available mass database

...

Extracting mass

Matching with the selected database
(and more)

Criteria: 
retention time, exact mass (mass error 
<5ppm), fragments, isotope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google image)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analyzed by LC-QTOF/MS and matched 
with available database
(without authentic standards) Contaminants of emerging concern 

quantified by LC-QQQ/MS
(with authentic standards)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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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檢測-有害微生物 

 
沈佛亭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摘要 

 
微生物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其生長與繁殖對於動植物可能產生有益或有害

之影響。在土壤微生物的研究中，已發現許多微生物具有促進植物生長或降解環

境汙染物之特性，開發可應用於農業生產或環境復育之微生物製劑極具潛力，其

中菌種之正確鑑別有助於吾人對於微生物安全性之了解。根據微生物之基因型、

生理生化特性與化學組成特性之差異性，已發展出不同之微生物之分類鑑定系統，

並廣泛應用於環境中病原微生物之檢測。動植物之有機質材料來源多樣化且成分

複雜，潛在含有病原性之微生物，在堆肥化過程中需經連續高溫醱酵處理降低病

原微生物數量，不完全腐熟將影響肥料品質及農產品安全。考量堆肥原料種類、

堆肥方式與堆肥化過程不同，需有合適之指標以評估成品腐熟度及其品質，包括

造成安全疑慮之病原微生物如大腸桿菌群、糞大腸桿菌群及沙門氏桿菌。針對堆

肥建立病原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及建置二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配合法規進行堆肥之

檢驗將有助於提升國內市售堆肥之品質及其安全性。 
 
關鍵字：有害（病原）微生物、菌種鑑別、微生物安全性、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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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840373-3407

jtwu@nchu.edu.tw

ICP ICP-MS Hg IC 

UV-Vis AA 

(Quality Assurance QA) (Quality Control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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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error) (Random error)

 
"

" 

(Accuracy)

(
)

(CRM)

(Precision)

(n 2)
(n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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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k)

2

(Quality check sample)

(
)

(CRM)

(R)

R(%) 100

B    T

(Spiked sample)

(R)

R(%) 100    

M    

B

T

(Duplicate analysis)

RPD(%) ( )/ 100

RSD(%)                              100

( )

(RPD) (n=2)
(RSD) (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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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ciency testing)

(Interlaboratory comparison) 

Z
(Z score)

Z
=(Xi-X)/S Xi

X S

Z
Z 0

95%
Z -2 Z 2

5% 2~3 -2~-3

Z >3 1/300

-

99%

-

5
(r) 0.995

10( 20)
2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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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
(CRM)

10( 20)

×MDL

( AA ICP) (
)

(2/2) 

pH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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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01%

0.01%

3

0.005 g

pH

pH 7
pH 4 pH 

10 pH 7
0.05 

1

3 2 SD

3 2 S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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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9 22,500
/ 5,000 1 5,000

(600 ) / 4,500 3 13,500
/ 4,000 8 32,000

( ) / 5,500 1 5,500
/ 6,300 1 6,300
/ 1,500 42 63,000
/ 2,500 6 15,000
/ 1,500 31 46,500
/ 850 128 108,800

(1 23 ) 5,750 1 5,750
/ 850 31 26,350
/ 850 26 22,100
/ 1,500 5 7,500

+ / 5,000 1 5,000
/ 1,575 3 4,725
/ 1,575 2 3,150

$392,675

109 /

(1/2)—

(%)
  

(Z )

Sep-Oct 
2020

As (inorganic)
As (total)
Cd
Pb
Hg (total) 

FAPAS
Infant Cereal 
(Rice Based)

19
42
45
41
36

95
98

100
98
97

-0.2
0.8
0.1
1.3
0.5

Sep-Oct 
2020 Dithiocarbamates FAPAS Herb 

(Parsley) 96 74 0.4

Apr-May 
2020 Enterobacteriaceae FAPAS Milk Powder 58 74 0.6

Nov 
2019-Oct 
2020

As (inorganic)
As (total)
Cd
Pb
Hg (total)

FAPAS Powered 
Rice

34
58
69
67
56

85
93
97
96
98

-1.3
0.0
0.1
1.2
0.0

Sep 2019 E. coli
Aerobic Plate Count FAPAS Beef

Milk Powder
38
83

73
86

-0.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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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Z )

July 2020 Hg

Cl

EC

F

pH

As

Cd

Cr

Cu

Pb

Ni

Zn

ERA Wastewater 261

239

241

175

546

414

435

431

435

436

428

416

92.0

96.2

90.5

94.9

99.1

97.8

97.9

97.4

98.4

97.7

96.5

97.4

-1.36

-0.969

0.315

0.133

-0.352

-1.48

0.542

-0.177

-0.02

-0.0759

0.0686

1.28

20 mL QC1132
50 g CRM2003
50 g RTC CRM2004
30 g CGL304

(SRM)- 50 g NIST 2702
- 50 g SRM 1515

_ 50 g NIST_1573a
14 mL ERA #514 P285-514

BAM-U113(Hg) 40 g BAM-U113
- (As Cd Ca Pb) 25 g HRM-2003A STY-0011-001

14 mL ERA #666 S231-666
14 mL ERA #697 S254-697

QC ( ) 50 g FAPAS  T07342QC-106
( ) 100 mg LGC DRE-C15083775 1008940

(1568b) 50 g NIST ID170712 HC85778663
            15 g IRMM-804 1040

QC 2 10 g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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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L) ( n=7) 3
MDL

(LOQ) ( n=7) 10

(S/N ratio) 10

(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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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 UWL X LWL LCL RPD(%)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102 108F1570 128.93 127.92 0.79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109 108F1584 157.92 160.96 1.91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116 109F0017 106.46 104.15 2.19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207 109F0058 25.62 24.43 4.76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213 109F0084 156.42 155.16 0.81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221 109F0129 303.12 304.98 0.61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227 109F0181 497.83 499.79 0.39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305 109F0189 78.61 78.17 0.56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312 109F0247 170.74 169.39 0.79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319 109F0295 79.29 80.12 1.04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326 109F0337 133.29 132.00 0.97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409 109F0399 127.24 126.45 0.62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416 109F0467 120.07 117.98 1.76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423 109F0518 494.86 491.25 0.73
8.22 6.14 1.98 0.00 0.00 1090430 109F0557 583.56 580.15 0.59

 (  AFS2295-1)

0.79
1.91 2.19

4.76

0.81 0.61 0.39 0.56 0.79 1.04 0.97 0.62
1.76

0.73 0.59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UCL

UWL

X

LWL

LCL

Cu 

UCL UWL X LWL LCL (%)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102 108F1570 1000.00 128.93 566.65 100.44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109 108F1584 1000.00 157.92 564.42 97.09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116 109F0017 1000.00 106.46 548.21 99.00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207 109F0058 1000.00 25.62 498.01 97.04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213 109F0084 1000.00 156.42 555.76 95.51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221 109F0129 1000.00 303.12 657.87 101.26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227 109F0171 1000.00 3.69 524.31 104.49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305 109F0189 1000.00 78.61 570.48 106.24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312 109F0247 1000.00 170.74 606.45 104.22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319 109F0295 1000.00 79.29 510.90 94.25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326 109F0337 1000.00 133.29 571.67 101.01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409 109F0399 1000.00 127.24 539.93 95.26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416 109F0467 1000.00 120.07 559.13 99.82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423 109F0518 1000.00 494.86 737.19 97.95

115.50 110.52 100.56 90.59 85.61 1090430 109F0557 1000.00 583.56 777.87 97.22

 (  AFS2295-1)

100.44
97.09

99.00
97.0495.51

101.26
104.49106.24

104.22

94.25

101.01

95.26

99.82

97.95

97.22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UCL

UWL

X

LWL

LCL

UCL UWL X LWL LCL (%)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102 1000.00 1,015.08 101.51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109 1000.00 993.41 99.34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116 1000.00 989.69 98.97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207 1000.00 1,010.84 101.08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213 1000.00 993.44 99.34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221 1000.00 1,004.78 100.48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227 1000.00 1,048.46 104.85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305 1000.00 1,021.92 102.19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312 1000.00 1,004.90 100.49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319 1000.00 990.86 99.09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326 1000.00 1,014.29 101.43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409 1000.00 1,006.64 100.66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416 1000.00 978.23 97.82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423 1000.00 996.45 99.65
108.59 105.64 99.73 93.83 90.87 1090430 1000.00 991.31 99.13

 (  AFS2295-1)

101.51 
99.34 98.97 

101.08 
99.34 100.48 

104.85 
102.19 

100.49 99.09 
101.43 100.66 

97.82 
99.65 99.13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UCL

UWL

X

LWL

LCL

Cu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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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7025  

—

—

—N P K EC
pH OM

pH EC

pH E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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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

(Accuracy, )

(Representativeness, 
)

(Completeness, )

(Compar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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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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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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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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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NOP)

(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s Board, NOSB)

(Organic Materials Review Institute, OMRI)

1997

(input materials) (verification)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s, JAS)

(EC) 834/2007 (EC) 88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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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2019
6,000 300 4,663 1,340 

11,461,285 15,337,166 11,614,930 18,684,250
14,950 8,510 4,000 1,200

2019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186



BS 8001:2017

‘‘ ’’

•
48%( 218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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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7 117 19,320 270 27,059 - - - - - - 210 10,091 

2018 270 52,450 - - - - - - - - 138 7,580 

2019 302 58,800 102 9,150 15 39,200 - - - - 18 1,795 
2020 205 39,907 - - - - 91 213,045 30 100,350 - -

2017 - - - - - - - - - - - -
2018 850 87,189 - - - - - - - - - -
2019 1,380 142,653 - - - - - - 107 16,200 107 16,200 
2020 2,394 284,759 79 17,894 330 9,889 62 6,189 - - 691 80,074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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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840373-3407

jtwu@nchu.edu.tw

pH

Composting)

1.    
2.    
3.    
4.

20200317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190



(
……)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191



Brady and Weil, 1999. p. 458Residues added

25 : 1

C/N>25

C/N<25

(CO2 )

C/N<25

(CO2 )

C/N>25

( )

O2 Aerobic microbe

R-(C, 4H) + 2O2 CO2 + 2H2O + 
(478 kJ/mol-1 C)

N, S, P…

Respiration 
Mineralization

Immobilization

O2 Anaerobic microbe

C6H12O6 C4H8O2 ( ) + 2CO2 +2H2

C4H8O2 + CO2 CH4 + 2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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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50- 70-

+ +O2

CO2 H2O NH3

+

( )+

( ) (6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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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1
2-3

6
4-5

3-4 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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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row composting
( )

EPA

15
55 C

55 C
5

CCME

55 C
15

5

202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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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ated static pile 
layout composting

Aerated static pile layout composting

( )

3

55 C

CC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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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sel composting

( )

55 C

( 1-2 )

( 3-1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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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1
(%) (%) (kg) (kg) (kg)

53 0.8 800 424.0 8.0 66.3

48 6.5 100 48.0 6.5 7.4

31 3.0 100 36.0 3.0 10.4

50 2.6 10 5.0 0.3 25.0

1,010 513.0 17.8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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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

200 L/ton/min

30-300 L/m3/min

1-3

1-2

60-65%

30% 70%

pH 7.0-8.0

pH

1-3

5-15

15        30          60

(c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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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 80 cm)

6 m3 2.5
m 2.5 m 1 m

10-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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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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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7 CFR 
205.203(c)

55~77 15

55~77 3
/

CCME
5

3
/

EU

DM

CHN 5~7

(TW)

NOP 5006
( )

150 (66 ) 1

165 (74 )

NOSB
> 150 (66 ) 1

TW 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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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OP 
5006

(Salmonella sp.)

(fecal coliform)

CCME

(Salmonella sp.) < 3 MPN/4 g

(fecal coliform) < 1000 MPN/g

CCME

(Salmonella sp.) < 3 MPN/4 g

(fecal coliform) < 1000 MPN/g

EU

(Salmonella spp.) ND (25 g )

(Escherichia coli)
(Enterococcaceae)

CFU/g

(2/2)

DM

(Salmonella spp.) ND

(fecal streptococci) < 100 CFU/100 g

TW

/ (Salmonella sp.) < 1 MPN/50 g

(fecal coliform) < 100 MPN/g

—
O157: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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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00 100% ND 100% ND ( )

16 - 2 2.07 103 2.6 MPN/g

13 - 1 4.2 102 MPN/g

2002 - - 101~105 CFU/g ( + )

2003 28 100% ND 100%>103 MPN/g ( )

2005 - - 9 104~3 106 CFU/g ( )
1 104~2.3 106 CFU/g ( )

1996 72 50%

2008 108 6.7%

2009 94 1 28%

2009 431 0.5% -

467 - 20.4%

2015
 

7 CFR 205.203(c)

25-40:1

(in-vessel)
(static aerated pile)

(55~77 3

(windrow 
composting system)

15
5

(EU) 2019-1009
CMC3

70 C 3

65 C 5

60 C 7

55 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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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E
Guidelines for Compost Quality

3.5 

(in-vessel composting) 55 C
3

(windrow composting)
55 C 15 5

(aerated static pile composting)
55 C 3

  

45-55  

>55  

>60  

4.1
Occurence and survival of viruses 
in composted human fa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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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 : : =1:1:1:1:1 

: : =4.5:4.5:1 

: : =4:5:1 

55  

 

: : : : =1:1:1:1:1 

: : =4.5:4.5:1 

: : =4:5:1 

2017 

1000 MPN/g
1000 M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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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row 
composting) 55 C

15
5

(in-vessel 
composting) 55 C

3

(aerated static 
pile composting)
55 C 3

(fecal coliform)
1000 MPN/g

(Salmonella sp.)
3 MPN/4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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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3

 

( ) 

55

(windrow 
composting system)

15 5  

 

/  

 

 

(in-vessel)
(static aerated pile)

3

(windrow 
composting system)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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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 )

(
…)

          
( ) (%) (%) (%) (%) pH 

(4) 44.2 6.3 1.1 1.2 6.1 
(1) 72.7 8.9 11.1 0.4 6.1 
(1) 97.2 14.5 0.6 0.3 5.8 
(1) 96.5 2.2 1.0 0.7 5.7 

(3) 96.4 12.8 1.1 0.2 5.2 
(2) 94.7 16.9 0.05 0.07 4.1 

(12) 94.1 6.3 1.3 2.2 5.8 

(13) 91.2 6.5 2.4 1.5 5.4 

(7) 91.4 3.3 1.2 2.1 5.4 

(49) 91.6 6.1 2.3 1.4 6.3 
(2) 82.4 2.3 0.6 2.7 5.0 
(2) 93.0 8.0 1.5 2.7 6.3 

(2) 22.0 0.7 1.0 1.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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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pH

(2) 26.4 2.3 22.7 0.04 6.9

(1) 31.3 3.1 28.3 0.1 6.8

(7) 81.4 7.9 6.2 1.2 5.7

(1) 2.2 0.2 30.1 0.4 7.8

(24) 90.1 2.6 4.2 2.0 6.2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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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pH 

(3) 54.9 2.8 0.7 1.2 7.5 

(1) 48.9 0.7 0.2 20.8 9.0 

(1) 41.2 2.4 2.0 13.0 9.8 

(7) 13.3 0.1 3.1 31.6 11.4 

(5) 75.4 2.4 0.6 3.9 5.3 

(3) 69.9 2.3 0.7 2.9 6.0 

100 3 3 0.5 1 - 6

100 - 1.5 3 1 1 5

100 - 1.5 1 3 1 5

100 2 2 1 1 - 5

L k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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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L

8

(
) 24-32

15
15

4-6
pH 5

(
25)

…

…

(
…)

25-50 EC
0.5-0.8 mS/cm pH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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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D1 1W2 2W 4W 8W 12W
pH

1% 6.17 3.63 3.57 3.72 7.26 8.30
10% 5.57 3.97 3.81 3.70 3.69 3.72

EC mS/cm
1% 4.1 4.8 4.7 4.7 6.2 6.7
10% 19.0 21.4 22.0 22.5 23.2 26.8

NH4-N mg/l
1% 27 19 14 20 337 348
10% 180 250 268 296 332 349

*1 0D 0 ( )   *2 W

84

1%

2/2

* A0 A1 15 D
W    D0

* 1D* 1W* 2W 3W 5W 9W 15W
pH

A0 4.54 3.79 3.85 3.98 5.47 6.16 7.34
A1 5.23 5.11 7.58 8.05 9.01 8.91 7.66

EC mS/cm
A0 8.97 9.58 9.70 9.66 10.8 12.7 13.5
A1 9.45 10.5 12.1 12.7 12.8 11.9 11.6

NH4-
A0 113 88 94 96 279 583 645
A1 79 161 451 504 596 379 125

DO %
A0 12 7 18 18 7 15 --
A1 25 3 0 62 65 90 --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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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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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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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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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Hong Lin*, 
You-Je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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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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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張必輝 *、楊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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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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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Hong Lin*, 
Wei-Jia Wang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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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Yu Tseng 3,  
Yuan Shen 3,  
Hung-Yu Lai 3,* 

1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 Rubber Divisi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DOA), 

3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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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鋅)物種分佈變遷研究 

吳毓鈞、梅爾、林耀東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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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滽、張浩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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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237 

11 不同母質土壤中稀土元素與鐵
氧化物的結合

吳卓穎、許正一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239 

12 接種根瘤菌對臺南九號花生生
長及固氮的影響

Chun-Tse Chang, 
Fo-Ting Shen*,  
Ting-Chen Tu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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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endophytes under 
cold stress 

Wei-An Lai,  
Fo-Ting Shen,  
Chiu-Chung Young*, 
Yong-Zhao Su 

1國立中興大學農資院 
土壤環境科學系

2國立中興大學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243 

14 受熱泥炭土產生有機分子片段
與可溶性有機碳協同促進六價

鉻移除

Kai-Yue Chen1,2,  
Yu-Ting Liu1,2,  
Yi-Cheng Hsieh3,  
Yu-Min Tzou1,2,*,  
Cheng-Guang Lai1 

1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2國立中興大學 
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3Office of the Texas State Chemist, 
Texas A&M AgriLife Research, 
Texas A&M University System, 
College Station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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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之影響

張繼中 *、黃文益、 
蔡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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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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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筱嬋、簡士濠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249 

17 生物炭複合資材於不同質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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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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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Hsing University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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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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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in T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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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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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土壤性質對鎵在土壤中有效性
及水稻中累積的影響

Kai-Yue Chen (陳楷岳), 
Puu-Tai Yang (楊圃臺), 
Hsin-Fang Chang  
(張馨方),  
Shan-Li Wang (王尚禮)*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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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郁喻 *、劉雨庭、 
李文惠、呂兆倫、

林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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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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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韋麟、楊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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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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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4



０１ 

Kinetics of C Mineralization of Biochars in Three Excessive Compost-
Fertilized Soils: Effects of Feedstocks and Soil Properties 

 
Yu-Fang Chang, Chen-Chi Tsai*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Ilan 26047, 
Taiwan 

*E-mail: cctsai@niu.edu.tw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work was to compare the carbon (C) mineralization kinetics of three 

biochars (Formosan ash (Fraxinus formosana), ash biochar; Makino bamboo 
(Phyllostachys makino), bamboo biochar; and lead tree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lead tree biochar) applied with two addition rates (2 and 5 wt %) in three 
excessive compost-fertilized (5 wt %) soils (one Oxisols and two Inceptisols) and to 
ascertain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priming effect of biochars on excessive compost. The 
study results of 400 days’ incubation indicated that, in general, the potential of the three 
biochars for C sequestration is similar in the three studied soils. The presence of excessive 
compost stimulated the co-mineralization of the more labile components of biochar over 
the short term (first two months). The potential of biochar addition for neutralizing soil 
pH and regulating the release of Al from soil for preserving soil OC might be the 
important mechanisms in biochar-compost interactions,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ce of 
excessive compost. Overall, 5% application rate of three high temperature-pyrolysis 
biochars showed the less detriments to studied soils. In these incubations of biochar, 
excessive compost and soil, both positive and no priming effects were observed, however, 
it is negative priming overall, that is, the enhanced storage of both biochar-C and SOC, 
which is expected to endure into the future. The biochar type and the soil type can strongly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priming effect recorded. When co-applied with 
excessive compost the negative priming effect with increasing biochar application rates 
was eliminated. 

 
Introduction 

Based on our previous observations where only one biochar was applied, we 
hypothesized that relatively low biochar application rates (e.g., 2% by wt.) of three 
studied biochars would cause no effect, while an excessive biochar application (e.g., 5% 
by wt.) would cause a negative priming effect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excessive compost. 
Thus, a 400-day laboratory incubation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ree well-characterized 
biochars mixed with three soil types under constant laboratory incubation conditions. The 
objective wa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il and biocha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xcessive compost co-application that may lead to variability in priming 
effects and natural variation in C mineralization by comparing C respiration rates. 
 

Materials and Methods 
Soil samples of three studied soils, including Pingchen (Pc) soil, Erhlin (Eh) soil, 

and Annei (An) soil,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ultivated layers (0–15 cm). Eight to ten soil 
cores (30×30 cm) were taken randomly and mixed homogenously at each site. The 
poultry-livestock manure compost used in this study was a commercial product (organic 
fertilizer; Tianluo Composting Plant, Changhua, Taiwan). Biochar produced from the 
stems and branches of formosan ash (Fraxinus formosana) (ash biochar, A), ma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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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 (Phyllostachys makino) (bamboo biochar, B), and lead tree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lead tree biochar, L) in an earth kiln was produced by the 
Forest Utilization Division,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Taipei, Taiwan. The 
characterizations of biochar, including pH, EC, CEC, exchangeable bases, BS%, total and 
plant-available nutrients, were determined. In addition, elemental analysis, including C, 
H, N, and O contents of biochars, FTIR, X-ray diffraction (XRD) patterns,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observations were also determined (Supplemental Materials). 
The pH and EC of the extraction and water-extractable organic C (WEOC) concentrations 
were determined. A 400-day incubatio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 mineralization investigation using 21 treatments of three soils and different 
feedstocks and rates of biochar.  
 

Results and Discussion 
During the first 56-day incubation period, co-application of biochar and excessive 

compost stimulated CO2 emissions from three rural soils. We speculated that the addition 
of excessive labile organic C sources (compost) could have a priming effect on the C 
mineralization of the three soils; however, the inactive biochar could not diminish C 
mineralization by stabilizing the labile C pool from excessive compost at the beginning 
of co-application.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potential of three biochars for 
stabilizing COM and diminishing C mineralization may be inadequate, probably due to 
the excessive compost.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active Al content in SAO soil has the 
potential to better preserve OC. The higher pH value of ash and bamboo biochar has the 
potential to neutralize soil acidification during nitrification, and thus increase the CO2 
release by facilitating soil microbiological activity, especially for acidic soil. Soil pH 
change in SAO and SAI soil was relatively lower than in MAI soil, suggesting the acidic 
soil neutralization by biochar additions,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excessive compost. The 
relative lower TMC value in SAO soil with 2% and 5% biochar addition suggested that 
adding biochar, especially bamboo biochar and lead tree biochar could efficiently 
conserve the organic matter in the SAO soil than in MAI and SAI soil. Soil type evidently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biochar addition on conservation of organic matter, such as the 
excessive compost in current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three biochars on the three soils were 
insignificant in the condition of excessive compost co-application. The three studied 
biochars, having stable characteristics with H/C ≤ 0.6 and O/C ≤ 0.4, could be used for 
soil application to sequester C. In the condition of excessive compost in the soil, the 
addition of 2% and 5% high-temperature-pyrolyzed biochar derived from ash, bamboo, 
and lead tree has obvious potential for C sequestration and increasing available K content. 

