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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肥料

草皮在建置與養護管理過程中，凡是施入土壤或

是噴灑在草坪上，直接或間接地供給草皮一種或多種

草生長所必需的養分，使其草坪生長繁茂、色澤鮮綠

正常，並能改善草坪品質和持久性、土壤理化性狀、

提高土壤肥力的物質稱之為草坪肥料。





施肥管理目的

•維持高品質草坪

•降低操作成本

•減少草坪傷害危機



施肥管理原則

•科學化、計畫性管理

•完整基礎資訊建立

•適時調整



施肥管理相關知識

•植物繁殖

•植物生理

•水分管理

•氣候環境
•土壤環境



施肥管理之主要步驟流程

植株觀察

植株反應、觀察

土壤採樣

季節性施肥調整計畫

元素分析(土壤、植株)              

施肥總量管理

施用肥料與記錄



草坪植物生長需要什麼養分？



從廣義的方面來看，就是生物的養分。因爲植物能利 用太陽

能，經由光合作用固定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植物是屬於自營生物（autotroph)。由植物生產，富含化學

能的有機物再轉移給異營(hetrotrophic)的動物與人類利用，最

後動物的排泄物以及動植物的殘體，經過微 生物分解又歸還無

機界，形成一個物質與能量的生物大循環。植物雖然有時可利

用部分有機物，但所需的養分主要是由無機物而來。



一般新鮮作物含有 75%~95% 的水分，5%~25% 的乾物質。在

乾物質中絕大部分是有機化合物，約占 95%，無機化合物只占5%

左右。乾物質經加熱燃燒後，其有機化合物部分幾乎全部可被氧

化分解，以二氧化碳、水、氮氣等物質的氣體形式溢出，留下的

殘渣，就是灰分。灰分含有幾十種化學元素，有植物生長所必需

的和非必需的營養元素。

植物生長發育所必需的營養元素



植物必需營養元素的三要件：

1.缺少某種營養元素，植物不能完成生活史(必需性)；

2.必需營養元素的功能不能由其他營養元素所代替(不可取代性)；

在缺乏時，植物會出現專一的、特殊的缺乏症，只有補充這種

元素後，才能恢復正常(專一性)；

3.必需營養元素為植物體組成分或直接參與代謝作用。(某元素

存在若只能促進其他元素的吸收或因拮抗作用抑制其他元素的

毒害，則不能稱該元素為必需)



草坪植株施肥需求：

大量元素：氫(H )、氧(O)、碳(C,)、氮(N)、磷(P)、鉀(K)、

鈣(Ca)、鎂(Mg)、硫(S)

微量元素：鐵(Fe)、錳(Mn)、硼(B)、鋅(Zn)、銅(Cu)、鉬

(Mo)、氯(Cl)、鈷(Co)及鎳(Ni)。



各元素對草坪植株之影響(1)

• N 促進細胞增加、拉長、

顏色加深、生長速率進。

• P 促進根系、地上莖成長，

加速開花、成熟。

• K 增加地上走莖，及其延伸、

延長壽命，提昇抗旱。



各元素對草坪植株之影響(2)

• Ca 促進細胞生長點活化，

細胞比增厚，耐逆境性增加。

• Mg 增加葉之伸長，光合作用效。

• S 可降低鐮刀菌復生機率，活化細胞。

• Fe 增深葉色，低溫時耐寒性。



各元素對草坪植株之影響(3)