 
Conclusions 

The current study results presented that different biochars could have a positive 
priming effect (increasing CO2 release) in some soils and a negative (reducing CO2 
release) one in other. The MRT data in our study supports the claim that even with 
excessive compost, biochar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suitable tool for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Overall, 5% application rate of three high temperature-pyrolysis biochar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soil nutrients content or have obviously risk in 
increasing Cu, Pb, and Zn content, suggesting the less detriments to studied soils. The 
biochar type and the soil type can strongly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priming effect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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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 

台灣中部紅壤時間序列碳儲量之研究 
Estimations for soil carbon storage of a fluvial terraces 

chronosequence and their geologic implications in Central Taiwan 

徐進將 1、黃文樹 2、蔡衡 1,*、黃旭村 3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國立中正大學通識中心 

3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E-mail: geotsaih@cc.ncue.edu.tw

摘要

土壤有機碳在不同化育時間長度下顯示出儲存量與速率均有差異，本研究在

台灣中部八卦台地河階面上採取土壤樣本，探討碳儲量在不同年代的地形面上的

差異，建立了一個土壤碳儲量的時間序列。土壤有機碳儲量隨深度分佈呈指數函

數圖形特性表明，土壤碳儲量在最後趨近穩定值的狀態稱之為〝碳封存值〞(CSV)，
而 CSV 與土壤年代均呈現很高的相關性。為了證實深層土壤有機碳與土壤化育程

度及時間的關係密切，對比其土壤年齡大小順序與 CSV 值，說明土壤年代愈久其

CSV 值愈小的關係。 
關鍵字：土壤有機碳、碳儲量、土壤時間序列、八卦台地

前言

多數研究著重於淺層的碳儲量計算與變動情形，鮮少著墨於萬年以上時間尺度

的碳儲量變化。為了解這些長期滯留於土壤中的碳，就必須要更長的時間尺度才

能幫助了解過去變動情形。而台灣中部的八卦台地有多層次的河階發育，表面為

很厚紅壤層所覆蓋，其南段河階地土壤有完整的年代介於 19-400 ka (Tsai et al., 
2007; Huang et al., 2011)，即符合本研究的時間尺度，並可分析土壤深度碳封存與

特性，建立土壤中碳儲存量的時間序列，並對比研究區域的土壤化育程度之關係，

以探討晚更新世以來台灣中部紅壤碳儲量的長期累積與速率。

材料與方法

八卦台地原為第四季更新世烏溪與濁水溪之沖積平原，後來因地層變動將台地

抬升，經河流擺動並下切，並在台地持續抬升下所遺留下來的河階地形。依地形

高低及土壤分類，略分為北(NP1a, NP1b, NP2)、中(CP1, CP2)、南(PK1~PK6)三段，

階地的土壤化育母質應來自於紅土台地堆積層(Tsai et al., 2007; Huang et al., 2011)。
這些階地紅壤的年代與化育的時間序列，即做為本研究區域對比之架構與依據。

而有機碳隨深度變化呈指數函數(Exponential function organic Carbon, EC)關係

(Bonfatti et al., 2016)為：  EC(𝑧𝑧𝑖𝑖)=𝐶𝐶𝑎𝑎𝐸𝐸𝐸𝐸𝐸𝐸(−𝑘𝑘𝑧𝑧𝑖𝑖) + 𝐶𝐶𝑏𝑏                   (Eq. 1) 
EC(𝑧𝑧𝑖𝑖)為第 i 層有機碳儲量 (kg m3)⁄ ，𝑧𝑧𝑖𝑖為第 i 層土壤深度(m)的絕對值，𝐶𝐶𝑎𝑎為各

土層之含碳量， 𝐶𝐶𝑏𝑏為土壤剖面底部的含碳量，k 為含碳量隨著深度而減少的斜率。 

結果與討論

研究區域各土壤剖面的採樣深度皆不同，不容易顯示各階地碳儲量之差異，

因此於計算土壤之碳儲量時，同時考量土層厚度的影響因素，將剖面的深度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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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加權計算得到加權平均碳儲量 (Weighted Carbon stocks, WCS)值。此外，透過

負指數函數關係(Eq. 1)觀察 SOC 於土壤剖面中垂直分布的連續變化(圖 1)，顯示

SOC 在土壤表層最多，隨深度增加快速減少，大約到 50-100 cm 深度時出現轉折

並愈往深處愈趨於定值，本研究將該深層穩定值稱為〝碳封存值〞 (Carbon 
Sequestration Value, CSV)。 

本研究區各河階地土壤年代之時間序列，由老至年輕依序為 PK1 > NP1a > PK2 
> PK3b > PK4 > PK5b > PK6，此序列恰與 CSV 有很高的相關性(圖 2)。即表明了

本研究區河階地愈老的土壤其深層 CSV 值愈低。 

  

  
對比河階地的土壤化育程度 NP1b、CP1 與 PK1 相當，NP2 及 CP2 與 PK2 相

當(Tsai et al., 2007; Huang et al., 2011)。運用碳累積速率(Carbon Accumulation Rate, 
CAR)與土壤年齡擬合曲線公式(圖 3)計算 NP1b、CP1 與 NP2、CP2 的 CAR 值，並

將此值與土壤化育程度相當的階地土壤年代(PK1 及 PK2)乘積，反推驗證 WCS 預

測值與實際測量值，驗證預測值與測量值有很高的相關性(R2 =0.95) (圖 4)。在本

研究計算 CSV 穩定值，僅須野外採樣土壤層的 BD、OC 與土層厚度等基本數據即

計算求得，尤其是年代久遠深層土壤相對穩定的河階地，此方法有別於一般的河

階時間序列對比工作，有其方便性與可靠性，未來可提供研究學者，在河階時間

序列對比工作上可做為方便快速的參考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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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 

施用蚓糞堆肥對兩種葉菜類作物累積鋅濃度及其生物可及性之影響 
Amendment of vermicompost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bioaccessibility 

of zinc of two leafy vegetables 
 

陳貴三、顏妤珊、賴鴻裕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soil.lai@nchu.edu.tw 
 

摘要 
重金屬具持久性且不會被生物所降解，一旦進入土壤有可能被作物所吸收，再

透過食物鏈影響人類健康安全。蚓糞堆肥具有高孔隙率及陽離子交換容量、富含腐

植質及具有良好的通氣性，添加到土壤中可以促進微生物之生長，也可以有效提升

土壤肥力，此外蚓糞堆肥中富含腐植酸，而其中胺基、羥基、羧酸等官能基能吸附

土壤中重金屬。本研究以受到鋅污染的土讓進行盆栽試驗，施用蚓糞堆肥後種植兩

種品種之白菜及萵苣，以探討蚓糞堆肥施用對於供試作物累積重金屬濃度及其生

物可及性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施用蚓糞堆肥能使土壤有機質、有效性磷、交換

性鎂及交換性鉀濃度增加，並進而促進了供試作物的生長，供試作物對於鋅的累積

及其生物可及性濃度也會因施用蚓糞堆肥而降低。 
關鍵字：生物可及性、重金屬、健康風險評估、蚓糞堆肥 
 

前言 
重金屬會因為採礦冶煉、廢污水排放、化石燃料之燃燒、農藥及化學肥料之使

用等人為活動被排放到環境當中，許多整治技術雖然可以改善重金屬污染問題，但

其成本高且費時，經整治後的土壤特性也皆會受到影響。土壤改良劑亦經常被用於

處理受重金屬污染土壤，透過改良劑的施用降低其有效性，進而減少作物對重金屬

之吸收及累積濃度，以避免因食用而產生健康之危害。蚓糞堆肥是蚯蚓與微生物在

好氧環境下共同作用後的產物，將有機質分解成穩定的腐植質，根據前人研究結果

發現，蚓糞堆肥可透過堆肥腐植質表面的大量官能基作為活性中心與重金屬形成

錯合物，以降低重金屬的移動性。本研究期望能透過施用蚓糞堆肥之方法，降低土

壤中重金屬之有效性、提升土壤肥力及改善土壤物理特性，進而降低作物對鋅的累

積濃度，以減低其對人類健康的危害。 
 

材料與方法 
供試土壤採集自彰化縣鹿港鎮受鋅污染之頂番婆土系(Tingfanp Series, Ti)，表

層土壤(0~20 cm)經風乾、磨碎及過篩(10 mesh)後進行基本性質分析。供試作物包

含土白菜(Brassica chinensis L. var. Chinensis；簡稱 BCC)、皺葉白菜(Brassica 
chinensis L. cv. Wrinkled leaf；簡稱 BCW)、大陸萵苣(Lactuca sativa L. cv. Chinese；
簡稱 LSC)及甜香萵苣(Lactuca sativa L. cv. Sweet；簡稱 LSS)。試驗之處理包含對

照組(Ti-132-CK)：不添加任何處理，蚓糞堆肥處理(Ti-132-VRM)：蚓糞堆肥用量依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作物施肥手冊芥菜及萵苣之氮推薦施肥量進行施用，

白菜及萵苣蚓糞堆肥施用量分別為 53.05 及 26.52 g kg-1-soil。植體採收後測定其生

長表現、鋅濃度、化學型態(未川燙及川燙)及生物可及性(La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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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土壤質地為砂質壤土，對照組 pH 值介於 8.29~8.55 之間，添加蚓糞堆肥處理

後則下降至 8.0~8.3 之間。對照組有機質含量為 1.5%，施用蚓糞處理後 BCC、BCW、

LSS 盆栽中的有機質含量皆有顯著上升 1~2%，有效性磷濃度在對照組中為 20 mg 
kg-1，施用蚓糞堆肥處理後與對照組相比有效性磷濃度增加了約 3~5 倍，交換性鎂

及交換性鉀的結果與其他性質有相同的趨勢。所種植的四種作物對照組的株高介

於 11~15 cm，添加蚓糞處理後增加了約 30~50%，白菜及萵苣在對照組之鮮重為

1~2 g plant-1，添加蚓糞堆肥處理後鮮重提升了 80~90%。 
在根部累積濃度方面，對照組處理下白菜根部累積濃度介於 75~85 mg kg-1之

間，添加蚓糞堆肥處理後累積濃度較對照組下降 35~44%，LSC 施用蚓糞堆肥後反

而顯著促進了根部對鋅之吸收，而 LSS 處理間皆無顯著差異。兩種白菜地上部之

鋅累積濃度皆為 66 mg kg-1，添加蚓糞堆肥後累積之鋅濃度皆下降至 50 mg kg-1，

LSC 經蚓糞處理後對鋅的累積有上升趨勢，LSS 在處理間則無顯著差異。在化學

型態上結果顯示，兩種白菜及萵苣無論在對照組或是蚓糞堆肥處理組，最主要之化

學型態為 FE (占 55~70%)，白菜經川燙後，FE及 FW皆無下降之趨勢，而萵苣經川

燙後 FE及 FW化學型態加總下降了 40~60%，但無論是品種及處理為何，鋅皆有較

高的生物可及性(80~90%)。最後透過危害商數(HQv)之計算結果可以發現，蚓糞堆

肥之施用可以降低因攝食作物產生之危害商數，且無論是對照組及添加蚓糞堆肥，

其危害商數皆小於一，對人體健康風險值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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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umic Acid on the Protection of Strawberry Root Apices in 
High Sal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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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studies were focused on the salt-resistance physiology by humic acid for 

strawberry in the past. For advancely understanding the remission of salt injury by humic 
acid.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K+/Na+ in the strawberry and observe cell 
morphology of strawberry after treatment of salt concentrations (0 and 50 mg/kg) and 
humic acid (0, 150 and 300 mg/k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eatments of humic acid 
will increase the absorption of K+ (potassium ion) and reduce N+ (sodium ion), and hence 
increase K+/Na+ in the root and leaf of strawberry. By the observing of S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EM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under no salt 
treatments, no matter the additive concentration of humic acid, the root apices of 
strawberries were normal and integrity. However, in the salt treatments of high 
concentration, the shrinking and cracking of cells in root apices of strawberries were 
serious and gradually getting integrity and normal after adding humic acids from 150 to 
300 mg/kg. Th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ropriate treating concentration of humic acid 
will inhibit the salt injury on root apices of strawberries. 
Key words: salt injury, K+/Na+, cell morphology, microscopy, humic acid 

Introduction 
The important salt tolerant index was K+/Na+ (Munns and Tester 2008). The K+/Na+

ratio in strawberry can be used to judge its salt tolerance (Sun et al. 2015). Humic acid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crops. It can induce the produ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metabolism, and induce enzyme of plants to resist salt stress (Aydin et al. 2012). Other 
effective functions of humic acid include altering mineral uptake and inducing salt 
tolerance (Khaled et al. 2011).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contents of protein and promote 
yield under salt stress (Antoun et al. 2010). In this study, K+/Na+ was estimated in the 
roots and leave, and the cell morphology of strawberry root apices was observed by 
different salt environment with the salt-resistance of different humic acid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reducing salt injury of strawberry when 
cultivating in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salt environment. 

Material and methods 
The first factor was addition of salt including 0 (S0) and 50 mM (S50) NaCl. Another 

factor was the addition of humic acid including 0（HA0）, humic acid 150 mM (HA50) 
and 300 mM (HA300). It was designed for 6 treatments, HA (S0HA0, S0HA150 and 
S0HA300 and S50HA0, S50HA150 and S50HA300). The content of K and Na were estimated 
as below briefly. At first, plants were grinded, and then 2g sample was digested by sulfic 
acid in 350 oC. After diluting, K and Na were analyz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spectroscopy for K and Na. The root apices of strawberries were removed from the 
solutions and then observed the root apices using SEM and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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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By the mediation of HA, result in the absorption of K+ was increased and Na+ was 

reduced, and led to K+/Na+ ratio in the root and leaf were increased. (Table 1). Khaled et 
al. (2011)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HA under salinity stress will increase K+ uptake 
of corn and Na+ content and Na+/ K+ ratio were both reduced. The cells of strawberry root 
apices were integrity and remaining normal under low salinity stress. The cells of root 
apices were still integrity under the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of humic acid. Vaughan 
(1974) concluded that humic acid can promote cell elongation corresponding to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cell wall bound with hydroxyproline. Under 50 mg/kg NaCl, the 
cells of root apice were shrinking and cracking seriously with no humic acid. The high 
salt concentration caused dehydration of the cells. However, when 150 mg/kg of the 
humic acid was added, the cells were still slightly shrinking and cracking. With the 
treatment of 300 mg/kg, the root apice cells of strawberry were able to recover their 
integrity. Miyasaka et al. (2001) showed that each vacuole was expanded in the root 
apices cells of Picea rubens when it encounterd environmental stress. They discovered 
that vacuoles in the cells played a role in storing toxic substances and their detoxification. 
In this experiment, the salinity stress could make the cell vacuole enlarge, but it could 
return to recover normal size after treating with 300 mg/kg hum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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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681. 

Sun, Y. P., G. H. Niu, R. Wallace, J. Masabni, M. M. Gu. 2015. Relative Salt Tolerance of 
Seven Strawberry Cultivars. Horticulturae. 1: 27- 43. 

Figure 2. Observation of root apex cells in strawberry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 NaCl 50 mM, HA 0 mM. B. NaCl 50 mM, HA 3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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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經三級處理之民生污水應用於滴灌栽培瓜果類作物之先期研究 
Preliminary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treated sewage in the cultivation of 

Cucumis sativus L. and Solanum lycopersicum with drip irrigation 
 

張必輝 *、楊承翰、林科均、陳佳翰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E-mail: suzichang@triwra.org.tw 
 

摘要 
為評估經水資源回收中心三級處理後之民生污水，作為農田灌溉使用時，對土

壤環境、作物生長及人體健康風險的影響，本研究擇定國內一處水資源回收中心放

流水(簡稱水資中心放流水)，以滴灌方式進行小胡瓜及番茄現地種植試驗。由於水

資中心過/無過 UV 放流水中氮含量均較高，分析收穫期植體中氮、磷、鉀元素濃

度，其中無過 UV 放流水滴灌栽培的作物，三種巨量元素呈現較高的趨勢，但兩種

作物產量及園藝性狀調查結果，則無明顯差異。此外，由於水資中心放流水中大腸

桿菌量較高，灌溉時應避免接觸作物食用部位及人體。歸納結論建議，應用水資中

心放流水灌溉時，雖無立即可見之風險，但仍可視作物種類節約氮肥施用量，且採

收作物應適當清洗後再食用。 
關鍵詞：大腸桿菌、水資源回收中心、合理化施肥、放流水、氮 

 
前言 

近年來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候頻仍，國內一旦遭逢旱象，常針對農業區域進行

系統性休耕，若能將民生污水經處理後，每日穩定產出的放流水，作為農田灌溉使

用，或可成為持續供給農業用水之新方案。然而，國內尚無水資中心放流水應用於

農田灌溉之相關規範，故本研究屬於先期評估試驗，以國內 T 市 B 水資源回收中

心經三級處理後的放流水為例，採滴灌方式種植瓜果類作物，研析施灌後對土壤環

境、作物生長及人體健康風險的潛在影響。 
 

材料與方法 
於 2020 年 6-10 月間，在 B 水資源回收中心場區內之簡易溫室，種植小胡瓜

(Cucumis sativus L.)及番茄(Solanum lycopersicum)，直到果實收穫期。種植期間所使

用的滴灌水源，分別為過 UV 放流水(處理 1)、無過 UV 放流水(處理 2)及渠道水(對
照組)，共三重複，種植規劃如圖 1。為掌握三種灌溉水質特性，分別於 2020 年 6、
8 及 9 月，依照農委會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30 項，加上大腸桿菌群及總菌落數，進

行採樣分析。待小胡瓜與番茄依序進入採收期後，分別於 2020 年 8 月 12 日及 9 月

30 日，現場進行產量及園藝性狀調查，並於當天採樣後送至相關實驗室，分析植

體中元素濃度及果實表面致病微生物量。現場調查項目為單位面積產量、作物鮮重、

葉綠素相對含量(SPAD)、葉片長寬及葉柄長，番茄再加測果實甜度。植體中元素濃

度分析項目為總氮、磷、鉀、鎘、鉻、銅、鎳、鉛、鋅、砷、汞。果實表面則檢測

致病微生物指標之大腸桿菌及大腸桿菌群。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227



 
圖 1、應用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滴灌栽培瓜果類作物試驗設計圖 

 
結果與討論 

水質分析結果顯示，兩種水資中心放流水中氮含量(氨氮 10.5-13.7 mg/L、總氮

12.9-15.6 mg/L)明顯高於渠道水(氨氮 0.23-0.80 mg/L、總氮 3.50-4.13 mg/L)；大腸

桿菌群則容易出現波動(7.1×104-3.4×105 CFU/100 mL)，時而高於渠道水(3.5×104-
5.5×104 CFU/100 mL)，且經過 UV 殺菌似乎未能有效降低微生物含量；對人體有

害之重金屬含量極低，均符合相關標準。與渠道水相比，兩種水資中心放流水，對

小胡瓜及番茄的產量及園藝性狀，並無負面影響。植體內總氮、磷、鉀濃度檢測結

果顯示，無論在小胡瓜或番茄中，都以無過 UV 放流水的累積量較高，在過 UV 放

流水與渠道水施灌的植體中，則沒有太大差異。植體內重金屬濃度分析結果，均遠

低於衛福部公告之食品安全標準，說明以水資中心放流水灌溉，應無重金屬累積於

植體內之疑慮。綜整而言，水資中心放流水中，除氮含量較高以外，其他營養元素

並未高於渠道水，而對人體有害的重金屬濃度均符合相關標準，實際分析小胡瓜與

番茄植體，亦無重金屬累積的現象。建議利用水資中心放流水灌溉時，可依作物種

類適度降低氮肥施用量，並避免採用噴灌方式，以防水資中心放流水中大量微生物

接觸作物食用部位及人體，且作物採收後需妥善清洗再食用。 
 

參考文獻 
Intriago, J. C., F. Lopez-Galvez, A. Allende, G. A. Vivaldi, S. Camposeo, E. N. Nicolas,…, and F. 

P. Salcedo. 2018. Agricultural reuse of municipal wastewater through an integral water 
reclamation management. J. Environ. Manage. 213: 135-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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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 

Studies on Leaf Nutrient Diagnosis Standard of Yuherpao Lychee  
(Litchi chinensis Sonn.) cultivated in Tropical Districts of Taiwan 

 
Yong-Hong Lin*, Wei-Jia Wang 

Department of Plant Industry,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ingtung, Taiwan 

*E-mail: yonghong@mail.npust.edu.tw 
 

Abstract 
Most Yuherpao lychee are cultivated in tropical south Taiwan. The quality and yield of 

Yuherpao lychee are influenced by the nutrient management from January to June every year. 
This research was to construct the standards of sampling period and location for nutrient 
diagnosis of Yuherpao lychee cultivated in south tropical district of Taiwan by analyzing 
essential nutrient elements of leaves from pre-anthesis to harvest stage. The leaves were 
sampled during January and June every month for the observation of nitrogen (N), phosphorus 
(P), potassium (K), calcium (Ca), magnesium (Mg), iron (Fe), manganese (Mn), copper (Cu) 
and Zinc (Z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leaves collected from the branch of flowering and 
non-flowering terminal during February to March are most stable and both the most 
appropriately sampling position and period for foliar nutrient analysis of Yuherpao lychee in 
the South Taiwan. 
Keywords: Lychee, nutrient diagnosis, climate variations,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troduction 
Lychee is an important fruit trees at many country of Asia (Menzel, 2001). Various lychee 

species are cultivated in Taiwan about 9,884 hectares, 2019. Yuherpao, one of the important 
lychee varieties, occupies a broad area in the lychee cultivation of Taiwan. South Taiwan is 
characterized by middle rainfall, and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13 ℃ in winter to 32 ℃ in 
summer. The soil texture is sandy to sandy loam. Soils pH are from 4.5 to 6.0. The steady 
production of Yuherpao mainly relies on abundant absorption of nutrients by plant. The 
nutrient standards of leaf and sampling period are important procedure to assess the nutrient 
abundance of plant (Menzel and Simpson, 1987). The variation of nutrients concentration in 
lychee leaves altered following the maturity degree of the leaf and getting stability at the stage 
of maturity. Hence, evaluating the accurate leaves sampling period and location for nutrient 
diagnosi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Yuherpao lychee.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 leaves of Yuherpao were sampled from lychee orchard located Dashu Township, 

Kaohsiung, Taiwan. The soil texture of orchard was sandy loam. The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was 0.25 mS cm-1 and pH was 5.0. The mature leaves from the distinguishment of non-
flowering (NFB) and flowering (FB) branches were sampled, respectively. The sample 
duration was the middle of every month from January to June. The oven-dried leaves were 
then grinded to obtain samples. Sulfuric acid was added at 350℃ for the complete digestion 
and then leaf potassium (K), calcium (Ca), magnesium (Mg), iron (Fe), manganese (Mn), 
copper (Cu) and zinc (Zn) were determin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spectrophotometer.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for nitrogen (N) using elemental analyzer, phosphorus (P) by 
phosphomolybdate metho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the steady period for foliar N and K fell during March to May and for P in 

January to March in the leaves of NFB and FB. The different climate and short reproductive 
period in south Taiwan might be the reason why reaching early stabilization period of leaf N, 
P and K (Fig. 1) in this research. N and P decreased from March (flowering stage) towards 
June (postharvesting stage) might be the synthesis and formation of carbohydrate in frui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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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ing the decrease of two nutrients (Cameron et al., 1952). Leaf K was steady from January 
to March and decreased from March to May. The reason after its stability period might be the 
transporting of K to fruits (Smith and Reuther, 1950). 

Leaf Ca concentration continuously increased from January and April. However, Ca 
concentrations decreased between May to June which was apparently low. Mg concentration 
in leaves showed a steady period between January to March no matter in the NFB or FB. Leaf 
Cu showed stable variation from January to June in the leaf of NFB and FB (Table 1). The 
stabilization of leaf Cu values was observed between January to June. Foliar Zn concentration 
a steady period between February and May (Fig. 1). The leaf Mn concentration had a similar 
variation in the leaf of NFB and FB which are steady except they are lower in the leaf 
concentration on March (Fig. 1).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overlap stable period of nine elements was occurred between 
February to March, i.e. the sampling period on leaf nutrient status of Yuherpao reveals that 
the most appropriate leaves sampling period and location was fell between February to June. 
No matter what the mature leaves under flower of FB or the mature leaves of NFB about the 
sampling location.  

References 
Cameron, S.H., R.Y. Muller, A. Wallace, and E. Sartori. 1952. Influence of age of leaf, season 

of growth and fruit production on the size and inorganic composition of Valencia orange 
leaves. J. Am. Soc. Hortic. Sci. 60: 45- 50. 

Menzel, C.M., and D.R. Simpson. 1987. Lychee nutrition: A review. Sci. Hortic. 31:195- 224. 
Menzel, C. 2001. The physiology of growth and cropping in lychee. Acta Hortic. 558: 175-

184. 
Smith, P.F., and W. Reuther. 1950. Seasonal changes in Valencia orange trees. I. changes in 

leaf dry weight, ash and micronutrient element. J. Am. Soc. Hortic. Sci. 55: 61- 72. 
Table 1. The variety of nutrients concentration in the leaves of non-flowering branch (NFBa) 

and flowering branch (FBb) from January to June. 

 
anon-flowering of branch on Yuherpao lychee. 
bflowering of branch on Yuherpao lychee. 

 
Fig.1. The variation of nutrients concentration from January to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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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 

 

結合可見-近紅外光譜與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儀應用在土壤化育作用之

探討 
Using Vis-NIR spectroscopy and pXRF to pedogenesis 

 
黃胤中 1、黃倬英 2、許正一 1,* 

1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2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E-mail: zyhseu@ntu.edu.tw 

 
摘要 

近年來，土壤近地感測 (proximal soil sensing) 衍伸出許多應用，其中包含數

位化土壤形態測量學 (digital soil morphometric, DSMorph)。在儀器的協助下，可快

速且非破壞的定量肉眼無法觀察的土壤形態特徵。本研究使用手持式 X 射線螢光

光譜儀與可見-近紅外光譜法測定土壤的元素組成及反射光譜，以得到足以區分化

育層的數據，這些數據可作為機器學習演算法的輸入變數，在建立資料庫之後，進

而預測土壤化育特徵，最終目的希望能將 DSMorph 應用在智慧農業所需要的環境

監控上。 
關鍵詞：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光譜儀、可見-近紅外光譜法、數位化土壤型態測量學 
 

前言 
隨著智慧農業發展，環境監控的需求增加，以往的土壤分析有化學藥劑消耗，

能分析的樣品數受限，難以應對野外現場的即時需求。近地感測利用儀器取得訊號，

輔以統計分析獲得目標土壤性質，快速且不對環境造成干擾。其中，手持式 X 射

線螢光光譜儀 (portable X-ray fluorescence, pXRF) 可用作元素的定性與定量；可見

-近紅外光譜法 (visible and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Vis-NIR) 量測土壤 350-2500 
nm 的反射光譜，包括金屬氧化物、黏土礦物與有機質官能基的特徵。以近地感測

儀器掌握土壤光譜及元素組成，並運用土壤化育角度辨識各種土壤特徵，可以對土

壤性質有定性與定量的掌握。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採自阿里山的淋澱化森林土壤，分類為典型簡育正常淋澱土 

(Typic Haplorthods)，具有灰白色的漂白層與有機碳-鐵/鋁聚積的淋澱層(Bhs)與粘

聚層(Bt)。將土壤風乾磨碎過 2 mm 篩網，以 Olympus Delta Premium 2000 portable 
XRF 測定元素組成。另將土樣盛裝於培養皿，以 ASD FieldSpec® 3 測定 350-2500 
nm 的反射光譜，測量時處於暗室並以鹵素燈作為光源，反射光譜以裸光纖開口 
(bare fiber) 接收，為避免不同方向之反射率不同，培養皿經過 180°對向的兩重複

測量後平均，且每 20 個樣本進行一次空白校正，光譜數據經 Savitzky–Golay 光譜

平滑化處理。反射光譜的準確度以測定標準黏土礦物高嶺石 (KGa1-B) 的光譜並

與文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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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高嶺石 (KGa1-B) 的反射光譜經 continuum removal 處理過後如圖一所示，光

具有明顯的 1404 nm、2200 nm 雙重線 (doublet)，為高嶺石內 Al-OH 鍵結之光譜

特徵 (Terra et al., 2019)。 
圖二為土壤剖面各化育層的光譜特徵，顯示可藉由這些特徵來分辨不同化育

層，即 O/A 層富含有機質的高吸收率，掩蓋了大部分的礦物特徵，而經強烈洗出

作用的 E 層主要組成為二氧化矽，故反射率較高，但因組成單純所以光譜特徵也

不明顯，而搭配 pXRF 可獲知 E 層超過 40%均為矽元素。洗入的 B 層顯示了較多

的光譜特徵，在 Bhs 層與 Bt 層可觀察到 500-1500 nm 的起伏與鐵氧化物相關，以

一階導函數可進一步分辨鐵礦物組成差異。 

 
圖一、經 continuum removal 處理的 KGa1-B 標準黏土礦物高嶺石光譜 

 
圖二、淋澱土各化育層的反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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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 

比較臺灣中部茶園航照圖顯示生長差異茶樹之土壤性質 
及茶湯有機化合物含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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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Different Aerial Appearances of Tea Planta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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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ender leaves of tee trees, which differentiated good (G) and bad (B) 
growth exhibitions by aerial photographs, were collected. Eleven physical and chemical 
soil properties as well as five compounds in tea infusions were analyzed to determine the 
main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growth of these tea trees. The Fleiss’ kappa statistic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wet aggregate stability, pH, and exchangeable potassium content exhibit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Soil quality (SQ) assessment, which based on 11 soil 
properties, revealed that 67% of the total score of G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B. Moreover,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free amino acid content and soil properties, 
including pH and copper content, were observed, where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ree amino acid and flavone contents and most of the soil properties. The survey data 
set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can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improved management 
of tea plantations. 
Keywords: aerial photograph; soil quality; tea cultivation 
 

Introduction 
Tea, Camellia sinensis (L.) O. Kuntz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everages 

worldwide due to its taste and health-promoting effects. The sensory quality of tea 
infusion is influenced by variety, climate, soil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harvest season,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Among these factors, soil conditions is crucial since its 
biochemical properties determine the availability of essential nutrients, that are reported 
to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ynthesis and plant growth but also support the 
content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s which responsible for the taste of tea infusion and tea 
quality.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major soil properties via the growth 
determination of tea plants and further develop an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SQ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 and B and correlate it with the contents of organic compounds in 
the infusions of tender leaves.  
 