• Mn

促進跟不生長與發育

• Zn

刺激新根發育

• B

增加密度，加深葉色



土壤與植物體中元素存在量及其被吸收型態、途徑為何？
元素 被吸收型態 吸收途徑

碳C CO2、HCO3
-、CO3

2- 空氣、水

氧O CO2、H2O、OH- 空氣、水

氫H H2O、H+ 水、水蒸氣

氮N NH4
+、NO3

-、NH3、NO2
-、NxO、尿素、胺基酸、生物固氮 水、土壤、空氣、葉面、微生物

磷P H2PO4
-、HPO4

2-、低分子量有機磷 水、土壤、葉面

鉀K K+ 水、土壤、葉面

鈣Ca Ca2+ 水、土壤、葉面

鎂Mg Mg2+ 水、土壤、空氣、葉面

硫S SO4
2-、SO2、SO3、SO3

2- 水、土壤、葉面

鐵Fe Fe2+、Fe3+ 水、土壤、葉面

錳Mn Mn2+ 水、土壤、葉面

銅Cu Cu2+ 水、土壤、葉面

鋅Zn Zn2+ 水、土壤、葉面

硼B
主要：

H3BO3                            次要：B4O7
2-、H2BO3

-、HBO3
2-、BO3

-
水、土壤、葉面

鉬Mo MoO4
2- 水、土壤、葉面

鎳Ni* Ni2+

氯Cl* Cl-



微量元素在植體內的角色為何？

功能 參與元素 功能 參與元素

光合作用與代謝過程中電子
載體、氧化還原反應

銅、鐵、
鉬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鐵的
利用、細胞壁木質化

銅

酵素與受質之間的橋樑 鋅、錳 氮素轉變合成 鉬、錳

細胞分裂、水分吸收、糖類
運送

硼
葉綠素形成、蛋白質、核酸
合成

鐵

固氮酵素 鉬、鐵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氮素
代謝

錳

硝酸還原酵素 鉬 光合作用、根的生長 氯

尿素酶 鎳 固氮作用 鈷

蛋白質、植物生長素合成 鋅



草坪植物營養生理障礙診斷





由外觀診斷要素障礙時，應先注意避免與病蟲害﹑葯害

及其他因子(如缺水)混淆；特別是某些毒素病的症狀，與

要素障礙之徵狀甚為相似，容易導致錯誤的結論。而後，

應儘量依循下列之步驟，詳細的調查及謹慎的分析研判，

以免作出錯誤的判斷。

植物必需元素的缺乏通常有特殊的徵候出現，乃因元素缺

乏時，影響生理活性。因此，根據元素的功用及移動性可做

初步的判斷。由外表徵候診斷為最直接的方法。



作用：
＊製造蛋白質、株體
＊促進細胞分裂、增殖
＊促進養分吸收及枝葉生長

植物缺乏時症狀：
＊植株生長緩慢，莖葉變小
＊由老葉開始變黃

易發生缺氮之環境條件：
＊粗質地土壤淋洗量大，易造成氮肥流失，而導致缺氮。
＊土壤太乾排水不良，根生長減緩，使氮吸收受阻，產生缺氮。
＊施用碳氮比高的未腐熟堆肥，促使微生物大量繁殖，加速氮
固定作用的進行，因而造成氮缺乏。

氮 (N)



老葉尖端先黃化，後漸擴展成V字
型 （作物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手
冊，羅秋雄）。

水稻缺氮，葉變黃，植株矮小，全株
葉片黃綠 （作物營養障礙診斷與防
治手冊，羅秋雄）。

玉米 水稻



症狀：

缺氮甜菜葉片變為淺綠色至黃綠色，從外層老葉開始發
黃，葉脈先呈現黃色，後逐漸擴大至葉肉。缺氮後新葉
生長緩慢或停滯，葉面積小，植株矮細弱小，生長勢弱，
外層老葉枯萎死亡。



作用：
＊製造核酸及酵素
＊與作物能源代謝有關
＊可提高果實品質及收成量
＊對生長點、花及果實有必要性
＊可提高發芽能力

植物缺乏時症狀：
＊根發展不好，鬚根變粗
＊葉小，發育不良，老葉葉緣、葉柄呈紫色
＊開花慢

磷 (P)



老左為缺磷的油菜，葉變
小而厚，生長緩慢（作物
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手冊，
羅秋雄編）

左上為正常葉片，與不同
程度缺磷的葉片（作物營
養障礙診斷與防治手冊，
羅秋雄編）

油菜 蕃茄



老葉尖端呈紫色或褐
色，植株矮小（作物
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
手冊，羅秋雄編

葉片變小變厚，老葉葉柄
及部分葉脈成紫紅色（作
物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手
冊，羅秋雄編）