Materials and method 
In this study, the soil sample and fresh tea leaves of tea cultivar Si-Ji-Chun were 

harvested from 18 tea plantations in Mingjian, Nantou. Soil properties, wet aggregate 
stability (WAS), p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ECw), organic carbon (OC), available 
nitrogen (N) and phosphorus (P), extractable cations, and the total concentrations of 
copper (Cu) and zinc (Zn) included, and the content of chemical compositions in tea 
infusion, such as polyphenols, catechins, free amino acids (FAAs), caffeine, and flav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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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determine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11 soil properties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mean values for 

exchangeable potassium (K), available N, and ECw of G were 1.12-, 1.29-, and 1.46-fold 
greater than those of B, respectively. Approximately 67% of the soil at a depth of 0–60 
cm for G exhibited a better SQ score than that of B. Futhermore, the Fleiss’ kappa statistic 
assessment result shows that WAS, pH, and the exchangeable K content drastically 
affected the growth exhibition of tea, with scores of 0.86, 0.64, and 0.62, respectively. 
The mean values for the total phenols, catechins, FAAs, and caffeine of G was 1.02- to 
1.08-fold greater than those of B. Moreover, the soil properties that affected the contents 
of FAAs in the infusions were pH, ECw, OC, available P content, exchangeable 
magnesium, and Cu. The survey results could allow for the concentration determination 
of ranges of these five organic compound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different soil 
properties. 
 

Reference 
Tongsiri, P., W.Y. Tseng, Y. Shen, and H.Y. Lai. 2020. Comparison of soil properties and 

organic components in infus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erial appearances of tea 
plantations in central Taiwan. Sustainability. 12(11): 4384. 

 
Acknowledge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financially supporting this research under Contract No. MOST 107-
2321-B-005-016.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234



０９

使用生物炭整治之多種重金屬污染土壤中重金屬(銅、鎳、鉻、鋅)
物種分佈變遷研究

The speciation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Cu, Ni, Zn, and Cr) in the 

multi-metal contaminated soils remediated by biochar 

吳毓鈞、梅爾、林耀東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yaotung@nchu.edu.tw

摘要

重金屬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單靠測量重金屬總量來評估一地之汙染情形可能

稍顯不足，須加以評估重金屬之物種分布以及生物有效性…等，更能有效評估重

金屬在環境中實質上所帶來的危害，欲了解重金屬物種分布，可使用 Tessier 序
列萃取的方式來測定得知，此方法可分為以下萃取步驟:殘留結合態（RES），而

陰離子化合物主要分佈於鐵-錳氧化物結合態（OX）、有機物結合態（OM）和碳

酸鹽結合（CAR）。在此項研究中，是以各類型的生物炭添加到各種土壤中，來

抑制對重金屬的吸收。土壤類型分為: 為未施用鉀肥之土壤、長期施用鉀肥之土

壤、紅土、鹼性土壤和森林土壤，均有添加各種濃度的銅、鎳、鋅和鉻，並在 25°C
的恆溫條件下於黑暗中乾濕循環孵育 60 天。再利用上述提到之序列萃取法分析

土壤和加料土壤中各種類型土壤中銅、鎳、鋅和鉻之物種分佈。隨後將各類型生

物炭添加於土壤中，其中所包含生物炭類型有稻草生物炭、稻殼生物炭，用去離

子水濕潤至 70％田間含水量，在 25°C 恆溫條件下於黑暗中孵育 30 天，並採用

添加重金屬土壤（無添加生物炭）作對照。孵育後，再進行序列萃取以評估添加

各類型生物炭後之土壤中銅、鎳、鋅和鉻之物種分佈。稻草生物炭顯示出較高的

鎂、磷、鉀和鈣含量與最高 pH 值。 因此，稻草生物炭在修復重金屬（銅，鎳，

鋅和鉻）污染土壤方面顯示出巨大潛力。

關鍵字：土壤污染，土壤復育，重金屬，序列萃取，固化，生物炭

前言

重金屬污染是人為活動導致的，這些活動包括採礦，冶煉，工業廢物處置和

農業活動。全球超過 1000 萬個土壤污染場所中有 50％以上是重金屬污染的場址，

重金屬污染土壤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土壤中的重金屬含量很高，當它們進入食物

鏈時會造成生物累積及環境問題並給人類健康帶來長期風險。過去研究生物炭對

重金屬污染土壤的修復受原料類型和特性的影響以及有效性。據現今資料顯示，

對稻草的生物炭有效性幾乎沒有此方面的相關研究。

材料與方法

土壤類型

分為未施用鉀肥之土壤(W)、長期施用鉀肥之土壤(L)、紅土(R)、鹼性土壤(A)
和森林土壤(F)。 
生物炭

本研究使用稻草（RS），稻殼（RH）原料均收集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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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實驗 
分為將重金屬加入各類型土中及加入各類生物炭至已添加重金屬之土壤兩

部分。 
金屬和土壤特性分析 

金屬之分析包含總量分析測得金屬濃度、序列萃取 (Tessier, et al., 1979)測得

物種分佈；土壤性質分析包含 pH 測量、土壤有機質、土壤持水量、土壤陽離子

交換能力。 
 

結果與討論 
在添加金屬土壤中以 10％生物炭的施用量與各種生物炭處理孵育 30 天。就

可交換態而言，在各種類型土壤中，添加稻草生物炭、稻殼生物炭結果顯示明顯

減少。從控制組土壤發現，在銅中，不同類型土壤中的可交換態含量在稻草處理

中降低了 0.96％至 1.80％，在稻殼生物炭處理中降低了 0.85％至 32.19％。然而，

對於鎳，除稻草生物炭處理中的鹼性土壤外，在稻草生物炭處理中觀察到顯著降

低，而其他生物炭處理使對照中的 鎳可交換態降低。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各

種生物炭處理能夠有效地將銅、鋅、鎳、鉻固定在各種類型的土壤中，其效果取

決於土壤，金屬和生物炭的類型。土壤和生物炭的性質極大地影響了銅，鎳，鋅

和鉻的固化。 
 

結論 
土壤添加金屬後，銅、鋅、鎳、鉻在各種類型土壤中的形態分佈轉化為不同

的型態。生物炭施用量為 10％（w / w）時，稻草生物炭處理對各種類型土壤中

銅、鋅、鎳、鉻物種分佈的影響更加明顯。各種生物炭處理後，土壤 pH，SOC
和 CEC 均得到改善。在生物炭處理和土壤樣品中，在稻草生物炭和鹼性土壤中

觀察到最高的 pH 和有機碳含量。經過 30 天各種生物炭處理後，可交換態的銅、

鎳、鋅普遍比對照減少，且物種與在所有 Cr 樣品中，所有土壤樣品中的碳酸鹽

態/ 鐵錳氧化態與所有土壤樣品中的鐵錳氧化態/ 有機質態都有所下降。因此，

稻草生物炭具有修復重金屬污染土壤的巨大潛力。研究結果為生物炭對修復銅，

鎳，鋅，鉻污染土壤得到很好的效果。 
 

參考資料 
Abdel-Shafy, H. I., and M. S. M. Mansour. 2016. A review on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Source, environmental impact, effect on human health and 
remediation. Egypt. J. Pet. 25: 107- 123. 

Alaboudi, K. A., B. Ahmed, and G. Brodie. 2019. Effect of biochar on Pb, Cd and Cr 
availability and maize growth in artificial contaminated soil. Ann. Agric. Sci. 64: 
9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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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以不同有機酸離子提升高鈣厭氧消化液中之鳥糞石回收量 
Increasing struvite recovery from high-calcium anaerobic digestion 

system by different organic acid ions 
 

周秉滽、張浩誠、羅凱尹、王尚禮 *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E-mail: wangsl@ntu.edu.tw 

 
摘要 

經濟動物產生的廢棄物經厭氧消化後，其中可造成優養化的有機氮磷可礦化

為無機銨離子與磷酸根離子，之後經沉澱形成緩釋性肥料鳥糞石。然而部分經濟

動物如蛋雞，因為飼料而使排泄物經厭氧消化後產生之消化液具大量鈣離子，於

進行鳥糞石沉澱反應時鈣離子也將與磷酸根離子結合形成無定型磷酸鈣沉澱。本

研究以添加不同有機酸作為降低鈣離子活性之措施，且證實可用簡便的方式監測

反應進度，結果顯示草酸對鈣離子具有高度選擇性，並與鈣形成草酸鈣二水合物

沉澱，且反應過程可以電導度變化監控，移除草酸鈣沉澱並將殘餘溶液 pH 值調

整到 9.0 後，溶液中將生成鳥糞石且其餘可能生成礦物之 X 光繞射訊號皆低於偵

測極限。 
關鍵詞：鳥糞石、厭氧消化、電導度、X 光繞射 
 

前言 
經濟動物產生的廢棄物具高濃度有機氮、磷，如未經處理即放流將引發受汙

染水體優養化，然而若經厭氧消化，這類有機汙染物可礦化為無機銨離子與磷酸

根離子，之後經沉澱形成具備取代磷礦潛力且單價昂貴的緩釋型肥料鳥糞石。然

而部分需攝食大量鈣元素的經濟動物如蛋雞，其排泄物經厭氧消化後產生之消化

液具大量鈣離子，於進行鳥糞石沉澱反應時鈣離子也將與磷酸根離子結合形成無

定型磷酸鈣沉澱。本研究以添加不同有機酸作為降低鈣離子活性之措施，並以測

量電導度變化作為監控反應之方式。 
 

材料與方法 
1. 鈣離子影響沉澱程度：以氯化鈣、氯化鎂配置不同濃度比例(鈣鎂比值分別為

0、0.1、0.2、0.5、1.0、2，鎂離子固定 10 mM)的混合溶液，加入已經具有無

機銨離子與磷酸根離子各 10 mM 的溶液中並調整 pH 至 9 啟動反應，取沉澱

物於攝氏 40 度烘乾並進行 X 光繞射分析，液體稀釋至合適倍率後以原子光譜

儀、鉬藍法、水楊酸鈉比色法分析各項與鳥糞石沉澱有關之元素。 
2. 有機酸脫除鈣離子實驗：如同前述方法配置混合溶液，但將鈣鎂比設置在 2:1，
分別滴加檸檬酸、檸檬酸鈉、草酸、草酸鈉並監控其電導度變化，移除過程中

產生之沉澱後將 pH 值調整至 9.0，固體與液體處理與分析同前述。 
3. 厭氧消化液反應：厭氧消化反應條件為蛋雞糞：稻稈乾重比值 1:3 且固液比

1:10，於攝氏 37 度下反應 30 日後保存於冷藏環境，反應時先以 0.2 M 檸檬酸

鈉或草酸進行前述之電導度滴定並離心去除沉澱物後，再調整 pH 值至 9.0 進

行鳥糞石沉澱反應，固體與液體處理與分析同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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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實驗結果 
因為圖表過多，故僅列主要結果。 

 
圖五、(c) 以檸檬酸鹽脫除鈣離子並進行鳥糞石沉澱反應之結果，(d) 以草酸脫除

鈣離子後進行鳥糞石沉澱反應之成果，顯示草酸根離子對於鈣離子具高度選

擇性並可以草酸鈣形式脫除鈣離子，然而檸檬酸根離子則無此類現象。 
 

結論 
鈣鎂比超過 0.5 時，鈣離子始影響鳥糞石生成，草酸根離子相較於檸檬酸根

離子對鈣離子有選擇性，將優先與鈣離子結合形成草酸鈣沉澱，此過程可經電導

度滴定曲線切線斜率判定鈣離子是否已脫除，斜率為零處即滴定終點。 
 

參考文獻 
Liu, Z. H., J. A. Ogejo, A. Pruden, and K. F. Knowlton. 2011. Occurrence, fate and 

removal of synthetic oral contraceptives (SOC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 
review. Sci. Total Environ. 409(24): 5149-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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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不同母質土壤中稀土元素與鐵氧化物的結合 
 

吳卓穎、許正一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E-mail: zyhseu@ntu.edu.tw 
 

摘要 
土壤中的稀土元素易被有機質與黏土礦物固定，然而廣泛存在於熱帶與亞熱

帶土壤中的次生型鐵氧化物，其與稀土元素間的關係卻鮮少有研究提及。本研究

利用 DCB 萃取次生型氧化鐵(Fed)，同時測定 DCB 萃取液中的稀土元素，結果顯

示，Fed與 DCB 可萃取之輕、重稀土元素之間，皆呈現顯著(P < 0.05 及 P < 0.001)
正相關，其中重稀土元素由於可與鐵氧化物形成較穩定的複合物，因此兩者間相

關性較高 (r = 0.99)。本研究進一步獲知，在不同母質的低緯度土壤中，鐵氧化物

比有機質、黏粒更易於固定稀土元素。 
關鍵字：稀土元素、土壤化育、DCB 萃取 
 

前言 
稀土元素是由鈧、釔和十五個鑭系元素所組成之十七個元素的總稱，此十七

個元素由於電子組態相近因而具有相似的物化性質，故通常以「組」出現而非就

個別元素進行討論。為了便於討論，稀土元素可以進一步分為由鑭到銪的輕稀土

元素和鈧、釔和釓到鎦的重稀土元素。近年來，考量到稀土元素的經濟價值和廣

泛應用可能造成的環境負擔，探討其在土壤中動態的研究日益增加。關於稀土元

素與有機質及黏土礦物的錯合，分別在溫帶及熱帶的土壤和吸附試驗中得到證實 
(Mihajlovic et al., 2019)。另一方面，Mourier et al. (2008) 利用建立稀土元素的全量

以及選擇性抽出的鐵含量間的相關性，提出熱帶地區土壤中次生型的鐵氧化物對

稀土元素吸附的重要性。本研究以花蓮一個包含四種母質的土壤剖面樣品為材料，

利用 DCB 萃取法選擇性抽出鐵以及稀土元素，擬了解次生型鐵氧化物對稀土元素

的固定。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四個土壤剖面，採集自花蓮縣萬榮鄉以及瑞穗鄉，西起紅葉

村東至奇美村的一個包含四種母質 (片岩 SC、超基性岩 UM、安山岩火山集塊岩

AN 以及砂頁岩互層 SH) 的岩性土序。以 ICP-OES 測定 DCB 抽出之鐵 (Fed) 和
稀土元素含量。 

 
結果與討論 

次生型鐵氧化物透過提供吸附位置固定稀土元素，因此在四個剖面中 Fed與

DCB 抽出之輕重稀土元素含量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其中 Fed與輕稀土元素 
(r=0.55, P < 0.05) 的相關性略低於 Fed與重稀土元素 (r=0.99, P < 0.001) 的相關性

(圖一)。輕稀土元素由於半徑較大，與次生礦物或有機質形成之複合物較重稀土元

素不穩定，而 DCB 法是以游離鐵為目標物所設計的強力萃取手段，因此在反應過

程中除了與次生型鐵氧化物鍵結的稀土元素之外，亦可能將吸附於黏土礦物表面

的輕稀土元素一併抽出，因而導致 Fed 與輕稀土元素之相關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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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Mihajlovic, J., A. Bauriegel, H. J. Stärk, N. Roßkopf, J. Zeitz, G. Milbert, J.  Rinklebe. 
2019. Rare earth elements in soil profiles of various ecosystems across Germany. 
Appl. Geochemistry. 102: 197– 217. 

Mourier, B., J. Poulenard, C. Chauvel, P. Faivre, and C. Carcaillet. 2008. Distinguishing 
subalpine soil types using extractible Al and Fe fractions and REE geochemistry. 
Geoderma. 145: 107– 120. 

 

  

圖一 以 DCB 萃取之鐵與輕(a)、重(b)稀土元素濃度間的關係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240



１２ 

接種根瘤菌對臺南九號花生生長及固氮的影響 
Effect of Inoculation of Rhizobia on Growth and Nitrogen Fixation of 

Peanut (Arachis hypogaea L.“Tainan selection NO.9”) 
 

Chun-Tse Chang, Fo-Ting Shen*, Ting-Chen Tu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ftshen@dragon.nchu.edu.tw 
 

摘要 
花生（Arachis hypogaea L.）為我國重要經濟作物之一，因此開發花生根瘤菌

肥料具有一定產業效益。本實驗希望可以藉由蛭石瓶栽試驗來進行花生接種根瘤

菌的實驗，並測量植株地上部與地下部的鮮（乾）重、計算根瘤數以及測定其根瘤

共生固氮活性。結果發現 A1ES2 以及 A1DS1 對花生地下部鮮重具有顯著提升，而

根瘤數及根瘤共生固氮活性方面則是 A1CS1、A1DS1、A1ES2 及 VWNS1 皆有不

錯的表現。因此可以從結果來挑選出具有提高花生產值潛力的根瘤菌，以供未來做

更進一步的試驗。 
關鍵字：花生、根瘤菌、共生固氮活性。 

 
前言 

 花生（Arachis hypogaea L.）在臺灣種植的面積廣大，且其年產值約為 30 億元

左右，因此可以得知花生為我國重要經濟作物之一（黃，1999）。而豆科作物在農

業上相當重要的特性便是能與微生物進行共生固氮，由於豆科作物的氮需求量很

高，因此其共生固氮的關係相當重要，亦能得知開發其生物肥料是具有產業效益。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 Bradyrhizobium 為花生主要結瘤共生之菌種（柯，2018），因

此本次研究目的是以蛭石瓶栽試驗篩選可促進花生生長且能與花生共生固氮之

Bradyrhizobium 菌株，以助於未來花生根瘤菌肥料之開發。 
 

材料與方法 
本次瓶栽試驗中所使用之根瘤菌菌株為從臺南九號花生根瘤分離出之 A1CS1 

Bradyrhizobium guangxiense 、 A1DS1 Bradyrhizobium ottawaense 與 A1ES2 
Bradyrhizobium guangxiense（柯，2018），以及參考菌株 BCRC13528 Bradyrhizobium 
diazoefficiens 與 VWNS1 Bradyrhizobium subterraneum。將已表面消毒之花生種子

浸泡於 200 倍稀釋菌液中，然後將種子置於含 5 mL 菌液的培養皿中預發芽 5 天，

挑選生長較一致的花生種子進行蛭石瓶栽試驗。使用已滅菌過的鑷子將種子移入

已滅菌的蛭石瓶栽，並添加 50 mL 200 倍稀釋菌液，然後以已滅菌的透明袋子套住

瓶口後，將蛭石瓶栽放入植物生長箱，生長條件為光照暗照 12/12 小時，溫度     
25°C。之後每 1-2 周添加 10 - 20 mL 100 倍稀釋菌液。生長 8 週後測量植株地上部

與地下部的鮮（乾）重、計算根瘤數以及測定其根瘤共生固氮活性。 
 

結果與討論 
 圖一（A）結果顯示，接種菌株處理之地上部鮮重雖然皆略有增加，但於統計

分析上則無顯著差異，而乾重於統計分析上也無顯著差異。而圖一（B）結果顯示，

接種菌株 A1DS1、A1ES2 處理之地下部鮮重於統計分析上有顯著增加，而乾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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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上則無顯著差異。 

 
圖一、花生地上部鮮（乾）重（A）以及地下部鮮（乾）重（B）。 

圖二（A）結果顯示，未接種菌株處理（BK）的花生根部並無結瘤情形，因此

可以推測本次試驗之花生種子並無內生根瘤菌；而接種 BCRC13528 處理的花生根

部沒有結瘤之情形，這可能是因為 BCRC13528 與本次試驗之花生品種相容性較

差。圖二（B）結果則顯示，處理 A1CS1、A1DS1、A1ES2 及 VWNS1 皆有不錯

的共生固氮活性表現，平均固氮活性大約在 150 nmol/hr 上下。而接種 BCRC13528
之處理則是幾乎測不到固氮活性。 

圖二、花生根部結瘤數量（A）及其根瘤固氮活性（B）的結果。 
 

參考文獻 
黃山內。1999。技術專刊 98 期:落花生專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

良場。台南。 
柯紀萱。2018。臺南九號花生根瘤菌之分離及特性研究。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

境科學系，碩士論文。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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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Exploration of rice growth promoting endophytes under cold stress 
 

Wei-An Lai, Fo-Ting Shen, Chiu-Chung Young*, Yong-Zhao Su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40227 Taichung, Taiwan, R.O.C. 
*E-mail: ccyoung@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Among169 rice endophytic isolates, 42 strains showed better growth at 10℃. Seed 
germination bioassay and seedling nursery experiment were conducted to screen better 
rice growth promoting strains under cold stress. Ten strains promoted radicle growth 
(21-28%) or increased relative germination rate (2-10%) at 25℃ after 7- day cultivation. 
Under cold shock condition (25℃, 10 and 25 for 3, 4 and 3 days, respectively), 6 strains 
increased relative germination rate (4-9%). Seedling nursery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inoculation of CC-LS37 and CC-LS71 help to increase dry weight of rice shoot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of leaves under cold stress. Strain CC-LS71 also improved cold 
tolerance of rice via decreasing dark-adapted minimum fluorescence. Strains CC-LS37, 
CC-LS71 or CC-LS88 reduced oxidative stress of rice caused by cold condition. 
Key words: rice growth promotion, endophytes, cold stress 
 

Introduction 
Rice is the staple food for Taiwanese and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Taiwan is 

well-known for its richness in biodiversity, and thus this study takes the advantage of 
readily available indigenous microbial resource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PGPMs that 
facilitate rice production under stress conditions. The PGPMs were screened for 
protection of rice seedlings against cold injury due to cold front in early spr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Rice endophytic bacteria which showed growth at 10℃ were screene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plant growth promotion on these isolates was carried out using seed 
germination bioassay (Lai et al., 2008). Rice (Oryza sativa cv. Tainan no. 11, referred as 
TN11) seeds were surface sterilized and washed. Bacterial colonies were scraped and 
suspended in 1/4 MS medium. Ten seeds were arranged on each 70-mm sterile filter 
paper soaked with 2-ml bacterial cell suspension (A600 = 0.1) and placed in a petriplate. 
Control received 2 ml 1/4 MS medium. The plates were incubated at 25°C (normal) or 
10°C (cold stress) under dark condition. Number of seeds germinated and length of root 
and shoot were recorded. For seedling nursery experiments, seeds were surface 
sterilized, washed and immersed in water for one day and germinated on moisturized 
filter at 25℃ under dark condition for 4 days. Germinated seeds were sowed in fresh 
Stender peat substrate +1/4 MS medium in pot (with 8.5×6.1×1.1 cm) under walk-in 
growth chamber with LED Z3 illumination system programmed a 12-h-light/12-h-dark 
PPFD of ca. 503 µmol·m−2·s−1. The 25℃ and 10℃ was set for normal/recovery and 
cold stress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The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of 30-min dark 
adapted leaves was measured after 14-day seedlings following by 7-day cold stress 
(10℃) and 5-h recovery (25℃) through Mini-PAM. Root and shoot lengths,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oxidative indicator (MDA) of rice seedling were measured after 25℃, 10℃ 
and 25℃ for 14, 7 and 10 day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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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Seed germination bioassay (25℃) indicated that strain TN11-NA10 was able to 

promote radicle growth. Strain LS-61, LS-103, LS-520, LS-521 or TN11-NA10 
improved seed germination under cold stress. Seedling nursery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inoculation of strain CC-LS37, CC-LS71, CC-LS88, HIH-109 or HIH-110 showed 
decrease in minimum fluorescence (F0) and increase in quantum yield (Fv/Fm) after 
cold stress. Strain TN11-NA10, CC-LS37 or HIH-109 showed improvement on rice 
seedling growth after cold stress. Effect of cold stress (25℃ for 14 days, 10℃ for 7 
days and 25℃ for 10 days) on rice seedling was revealed by MDA content, chlorophyll 
content in leaves of seedling, which showed that inoculation of CC-LS37 or CC-LS71 
decreased oxidative stress (MDA). Inoculation of strain CC-LS37 or HIH-108 increased 
chlorophyll content of rice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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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受熱泥炭土產生有機分子片段與可溶性有機碳協同促進六價鉻移除

Organic fragments newly released from heat-treated peat soils create 
synergies with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to enhance Cr(VI) removal 

Kai-Yue Chen1, 2, Yu-Ting Liu1, 2, Yi-Cheng Hsieh3, Yu-Min Tzou1, 2,*, 
Cheng-Guang Lai1

1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2國立中興大學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 

3Office of the Texas State Chemist, Texas A&M AgrLife Research, Texas A&M 
University System, College Station, TX, 77843, USA 

*E-mail: ymtzou@dragon.nchu.edu.tw

摘要

野火可使土壤表面升至 600 °C，而熱能能進一步傳遞至富 CO2 的底土內。因

此，在火勢強烈的厭氧環境中，土壤有機質（SOM）的化學成分可能會發生變化，

從而間接影響污染物（例如 Cr（VI））的氧化還原轉化。此研究將泥炭土於厭氣條

件下加熱至 600°C 以模擬野火事件對 SOM 的影響。然後測定經熱處理的泥炭土中

Cr（VI）的去除、還原及吸附作用，與土壤有機組成的變化相關性。結果顯示，隨

著加熱溫度升高，SOM 中含氧的官能團、-CH2 與-CH3 脂肪族基團和可溶解有機

碳（DOC）量逐漸減少。移除的 0.1932 mM Cr（VI）與土壤組分變化並無表現出

一致的下降。200 和 250°C 的加熱溫度是導致對溫度敏感的土壤有機成分（如木質

素和其他不穩定 SOM）分解的閾值；新分解出的有機片段可與木質素樣物質和羧

基產生協同作用，使最初添加的 Cr（VI）移除率達 99%。 
關鍵詞：SOM, DOM, Surface fire, Cr(VI), Reduction 

前言

野火可由自然或人為引發，前人研究指出，雖然土壤導熱能力差，但熱能依舊

能夠藉由孔隙水傳導至缺氧的深層土壤中。雖然一般認為 SOM 通常較為穩定，但

其包含芳香族及含氧官能基在內的一些小分子還是能在環境狀態改變時被釋出，

此部分可溶解有機物被稱作 DOC(Dissolved organic carbon)或不穩定碳。由於 DOC
主要存在於表土中，較有可能接受來自上層的能量。故野火有可能藉由厭氣燃燒改

變 SOM 的化學組成。由於前人研究多著重在 SOM 在野火後的生物有效性，對於

受野火影響 SOM 之於環境汙染物如重金屬的影響研究闕如，尤其是野火影響 SOM、
DOM 的組成與 Cr 的間接交互作用仍未被了解。因此藉此研究欲精確了解 Cr 的宿

命以及促進農業利用及食品安全。此研究將利用不同溫度改變泥炭土有機物組成，

造成 Cr(VI)移除、還原以及吸附作用的深入探討。 
材料與方法

濾液 Cr(VI): UV/VIS 添加初始濃度 250mg/L 
Cr(VI), as 0.1923 mM   

FTIR, NMR, Cr K-Edge 
加熱 100 °C 至 600 °C 

總 Cr: ICP-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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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Fig. 1. Chromium distributions in the solid or filtrate portions of samples collected after 
96 h of reaction between 0.1923 mM Cr(VI) and (a) pristine (BK) and heat- treated soils, 
(b) DOC extracted from pristine (BK) and heat-treated soils, and (c) pristine (BK) and 
heat-treated HAs. The number after each sample. 
Table 1. Solid-state NMR spectra of humic acids extracted from pristine soil and then 
heated at 100– 600 °C. 

結論 
1. 野火可能造成土中 SOM、DOM 分子結構及組成發生顯著改變。 
2. 高溫生成的碳黑狀物質及/或含芳香族結構分子為主要控制 Cr(VI)移除的關

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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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有機液肥之施用對於有機水稻生長之影響 
The effect of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the growth of organic 

rice 
 

張繼中 *、黃文益、蔡恕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E-mail: 720@mail.ttdares.gov.tw 
 

摘要 
水稻的肥料施用依時期可分為基肥、追肥及穗肥。臺東縣池上鄉有機水稻田通

常於基肥、追肥及穗肥皆使用有機質肥料，本研究以本場研發之有機液肥取代部分

有機質肥料，於臺東縣池上鄉試驗田區進行試驗，平均每分地可減少 3,500 元肥培

成本。試驗結果顯示施用有機質肥料及有機液肥的株高及產量皆高於只施用有機

質肥料處理及對照組。由於有機液肥亦可提供作物所需之養分，因此在栽培有機水

稻時，可於基肥施用國產有機肥，並於追肥及穗肥時施用有機液肥，可減少人力及

肥料成本，亦可提升產量。 
 

前言 
水稻的肥料施用依時期可分為基肥、追肥及穗肥。基肥為整地時施用的肥料，

需與土壤混合，一般於插秧前 2∼3 週施用最為適當，可提供全生育期的養分供給。

追肥可於插秧後根系開始生長時即可施用，一期作約於插秧後 5∼7 天，二期作約

於插秧後 4∼5 天施用；而穗肥施用時機約於一期作幼穗形成前 7∼10 天，二期作約

於幼穗形成期前 6∼8 天施用最為適當。臺東縣池上鄉有機水稻田通常於基肥、追

肥及穗肥皆使用有機質肥料，本研究擬以有機液肥取代部分有機質肥料，作為日後

有機水稻參考之依據。 
 

材料與方法 
參試品種為止高雄 139 號。試驗地點為位於臺東縣池上鄉錦富段 71、80 號有

機耕作水稻田。處理項目分為處理 1:施用本場研發之有機液肥、處理 2:農家慣行

方式、處理 3:對照組(只施用基肥)，共計 3 處理，每處理 1 分地，進行產量比較試

驗。所有處理之基肥皆施用有機肥，處理 2 之追肥及穗肥仍施用有機肥；處理 1 之

追肥及穗肥，將於水源頭施放本場研發之有機液肥。產量以小區收穫後經風選、曬

乾後，測定水分含量 13%，秤其穀重，換算成公頃產量。 
 

結果與討論 
於臺東縣池上鄉試驗田區於追肥及穗肥改施用本場研發之有機液肥，因研發

之有機液肥成本低於有機質肥料，平均每分地可減少 3,500 元肥培成本(表 1)。表

2 為試驗田區生育及產量調查的結果，結果顯示施用有機質肥料及有機液肥的株高

及產量皆高於只施用有機質肥料處理及對照組。由於有機液肥亦可提供作物所需

之養分，因此在栽培有機水稻時，可於基肥施用國產有機肥，並於追肥及穗肥時施

用有機液肥，可減少人力及肥料成本，亦可提升產量，落實水稻友善耕作肥培管理。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247



參考文獻 
1. 蔡宜峰、陳俊位。2004。堆肥與有機液肥在有機番茄及茄子栽培之效應。行政

院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85：25- 36。 
2. 廖勁穎。2020。氮肥對臺東地區水稻生育、產量及品質之影響。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30：43- 60。 
3. 簡宣裕、江志峰、張明暉、鄭金滿、林美娟、陳怡甄。2006。有機液肥之製作

與應用。豐年。56(23)：50- 55。 
 

表 1.試驗田區肥培管理成本計算(1.5 分地) 

處理項目 成本計算 總計 

處理 1 

(施用有機液肥) 

1.基肥施用 14 包有機質肥料 
2.追肥施用 2 公升有機液肥 
3.穗肥施用 2 公升有機液肥 

14 包﹡250 元=3,500 元 

4 公升﹡50 元=200 元 

處理 2 

(農家慣行方式) 

1.基肥施用 14 包有機質肥料 
2.追肥施用 6 包有機質肥料 
3.穗肥施用 6 包有機質肥料 
本示範田區使用 1 包 250 元有機質肥料 

36 包﹡250 元=9,000 元 

  
共節省 5,300 元，平均每

分地可節省 3,500 元 
 
表 2.示範田區生育及產量調查 

處理項目 株高(公分) 產量(公斤) 

有機質肥料及有機液肥 96.6 5,225 

有機質肥料 94.7 5,120  

對照組(只施用基肥) 93.7 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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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不同年份人工復育邊坡之土壤碳存量與有機質特性 
Sequest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on slopelands 

with artificial vegetation remediation in different years 
 

鄭筱嬋、簡士濠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E-mail: shjien@g4e.npust.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評估不同年份下人工復育邊坡下之土壤碳存量變化及有機質之

特性。碳存量分析結果顯示，有機碳含量在 8 年內以 5.15 Mg/ha-yr 的速率逐漸礦

化轉替，隨後以 5.48 Mg/ha-yr 的速率於林內下土壤開始積存。本研究同時分析表

層土壤之溶解性有機碳特性，以螢光光譜分析不同年份植被下之有機物官能基特

性，亦與研究區域旁未擾動之天然林土壤作為對照，由螢光區域分析圖譜結果顯

示，人工復育初期的土壤有機質中之類腐植酸含量(噴植資材)較多，隨時間分解，

於 8 年後逐漸以天然有機物質之黃酸與類黃酸累積於土壤中。 
關鍵字：碳存量、溶解性有機質、腐植質、螢光。 

 
前言 

臺灣山坡地面積約佔全臺灣 74%，山勢陡峻且震後使地質敏感脆弱及土石鬆

動，易因逢颱風豪雨而造成地表植生與土壤等流失，故崩塌後實施邊坡穩定生態

工程，常在表層回填土中添加有機物質，以供初期植生所需養分，有效加速表層

植被覆蓋率以避免裸露地再次受沖蝕，使發生崩塌邊坡地不需再經過漫長時間來

自然演替到植生盛相。 
 

材料與方法 
採集台南南瀛天文館已復育 1、3、5、8、11 年與未擾動天然林 50 公分深土

壤。將土壤進行基本性質分析(包含總體密度、含石量、含水量與有機質)及溶解性

有機質含量分析與萃取(分為水性和鹼性萃取)，且以螢光分析萃取後之溶液，再將

結果呈現之螢光圖套用區域積分法，最後以 R 程式統計歸納。 
 

結果與討論 
如圖 1，在初期添加的有機物質將會在 8 年內以 5.15 Mg/ha-yr 的速率礦化轉換完，

並開始以 5.48 Mg/ha-yr 的速率累積；如圖 2，螢光區域分析圖中亦有相似的趨勢，

可明顯看出初期類腐植酸含量多(螢光明顯)，資材隨時間緩慢分解入(螢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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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螢光區域積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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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生物炭複合資材於不同質地土壤中之礦化與養分釋放 
Mineralization and nutrient releasing of biochar compound materials 

in soils with different textures 
 

謝政翰、簡士濠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 

*E-mail: shjien@g4e.npust.edu.tw 
 

 
摘要 

本試驗選擇兩種農業土壤(砂質土及粘質土)、將生物炭與蔗渣堆肥依不同比例

製為四種粒狀複合資材，將四種複合資材置入茶包埋入土壤中短期孵育 60 天，評

估各複合資材之礦化速率。四種複合資材分別為生物炭：堆肥=1:3 (BC3)、生物炭：

堆肥=1:1 (BC)、全生物炭 (B)及全蔗渣堆肥 (C)。本研究於孵育期間分別於 1、3、
7、30、60 天時抽取土壤溶液分析無機氮、有效磷及交換性鉀含量評估各資材之養

分釋放量。研究結果顯示，兩試驗土壤中，各複合資材的礦化率皆以 C 最高 (33-
35%)，依序為 BC3 (26-29%)、BC (23-29%)，最差為 B (15-20%)；以砂土中之資材

礦化率較快。 
關鍵詞：生物炭、複合資材、礦化、養分釋放。 
 

前言 
許多的研究都顯示生物炭複合肥料在各項數值上顯示都優於傳統肥料(Qiana 

et al., 2014; Schulz and Glaser, 2012)。生物炭複合資材無論是在土壤肥力固持上，

土壤品質的永續以及作物生產力上，皆具有良好的效果(Jien and Wang, 2013; Olad 
et al., 2018) 。截至目前，多數研究僅將生物炭與肥料混合施入土壤，將之造粒作

為緩釋肥料使用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以循環農業的概念為基礎，目的為以農業

剩餘資材再利用製成之生物炭為對象，與蔗渣堆肥進行造粒為生物炭複合資材，分

別施用於臺灣常見之農業土壤類型：砂質土及粘質土，完成生物炭複合資材礦化速

率及肥力釋放狀況。 
 

材料與方法 
盆栽試驗以 6 吋荷蘭盆，每盆皆填裝 2 kg 之土壤，依羅秋雄(2010) 「設施葉

菜類蔬菜合理化施肥」裡的小白菜的氮肥推薦施用量為施肥基準進行孵育試驗。生

物炭複合資材以茶包袋填裝所需之重量後使用，覆土後進行孵育實驗，並裝置水分

抽出器，用於將土壤中的土壤溶液抽出，每個處理皆為三重複，並每天維持田間容

水量進行水分澆灌，於孵育天數 1 天、3 天、7 天、30 天、60 天時抽出土壤溶液進

行無機氮，有效磷及交換性鉀分析，茶包內肥料於風乾後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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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資材礦化損失結果顯示，無論土壤種類，礦化率皆以堆肥(C)最高。經過 60 天

的孵育，砂質土中 C 的礦化損失達 33%，其次為 1:1 複合資材(BC)及 1:3 複合資材

(BC3)，分別為 30%及 29%(圖 1)。複合資材於土壤中的無機氮釋放結果顯示，資

材中生物炭的存在，於砂土中施用初期對銨態氮的淋失具有減緩的效果(圖 2) (Li et 
al., 2019)。硝酸態氮於孵育後，各處理土壤溶液中均以 C 及 BC3 處理含量最高(圖
3)。由於無法測得黏質土壤溶液中的可溶性磷含量，本研究即測定兩種土壤中的有

效磷含量。結果顯示(圖 4)，當複合資材施用於粘質土壤時，幾近所有磷皆以潛在

有效態為土壤表面所固定。實驗結果顯示，僅 C、BC 及 BC3 處理之有效磷於施用

30 天後才可能超過不致缺乏的等級(15 mg/kg，中級)。圖 5 顯示有添加資材的處理，

交換性鉀含量均顯著提高；然而，資材於砂質土與粘質土在交換性鉀釋放上有所差

異，主要推測是粘質土對溶液中鉀的吸附，即資材釋放鉀後，旋即受粘粒吸附固定。

圖 1 資材礦化之動態變化。    圖 4 土壤有效磷之動態變化。 

圖 2 土壤溶液 NH4
+-N 動態變化。   圖 5 土壤溶液交換性鉀之動態變化。 

※ (A)砂質土；(B)粘質土 
 
 
 
 
 
 
 

圖 3 土壤溶液 NO3
--N 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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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六價鉻與對苯二酚之間的氧化還原反應：有機分子聚合的替代途徑 
Redox reactions between chromium(VI) and hydroquinone:  

Alternative pathways for polymerization of organic molecules 
 

Yu-Min Tzou*, Yu-Ting Liu*, Chun-Chien Yen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45 

Xingda Rd., Taichung, 40227, Taiwan 
*E-mail: ymtzou@dragon.nchu.edu.tw; yliu@nchu.edu.tw 

 
摘要 

        有機化合物還原 Cr(VI)是減低 Cr(VI)在環境中的毒性和移動性的主要途徑之

一，然而有機分子的氧化產物受到的科學關注較少，在本研究中，作者以對苯二

酚(H2Q)代表性的有機化合物，將其與 Cr(VI)反應藉以瞭解 Cr(VI)還原時所伴隨

的 H2Q 氧化聚合反應。由光譜分析顯示，Cr(OH)3為 Cr(VI)和 H2Q 發生氧化還原

反應過程中所產生的主要沉澱物，將固體沉澱物分離後所得到的濾液經酸化處理，

發現有黑色的沉澱物產生，此為氧化聚合反應後所產生大分子有機化合物的絮聚

所致，且此氧化聚合反應可能與有機分子及 Cr(III)的錯合有關。光譜分析顯示，

此反應所產黑色鬆有機聚合物的化學結構主要為芳香族，且其缺乏脂肪族的構造，

故此氧化還原產物與天然腐植酸不同。另外，由 Cr K-edge X 光吸收邊緣結構

(XANES)光譜的線性組合擬合(LCF)結果說明，濾液酸化後得到的沉澱物中有高

達 90.4％的 Cr 是與類腐植物質錯合的 Cr(III)，此間接證實 Cr(III)可能在 H2Q 的

氧化聚合過程中作為有機分子之間鍵結的一個橋樑。這項研究表明 Cr(VI)在酸性

溶液中可誘導有機分子的聚合，此結果應可提升科學界的關注，即有機分子與

Cr(VI)強氧化劑發生反應時，有機分子的氧化分解可能不是唯一途徑。 
關鍵詞 : 六價鉻、對苯二酚、氧化聚合 
 

Introduction 
Hydroquinone (H2Q), one type of polyphenol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because it is not only a metabolic product of plants but also commonly 
used in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this research, we aimed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Cr in ox-
idative polymerization of model organic compound of polyphenols (hydroquinone, H2Q) 
at an acidic condi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1. Redox reaction between Cr(VI) and H2Q in the dark condition 
2. Characterization of suspensions or filtrates from redox reactions between Cr(VI) and 

H2Q 
3. Characterization of precipitates directly separated from suspensions and derived after 

the acidification of fil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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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characteristic absorption 
of 1,4-benzoquinone (BQ) at 246 
nm as the H2Q oxidation product 
had concomitantly increased till 
140 min of reac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its intensity 
in the end of the reaction (1440 
min). Such decreasing amount of 
BQ might be plausibly ascribed to 
the polymerization of BQ as the 
suspension color changed from 
light to dark reddish-brown 
(browning-like reaction) by the 
end of the reaction.  

 
       There was an emerging peak around 10.2 min 
in all filtrate samples. However, the peak at 9.2 
min could be only found in filtrates collected after 
600 min of reaction. For the 9.2 and 10.2-min 
peak, the peak intensity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y the end of the reaction. These 
collective results implied that although BQ was 
the major product of H2Q oxidation, other 
molecules characterized by larger size and 
increasing quantity with prolonged reaction period 
occurred in redox reaction between H2Q and 
Cr(VI). 
 
 
 

Conclusion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ile reacted with Cr(VI), H2Q was initial-

ly oxidized to BQ that rapidly accumul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action, followed by 
an oxidative polymerization involving the linkage of organic molecules via the polyva-
lent cation of Cr(III). In precipitates derived after the acidification, aromatic domains 
dominated the organic molecules, and Cr(III)-HA became the major species in precipi-
tat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humic-like substances and com-
plexation of Cr(III)-HA suggested the high association between polyvalent cation of 
Cr(III) and oxidative polymerization of H2Q. 
 

References 
Tzou, Y. M., K. Y. Chen, C. Y. Cheng, W. Z. Lee, H. Y. Teah, and Y. T. Liu. 2020. Redox 

reactions between chromium(VI) and hydroquinone: Alternative pathways for 
polymerization of organic molecules. Environ. Pollut. 261: 11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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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菇類栽培剩餘資材應用於水稻育苗技術發展

Reuse of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 in rice cultivation 

嚴國恩、潘光琦、黃佳興、吳文欽、徐仲禹 *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mail: pudding726@hdares.gov.tw

摘要

菇類栽培為國內重要農產業之一，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廢棄太空包，若未有

妥善的處理，即會造成環境污染。本研究欲建立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製作成水稻育

苗栽培介質，為解決水稻育苗土來源與大量廢棄太空包的問題。完成的栽培介質

分別以 1:1、2:1、100%等以不同比例混合一般使用之水稻育苗土，以一般水稻

育苗土作為對照組，共七種處理，進行水稻育苗試驗。結果顯示菇類栽培剩餘資

材介質配方育苗土與一般水稻育苗土比較，各種比例配方的菇類栽培剩餘資材

育苗土皆可有與一般水稻育苗土相當的育苗效果，這表示菇類栽培剩餘資材經

過處理後可作為水稻育苗土使用。

關鍵詞：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環保再生栽培介質、水稻育

苗

前言

2016 年國內菇類栽培太空包生產量約 5 億 8500 萬包，新鮮菇類產值逾 130
億元，占整體蔬菜總產值的 16%，為國內重要農產業之一（劉等，2016）。太空

包在採收菇類後，也產生了大量的廢棄太空包，若未有妥善的處理，即會造成環

境污染。太空包主要是以塑膠袋包裹木屑等栽培介質製成，其內部栽培完菇類的

木屑，善加利用後應可成為良好栽培介質或堆肥，減少農業廢棄物，使資源妥善

循環利用。水稻係目前國內栽培面積最大的作物，國內水稻栽培目前仍是以秧苗

移植為主，因此，每年需要大量的育苗土，但近年為國土保育及水土保持，各級

政府均儘量減少山坡地開發，以致水稻育苗土取得不易，農友育苗成本節節上升。

本研究欲建立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製作成水稻育苗栽培介質，解決水稻育苗土取

得問題與增加菇類栽培剩餘資材的利用性。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收集花蓮地區的廢棄太空包，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與米糠以不同比例

混合成低氮源(A)和高氮源(B)兩種不同配方之栽培介質並進行 85 日的發酵堆置。

製成後的栽培介質分別以 1:1 (PA1、PB1)、2:1 (PA2、PB2)、100% (PA3、PB3) 
等不同比例混合一般使用之水稻育苗土，另外以一般水稻育苗土作為對照組

(PCK)，共七種處理，每種處理 3 重復進行水稻育苗試驗。試驗採用台梗四號稻

種，育苗 16 日後測量株高、葉齡及百支重，並以插秧機進行插秧，記錄插秧時

的浮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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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測量稻苗株高，對照組 PCK 株高為 10.98 ± 1.46 cm，株高以 PB2 最高達

12.21 ± 1.83 cm，PA3 最低 9.44 ± 1.49 cm，除了 PA3 的株高低於 PCK 外其餘

處理組別皆高於 PCK（圖 1）。葉齡方面多數的稻株介於 2-3 之間，各處理組別

差異很小（圖 2）。百支重以 PA1 最重 11.06 ± 1.73 g，PB1 最低 9.46± 1.09 g，
各處理組別差異很小（圖 3）。插秧時的浮秧率以 PCK 最高，為 2.12 ± 1.37%，

PA2 最低，為 0.54 ± 0.54 %（圖 4）。本研究中一般水稻育苗土與菇類栽培剩餘

資材介質配方育苗土的比較，各比例配方的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育苗土皆可有與

一般水稻育苗土相當的育苗效果，表示菇類栽培剩餘資材經過處理後可作為水

稻育苗土使用。 
 

 
圖 1、各處理的水稻育苗土株高比較 

 
圖 2、各處理的水稻育苗土葉齡比較 

 
圖 3、各處理的水稻育苗土百支重比較 

 
圖 4、各處理水稻育苗土浮秧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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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菇類栽培剩餘資材應用於草毯栽培技術發展 
Reuse of spent mushroom substrate in sod cultivation 

 
嚴國恩、潘光琦、游之穎、廖婉蓁、徐仲禹 *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mail: pudding726@hdares.gov.tw 

 
摘要 

菇類栽培太空包為國內重要農產業之一，但在菇類採收後，也產生了大量的廢

棄太空包，造成環境污染。本研究欲建立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製成草毯栽培介質，以

解決大量廢棄太空包的問題，並降低草毯栽培介質成本。本試驗結果發現菇類栽培

剩餘資材製成的栽培介質配方用於百慕達草種植及馬蘭扦插，發芽率皆良好。在長

時間栽培上生長較市售育苗土佳。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製成的培養土經過不同比例

調和後，比市售育苗土成效更佳，具有很高的發展潛力。 
關鍵詞：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環保再生栽培介質、草毯栽培 
 

前言 
2018 年國內菇類栽培太空包生產量約 5 億 8500 萬包，新鮮菇類產值逾 130 億

元，占整體蔬菜總產值的 18 %，為國內重要農產業之一（劉等，2016）。太空包

在採收菇類後，也產生了大量的廢棄太空包，若未有妥善的處理，即會造成環境污

染。太空包主要是以塑膠袋包裹木屑等栽培介質製成，其內部栽培完菇類的木屑，

善加利用後應可成為良好栽培介質或堆肥。原生野花植生毯及花卉栽培介質多以

進口之泥炭土為主，生產成本較高。若能利用菇類栽培剩餘資材再製成草毯栽培介

質，應用於草毯生產，能草毯栽培介質來源問題並可降低育苗及生產成本外，更可

增加農業廢棄物的利用性，有效減少農業廢棄物，使資源妥善循環利用。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收集花蓮地區的廢棄太空包，菇類栽培剩餘資材與米糠以不同比例混

合成低氮源(A)和高氮源(B)兩種不同配方之栽培介質並進行 85 日的發酵堆置。製

成後的栽培介質分別以 1:1 (GA1、GB1)、2:1 (GA2、GB2)、100% (GA3、GB3) 等
不同比例與市售之培養土混合，另外以市售培養土作為對照組 (GCK)，共七種處

理進行草毯栽培試驗。使用百慕達草種子進行發芽率實驗，每種處理以穴盤種 36 
顆種子 4 重複，種植 3 周後觀察其發芽率。另外用馬蘭來插穗觀察其發根率與分

支數，每組插穗 40 支 4 重複，種植 3 周後觀察其發根率，種植 10 周後觀察其分

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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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一般市售之培養土的百慕達草種子約有 70.14 %的發芽率，而所有實驗處理

中除了 GB3 的發芽率為 63.89%之外，其餘實驗處理發芽率皆達 70%以上，GA2、
GB1、GB2 三組之百慕達草種子皆達 80%以上（表 1）。馬蘭扦插實驗中，市售培

養土的馬蘭發根率達 97.50%，而所有實驗處理中除了 GB2 的發根率為 87.50%之

外，其餘實驗處理發根率皆達 90%以上。馬蘭扦插 3 周時 GCK 的馬蘭發育最好

（圖 1），但發育 10 周後 GCK 的馬蘭已開始枯萎，GB3 的馬蘭發育的最茂密（圖

2）。發育 10 周後的分支數，市售培養土平均分支數達 3.25，而所有處理中除了

GA1 的分支數為 2.95 外，其餘實驗處理分支數皆達 3.75 以上，其中以 GB3 的
分支數最多，達 7.1 的分支數（表 1）。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菇類剩餘資材製成的

培養土對不同栽培物種的栽培成效有所差異，但經過不同比例的調和後，可能表現

出比市售育苗土更好的成效，具有很高的發展潛力。 
 
表 1、不同處理配方之馬蘭插穗發根率與分支數 

處理組別 百慕達種子發芽率 
(%) 

馬蘭插穗發根率

(%) 
馬蘭分支數 

GCK 70.14 ± 12.29% 97.50 ± 5.00% 3.25 ± 2.22 
GA1 77.78 ± 9.35% 91.88 ± 6.88% 2.95 ± 1.28 
GA2 83.33 ± 11.79% 98.13 ± 2.39% 4.65 ± 1.39 
GA3 70.14 ± 5.26% 98.13 ± 3.75% 4.95 ± 1.50 
GB1 81.94 ±13.32% 95.63 ± 3.15% 3.75 ± 1.71 
GB2 85.42 ± 6.56% 87.50 ± 5.40% 4.37 ± 1.42 
GB3 63.89 ± 11.79% 92.50 ± 6.12% 7.1 ± 2.10 

 

 
圖 1、馬蘭扦插後 3 週之生長情形 

 
圖 2、馬蘭扦插後 10 週之生長情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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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生質炭的添加對浸水土壤之鐵和磷物種垂直空間分佈的影響 
Effects of biochar on the vertic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ron and 

phosphorus in a submerged soil 
 

賴映任、王尚禮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E-mail: wangsl@ntu.edu.tw 

 
摘要 

生質炭可作為土壤改良劑應用於土壤中，然而，生質炭對浸水土壤之營養元素

的垂直空間分布影響尚未清楚。再者，鐵的氧化還原循環對水田土壤中營養物質循

環，如磷的有效性，有重要的影響。準此，本研究係以管柱孵育試驗探討生質炭的

添加對鐵及磷物種之空間及時間分布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氧化還原電位呈現二

階段的變化。Fe(II)及磷酸根離子濃度隨深度增加而增加，並呈現垂直空間分布情

形。添加生質炭除了可加強及加速浸水土壤還原反應進而影響 Fe(II)的濃度外，更

可提升土壤溶液中的磷酸根離子的濃度及 pH 值，改善酸性土壤磷缺失的問題。 
 

前言 
在通氣良好的土壤中，鐵主要以 Fe(III)的形式存在，磷酸鹽易被 Fe(III)固定，

形成 Fe(III)-P 沉澱，而在厭氧環境下，Fe(III)-P 會發生還原溶解反應，從而將固定

的磷酸鹽和 Fe(II)釋放到土壤溶液中，然而磷酸鹽卻又會被 Fe(II)固定形成 Fe(II)-P
沉澱，因此磷酸鹽的濃度往往受到鐵的氧化還原循環的影響。觀諸相關研究顯示，

生質炭的添加可以影響還原反應以及提高磷酸鹽濃度，又鑑於浸水土壤中生質炭

的研究多集中於探討離子的水平空間分佈，鮮少探究離子的垂直空間分佈情形。職

故，本研究乃著重探討生質炭對鐵和磷物種垂直空間分佈的影響和其相關反應機

制，以及生質炭對浸水土壤之氧化還原電位和 pH 變化的影響，以符實務。 
 

材料與方法 
實驗材料係選用酸性黏質的平鎮系土壤，經通過 10 mesh 篩網後儲存。生質炭

於 600 ℃絕氧環境下加熱 1 小時，通過 100 mesh 篩網保存。管柱孵育實驗以 PVC
管柱進行，由下而上標註 0、3、6、9、12 及 15 cm 的刻度後，均勻混合 240 g 平

鎮土、12 g 生質炭及 150 mL 去離子水，此為實驗組(PB)，未加生質炭者則為對照

組(P)，於室溫下第 0、7、14、21、28、42、56、70、84 及 98 日取樣。另為了測定

土壤 EH值隨空間及時間的變化，額外製備 6 支管柱，距管柱最底部 0、6 及 12 cm
的位置插入一支鉑電極，並在土表設置共同參考電極監測 EH值變化。取樣方式係

將管柱冷凍於-20 ℃的冰箱中，依預先標記好的刻度 0-3、3-6、6-9、9-12 和 12-15 
cm 切片。不同層的樣品置於離心管中，再將其置於水浴中使其解凍並離心。上層

濾液過 0.45 µm 濾膜後測定 pH 值、Fe(II)濃度及磷酸根離子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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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結果顯示兩處理組別之 EH皆呈現二階段變化，而 Fe(II)及磷酸根濃度則具有

垂直空間分布的情形，同時土壤 pH 會隨孵育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另外，和對照組

相比，生質炭的添加可以加強及加速還原反應的進行，提高 Fe(II)及磷酸根濃度，

同時也提高土壤 pH。 

 
結論 

本研究通過管柱孵育實驗模擬了水稻田中養分的利用情形，並系統地研究生

質炭對土壤化學和垂直養分動態的作用機制。結果發現 EH呈二階段的變化。添加

生質炭不僅可加速還原反應的進行，更會對氧化還原平衡產生重大影響。Fe(II)和
磷酸鹽濃度均顯示出垂直的空間分佈。另外，酸性土雖使磷被鐵鋁固定而沉澱，然

生質炭的添加提升了 pH，間接改善磷的有效性，從而提升磷酸根離子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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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在不同深度及孵育時間的條件

下，生質炭的添加對浸水土壤的氧化

還原電位(EH值)變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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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在不同深度及孵育時間的條件

下，生質炭的添加對浸水土壤的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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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在不同深度及孵育時間的條件

下，生質炭的添加對浸水土壤的 Fe(II)
濃度變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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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在不同深度及孵育時間的條件

下，生質炭的添加對浸水土壤的磷酸

根離子濃度變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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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生物炭對文旦果樹之生長效益 
The growth benefit of biochar on pomelo 

 
倪禮豐 *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E-mail: lifengn@hdares.gov.tw 

 
摘要 

花蓮有許多農地為酸性且黏重土壤區域，若能應用生物炭改良土質，應可提高

作物產量增加農民收益。本研究使用炭化稻殼與果樹修枝炭進行土壤改良試驗，初

步結果顯示施用兩種不同炭品對翌年文旦生產皆無不利影響。施用生物炭對土壤

改良與文旦產量及品質之長期效益將持續觀察。 
關鍵詞：文旦、生物炭、土壤改良 
 

前言 
生物炭為循環生物經濟中的重要一環，但生物炭會因料原與製程技術不同，導

致製成之生物炭特性與效果不一，施用後也會因土壤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結果，而不

同施用量的效應亦會受到生物炭與施用土壤特性而異。依據目前相關試驗與國內

外相關研究顯示，施用 2%生物炭於農地中，應不致對土壤與作物造成負面之影響，

且可能有正面效應，但對於土壤中可施用生物炭之最高量仍無定論。本試驗嘗試以

炭化稻殼與果樹修枝炭為標的炭品，處理設計以施用生物炭三級距-1%、2%、3%，

評估該炭品於酸性土壤文旦果園施用之可行性，並確認最適施用量。 
 

材料與方法 
於瑞穗果園試區，試驗設計共 7 處理 6 重複。處理設計土壤施用 20/40/60 公

斤分別為 1/2/3%施用炭量，及二種生物炭資材果樹修枝炭(F)與稻殼炭(R)，共 3(施
炭級距)X2(炭品種類)=6 種之處理，以化學肥料 (CK) 及不施肥 (BK) 2 處理為對

照。處理如下： 
CK ＝ 慣行管理之對照組 
F1 ＝ 土壤開溝混入 20 公斤果樹修枝炭，其餘耕作管理同 CK 組； 
F2 ＝ 土壤開溝混入 40 公斤果樹修枝炭，其餘耕作管理同 CK 組； 
F3 ＝ 土壤開溝混入 60 公斤果樹修枝炭，其餘耕作管理同 CK 組； 
R1 ＝ 土壤開溝混入 20 公斤稻殼炭，其餘耕作管理同 CK 組； 
R2 ＝ 土壤開溝混入 40 公斤稻殼炭，其餘耕作管理同 CK 組； 
R3 ＝ 土壤開溝混入 60 公斤稻殼炭，其餘耕作管理同 CK 組； 
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開溝並加入炭品，於 10 月 18 日覆土，餘如慣行果園管

理。於 8 月中旬調查結果數，並自果樹不同角度分支隨機取 3 粒果實進行後續果

實品質及產量分析。 
 

結果與討論 
本試驗所施用之兩種炭品對文旦產量(圖一)及果實的各項品質無顯著影響(表

一)，然果樹修枝炭之糖度與糖酸比似有與施用量成正比之趨勢。各處理各重複間

變異相當大，推測應為果樹個體差異過大的緣故。 
炭品對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方面，土壤有機質含量與炭品施用量成正比，其餘

各項則影響不顯著(表二)。其中土壤有機質含量及有效鉀偏高（包含對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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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其原因為採樣位置即為施肥位置故。 

 
圖一、109 年文旦產量 

 
表一、文旦果實品質分析表 

項目 糖度 酸度 糖酸比 果重 果肉重 果汁量 果汁比 
單位     (g)  (%) 
CK 13.8±1.6 1.08±0.27 13.8±4.4 387.2±52.8 192.7±32.3 96.7±17.1 48.4±7.6 
F1 13.1±0.8 1.10±0.23 12.8±4.3 430.6±75.0 217.2±43.5 120.6±31.9 50.4±7.9 
F2 13.6±0.9 1.02±0.20 14.0±3.7 381.1±45.3 189.9±30.2 103.7±27.0 55.0±8.4 
F3 13.9±0.7 0.98±0.31 15.5±5.2 357.5±59.9 182.8±19.5 90.5±11.6 53.9±9.2 
R1 13.8±1.5 0.97±0.24 15.2±4.6 451.7±31.6 232.8±25.4 114.3±20.7 49.8±4.5 
R2 13.7±1.0 0.96±0.25 15.4±4.8 427.2±63.0 218.7±46.3 117.8±24.5 48.8±7.6 
R3 13.2±0.9 0.94±0.19 14.6±3.7 387.3±77.7 190.0±41.0 102.3±27.5 54.1±5.9 

 
表二、瑞穗文旦果園試驗田土壤性質 

項目 酸鹼度 電導度 有機質 磷 鉀 鈣 鎂 
單位  (dS/m) (%) (mg/kg) 
CK 6.0 0.6 6.2 316.4 928.3 6887.5 566.8 
F1 5.9 0.7 10.9 337.1 962.0 6381.5 511.2 
F2 5.9 0.7 10.9 339.8 962.8 6893.8 502.0 
F3 6.0 0.6 12.3 313.7 1052.8 7590.2 645.5 
R1 6.0 0.7 6.7 343.8 1005.3 7482.2 566.2 
R2 6.0 0.6 7.6 330.6 947.2 5861.2 453.8 
R3 6.1 0.7 11.5 341.9 991.3 7390.7 591.5 

 
結論 

本試驗所施用之兩種炭品對文旦產量及品質皆無顯著影響，明年度再調查時

將以二年度間產量差異為基準比較，可或解決此機差過大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王啟正。2015。建立廢棄稻殼炭化再利用介質生產高品質瓜果之技術。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研究報告。 
2. 倪禮豐。2003。水稻廢棄資材之利用。花蓮區農業專訊。43:21-24。 
3. 蘇博信。2011。炭化稻殼之介紹及田間運用。高雄區農業專訊。7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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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培養基組成及土壤有效性磷對溶磷菌溶磷效率之影響

Effects of components of culture media and soil available P on the 
phosphate solubilization efficiency of phosphate-solubilizing bacteria 

黃煥聰、徐妤瑄 *、黃政華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Joyce_2331@yahoo.com.tw

摘要

根據世界磷礦使用量，磷礦將在數百年內耗盡。為了提高磷肥在土壤中的利

用率，篩選合適之溶磷菌是非常重要。本研究將十二株菌培養於不同碳源及培養

基條件下，評估其溶磷活性和有機磷之磷酸酶活性，接種於高磷及低磷的鹼性土

壤，探討其對莧菜生長及養分吸收之影響。莧菜盆栽試驗顯示，高磷土壤接種溶

磷菌未能顯著增加產量及莧菜磷吸收量。然而，低磷土壤中接種 B. aryabhattai 之
莧菜產量高於對照組達 38.4%，接種 P. libanensis 之磷吸收量高於對照組達 22.5%，

且有較高的產量。

關鍵字：溶磷菌、鹼性土壤、磷酸酶

前言

磷是土壤中植物所需要的大量元素之一，參與植物重要之生理化學反應。磷

在土壤中常形成無法利用之型態，游離之磷酸根易與土壤中之金屬陽離子結合成

難利用之磷酸鹽類，或被吸附在土壤礦物粒子表面。因此，化學肥料施用到土壤

後，約有 75- 90%不等的有些磷會被固定在土壤中，形成植物無法利用之無效性

磷。。無機磷之外的磷稱為有機磷，植物無法直接利用有機磷，需要經過微生物

之礦化作用才能釋出植物可利用之無機磷型態。

材料與方法

1. 供試菌種之來源及篩選

自實驗室菌株庫中選出可能促進植物生長之八株菌及市售溶磷菌四株，以磷酸

三鈣液體培養基之磷含量及有機磷液體培養基之有機磷酵素活性高低進行篩選。

2. 盆栽試驗處理

穴盤苗移植前三天調整盆栽含水量 60%近似田間容水量(152 mL 500g-1高磷土，

148 mL 500g-1低磷土)，同時施用半量及全量化學肥料。移植 28 天採收。

3. 肥料施用量

以莧菜之施用量之中間值，即氮施用量為 150kg ha-1、磷酐 105 kg ha-1、氧化鉀

135 kg ha-1。計算得每 500g 盆栽土壤 0.0815g 尿素、0.05 磷酸一鉀、0.034g 硫酸

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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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圖一、溶磷菌菌株培養於含 Ca3(PO4)2之不同配方培養基 4 天後的溶磷活性 

 
圖二、高磷及低磷土壤中接種溶磷菌對植株磷含量及磷吸收量之影響 
圖三、高磷及低磷土壤中接種溶磷菌對莧菜總乾重之影響 

在高有效性磷土壤中接種微生物無法增加植體磷含量，但會增加磷吸收量，

但吸收量無法超過全量肥之吸收量。在高磷及低磷土壤不管何種處理都有氮及鉀

缺乏的現象，而磷只在低磷土壤 CHB 1107、CHB 1065、CHB 1257 之處理含量小

於 0.40%，有缺乏的現象。對於植物大量元素氮磷鉀要素來說，都需要耗能來來

主動吸收，此時便仰賴植物根部活性及微生物作用，尤其當接種微生物進入根圈

後，會與原本存在之微生物共同競爭根圈分泌物。對於質地較黏的土壤來說，需

要有良好的水分管理來促進養分吸收、根部呼吸並維持微生物活性。 
 

結論 
土壤有效性磷含量會影響微生物接種結果。於高有效性磷土壤中接種溶磷菌

與半量化學肥料相比，皆可増加作物對磷的吸收量和乾物重。低磷土壤接種 CHB 
1122 或 CHB 1065 能得到較高的產量及植物磷含量和吸引量。CHB 1107 雖有最好

的 in vitro 溶磷活性，但在盆栽試驗中不如預期。 
 

參考文獻 
徐妤瑄。2020。培養基組成及土壤有效性磷對溶磷菌溶磷效率之影響。國立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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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生質炭施用於不同質地酸性土壤對於磷移動性作用 
Effect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phosphorus mobility in acidic soils 

with different textures 
 

金琬芹、王尚禮 *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E-mail: wangsl@ntu.edu.tw 
 

摘要 
由稻殼製成的生質炭作為土壤改良劑施用於土壤中，有鑑於過往磷的吸附-脫

附實驗僅以物種濃度變化為主要呈現方式，未深入研究生質炭因何種理化性質造

成土壤中元素在淋洗過程之移動速度上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除了淋洗實驗外，更

結合了數學模型模擬物種移動情形，以對磷的移動性提供更完善的證據。由不同溫

度裂解之生質炭產生添加入不同質地的酸性土壤中具有石灰作用及變更土壤物化

性質的作用不同現象。生質炭添加於黏質土壤，將促進磷在土壤中的移動性。而生

質炭添加砂質土壤則隨不同度裂解之生質炭產生不同現象，高溫裂解之生質炭的

多孔結構及較高金屬含量提升土壤磷的吸附量，使土壤中磷的持留於土壤中；低溫

裂解之生質炭則同樣促進磷在土壤中的移動性。 
關鍵字：生質炭、管柱淋洗試驗、裂解溫度、磷 

 
前言 

生質炭的添加除了造成土壤中離子的濃度變化之外，更會對土壤物理結構(如，

總體密度及孔隙度)或是土壤化學性質(如，吸附係數及 pH)造成改變，進而影響淋

洗實驗過程中，土壤對於磷的移動性或吸附量的改變，而此部分的機制卻仍未釐清。

此外，不同裂解溫度下的生質炭有不同的理化性質。是故，本研究的首要目的乃將

稻殼製備成 350 °C 生質炭及 600 °C 生質炭並施用於不同質地的酸性土壤，探討該

生質炭添加對於淋洗實驗中土磷的移動性改變所造成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本實驗選用直徑 1.6 公分和高度 12 公分之玻璃管柱裝置，及兩種不同質地酸

性土壤(台南沙壤土及平鎮粉砂質黏土)進行試驗。台南土分成三種處理，其中為不

添加生質炭處理者為對照組（TN），實驗組則為添加 5%之 350 °C 生質炭處理者

（TNB350）以及添加 5%之 600 °C 生質炭處理者（TNB600），於室溫下進行淋洗

實驗。此外，平鎮土也以相同處理方式進行，分別為 PC、PCB350 及 PCB600。接

著，以 0.01 M KCl 溶液裝滿整個管柱，待流速平衡 8 小時候，調至流速 0.23 mL 
min-1，通以 0.001 M 之 tracer 溴溶液及 0.001 M 磷酸溶液。溴及磷濃度以 IC 做濃

度分析，並結合 Advection-Dispersion equation R 𝜕𝜕𝜕𝜕
𝜕𝜕𝜕𝜕

= 𝜕𝜕𝜕𝜕
𝜕𝜕𝜕𝜕
𝐷𝐷 𝜕𝜕2𝜕𝜕

𝜕𝜕𝜕𝜕2
− 𝑈𝑈以及 Danckwerts-

types boundary 條件，尋找理想 dispersion coefficient (combined effect of diffusion and 
hydrodynamic dispersion)、retardation factor 和 reactive term k，以模擬磷於土壤中

移動的 breakthrough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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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由結果可以知道添加生質炭於酸性土壤中皆有提升 pH 值的作用。於酸性黏質

性土壤，由於石灰作用使磷的移動性及有效性提升。而對於砂質性土壤，不同溫度

裂解的生質炭對土壤中磷的移動性的作用有所差異。高溫裂解生質炭提升磷的移

動性卻同時也增加磷於土壤中之吸附量，因此突破時間延後，推測原因為高溫裂解

生質炭較低溫裂解生質炭親水性，孔隙多，鐵鋁含量較高而使磷沉澱或吸附於生質

炭表面。低溫裂解生質炭添加酸性砂質土壤則會提升 pH 作用，使鐵磷溶解性增加，

結果可以看到其降地土壤中吸附磷的吸附量;而由於低溫裂解生質炭較疏水並且增

加磷的孔隙移動途徑，因此稍微降低磷的移動性。 

 
圖 1. 於台南土壤中添加 600 °C 生質

炭及 350 °C 生質炭，溴/磷之出留濃度

及孔隙體積之變化。 

 
圖 2. 於平鎮土壤中添加 600 °C 生質

炭及 350 °C 生質炭，磷之出留濃度及

孔隙體積之變化。 

 
圖 3. 於台南土壤中添加 1/3/5%之 600 
°C 生質炭，溴/磷之出留濃度及孔隙體

積之變化。 

 
圖 4. 於台南土壤中添加 1/3/5%之 350 
°C 生質炭，溴/磷之出留濃度及孔隙

體積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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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Kinetic, isotherm, and adsorption mechanisms of low-cost adsorbent 
derived from agriculture wastes 

 
卡安莎、陳映辰 *、林耀東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janice870419@gmail.com 

 
摘要 

The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has long being considered as a 
serious issue. Biochar, a relatively low-cost adsorbent as compared with commercial 
activated carbon, possesses pore structure, high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varieties of 
functional groups, which is a model material for contaminant removal. This study 
particularly aims on the effects of biochar type derived from raw agriculture wastes (corn 
waste, pineapple leaf, rice husk, rice straw, and sugarcane bagasse) on the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II), Ni(II), and Zn(II). The kinetic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II) 
adsorption was rapid and more than 85% removal occurred within 15 min.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ies of pineapple leaf biochar (PLB) with Cu(II), Ni(II), and Zn(II) were 
52.28, 50.42 and 51.01 mg/g, respectively. Due to its low-cost, abundant availability, and 
excellent adsorption capacity, biochars produced from as-mentioned agriculture wastes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efficiently removing heavy metals. 

 
前言 

Many studies have been worked the different methods to improve the toxic metals 
removal efficiency from water. Adsorption has been conducted for the water treatment 
for metals removing (Jalayeri and Pepe, 2019). Biochar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due to its low cost and good adsorption. Although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wastes as an 
adsorbent for water pollutants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however, most studies are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lutant removal mechanism of one or few types of biochar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1)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 
(2)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zation adsorption and onto biochar. 

 
材料方法 

The samples were placed under oxygen limited conditions in furnace with N2 gas at 
600 °C with the heating rate of 10 °C/min for 2 h. The adsorp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2 g/L with an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20 mg/L at 150 rpm of 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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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tested biochar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s derived from different feedstock types.  
Biochar type CWB PLB RHB RSB SBB 

Ash (%) 8.72±3.85 21.75±0.13 34.75±0.07 30.60±0.25 19.78±6.87 

pH  11.12±0.13 11.20±0.05 10.50±0.01 11.23±0.00 7.85±0.05 
SBET  (m2/g) 192.95 7.59 203.22 182.17 278.33 
C (%) 72.89 61.92 49.33 54.22 55.92 

 
The metals adsorption are shown in Figure 1. PLB evidently revealed a higher Cu(II) 

adsorption capacity as value of 10.33 mg/g. PLB, RSB and SBB reached equilibrium 
within 15 min. The adsorption by the adsorbents following the similar orders: PLB > RSB 
> SBB > CWB > RHB. The Qmax values of the Langmuir model for PLB were 52.28, 
51.01 and 50.42 mg/g for Cu(II), Zn(II) and Ni(II) (Figure 2).  

 

Figure 1 Effects of feedstock types on (a) Cu (II), (b) Ni(II), and (c) Zn(II) adsorption kinetics.  

Figure 2.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a) Cu (II), (b) Ni(II), and (c) Zn(II) on the five biochars.  
 

參考文獻 
Jalayeri, H., and F. Pepe. 2019. Novel biochar derived from pistachio green hull biomass: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Cu(II) removal from aqueous solutions. Ecotoxicol. 
Environ. Saf. 168: 6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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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不同土壤中鉈對水稻幼苗的生長與吸收的影響 
The growth and thallium uptake of seedlings in soils 

 
黃亮心 *、王尚禮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E-mail: lshuang@ntu.edu.tw 

 
摘要 

新興汙染物-鉈是一種具有極高毒性的稀有重金屬元素，近年來被運用於半導

體與光電儀器產業的原料，其汙染可能進入農地從而危害糧食安全。本研究探討鉈

在土壤中的宿命與其生物有效性，選用水稻幼苗作為供試植物，以土耕試驗添加一

系列濃度鉈處理於七種不同性質的供試土壤中，以盆栽試驗方式培植水稻幼苗。結

果顯示水稻幼苗的生長抑制情形與鉈吸收情形在各土壤中不同，顯示鉈有效性的

高低受不同土壤特性所影響，主要因子為受土壤 pH 值與陽離子交換容量，pH 值

越高、陽離子交換容量越低者其水稻幼苗的鉈吸收越高。不同鍵結形態鉈萃取與黏

土礦物組成的結果顯示: 土系中可交換態與還原態鉈含量越高，其植體鉈吸收越高；

而土壤組成中 2:1 型黏土礦物 illite、vermiculite 與 smectite 黏土礦物含量越高，其

植體鉈吸收越低。 
關鍵詞 : 新興汙染物、鉈、水稻幼苗、土壤性質、生物有效性 

 
前言 

鉈是一種具有高毒性的稀有重金屬，在過去其汙染源自環境背景中含鉈礦物

的風化釋放及礦業冶煉廢水的排放。隨著半導體與光電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鉈開

始作為原料被使用並經由廢水排放流佈至環境中，一旦進入農地作物造成糧食汙

染，將對人體健康造成巨大威脅。作為一種新興的重金屬汙染，鉈在環境中的行為

尚未明瞭，同時少有研究探討鉈在土壤中的宿命與其生物有效性。土壤中重金屬的

吸附與脫附行為決定其移動性與有效性，其作用受許多土壤性質影響，如 pH 值、

陽離子交換容量、鐵錳氧化物含量、有機質含量、可溶性陽離子組成、黏土礦物組

成。本研究以土耕試驗探討土壤中鉈對植物的有效性與毒害，透過測定不同性質鉈

孵育土壤中植物鉈吸收情形，探討土壤性質對鉈有效性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本試驗選用三葉齡的台梗九號(Taikeng 9)水稻幼苗(Oryza sativa L.)作為供試植

物，於添加了 0、1、5、10、20、50 mg kg-1 Tl(I)NO3作為鉈處理濃度的平鎮系(Pc)、
坡堵系(Pu)、臺南系(Tn)、鹿港系(Lu)、和美系(Hm)、豐樂系(Fl)、關山系(Ks)共七

種供試土壤中進行為期 18 天的暴露，每處理三重複。測定株高、根長、生質量作

為生長抑制指標，並測定各濃度處理下水稻植體中的鉈濃度作為生物有效性指標。

土壤性質則測定其 pH 值、質地、有機質含量、無定形氧化物、游離性氧化物、陽

離子交換容量、可交換性陽離子，並抽取其黏土測定其礦物組成。土壤另以 BCR
連續萃取法測定其可交換態、還原態、氧化態、殘餘態鉈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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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試驗結果顯示，各土系土壤水稻幼苗的生長指標隨土壤鉈處理濃度的提高

而明顯下降，於 5 mg kg-1與 10 mg kg-1的鉈處理組間出現顯著差異。而比較各土系

土壤水稻幼苗鉈吸收情形可知，在 10 mg kg-1以上的鉈處理組，土壤 pH 值與陽離

子交換容量較低的 Pc、Pu、Tn 土系，其植體鉈濃度高於土壤 pH 值與陽離子交換

容量較高的 Lu、Hm、Fl、Ks 土系。同時 BCR 連續萃取法結果顯示，酸性土壤的

鉈鍵結形態組成中含有較多植物可利用性高的可交換態鉈、還原態鉈；而中鹼性土

壤中鉈則多為殘餘態鉈，顯示酸性土壤的低電荷量使得其吸持陽離子的能力較低，

導致其鉈有效性高。前人研究指出，土壤中黏土礦物與氧化物對於鉈的吸持能力高

低為MnO2 > illite > smectite ~ ferrihydrite ≧ Al2O3 ~ goethite > SiO2(Martin, 2018)，
而 kaolinite 屬於 1:1 型黏土礦物，重金屬吸持能力不如 illite、smectite 和 vermiculite
等 2:1 型黏土礦物。黏土礦物組成結果顯示，Lu、Hm 土系含有較高量 illite，與 Ks
土系含有 smectite 並可能含有 vermiculite，此三土系中的鉈多為殘餘態，而 Pc、
Pu、Tn 土系則因為較高的鐵氧化物含量與較低的黏土含量，使得其鉈比起與黏土

礦物鍵結更多分布於鐵氧化物(如 ferrihydrite)的還原態，具有較高的移動性導致植

體吸收量較高。 
 

 

 
參考文獻 

Martin, L. A., A. Wissocq, M.F. Benedetti and C. Latrille. 2018. Thallium (Tl) sorption 
onto illite and smectite: Implications for Tl mobility in the environment.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230: 1- 16. 

Tab. 2 The clay mineral composition of tested soils 

Soil 
Clay minerals (%) 

illite kaolinite chlorite smectite 
Pc 50.9 49.1 - - 
Pu 55.6 44.4 - - 
Tn 36.0 64.0 - - 
Lu 67.2 12.4 20.4 - 
Hm 63.3 9.3 23.0 4.4 
Fl 58.0 12.2 29.8  
Ks - 24.1 54.7 21.2 

 

 

 

Soil pH 
Texture 

OM 
(g/kg) 

CEC 
(cmol(+)/kg) 

Exchangeable cations (mmol/kg) DCB (mg/kg) OXA (mg/kg) 

Sand 
(%) 

Silt 
(%) 

Clay 
(%) 

Texture 
classes 

Ca Mg K Na Fed Mnd Feo Mno 

Pc 4.64 ±0.02 18 42 40 C 13.5 ±0.8 7.6 ±0.2 4.2 ±0.4 0.8 ±0.01 2.9 ±0.1 0.3 ±0.03 48199 ±1055 306 ±2.4 933 ±59 51 ±1.1 

Pu 5.72 ±0.01 25 39 36 SiCL 21.6 ±0.8 9.4 ±0.1 2.4 ±0.6 3.7 ±0.02 4.0 ±0.2 3.4 ±0.04 31126 ±1547 189 ±2.9 4769 ±20 57 ±0.5 

Tn 4.96 ±0.02 38 51 11 SL 11.4 ±1.2 6.6 ±0.4 5.4 ±0.2 1.8 ±0.05 3.0 ±0.1 0.4 ±0.01 4655 ±155 129 ±6.0 1310 ±43 82 ±0.2 

Lu 6.97 ±0.02 15 52 33 SiCL 11.9 ±0.3 10.5 ±0.3 31.0 ±0.9 7.2 ±0.07 2.6 ±0.1 1.9 ±0.07 9359 ±352 228 ±1.3 3959 ±192 134 ±1.5 

Hm 6.12 ±0.06 33 36 31 CL 27.8 ±0.8 14.6 ±0.3 30.8 ±0.3 10.3 ±0.03 3.2 ±0.0 2.8 ±0.03 6235 ±464 55 ±0.5 4211 ±57 26 ±0.7 

Fl 8.00 ±0.06 21 53 26 SiL 9.7 ±0.5 5.5 ±0.6 36.7 ±1.9 2.6 ±0.10 0.9 ±0.0 0.7 ±0.02 7493 ±55 386 ±6.4 1630 ±72 269 ±10 

Ks 6.88 ±0.05 32 32 36 CL 22.6 ±0.4 29.8 ±1.6 35.4 ±0.9 75.2 ±1.0 1.5 ±0.1 1.6 ±0.03 36951 ±984 1288 ±4.7 4170 ±90 819 ±7.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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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不同比例的幾丁聚醣及層狀雙氫氧化物合成之控釋型肥料 
對磷酸根的吸附能力探討 

Study on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ontrolled-release fertilizer 
synthesized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chitosan and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to phosphate 
 

Yu-Min Tzou*, Sheng-Yi Chen, Jhen-Wei Jhan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27, Taiwan 
* E-mail: ymtzou@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植物對於傳統可溶性磷肥的利用效率極低，為了使磷肥的資源能被植物更有

效地吸收與利用，可藉由層狀雙氫氧化合物(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LDHs)將磷

吸附並於植物根部進行釋放，避免太多磷分被土壤固定，以及降低磷肥的有效性。

LDHs 材料是由帶正電的八面體單元所堆疊而成，層間能夠吸附陰離子，而這些陰

離子則必須以離子交換方式才能釋放到環境中。因此可藉由另類的高分子材料作

為外膜包覆，來進行釋放速率的調控，期許達到減緩釋放的效果。本實驗以幾丁聚

醣(chitosan, CTS) 作為外膜對 LDHs 進行修飾，測試在各種濃度的幾丁聚醣與 Mg2+
 

、Fe3+
 產生的 LDHs 對於磷肥的吸附能力，在等溫吸附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共沉澱

合成法的吸附效果比反滴定法還要來的好，可能是來自於結構上的差異，而濃度

2.5 的吸附量又比 0.25 高，乃由兩者 LDHs 的含量不同所致。 
 

Introduction 
全球每年約製造六到八百萬噸的蝦蟹殼，處理殼類廢棄物的費用十分龐大，造

成可觀的處理成本，然而甲殼類的殼含有 20- 40%的蛋白質，20- 50%的碳酸鈣與

15- 40%的幾丁質。幾丁質經過處理後可以轉變成為幾丁聚醣，而幾丁聚醣可溶於

稀酸，當植物根系缺乏磷分的情況下，植物根部會分泌 H+、HCO3-與有機酸使根圈

pH 下降，以幾丁聚醣做為外殼的 LDHs 則會逐漸溶解，而使釋放速率增加。本篇

研究首先探討將幾丁聚醣當作外殼包覆在 LDHs 上，測試該材料對磷酸鹽的吸附

能力。 
 

Material and methods 
LDHs 的製備 

共沉澱法(Co- precipitated, CP)：取 10 毫升高分子材料溶液，與 10 毫升的硝酸

鎂、鐵溶液混合，逐滴加入 50 毫升 1.5 M NaOH 溶液中，一邊進行攪拌，形成共

沉澱。 
反滴定法(Reverse Co- precipitated, RCP)：將 50 毫升 1.5 M NaOH 溶液，以每

分鐘 2 毫升的流速加入，10 毫升高分子材料溶液，與 10 毫升的硝酸鎂、鐵的混合

溶液中，並持續攪拌。 
等溫吸附 

分別取數個離心管，將 0.03 克 LDHs 放入管中(固液比為 1 g/L)，用 0.01 M 
KNO3當作背景溶液，再個別加入適量 H2PO4 使濃度介於 0- 10 mM，調整 pH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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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5，吸附 24 小時後，將樣品離心、過濾，用鉬藍法測定濾液中磷含量，利用 UV 分

光光度計分析，得到等溫吸附曲線。 
 

Results 
  從圖一的吸附曲線可以得知，CP2.5 吸附能力高於 RCP2.5，而 CP0.25 的吸附趨

勢與 RCP0.25 相比，也可以看出 CP0.25 的吸附能力略高於 RCP0.25，顯示 CP 的

吸附量有大於 RCP 的趨勢。不論在 2.5 或 0.25 濃度 CP 皆具有較 RCP 較好的表

現，可以推測 CP 總體的吸附能力較 RCP 好，能吸附比較多的磷酸根離子。其原

因可能為CP_LDHs在合成時是逐滴加入鹼液中，在形成時結構可能是比較均勻的，

所以其表面和層間才能吸附較多陰離子。另外，在圖一的結果中，亦可觀察到 2.5
的表現，不論是在 CP 或者是 RCP，皆是優於 0.25 的，2.5 與 0.25 為鎂鐵層狀雙氫

氧化物與幾丁聚醣的比例，因此在 2.5 的材料中，相較於 0.25 具有較多的 LDHs，
能夠對磷酸根進行吸附。 
 

 
 圖一、等溫吸附圖 

 
Conclusions 

  從實驗結果來看，使用共沉澱法的 LDHs 具有比較好的吸附能力，而且濃度 2.5
的吸附效果也比 0.25 的好，如果能吸附較多的磷，在實際釋放磷的時候也能延長

釋放的時效，對於後續的實驗能產生比較理想的效果。另外根據結果，不同的吸附

曲線，可能會造成不同的脫附途徑，將來可以此來設計不同濃度磷的釋放試驗，假

如其結果顯示磷在 LDHs 上的吸附及脫附能力是可以藉由不同比例的幾丁聚醣和

LDHs 調控，便可針對不同環境，改良出一種新型的控釋型磷肥，期許減少磷資源

的過度浪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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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性質對鎵在土壤中有效性及水稻中累積的影響 
Gallium Availability in Soil and Accumulation in Paddy Rice  

(Oryza sative L.) as Influenced by Soil Properties 
 

Kai-Yue Chen (陳楷岳), Puu-Tai Yang (楊圃臺), Hsin-Fang Chang (張馨方),  
Shan-Li Wang (王尚禮)*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hemis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wangsl@ntu.edu.tw 

 
Abstract 

Gallium (Ga) is considered emerging contaminants because it could affect the rice 
grown in Ga-containing soils and potentially threaten human health via the food-chai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soil properties on Ga availability and 
accumulation of Ga in rice grains (Oryza sativa L.). The first po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nd rice plants were grown in three tested soils for 30 days with different pH 
values (i.e., Pc, Tn, and Tk), which were spiked with various Ga concentr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toxicity and inhibit rice grain growth with the higher treatment of Ga. Therefore, 
the second pot experiment was further determined the accumulation of Ga in rice grains 
(Oryza sativa L.) after harvesting, which were grown in three tested soils and spiked with 
1.0 mmol kg-1 Ga. The resulted showed that accumulation of Ga in roots and shoots was 
of the order as follows: Tn> Pc> Tk at 30 days of planting, indicating the greater 
availability of Ga in acidic sandy loam soil of Tn. The availability of Ga related with the 
speciation and fractionation of Ga in soil. A greater portion of Ga precipitates (Ga(OH)3) 
and increasing of Ga(III)-Fe hydroxides (Ga(III)-FH) were found in Tn and Tk soils 
during the cultivation period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BCR sequential extraction and Ga 
K-edge XANES-LCF analyses, indicating release or re-distribution of Ga from Fe 
hydroxides under flooding conditions. However, the availability of Ga was gradually 
lower in Pc soil (acidic clay soil), resulting from an increasing of Ga(OH)3. In addition, 
most Ga accumulates at the roots, with a lower portion translocates to grains in three soil 
systems. Such Ga in different rice pants followed this order of Tn> Pc> Tk soils before 
45 days of planting and subsequently transformed to Tn> Tk> Pc soils after 45 days until 
harvesting in relation to the releasing contents of Ga in soil pore water. In the future,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Ga for humans via rice grain consumption grown in 
Ga-contaminated soils will be evaluated. 
Keywords: Gallium, Rice, Soil availability, Soil type 
 

Introduction 
Gallium (Ga) is an emerging contaminant. It commonly produced from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used in optoelectronic applications. Once Ga that 
accumulates in soils, its contents, speciation, and association with soil components is 
subject to agricultural or industrial activity if soils were irrigated using Ga containing 
water and/or located nearby Ga-contaminated areas. Moreover, the accumulation of Ga 
in the staple food crops such as rice in Asian countries has gradually received scientific 
attention (Syu et al., 2020). Gallium could cause a wide range of adverse effects on rice 
plants growth and may be subsequently exposed to human health due to its dietary intake 
of rice grains by humans. Limited studies are available on the accumulation of Ga in rice 
grains grown in Ga-contaminated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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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For the first pot experiment, rice plants (Oryza sative L.) were cultivated in a 

phytotron at a controlled temperature (25/20 oC, day/night) and relative humidity (85%), 
which grown in three tested soils including Pinchen (Pc), Tainan (Tn), and Taikang (Tk) 
were spiked with fou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allium nitrite (Ga(NO3)3), i.e., 0.5, 1.0, 
2.0, and 5.0 mmol kg-1. For the second pot experiment, rice plants were cultivated in 
containing 1.0 mmol kg-1 Ga soil in the same condition at 100 days of planting. The soil 
pH, redox potential (Eh), and pore water was collect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cultivation 
periods. The fractionation of Ga in three tested soil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BCR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s. Elemental, Characteristic and spectroscopic analyses for 
rice plant and soil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using ICP-AES, Ga K-edge XANES, and 
LA-ICP-MS.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References 

Syu, C. H., P. W. Chen, C. C. Huang, and D. Y. Lee. 2020. Accumulation of gallium (Ga) and 
indium (In) in rice grains in Ga- and In-contaminated paddy soils. Environ. Pollut. 261:  
11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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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以高分子材料羧甲基纖維素修飾之層狀雙氫氧化合物

作為可調控之緩效性磷肥潛力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modified with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as a regulated slow release phosphate fertilizer 

孔郁喻 *、劉雨庭、李文惠、呂兆倫、林靜萱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g109039201@mail.nchu.edu.tw

摘要

磷在農業生產中為有效性低的營養元素，磷肥資源被植物更有效的吸收與利

用是全球高度關注的議題，藉由層狀雙氫氧化物作為磷元素的載體，以高分子材料

羧甲基纖維素包覆，並隨環境酸鹼變化降解以達到緩效釋放的效果。本次研究成果

顯示，等溫吸附與 X 光吸收光譜結果中共沉澱法(Coprecipitated, CP)皆呈現較高的

吸附量趨勢，此外在 LDHs 和 CMC 比例上，0.25 M 的吸附效果優於 2.5 M，顯示

未來可對其比例調控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字：緩效性磷肥、層狀雙氫氧化物、羧甲基纖維素

前言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研究指出，糧食生產量需在 2050 年前達到 70%
以上的成長才能供應全球人口糧食需求(FAO, 2009)，磷為植物生長所需三大營養

元素，在有限磷資源下，全球將面臨糧食生產供應缺乏的危機；除了從廢棄物、污

水中回收磷，農業上提升磷肥使用效率能減少過量施用對環境造成的污染，這促使

近年來新型磷肥的發展(Everaert et al., 2016)。LDH(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LDHs)
以三價與二價金屬構成八面體，由於其陰離子交換性以及層狀結構，使得層間磷酸

根必須以離子交換方式釋放至環境中，其釋放速率可再藉由高分子材料做為外層

包裹進行調控。羧甲基纖維素(Carboxymethyl cellulose, CMC)為無毒高分子材料，

可從農業廢棄物加工後取得，目前被廣泛應用於工業、醫藥、食品加工等；因此本

研究的目的為探討高分子材料 CMC 裹覆 LDHs 外層作為磷肥之可行性，並分析磷

吸附在 CMC-LDHs 上的機制，藉以調控 CMC-LDHs 磷肥在不同環境 pH 下的釋放

速率，未來將對不同土壤環境的應用做進一步的探討。

材料與方法

1. CMC-LDHs 置備

1.1. 羧甲基纖維素(CMC)置備 
將 1g 羧甲基纖維素加入 100 毫升除氣水中，加熱至 80 ℃持續攪拌 30 分鐘

至完全溶解，再以 2 M NaOH 將溶液調整至 pH9- 10。 
1.2. 共沉澱法(Coprecipitated, CP) 

10 毫升 CMC 與 10 毫升硝酸鎂鐵溶液均勻混合，並逐滴加入 50 毫升 1.5 M 
NaOH，持續攪拌 30 分鐘形成共沉澱。 

1.3. 反滴定法(Reverse coprecipitated, RCP) 
10 毫升 CMC 與 10 毫升硝酸鎂鐵溶液均勻混合，以每分鐘 2 毫升流速逐滴加

入 50 毫升 1.5 M NaOH，持續攪拌 30 分鐘形成共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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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等溫吸附(固液比為 1g/L) 
將 0.03 g CMC-LDHs 加入 10 毫升 KNO3背景液，以 HNO3調至 pH5，個別加入

KH2PO4 使濃度介於 0- 10 mM，反覆調整至 pH5 吸附 24 小時，離心後以鉬藍

法測定濾液中磷含量，得到等溫吸附曲線。 
3. CMC-LDHs 特性分析 

蒐集等溫吸附試驗中的 CMC-LDHs 固體樣品以收取 X 光吸收光譜數據。 
 

結果與討論 
  根據等溫吸附試驗的結果，RCP 的最大吸收量分別為 1.37 mmol/g 和 1.83 
mmol/g 相對 CP 的 2.02 mmol/g 和 2.44 mmol/g 較小，再者，因 RCP 合成方式使其

結晶性相對較差，造成 RCP 吸附結果較不穩定；而根據本次研究的結果，在不同

CMC 與 LDHs 的混合比例 2.5 M 及 0.25 M 下，對於磷元素的吸收表現有些微差

距，但 LDHs 含量較多的材料（2.5 M）並沒有得到比較好的吸收量，因此未來可

再進一步探討，找出最適合吸附磷元素的 CMC 與 LDHs 合成比例。等溫吸附後的

固體樣品蒐集並製備，至新竹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TLS16A 光束線取得 X 光吸

收光譜，圖中 2150 eV 是磷跟鐵鍵結會產生的訊號位置，若將此段訊號放大來看，

可以看到 CP 的結果不論是在吸附 5 mmol/g 或是 1 mmol/g 都有比較多的磷鐵鍵

結，也就代表 CP 在吸附表現上較 RCP 佳，而此結果與等溫吸附的結果吻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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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aert, M., R. Warrinnier, S. Baken, J. P. Gustafsson, D. D. Vos, and E. Smolders. 2016. 

Phosphate-exchanged Mg-Al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s: a new slow release 
phosphate fertilizer. ACS Sustain. Chem. Eng. 4(8): 4280- 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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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水鐵礦對鎵和銦的錯合作用 
Complexation of gallium and indium on humic acid-ferrihydrite 

 
劉韋麟、楊圃臺、王尚禮 *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化學系 
*E-mail: wangsl@ntu.edu.tw 

 
摘要 

隨著人為的礦場冶煉與工業使用，鎵和銦對環境污染的問題逐漸浮現。為了瞭

解鎵和銦釋放至環境後，環境中的介質對鎵和銦的影響，本研究以腐植酸與水鐵礦，

以及與水鐵礦共沉澱的腐植酸作為實驗材料，以模擬鎵和銦釋放至環境後所接觸

的介質探討腐植酸和水鐵礦對鎵和銦的作用機制。  
在 pH 4，與腐植酸錯合的鎵配位環境隨著反應時間增加趨於穩定；而在 pH 7、

9，液相中鎵金屬的比例逐漸減少。在鹼性條件(pH9)下，腐植酸主要是以羧基與鎵

進行錯合。在添加水鐵礦(包含共沉澱)，溶液中鎵的比例皆有下降，顯示在添加水

鐵礦後(包含共沉澱組)，添加固體的水鐵礦會影響與腐植酸錯合的鎵的外圍電荷，

推測鎵可能以表面錯合或吸附與水鐵礦反應。 
在 pH4，銦與腐植酸形成的結構穩定。這部分推測與鎵的結果類似，主要受到

腐植酸在酸性狀態下的型態影響。而中性和鹼性的部分與鎵不同，顯示鎵和銦與腐

植酸錯合的機制有差異。其差異推測為鎵和銦不同絮聚能力所造成。以 EXAFS 結

果顯示有無添加水鐵礦，銦可能皆以 In(OH)3的物種與腐植酸反應。鎵和銦同為 13
族元素，但在與腐植酸的作用機制，以及此機制受水鐵礦的影響皆完全不同。因此

未來需要更多研究探討腐植酸結構、官能基對鎵跟銦的反應機制，以評估鎵和銦污

染後的環境宿命與風險。 
關鍵字：鎵、銦、腐植酸、水鐵礦、X 光吸收光譜 
 

前言 
隨著半導體、光電和能源等科技的發展，鎵和銦兩個元素成為重要的原料而被

使用於相關製程中並逐漸釋放至環境中。排放入水體的金屬排放至環境，可能進入

土壤或地下水系統造成環境污染，亦可能藉由食物鏈或飲水對人體產生風險，因此

必須瞭解這些污染物進入環境後的物種型態與宿命。在土壤環境中，腐植酸對金屬

的宿命扮演重要的角色；水鐵礦廣泛分布於環境中，對許多金屬有錯合能力，其亦

為影響金屬有效性的因子之一。因此本研究以腐植酸與水鐵礦，以及與水鐵礦共沉

澱的腐植酸作為實驗材料，探討腐植酸和水鐵礦對鎵和銦的作用機制，以了解其移

動性。 
材料與方法 

將市售腐植酸進行純化，並自行合成水鐵礦以及腐植酸-水鐵礦共沉澱物，配

置成溶液，並分為(1)腐植酸、(2)腐植酸混合水鐵礦和(3)腐植酸-水鐵礦共沉澱物三

種處理組。將鎵和銦配置於 0.01 M NaNO3背景溶液後，分別與三種處理組進行不

同 pH 和反應時間的實驗，最後分別收集液體與固體，以 ICP-OES 分析液相的濃

度，以 X 光吸收光譜分析固相中鎵和銦與腐植酸、水鐵礦的配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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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腐植酸處理組的鎵在酸性條件(pH 4)下，與腐植酸錯合的鎵在過濾步驟多被保

留在固體相，且配位環境並隨著反應時間增加趨於穩定；而在中性及鹼性的條件

(pH 7、9)下，反應 28 天內，液相中鎵金屬的比例逐漸減少。鎵的配位環境在不同

酸鹼值和反應時間為規律、有序地的變化。在高 pH，水鐵礦可以錯合或吸附腐植

酸鎵錯合物，並推測鎵沒有置換進水鐵礦，可能以表面錯合或吸附與水鐵礦反應。 
在腐植酸混合水鐵礦處理組，鎵在溶液態的比例為 19- 30 %，共沉澱的處理組

則約剩 1- 2 %，顯示水鐵礦的添加對腐植酸鎵錯合物會降低溶液中鎵的比例。在添

加水鐵礦後(包含共沉澱組)，從 X 光吸收光譜的結果觀察到 white line 的高度降低

及位置偏移，顯示添加水鐵礦對鎵的配位環境及價態造成影響。在腐植酸混合水鐵

礦處理組經過長時間反應後，其 white line 會與腐植酸處理組的結果接近，推測添

加固體的水鐵礦會影響腐植酸鎵的配位環境，但在高 pH 會隨著反應時間拉長而減

少。 
在所有 pH 的處理組，溶液中的銦大約都維持在 0.81± 0.05 %，顯示銦與腐植

酸形成的結構穩定。這部分推測與鎵的結果類似，主要受到腐植酸在酸性狀態下的

型態影響，而中性和鹼性的部分與鎵不同，推測鎵和銦與腐植酸錯合的機制有差異。

而 EXAFS 的結果顯示銦在不同條件下是以接近的配位條件存在於系統中。 
同樣與腐植酸錯合，鎵(14%- 42 %)和銦(0.8%- 5.2 %)溶液態的比例卻有明顯差

異，推測為鎵和銦不同絮聚能力及對腐植酸的親和力所造成。與無添加水鐵礦的銦

與腐植酸處理組的結果進行比較。發現在添加水鐵礦後，酸性條件下，溶液中的銦

增加，從 0.81 %增加到 12 %，推測可能為吸附的腐植酸分子增強了腐植酸和水鐵

礦腐植酸錯合物的電荷和空間穩定性(electrostatic and steric stabilization)，抑或是水

鐵礦與 In(OH)3競爭腐植酸，因而增加溶液態銦的量；中性和鹼性條件則無變化或

稍微減少。而與鐵共沉澱的腐植酸造成銦溶液中的比例上升的現象則需要更多研

究。以 EXAFS 結果顯示在三種處理組中，銦可能皆以 In(OH)3的物種與腐植酸反

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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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利用同步輻射傅立葉紅外顯微術鑑定深藍紅藻富集重金屬之多醣體與

蛋白質二級結構之變化

Determine mechanisms of heavy metals accumulation in Cyanidiales 
using infrared micro-spectroscopy: the changes in polysaccharide and 

protein secondary structure 

卓宴琳 1、Afifah Assakinah 1、劉雨庭 1, 2,* 

1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台中 402，台灣 
2永續農業創新發展中心，國立中興大學，台中 402，台灣 

*E-mail: yliu@nchu.edu.tw

摘要

深藍紅藻(Cyanidiales)為存活於極端嗜熱嗜酸環境，且極具能富集重金屬之微

生物，作為吸附重金屬的吸附劑時，本身屬高異質性之材料，為改善傳統 FT-IR 技

術因空間解析較低，而犧牲高異質性樣品所特有訊息的短處，本研究為首次利用同

步輻射紅外顯微術(IMS)解析深藍紅藻累積重金屬鉻之表面多醣體與體內蛋白質

二級結構(PSS)之變化，其中主要以藻類表面多醣體中甘露糖(Mannose)強度與體內

蛋白質二級結構(PSS)之比值[α-helix (1652 cm-1) / Parallel β-strand (1631 cm-1)]作為

本研究的重點分析位點，將其分別與累積於藻類的鉻含量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可歸

納出當 Mannose 強度與鉻含量呈負相關時，PSS 之比值與其鉻含量亦呈負相關，

代表著此時的藻類與重金屬反應後，細胞表面已遭破壞，同時，金屬會被傳輸至細

胞體內與 PSS 產生鍵結，最終導致蛋白質結構崩壞，並能觀察到藻類所對應的鉻

累積量亦較低。這也就表示著透過 IMS 技術取得的圖譜分析結果中，能清晰地定

位出深藍紅藻能對金屬具極高累積能力是與其表面多醣體及體內 PSS 之結構完整

度息息相關的。

關鍵字：同步輻射傅立葉紅外顯微術(IMS)、深藍紅藻(Cyanidiales)、蛋白質二級結

構(PSS)、重金屬(HM) 

前言

深藍紅藻(Cyanidiales)能在高濃度金屬的極端環境下(20- 56 ℃；pH 0.5- 5.0)生
存，並具有獨特累積重金屬和誘發氧化還原的新型酶以對抗逆境，使其成為移除重

金屬的重要材料。其中藻類能富集金屬的關鍵在於藻類表面富含由纖維素、多醣體

或果膠等組成，且這些組成擁有能與金屬產生錯合或沉澱的官能基，包含胺基、羧

基、磺酸酯基或羥基等。除此之外，細胞表面尚有膜蛋白能將金屬運送至體內，並

會把部分的有毒金屬儲存於液泡中，以成為生物降低金屬毒性危害的機制之一。因

此，研究常利用傅里葉轉換紅外光譜技術(FT-IR)解析其官能基錯合金屬後的變化。

FT-IR 為一種常用且對樣品具非破壞性量測的方法，但由於傳統的紅外顯微術使用

黑體輻射光源，其聚焦光束的大小受光學繞射極限，只能在數十微米尺度的空間下

進行材料結構的官能基分析，因此對於異質性較高的樣品而言，將會犧牲其樣品所

特有的訊息。而經由深藍紅藻對於金屬的吸附模式分析中，已被證實深藍紅藻屬於

高異質性材料，因此若使用傳統紅外光譜儀進行量測，將無法精確描述藻類與金屬

間的反應機制。而同步輻射紅外顯微術(infrared micro-spectroscopy, IMS)因其光源

具有極高的輝度和准直性，與傳統 FT-IR 相比，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信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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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並能提取更詳細的結構信息，加上光譜儀能結合電動二維掃描樣品平台的光譜

影像以對樣品作更精準的採點分析，因此本研究目的為建立利用 IMS 技術鑑定深

藍紅藻與金屬反應，並釐清細胞表面多醣體及體內蛋白質二級結構之轉變機制。 
 

材料與方法 
深藍紅藻分離純化自陽明山國家公園，以 MA 外加 1%甘油之培養液進行混營

培養，同時給予 12:12 週期之光照。完成培養後，利用離心將培養液移除，並用去

離子水進行潤洗，之後將藻類與不同鉻濃度進行等溫吸附反應 6 小時，並將懸浮

液滴至 low-e 波片待風乾，並至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光束線 14A 進行數據蒐集。 
 

結果與討論 
圖一為藻類與鉻反應後之 IMS 圖譜，結果顯示藻類具有來自 Hydroxyl (3400 

cm-1)、Amide A (3307 cm-1)、CH2/CH3 (2922 cm-1)、Ester (1745 cm-1)、Amide I (1653 
cm-1)、Amide II (1542 cm-1)、Polysaccharide (1146, 1076, 1027 cm-1)等官能基震動，

經文獻指出甘露糖(Mannose)強度與蛋白質二級結構(PSS)之比值[α-helix (1652 cm-

1) / Parallel β-strand (1631 cm-1)]為藻類與重金屬反應之關鍵點位，因此本篇研究以

此為分析重點，將其與藻類鉻累積量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藻類與鉻反應後，細

胞表面多醣體上的 Mannose 強度與鉻含量呈負相關時， PSS 之比值也會與鉻含量

呈負相關，即表示藻類細胞表面已被破壞，同時金屬會被傳輸至體內，隨之觀察到

的是二級結構亦遭受到破壞，並且此狀態的藻類所對應重金屬鉻累積能力亦較低，

這也就表示著透過 IMS 技術取得的圖譜分析結果中，能清晰地定位出深藍紅藻能

對金屬具極高累積能力是與其表面多醣體及體內 PSS 之結構完整度息息相關的。 

 
參考文獻 

Cho, Y. L., Y. C. Lee, L. C. Hsu, C. C. Wang, P. C. Chen, S. L. Liu, H. Y. Teah, Y. T. Liu, 
and Y. M. Tzou. 2020. Molecular mechanisms for Pb removal by Cyanidiales: a 
potential biomaterial applied in thermo-acidic conditions. Chem. Eng. J. 401: 
125828. 

圖一、溫泉紅藻與重金屬鉻反應之 IMS 圖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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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施用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對水稻農藝性狀表現之影響 
Effects of applying different poultry litter proceeded organic fertilizers 

on the agr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paddy rice 
 

許淳脉、紀雅筑、賴鴻裕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soil.lai@nchu.edu.tw 
 

摘要 
本試驗以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作為供試材料施用於彰化縣和美鎮之試

驗田區，並進行水稻之種植，再將試驗之結果與未施用任何處理之對照組及化學肥

料處理組進行比較，以了解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對於水稻各農藝性狀之影

響。試驗結果顯示，化學肥料處理下水稻具有最高的株高、穗長及產量，三種雞糞

製成之有機質肥料的株高、穗數、穗長、千粒重、稔實率及產量分別約為化學處理

組的 87~90%、88~95%、81~87%、98~104%、98~102%及 74~76%，顯示在本試驗

條件下與化學肥料處理組比較，有機質肥料的處理對多數農藝性狀並無顯著影響，

但受有機質肥料礦化速率之影響，水稻之產量仍顯著低於化學肥料處理組約 25%。 
關鍵字：農藝性狀、禽畜糞堆肥、水稻、雞糞加工肥料 

 
前言 

有機質肥料可以增加土壤有機質及土壤肥力，Huang et al. (2019)在黃土高原進

行玉米試驗，使用由雞糞、菸草稈及米糠混合後經過 2 個月堆肥化後的堆肥，經過

連續 10年的施用及種植後，雞糞堆肥處理下玉米的產量為化學肥料處理的 1.14倍，
且雞糞堆肥處理會讓土壤總體密度(bulk density)由原本的 1.49 下降至 1.25 ton/m3，

表土 0~20 cm 的碳匯較試驗前增加 110%。許多研究指出使用雞糞製成的有機質肥

料，不僅養分提供能力不亞於化學肥料，另外在改善土壤有機質含量、減緩土壤酸

化與提升土壤 pH 値等都有顯著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以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

料進行田間試驗，並將試驗之結果與化學肥料處理組比較，以探討其對於水稻農藝

性狀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供試水稻為台南 11 號，種植期間為 2020 年 7 月 21 日~11 月 6 日，六種處理

包含(1)對照組(CK)：不施用任何處理，(2)化學肥料(CF)：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

薦施肥量進行施肥，(3) G508：將乾雞糞加入適當之調整資材後進行造粒，依照不

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4) P508：將乾雞糞加入適當之調整資材混合

均勻後，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5) G509：選擇農委會推薦之

國產禽畜糞堆肥品牌，再將雞糞堆肥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6) 
FR：將畜牧廢水厭氧發酵之沼渣經過堆肥化後，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

進行施肥，每種處理進行四重複。水稻每一處理、每一重複採收 9 叢之水稻，除了

量測水稻穀粒之鮮重及乾重外，另針對水稻之品質進行評估，評估之項目包含(1)
每叢穗數：每一叢水稻植株之有效分蘗數，(2)穗長：稻穗軸基部(穗頸節)至最尖端

穀粒之長度，(3)穗重：稻穗軸基部(穗頸節)至最尖端穀粒之重量，(4)稔實率：每一

稻穗上稔實穀粒佔每穗粒數之百分率，(6)千粒重：一千粒稔實穀粒之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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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CF 處理下之水稻之穀粒鮮重、穀粒乾重、穗長及株高約為 CK 之 1.13~1.26 倍，

三種雞糞製成有機質肥料處理下水稻的各農藝性狀表現約為 CK 之 85~105%，FR
處理則與 CK 相當(約為 CK 處理之 91~102%)。若是與 CF 比較，三種雞糞製成有

機質肥料處理下水稻的各農藝性狀表現約為 CF 之 73~105%，FR 處理則為 CF 之

80~99%。依據 108 年度農業統計年報之資料，全臺及彰化縣二期稉稻之平均產量

分別為 6199 及 6945 kg/ha，雖三種雞糞製成有機質肥料處理下，其各農藝性狀表

現低於 CF 處理組，尤其是穀粒鮮重及穀粒乾重。若是以坪割之數據推估產量，CK
及三種雞糞製成有機質肥料處理下之水稻產量可達 8509 及 7560~7820 kg/ha，CF
處理組則高達 10244 kg/ha，高於全臺及彰化縣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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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施用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對玉米產量之影響

Effects of applying different poultry litter proceeded organic fertilizers 
on the corn yield 

許淳脉、紀雅筑、賴鴻裕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soil.lai@nchu.edu.tw

摘要

本試驗以雞糞加工肥料或禽畜糞堆肥製成之有機質肥料作為供試材料，施用

於種植玉米之試驗田，並將試驗之結果與未施用任何處理之對照組及化學肥料處

理組進行比較，以了解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對於玉米產量之影響。試驗結果

顯示，化學肥料處理下之玉米具有最高的產量，三種雞糞製成有機質肥料處理下玉

米的產量約為化學肥料處理組的 61~76%，推測其原因應與有機質肥料之礦化速率

有關。

關鍵字：禽畜糞堆肥、玉米、雞糞加工肥料

前言

有機質肥料可以增加土壤有機質及土壤肥力，Cercioglu (2017)將雞糞廄肥與化

學肥料混合之後，以 4 ton/ha 的施用量施用於田間並種植玉米共 3 年，結果也發

現，這樣的處理可以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質，玉米的產量也較未添加任何處理增加

10~43%。因此，本研究以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進行田間試驗，並將試驗之

結果與化學肥料處理組比較，以探討其對於玉米產量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玉米之種植期間為 2020 年 7 月 13 日~10 月 30 日，進行之六種處理包含(1)對
照組(CK)：不施用任何處理，(2)化學肥料(CF)：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

行施肥，(3) G508：將乾雞糞加入適當之調整資材後進行造粒，依照不同作物之氮

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4) P508：將乾雞糞加入適當之調整資材混合均勻後，依

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5) G509：選擇農委會推薦之國產禽畜糞

堆肥品牌，再將雞糞堆肥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6) FR：將畜

牧廢水厭氧發酵之沼渣經過堆肥化後，依照不同作物之氮素推薦施肥量進行施肥，

每種處理進行四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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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圖 1 為不同處理下玉米產量之變化，CF 處理下具有最高之穗重(241 g/穗)，其

數值約為 CK 的 1.26 倍。若是與 CF 比較，則三種雞糞製成有機質肥料處理之穗重

約為 CF 的 60~77%，FR 則為 CF 之 61%，推測有機質肥料處理下玉米產量較低之

原因應該與礦化速率有關。黃與林(2000)將雞糞堆肥於雲林、嘉義及台南進行試驗

並與化學肥料比較，試驗作物包含水稻、甘藍及落花生等。結果發現，在雞糞堆肥

處理下此三地區所種植之水稻、甘藍及落花生的產量，分別為化學肥料處理組的

79~98%、62~80%及 93~95%，顯示在雞糞堆肥處理下，水稻及甘藍的產量較化學

肥料處理組不穩定，本研究有類似之結果。 
 
 
 
 
 
 
 
 
 
 
 
 
 
 
 

圖 1、不同處理對玉米產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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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利用液相層析四極柱串聯時間飛行式質譜儀測定土壤中之有毒蓖麻

生物鹼 

Determination of toxic alkaloid ricinine in soil using liquid 
chromatography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Kai-Xuan Zheng (鄭楷軒)1, Tzu-Hui Zhaog (趙子慧)2, Ya-Hui Chuang (莊雅惠)2,* 

1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mail: yhchuang.68@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Castor cake has been recommended as one of the organic fertilizers in Taiwan due 
to it has high N content and many active ingredients which may prevent plant diseases. 
One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s ricinine which is a toxic alkaloid and may cause adverse 
effects on aquatic organisms and potentially to human health especially through dietary 
consumption of crops grown in castor cake applied lands. To understand the fate of 
ricinine in the soil through castor cake land applic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n 
accurate and effective analytical method for ricinine analysis in soil and associated crops. 
In this study, optimized solid phase extraction (SPE) and QuEChERS methods both 
coupled with a liquid chromatography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LC-QTOF/MS) were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for determining ricinine in soil, soil pore 
water, and crops. The detection limit for ricinine through LC-QTOF/MS analysis could 
be as low as <1 µg L-1, and the recoveries from SPE and QuEChERS methods in soil 
pore water, soil, and crops were all higher than 70% with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 
20%. The established method could be applied for ricinine residue in various 
environmental samples to obtain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accessing the risk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under the practice of castor cake application as an organic 
fertilizer. 
Keywords: castor cake, organic fertilizer, ricinine, SPE, QuEChERS, LC-QTOF/MS 

 
Introduction 

Castor cake has been widely recommended and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land to 
provide N for plant uptake and active ingredients to prevent plant diseases. However, 
ricin, one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n castor cake, is lethal and with median lethal dose 
of 22 mg kg-1 for mice.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analysis for ricin, a large heterogeneous 
glycosylated protein, in clinic and field samples, ricinine, on the other hand, a small toxic 
alkaloid has been often used as an alternative marker to represent ricin distribution (Cai 
et al., 2014). In addition, land application of castor cake may also result in ricin and 
ricinine release to the soil and possibly followed by being taken up by crops, and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fate of ricin/ricinine in the soil could facilitate the associated 
assessment for human health risk. To date, only few studies discuss the analytical 
method for ricinie in castor oil, cooking oil, serum, blood and urine, and less in the soil.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 accurat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ricinine analysis in soil, soil pore water, and crop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furthe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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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Ricinine analysis in various samples weas tested through a classical standard 

addition method. Three soils with different soil textures were collected for method 
establishment. Soil pore water from each soil was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reported by Carter et al. (2014). Crop celery was obtained from hydroponic cultivation. 
Through standard addition, ricinine in soil pore water was tested through a solid phase 
extraction method using Waters Oasis hydrophilic-lipophilic balance (HLB) cartridges 
while ricinine in soils and celery was determined by a modified QuEChERS method 
using DI water or methanol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s. After sample treatment, ricinine 
in the elutes and extracts were then analyzed by LC-QTOF/M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by LC-QTOF/MS using all ion MS scan mode, the detection 
limit of ricinine in pure solvent and matrices were all < 1 µg L-1. In the SPE procedure, 
the HLB cartridge was activated by methanol and DI water (pH 3), and ricinine was 
eluted by methanol with 4-fold of concentration. From the QuEChERS method, ricinine 
in soil samples was extracted by methanol or DI water and ricinine in celery was 
extracted by acetonitrile/methanol mixture (65/35, v/v). The recoveries of ricinine from 
various matrices were all higher than 70% but not for the recovery from soil using 
methanol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Therefore, DI water was selected a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for ricinine analysis in soil. Through the triplicate experiment,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for all the tests was < 20% (Table 1).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showed the established method provides high accuracy (recovery > 70%) 
and stability (RSD < 20%) for ricinine analysis in various matrices which may be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fate of ricinine in a soil-plant continuum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castor cake as recommended organic fertilizer.    
 
Table 1. Recoveries of ricinine extracted from various matrices. 
 Soil pore 

water 
Soil Celery 

1 2 3 Root Stem Leave 

Recovery 
(%) 

84.5 74.0 79.5 84.1 95.8 91.2 93.2 

RSD1 (%) 4.0 6.3 5.3 2.4 2.7 1.7 1.3 

1 RSD: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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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ter, L. J., E. Harris, M. Williams, J. J. Ryan, R. S. Kookana, and A. B. Boxall. 

2014. Fate and uptake of pharmaceuticals in soil-plant systems. J. Agric.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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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台灣中部稻田灌溉水中新興污染物之殘留現況 

Occurrence of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in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in central Taiwan 

 
Yu-Hui Chang (張妤慧), Chia-Lin Lu (盧佳琳), Ya-Hui Chuang (莊雅惠)*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mail: yhchuang.68@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CEC) (e.g.,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have been frequently determined in surface waters primarily due to 
incomplete removal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es. To date, the application of 
treated wastewate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ulting in PPCPs accumulation in crops 
has been frequently observed and studied. Ri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h crops 
in Taiwan and understanding the occurrence of CEC in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the safety of rice produced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5 sampling sites of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in 
Changhua County in central Taiwan had been selected, and PPCPs in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hybrid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LC-QTOF/MS). After sample analysis, there are various PPCPs including antibiotics, 
pesticides, psychiatric drugs, etc. presented in the collected samples.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showed that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PPCPs in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in Taiwan is needed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 on evaluating risks to 
human health through dietary consumption of PPCPs contaminated rice. 
Keywords: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CEC), treated wastewater, LC-QTOF/MS 

 
Introduction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CEC) refers to chemicals such as pharmaceuticals, 
personal care products, flame retardants, etc. that may pose potential risk to human health 
and aquatic life. Their presence in the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s is mainly due to direct 
discharge of treated wastewater and land application of livestock manures that both 
contain various CEC (Li et al., 2018). World pop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have elevated 
water stress in many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and therefore 
irrigation with treated wastewater o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relieve water scarcity.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reusing treated wastewater on 
agricultural lands has led to CEC be taken up by crops and pose risk to human health (Lai 
et al., 2016).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of CEC in paddy field-
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in central Taiwan for further rice safety assess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samples in 5 different sites were collected 
triplicate during the daytime on September 3, 2020 in Changhua Country in central 
Taiwan. Samples were first filtered through 47 mm glass fiber membranes (ADVANTEC, 
Japan) followed by solid phase extraction using hydrophilic-lipophilic balance (HLB) 
(Waters, USA) cartridges. The treated samples were then filtered by a 0.45-mm PVDF 
filter membrane prior to LC-QTOF/M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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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After sample analysis by LC-QTOF/MS and matching with a personal compound 
database library (PCDL), the identification/qualification of suspect CEC was in line with 
SANTE/1183/2017 requirements. In general, there are primarily antibiotics, pesticides, 
psychiatric drugs, etc. identified in the collected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s 
(Table 1).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warrants the need for more paddy field-
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 sample collection and CEC residue analys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furthe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rice.   

Table 1. CEC detected in paddy field-supplied irrigation waters in Changhua Country. 
Site CEC 

1 
Sulpiride, ametrine, fenthion-sulfoxide, fexofenadine, thiamethoxam, theophylline, 
imidacloprid, dextrorphan, acetaminophen, lincomycin, amantadine, 
methylendioxymethamphetamine 

2 

Ethoprop, edifenphos, imidacloprid, sulfotep, tricyclazole, thiamethoxam, 
dimethomorph, fluroxypyr, sulpiride, metaxalone, ametryne, 
methylendioxymethamphetamine, dexamethasone 21-acetate, acetaminophen, 
dextrorphan, hexaconazole, propamocarb, 4-ho-ma (pholedrine) 

3 

Acetaminophen, 4-ho-ma (pholedrine), thiamphenicol, dextrorphan, tricyclazole, 
methylendioxymethamphetamine, atrazine, edifenphos, 2-meo-ma 
(methoxyphenamine), pentoxifylline, estradiol benzoate, desoximetasone, 
propamocarb, oxadiazon, butoxycaine, theophylline, azithromycin, climbazole, 
edifenphos 

4 Tricyclazole, demeton-s-methylsulfoxide, sulfotep, eugenol, metaxalone, rimiterol, 
phorate, methylendioxymethamphetamine 

5 Fenthion-sulfoxide, methylendioxymethamphetamine, testosterone-17-propionate, 
butoxycaine, diazinon, rimiterol 

References 
1. Lai, W. W. P., Y. C. Lin, H. H. Tung, S. L. Lo, and A. Y. C Lin. 2016. Occurrenc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erfluorinated compounds and evaluation of the availability of
reclaimed water in Kinmen. Emerg Contam. 2: 13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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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harmaceuticals in soil-water-plant systems. Water Res. 152: 3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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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利用高解析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評估市售啤酒中之農藥殘留

Evalua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eers using 
high-reso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Wei-Da Pan (潘威汏)1, Kai-Xuan Zheng (鄭楷軒)2, Tzu-Hui Zhaog (趙子慧)1, 
Ya-Hui Chuang (莊雅惠)1,* 

1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Master Program for Plant Medicine and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mail: yhchuang.68@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Beer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lcohol drinks in the world and many crops such as 

barley, wheat, maize, rice, etc. were commonly used in brewing beer. Due to the crops 
used for beer production may be applied with pesticides during growth, the products of 
beer may also have pesticide residues.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eers in Taiwan, this study selected 12 popular beers available 
on the supermarkets, and the beer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a high-resolution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HRLC-MS/MS) and matched with a 
personal compound database library (PCDL) containing >800 suspect pesticides. After 
sample treatment and HRLC-MS/MS analysis (only through positive scan mode), there 
were a total of 6 fungicides, 2 herbicides, 1 rodenticide, 1 miticide, 1 insecticide observed 
in the collected beer samples. Owing to pesticide residue in beers is not commonly 
regulated in either Taiwan or most of other countries,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warrants the research on the extend of residue analysis for pesticide and other organic 
contaminant i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eers. 
Keywords: beer, pesticides residue, HRLC-MS/MS 

Introduction 
 Beer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lcohol drink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 
transfer of the residual pesticides from grains and hops through brewing to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eers has been discussed and raised concerns about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for 
human health (Kong et al., 2020). Due to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maximum residue levels 
(MRLs) of pesticides have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and regulated in many countries, it is 
still lack of the methodology for effectively determining pesticide in beer (Hengel et al., 
2016).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sample treatment 
procedure and an accurate instrument analysis for pesticide i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ee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2 different brands of beers were obtained from supermarkets and the 

samples were first preserved in a refrigerator at 4˚C prior to sample treatment. To extract 
residual pesticides from beers, an ultrasonic bath was used for degassing followed by 
filtration. Later, a Waters Oasis hydrophilic-lipophilic balance (HLB) cartridge was used 
for sample clean-up and concentration. After loading samples through the HLB cartridges, 
analytes were eluted by methanol and filtered by a 0.22μm PTFE membrane for HRLC-
MS/MS analysis through a suspect screening matching with a personal com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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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library (PCDL) containing >800 suspect pesticide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rough sample treatment and HRLC-MS/MS analysis as well as PCDL matching, 

pesticides in beer sample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criteria recommended by 
SANTE/1183/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total of 11 pesticides identified 
in beer samples with 12 different brands (Table 1). Among the tested pesticides, boscalid 
and metrafenone are neither adopted by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nor set up 
the MRLs in Taiwan. Therefore, continuously testing pesticide residues in commercially 
available domestic or imported beers is needed for furthe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hrough alcohol consumption.   
 
Table 1. Pesticide identified in the collected beer samples by HRLC-MS/MS 
Pesticide Bran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Fungicide 
 

Aldimorph v v v v v v v v v v v 
 

Boscalid v v v v 
        

Kresoxim-methyl 
 

v   
        

Metrafenone  v v v  v v      
Pyroquilon    v         

Tricyclazole   v          
Herbicide Butralin     v v v v v v  v 

Quinclorac      v       
Rodenticide Coumafuryl v   v         
Miticide Fenazaquin           v  
Insecticide Propoxu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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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抗生素磺胺甲噁唑在菠菜中的累積及代謝

Accumulation and metabolism of antibiotic sulfamethoxazole in 
spi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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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biotics are widely used in humans and animals to treat or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However, they are widespread in the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s primarily due 
to direct discharge of treated wastewater to surface water and land application of animal 
manures, both of which contain antibiotic residues. Studies have shown the capability of 
plants to take up antibiotics from contaminated growing environment, leading the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transferred to humans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fresh 
produce. To understand the extend of antibiotic accumulated and distributed in plants, 
antibiotic sulfamethoxazole (SMX) was selec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for the uptake by 
hydroponically grown spinach. After 24, 72, 120, and 168 hours of uptake, spinach 
samples (roots and shoots) and nutrient solu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SMX and its 
potential metabolit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samples prior to analyz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hybrid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LC-QTOF/MS). 
Results showed that SMX was mostly found in spinach roots but no SMX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shoots. However, metabolites of SMX underwent phase I (5-
hydroxysulfamethoxazole) and phase II (sulfamethoxazole N1-Glucuronide) were 
observed in spinach during uptake.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showed that 
antibiotic SMX could be taken up and metabolized by spinach, which warrants the need 
of further study on other antibiotics uptake and metabolite identification by various plants 
in regard to produce safe fresh produce.    
Keywords: antibiotics, sulfamethoxazole, plant uptake, metabolism, LC-QTOF/MS 

Introduction 
Antibiotic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treat infectious diseases of human and animals 

(Ahmed, et al., 2015). Reclaimed water and animal manure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lands 
have resulted in the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antibiotics by crops. Comparing to other 
antibiotics, sulfonamides have higher mobility and more persist in agricultural soils, and 
their accumulation in crops may pose a higher risk to human health through the food chain 
(Huynh and Reinhold, 2019). Moreover, plants have ability to metabolize xenobiotics 
which may results in the production of metabolites with higher toxicity. To avoid 
underestimating the risk of consumption of crops with antibiotic and its metabolite 
residue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accumulation and metabolism of antibiotics in 
crops. SMX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sulfonamides, and its metabolites have been 
studied in the model plant Arabidopsis thaliana (Huynh and Reinhold, 2019); however, 
the study of the metabolism of SMX in other fresh produce is still limited.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accumulation and metabolism of SMX in spi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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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the uptake experiment, the well-developed hydroponically grown spinach was 
placed into an Erlenmeyer flask with nutrient solution containing 50 μg L-1 SMX.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fter 24, 72, 120 and 168 hours of uptake. SMX and its possible 
metabolites in the nutrient solutions and spinach roots and shoots were extracted through 
solid-phase extraction (SPE) and a modified QuECHERS method, respectively then 
analyzed by LC-QTOF/M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fter sample treatment and instrument analysis, SMX was primarily accumulated in 
spinach roots and the total mass of SMX decreased with uptake time while two SMX 
metabolites 5-hydroxysulfamethoxazole (phase I) and sulfamethoxazole N1-glucuronide 
(phase II) were mainly observed in roots (Table 1 and Figure 1).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SMX could be easily metabolized in spinach and underwent phase I and 
phase II metabolism. Therefore, further identification of antibiotic metabolites in crops is 
needed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otential risks after human consuming 
antibiotic contaminated fresh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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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藥物在芹菜中的吸收與累積及其對茉莉酸動態平衡之影響 

Uptake and transport of pharmaceuticals in celer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jasmonic acid homeostasis 

 
Tzu-Hui Zhaog (趙子慧), Ya-Hui Chuang (莊雅惠)*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mail: yhchuang.68@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Plant uptake of pharmaceutical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eclaimed water and 
biosolids from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ve been widely 
discovered and raised concerns about human health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contaminated fresh produce. Though the mechanism of pharmaceuticals taken up by 
plant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udied for the past decade, the primary factor affecting 
pharmaceutical accumulation and transport in plants are still under discussion. 
Additionally, phytohormone homeostasis may be affected during the uptake resulting in 
decrease biomass and abnormal growth of plants. In this study, pharmaceuticals caffeine 
and atenolol were selected for the kinetic uptake by hydroponically grown cele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s in the hydroponic solution, celery tissues as well as 
phytohormone jasmonic acid were determined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hybrid 
quadrupole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LC-QTOF/MS). Results showed that 
caffeine was distributed in celery roots, stem, and leaves while atenolol only accumulated 
in roots, and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i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he level of jasmonic 
acid also elevated along with uptake time in celery.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associated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Keywords: pharmaceuticals, reclaimed water, phytohormone, LC-QTOF/MS 

 
Introduction 

The extensive use of pharmaceuticals along with incomplete treatment through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have resulted in pharmaceuticals being detected ubiquitously 
in soil and water through direct discharge of reclaimed water to surface waters (Sun et al., 
2018). Plant uptake of pharmaceuticals from contaminated soil and water represents a 
direct route of human exposure to pharmaceuticals, posing risk to human health.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major mechanism of pharmaceutical uptake 
by plants, which may facilitate the legislation for reclaimed water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Moreover, pharmaceutical uptake by plants may induce phytohormone 
production (Carter et al., 2015) but the major impact on plant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s still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selected a common salad ingredient celery 
to take up two commonly detected pharmaceuticals caffeine and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further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of plant uptak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understand their effect to phytohormone using retrospective screen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Celery seeds were first placed on moistened paper tissues to sprout and later the 
seedlings were cultivated in a hydroponic system. After 58 days, two celery plants were 
transferred to an Erlenmeyer flask filled with 250 mL nutrient solution for the uptake of 
caffeine and atenolol (initial concentration: 50 ng mL-1). At 24, 48, 72, 120 and 168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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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ptake, triplicate samples and contro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pharmaceutical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The nutrient solutions were clean-up through a solid phase 
extraction and the roots, stems, and leaves of celery were extracted using a modified 
QuEChERS method after freeze-dried. Pharmaceuticals and jasmonic acid in extracts 
were then analyzed by LC-QTOF/MS and quantified by matrix-matched standard curv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fter sample treatment and LC-QTOF/MS analysis, the mass of caffeine and atenolol 

in the nutrient solution and celery roots, stems, and leaves were calculated (Figure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caffeine and atenolol could be taken up by celery. Comparing to 
atenolol only accumulated in celery roots, caffeine could be distributed to celery roots, 
stems, and leaves. This could be due to they have different affinity to celery roots or extent 
of metabolism in celery. Through the retrospective screening, the level of jasmonic acid 
in celery also increased with time, which indicates further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plant 
uptake of pharmaceuticals on phytohormone homeostasis are needed for evaluating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reclaimed water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igure 1. Mass distribution of caffeine and atenolol in nutrient solution and ce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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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應用離心式濃縮機於新興污染物之痕量分析

Application of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for the analysis of trace 
amount of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Frederick Siu Chun Wong (王兆臻), Tzu-Hui Zhaog (趙子慧),  
Ya-Hui Chuang (莊雅惠)* 

Department of 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mail: yhchuang.68@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Pharmaceuticals, personal care products, flame retardants, estrogen-like compounds, 

etc. are frequently detected in the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s and therefore now are 
considered as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CEC). The level of CEC in the 
environment is low (ranging from ng L-1 to µ L-1) and therefore gas or liquid 
chromatography coupled with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is often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trace amount of CEC in soil, water, agricultural produce, etc. However, 
the analysis (e.g., ionization) by the mass spectrometry is easily interfered by complex 
matrices such as plants have protein, pigment, and sugar, and therefore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procedure is needed for the low-level CEC in the samples. In this study, a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was used for the concentration of a total of 9 CEC with various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10 times of concentration using 
the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the recoveries for the selected CEC were all higher than 70%. 
The methodology for trace amount of CEC concentration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could 
be applied for more CEC with low concentration in various samples, which may facilitate 
th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Keywords: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CEC),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LC-MS/MS 

Introduction 
Trace level of pharmaceuticals, personal care products, flame retardants, estrogen-

like compounds, detergents, etc. have been continuously and frequently detected in the 
soil, freshwater, and aquatic organisms (Clarke and Smith, 2011). Therefore, they are 
considered as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CEC) as their level, though is low (ranging 
from ng L-1 to µ L-1), in the environment may have adverse effect on human health (Wu 
et al., 2012).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ir amount in the environment samples, various 
of concentration methodology have been commonly applied such as rotary evaporation 
and nitrogen blowing concentration. However, these methods may result in lower 
recoveries and longer concentration time. This study used a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to 
concentrate 9 CEC at low concentration to establish a better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trace amount of CEC in the environment.   

Materials and Methods 
Acetaminophen, bezafibrate, carbamazepine, erythromycin, flumequine, ifosfamide, 

sulfadimethoxine, sulfamethoxazole, and trimethoprim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mixture 
was prepared in a centrifuge tube placing in a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The temperature 
and rotary speed were set up at 38 ℃ and 2000 rpm. After dryness, the samples were 
reconstituted by methanol with 10-fold of concentration and the recoveries of selected 
CEC through the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were acquired through LC-MS/M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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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recoveries of selected CEC through the concentration procedure using a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are shown in Table 1. From the results, all the recoveries of 
selected CEC were higher than 70%, indicating the tested procedure could be adopted for 
the analysis of trace amount of CEC and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CEC in real samples. 

Table 1. Recoveries of selected CEC using a centrifugal concentrator for concentration. 
CEC 

 
Original concentration 

(µg L-1) 
Concentrated concentration 

(µg L-1) 
Recovery 

Acetaminophen 9.3 94.2 101.3% 
Trimethoprim 9.6 93.4 97.3% 
Sulfamethoxazole 10.9 82.5 75.7% 
Sulfadimethoxine 11.8 84.2 71.4% 
Ifosfamide 10.7 91.7 85.7% 
Flumequine 11.2 93.9 83.8% 
Carbamazepine 10.2 94.9 93.0% 
Erythromycin 12.0 96.4 80.3% 
Bezafibrate 11.1 88.9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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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農地不同玉米品種對鎘吸收能力之研究

Studies on the cadmium absorption ability of different cultivars of 
corn at high risky farmlands 

毛壬杰 *、黃瑞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E-mail: jcmao@mail.tndais.gov.tw

摘要

本研究選擇位於高風險地區受鎘污染的農田進行不同玉米品種栽培試驗，並

於玉米收穫時同時採取玉米樣品及其根圈旁土壤樣品，分析玉米可食用部位鎘濃

度、土壤鎘濃度、pH 值及陽離子交換能量。由供試蔬菜的生物濃縮因子(BCF)可
知，玉米食用部位鎘累積能力以食用玉米白龍王最高，硬質玉米臺南 24 號則較低，

因此，於高風險農地種植低鎘吸收的玉米栽培種，將有助於提高高風險農地玉米

生產的安全性。

關鍵字：鎘、高風險農地、生物濃縮因子、安全性。

前言

「鎘」污染是現代相當嚴重的環境重金屬污染問題。日本的衛生福利部 1968
年證實「痛痛病」是由「鎘」所引起的，重金屬元素鎘在土壤經由植物吸收並轉

運至可食用部位的多寡，受到土壤、氣候因子、植物種類及不同的品種特性及不

同的農業栽培管理等因素而有所影響；鎘對動物或人類毒害的濃度低於一般作物，

在作物還能正常生長的濃度下，動物或人類食用該作物後便可能造成健康的危害。

台灣地區因為母質和氣候條件的不同，以致土壤性質相當複雜及多變。

材料與方法

一、試驗方法及地點:於高風險農地田間試驗方式進行。  
二、參試品種：本場於 104 年至 107 年度於高風險農地試驗田， 分批種植有食用

玉米華珍、玉美珍、雪珍、黑美珍、臺南 23 號、臺南 26 號、夏強、夏蜜、

美粒甜、雙發、佳穗 9 號、168 號、彩珍、金珍珠、白光甜、金蜜、白龍王等

17 個品種；硬質玉米玉米明豐 3 號、農興 688 號、台農 1 號、台南 24 號等 4
個品種。

三、田區設計：採作畦栽培方式，畦面寬約 1.5 公尺，畦面長約 40 公尺，依照鎘

濃度梯度分佈圖，作成八條畦面，每畦作進行不同參試品種之種植作業。

四、蔬菜及土壤採樣：田間每個採樣單位分別採取玉米樣品與根圈土壤樣品。，

並於採取玉米及其根圈旁土壤混合成一個土壤樣品。

六、樣品分析：分析玉米可食用部位鎘、土壤鎘濃度、pH 值及陽離子交換能量。 
七、數據計算及分析：生物濃縮因子 BCF=玉米粒鎘濃度÷土壤鎘濃度，其中玉米

粒鎘濃度以鮮重計算，土壤鎘濃度則為乾重計。

結果與討論

一、土壤性質及鎘濃度：土壤 pH 值分布範圍為 4.97- 7.94，CEC 為 3.79- 9.07 cmol 
kg-1，土壤鎘濃度為 0.23- 3.53 mg kg-1，植體鎘濃度為 0- 0.1mg kg-1。 

二、不同玉米品種之食用部位對鎘累積的能力：在 21 種玉米品種中如圖 1，BCF
排列順序依序為白龍王>玉美珍>華珍>彩珍>金蜜>金珍珠>雪珍>臺南 23>夏
強>雙發>佳穗 9 號>夏蜜>明豐 3 >黑美珍>美粒甜>白光甜>168>臺南 26>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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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臺農 1>臺南 24。其中以食用玉米類玉米粒鎘累積能力最高，硬質玉米類

則較低，由結果亦可以看出，不同玉米品種的鎘累積能力也有極大的差異。

在 21 種玉米品種中，其中華珍、雪珍、臺南 26 號、夏強、夏蜜、美粒甜、

雙發、168、彩珍、金珍珠、白光甜、金蜜、明豐 3 號、農興 688、臺農 1 號、

臺南 24 號等 16 種樣品全部未超過衛福部蔬果重金屬鎘的限量標準 0.05 mg 
kg-1(鮮重計)，其中玉美珍、黑美珍、臺南 23 號、9 號、白龍王等 5 個品種有

部分樣品超過衛福部蔬果重金屬鎘的限量標準 0.05 mg kg-1。食用玉米品種中

以白龍王白色水果玉米是鎘吸收能力相當強的品種，而臺南 26 號、168、白

光甜、臺農 1 號、臺南 24 號等 5 個品種則是鎘吸收能力低的玉米品種。由毛

壬杰、黃瑞彰(2017)高風險農地低鎘吸收作物篩選之研究，顯示玉米在各蔬果

對鎘吸收能力調查中屬於中低吸收能力的作物種類。因此建議高風險農地推

廣種植低鎘吸收玉米栽培種中仍須慎選品種如硬質玉米中的台南 24 號、農興

688、明豐 3 號及臺農 1 號等,食用玉米則以華珍、雪珍、臺南 26 號、夏強、

夏蜜、美粒甜、雙發、168、彩珍、金珍珠、白光甜、金蜜、明豐 3 號、農興

688、臺農 1 號、臺南 24 號等品種，以降低高風險農地產出超過限量標準的

農產品。

結論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不同玉米之重金屬鎘累積能力，隨著玉米栽培種不同而有

差異。未來可以累積更多試驗數據印證不同玉米種類之鎘累積能力的特性，以提

供高污染風險農地選擇安全性較高作物品項之參考，因此，由本研究結果顯示可

建議在鎘污染的高風險農地，應避免種植對鎘累積能力較高的玉米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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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各種玉米栽培種 BCF 值關係圖 Figure 1: The BCF value of vegetables surve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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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對土壤性質與蕹菜生長之影響

Effects of applying different poultry litter proceeded organic fertilizers 
on the soil properties and growth of water spinach 

許淳脉、賴鴻裕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E-mail: soil.lai@nchu.edu.tw 

摘要

本試驗使用彰化縣和美鎮農地進行試驗，以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作為

供試材料，並依照作物施肥手冊之氮肥推薦添加量進行施用並種植蕹菜，再將試驗

之結果與未對照組(未施用任何處理)及化學肥料處理組進行比較。與化學肥料處理

組比較，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皆可以提升土壤肥力，土壤的酸鹼值、濕團粒

穩定度、有機質、有效性氮、有效性磷、交換性鉀、交換性鈣及交換性鎂含量皆有

顯著上升，而對土壤中之銅鋅全量濃度則無顯著之影響。與化學肥料處理組比較，

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處理下之蕹菜地上部具有較高的總磷含量，而其總氮

含量則約為化學肥料處理組的 45~65%，其他元素在處理間則無顯著之差異。由於

有機質肥料處理組下蕹菜之產量約為化學肥料處理組之 34~59%，推測其造成之原

因應該與有機質肥料的礦化速率有關。

關鍵字：土壤肥力、雞糞、鋅、蕹菜

前言

台灣農民在長期慣行農法的栽種方式下有許多土壤問題產生，像是土壤酸化

與有機質耗盡等，使用有機質肥料不僅可以增加土壤有機質及提升土壤肥力，還可

以提高土壤的碳匯(Cayci et al., 2017；Huang et al., 2019)。許多研究指出使用雞糞

製成的有機質肥料，不僅養分提供能力不亞於化學肥料，另外在改善土壤有機質含

量、減緩土壤酸化與提升土壤 pH 値等都有顯著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以三種雞糞

製成之有機質肥料進行田間試驗，並將試驗之結果與化學肥料處理組比較，以探討

其對於土壤性質及蕹菜生長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本次供試作物為蕹菜(新桃園 1 號)，以不添加任何資材作為對照組(CK)，化學

肥料處理組(CF)則使用台肥黑旺 5 號，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分別為粒狀雞

糞加工肥料(G508)、粉狀雞糞加工肥料(P508)及禽畜糞堆肥(G509)，另一處理則為

沼渣堆肥(FR)。上述資材之施用量依據作物施肥手冊的氮推薦施肥量添加，蕹菜於

田間種植 1 個月後進行採收。土壤樣品放置於室外風乾 7 天，經磨碎及過篩後保

存於密封的塑膠袋中。蕹菜採收後經清洗及量測其鮮重後以 65°C 烘乾 5 天，再經

粉碎後放置於防潮箱中等待分析。土壤分析項目包含濕團粒穩定度、酸鹼值(pH)、
導電度(EC)、有機質(OM)、有效性氮(2M KCl 萃取)、有效磷(Olsen 法)以及交換性

鉀、鈣、鎂(1 M NH4OAc 萃取)含量。植體量測及分析的項目包含鮮重、乾重、總

氮、總磷、總鉀、總鈣、總鎂及銅鋅之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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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整體而言並與 CF 比較，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處理皆可顯著提升土壤的

WAS、OM、有效磷、交換性鉀、交換性鈣及交換性鎂含量，尤其是 P508，分別較

CF 上升 31%、31%、10.5 倍、3.6 倍、42%及 77%，而其土壤之有效性氮含量也比

CK 及 CF 分別高出 3.5 倍及 17%。土壤中的銅鋅全量濃度則無顯著之變化，CK 土

壤之銅鋅濃度分別為 108 及 253 mg/kg，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處理下土壤之

銅鋅濃度分別介於 102~112 及 257~273 mg/kg。由於土壤施用 P508 後的 EC 約為

G508 之 1.8 倍，各項有效性或是交換性元素含量亦高於 G508，顯示造粒之過程可

以降低有機質肥料之養分釋出速率。

在作物生長方面，CF 處理下具有最高之產量，CK 之產量約為 CF 之 25%，而

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處理下蕹菜之產量約為化學肥料處理組之 34~59%，推

測其造成之原因應該與有機質肥料需要時間進行礦化作用有關。從植物體分析數

據結果中顯示，經由雞糞肥處理後植物體中總氮含量約為化學肥料處理組的

45~65%，而 G508 與 P508 總磷的含量顯著較 CF 高 13%，CK 及 CF 處理之鋅含量

約為 90 mg/kg，三種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處理下則介於 70~85 mg/kg，顯示依據

氮速之推薦施肥量施用這些雞糞製成之有機質肥料，並不會增加土壤及蕹菜之鋅

濃度，其他元素在處理間亦無顯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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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園有機栽培與慣行栽培對土壤理化性質與微生物群落組成及

多樣性之影響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cultivation in 
citrus, based on the influence in soil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microbial population composition and biodiversity 

林素禎*、陳銘憲、王朝儀、鄭智元、林姿君、顏淑菁、張秀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E-mail: linmay@tari.gov.tw

摘要

為了瞭解柑橘園有機栽培與慣行栽培對土壤理化性質與微生物群落組成及多

樣性之影響，在 109 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柑橘幼果期)，採集新竹、苗栗、南投、

雲林及台南等地區 15 個有機栽培與 15 個慣行栽培之柑橘園土壤，分析土壤理化

性質與微生物相。試驗結果顯示：有機栽培柑橘園之土壤 pH 值(6.4 ± 1.0)比與慣行

栽培柑橘園(5.2 ± 1.4)高 1.2，而慣行栽培柑橘園的有效性氮、磷含量比有機栽培柑

橘園高。在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率方面，新竹地區的有機栽培柑橘園顯著(P＜5%)
比慣行栽培柑橘園高。慣行栽培柑橘園的線蟲與蟎蟲數量比有機栽培柑橘園多，而

有機栽培柑橘園的叢枝菌根菌孢子數比慣行栽培柑橘園多。以次世代定序（NGS）
分析土壤細菌群落組成和多樣性，結果顯示：有機栽培柑橘園細菌多樣性指數 (6.8 
±0.3)比慣行栽培柑橘園(6.3 ±0.6)高。另外，有機栽培柑橘園可觀察的細菌物種數

(478 ± 52)比慣行栽培柑橘園(398 ±103)多。15 個有機栽培柑橘園之土壤細菌親緣

關係(phylogenetics)比較接近，而 15 個慣行栽培柑橘園之土壤細菌親緣關係則相對

比較遠。

關鍵詞：有機栽培 (Organic cultivation)、慣行栽培(conventional cultivation)、柑橘 
(Citrus)、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 

前言

以往我們大多著重在土壤理化性質的變化，較少注意到土壤微生物，而微生物

的群落組成和多樣性是生物學中重要的研究課題，因為微生物在環境生態中關乎

著各種重要的養分循環。次世代定序（NGS）是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和多樣性

的重要技術之一 (Soliman et al., 2017)。從 2000 年開始陸續有生技公司投入 NGS
的研究，目前 NGS 的儀器開發、樣品製備與上機分析，皆有突破性發展，除解序

技術更精確外，成本也大幅下降，近年來國內外陸續有許多研究人員以 NGS 分析

技術來進行研究。本文中將利用 NGS 研究柑橘園有機栽培與慣行栽培對土壤微生

物群落組成及多樣性之影響。

材料與方法

1. 新竹地區 4 個柑橘園作物為文旦柚，苗栗地區 3 個柑橘園作物為桶柑、南投地

區 1 個柑橘園作物為茂谷柑，雲林地區 3 個柑橘園作物為柳丁，台南地區 4 個

柑橘園作物為文旦柚。

2. 土壤理化性質分析：土壤理化性質包括土壤酸鹼度、電導度、質地、有機質含量、

有效性氮、磷、鉀、鈣、鎂、鐵、錳、銅、鋅與硼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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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微生物檢測：以選擇性培養基培養細菌、放線菌及真菌。以 Biolog EcoPlateTM

進行土壤微生物菌相檢測，探討土壤微生物碳源的利用率及土壤微生物功能多

樣性。在顯微鏡下計數叢枝菌根菌孢子與線蟲數量。以商品化 DNA 萃取試劑組

(DNeasy® PowerSoil®Kit) 抽取新鮮土壤樣品 DNA 送臺灣廠商以次世代定序

（NGS）分析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和多樣性。

結果與討論

1. 有機栽培柑橘園之土壤 pH 值(6.4 ± 1.0)比與慣行栽培柑橘園(5.2 ± 1.4)高 1.2，慣

行栽培柑橘園的有效性氮、磷含量(48 ± 52 mg/kg，477 ± 155 mg/kg)依序比有機

栽培柑橘園(22 ± 18 mg/kg，352 ± 212 mg/kg)高 26 mg/kg，125 mg/kg。
2. 有機栽培柑橘園與慣行栽培柑橘園之可培養的總細菌數、總放線菌數及總真菌

數無顯著差異。新竹地區的有機栽培柑橘園之土壤微生物碳源利用率(average
well color development)顯著(P＜5%)比慣行栽培柑橘園高，但在可培養的微生物

功能多樣性指數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與物種豐富程度(species richness)，兩

種栽培方式無顯著差異。慣行栽培柑橘園的線蟲(407 ± 533 no./50g 土壤)與蟎蟲

(24 ± 60 no./50g 土壤)比有機栽培柑橘園(291 ± 347 no./50g 土壤，4 ± 6 no./50g 土

壤)多，而有機栽培柑橘園的叢枝菌根菌孢子(34 ± 54 no./50g 土壤)比慣行栽培柑

橘園(17 ± 13 no./50g 土壤)多。以 NGS 分析土壤細菌群落組成和多樣性，有機栽

培柑橘園細菌多樣性指數(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6.8 ±0.3)比慣行栽培柑橘園

(6.3 ±0.6)高，但無顯著差異，另外，有機栽培柑橘園可觀察的細菌物種數(478 ±
52)比慣行栽培柑橘園(398 ±103)多，但亦未達顯著差異。15 個有機栽培柑橘園

之土壤細菌親緣關係(phylogenetics)比較接近，而 15 個慣行栽培柑橘園之土壤細

菌親緣關係則相對比較遠。

表 1. 慣行栽培與有機栽培柑橘園之顯微鏡下可見的土壤生物種類與數量 

栽培方式
線蟲

(no./50g soil) 
蟎蟲

(no./50g soil) 
叢 枝 菌 根 菌 孢 子

(no./50g soil) 
慣行栽培 407 ± 533 24 ± 60 17 ± 13 
有機栽培 291 ± 347 4 ± 6 34 ± 54 

圖 1. 15 個有機栽培柑橘園之土壤細菌親緣關係

(phylogenetics)比較接近(小圓圈)，而 15 個慣行栽培柑橘園

之土壤細菌親緣關係則相對比較遠(大圓圈)。本圖利用非

計量多維尺度分析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 

參考文獻

1. Soliman, T., S. Y. Yang, T. Yamazaki, and H. Jenke-Kodama. 2017. Profiling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with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he influence of DNA kit 
selection and technician technical expertise. PeerJ. 5: e4178. 

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109年12月10- 11日

302



109.12.10-12.11


	0001_109年度友善環境農業資材使用管理暨農田土壤管理研討會
	001_專題演講_陳仁炫
	002_專題演講_曾國珍
	003_專題演講_賴鴻裕
	004_專題演講_謝宥楷
	005_專題演講_林毓雯
	006_專題演講_劉雨庭
	007_專題演講_莊雅惠
	008_專題演講_沈佛亭
	009_專題演講_吳正宗
	010_專題演講_林俊良
	011_專題演講_謝朝棟
	012_專題演講_王靖堯
	013_專題演講_邱興瞳
	014_專題演講_邱建忠
	015_專題演講_楊順弘
	016_專題演講_王俊文
	017_專題演講_洪堯昆
	018_專題演講_吳正宗
	論文宣讀目錄
	(01)109壁報論文_Yu-Fang Chang, Chen-Chi Tsai
	(02)109壁報論文_徐進將,黃文樹,蔡衡,黃旭村
	(03)109壁報論文_陳貴三,顏妤珊,賴鴻裕
	(04)109壁報論文_Yong-Hong Lin, You-Jen Lee
	(05)109壁報論文_張必輝,楊承翰,林科均,陳佳翰
	(06)109壁報論文_Yong-Hong Lin, Wei-Jia Wang
	(07)109壁報論文_黃胤中,黃倬英,許正一
	(08)109壁報論文_Prapasiri Tongsiri, Wen-Yu Tseng, Yuan Shen, Hung-Yu Lai,
	(09)109壁報論文吳毓鈞, 梅爾,林耀東
	(10)109壁報論文_周秉滽,張浩誠,羅凱尹,王尚禮
	(11)109壁報論文_吳卓穎,許正一
	(12)109壁報論文＿Chun-Tse Chang, Fo-Ting Shen, Ting-Chen Tu
	(13)109壁報論文_Wei-An Lai, Fo-Ting Shen, Chiu-Chung Young, Yong-Zhao Su
	P*PE-mail: ccyoung@dragon.nchu.edu.tw
	Abstract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References

	(14)109壁報論文_Kai-Yue Chen, Yu-Ting Liu, Yi-Cheng Hsieh, Yu-Min Tzou, Cheng-Guang Lai
	(15)109壁報論文_張繼中、黃文益、蔡恕仁
	(16)109壁報論文_鄭筱嬋,簡士濠
	(17)109壁報論文_謝政翰,簡士濠
	(18)109壁報論文_Yu-Min Tzou, Yu-Ting Liu, Chun-Chien Yen
	(19)109壁報論文_嚴國恩,潘光琦,黃佳興,吳文欽,徐仲禹
	(20)109壁報論文_嚴國恩,潘光琦,游之穎,廖婉蓁,徐仲禹
	(21)109壁報論文_賴映任,王尚禮
	(22)109壁報論文_倪禮豐
	(23)109壁報論文_黃煥聰,徐妤瑄,黃政華
	(24)109壁報論文_金琬芹,王尚禮
	(25)109壁報論文_卡安莎,陳映辰,林耀東
	(26)109壁報論文_黃亮心,王尚禮
	(27)109壁報論文_Yu-Min Tzou, Sheng-Yi Chen, Jhen-Wei Jhan
	(28)109壁報論文_Kai-Yue Chen (陳楷岳), Puu-Tai Yang (楊圃臺), Hsin-Fang Chang (張馨方),Kai-Yue Chen (陳楷岳), Puu-Tai Yang (楊圃臺), Hsin-Fang Chang (張馨方),
	(29)109壁報論文_孔郁喻,劉雨庭,李文惠,呂兆倫,林靜萱
	(30)109壁報論文_劉韋麟,楊圃臺,王尚禮
	(31)109壁報論文_卓宴琳,Afifah Assakinah,劉雨庭
	(32)109壁報論文_許淳脉,紀雅筑,賴鴻裕
	(33)109壁報論文_許淳脉,紀雅筑,賴鴻裕
	(34)109壁報論文_Kai-Xuan Zheng (鄭楷軒), Tzu-Hui Zhaog (趙子慧), Ya-Hui Chuang (莊雅惠)
	(35)109壁報論文_Yu-Hui Chang (張妤慧), Chia-Lin Lu (盧佳琳), Ya-Hui Chuang (莊雅惠)
	(36)109壁報論文_Wei-Da Pan (潘威汏), Kai-Xuan Zheng (鄭楷軒), Tzu-Hui Zhaog (趙子慧),
	(37)109壁報論文_Chia-Lin Lu (盧佳琳), Ssu-Wei Cheng (鄭思惟), Yu-Hui Chang (張妤慧),
	(38)109壁報論文_Tzu-Hui Zhaog (趙子慧), Ya-Hui Chuang (莊雅惠)
	(39)109壁報論文_Frederick Siu Chun Wong (王兆臻), Tzu-Hui Zhaog (趙子慧),
	(40)109壁報論文_毛壬杰,黃瑞彰
	(41)109壁報論文_許淳脉,賴鴻裕
	(42)109壁報論文_林素禎.陳銘憲.王朝儀.鄭智元.林姿君.顏淑菁.張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