皺葉白菜玉米



水稻

老葉最先出現缺磷症 狀；一般新葉
較老葉健壯，具有產生 花青素趨勢
的品種，葉可能會顯現紅或紫 色斑
點

玉米

嚴重時葉片呈紫色或褐色，從老葉
開始而漸往植株上部，且從葉尖向
基部發展，最後葉尖開始死亡而變
暗褐色。



作用：
＊細胞液滲透壓之調整
＊與蛋白質合成有關
＊細胞硬化
＊促進開花結果
＊維持光合作用能力

植物缺乏時症狀：
＊葉呈暗綠色，葉緣呈黃色，葉肉有褐斑
＊從老葉開始發生

鉀 (K)



老葉出現赤褐色斑點，
嚴重時葉尖黃化後變
褐色枯乾（作物營養
障礙診斷與防治手冊，
羅秋雄）

褐斑初期由部分葉緣發生，
漸次擴展進入葉肉。（作物
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手冊，
羅秋雄）

水稻 芥藍



植株矮小，失去生育所表現的濃綠色，嚴重
時老葉尖端開始產生青銅色或黃色，自葉尖
沿葉緣再繼續到基部，嚴重時葉緣褐色乾枯
燒焦狀，葉呈凹凸不平的外觀。



作用：
＊大量存在於作物細胞膜，可使植株體強健
＊可中和體內有機酸
＊與蛋白質合成有關
＊促進硝酸態氮之吸收
＊可用來調整作物對鈣、鎂之吸收

植物缺乏時症狀：
＊病徵發生在生長點及根。
＊葉緣呈褐色且彎曲。
＊葉有褐斑，嚴重時生長點枯死。
＊根前端呈褐變。

鈣 (Ca)



大麥

新葉葉尖黃白化
（要素障害診斷事
典，清水武

新葉葉脈褐變，新葉
生育受阻（要素障害
診斷事典，清水武）

皺葉萵苣



菊花

新葉生育受阻，葉脈間黃
化，葉緣枯死 （要素障害
診斷事典，清水武）

種仁細小或形成空莢（作物營養
障礙診斷與防治手冊，羅秋雄）

花生



作用：
＊製造葉綠素
＊與糖類、脂肪、核酸等之合成有關
＊幫助磷在植株體內移動

植物缺乏時症狀：
＊從老葉開始顯現
＊葉脈間呈黃色，過度缺乏時呈黃褐色而枯死

鎂 (Mg)



老葉葉脈間黃化（要
素障害診斷事典，清
水武）

蘿蔔

全株黃化，老葉葉脈間褐
化（要素障害診斷事典，
清水武）

牛蒡



老葉葉脈間黃化（要
素障害診斷事典，清
水武）

茄子

老葉葉緣開始黃化，但葉脈仍為
綠色（作物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
手冊，羅秋雄）

菠菜



葉片綠色消失形成黃斑，一般最先於葉邊緣
出現，後於葉脈間，最後葉脈變成淡黃甚至
全白，當缺鎂延續時，沿著葉緣和葉尖呈黃
紅色，由下葉開始往上蔓延，嚴重時葉尖死
亡，整株葉子呈黃色條狀。



作用：
＊製造呼吸作用之酵素
＊幫助葉綠素之生成

植物缺乏時症狀：
＊新葉葉脈間黃白化，新芽停止生長
＊老葉看不出症狀

鐵 (Fe)



甘藍

老葉正常，新葉葉脈
間黃化，嚴重時擴及
老葉（作物營養障礙
診斷與防治手冊，羅
秋雄）

新葉黃化（要素障害診斷事典，
清水武）

蕃茄



新葉葉脈間黃化（要
素障害診斷事典，清
水武）

小黃瓜

新葉葉脈間黃化（要素障
害診斷事典，清水武）

黃秋葵



作用：
＊與氧化還原有關

植物缺乏時症狀：
＊葉小、新葉及生長點黃化
＊葉片向內捲曲
＊樹幹、果實分泌黏液

銅 (Cu)



後為健康之玉米，前
為缺銅之玉米，全株
葉色淡綠（要素障害
診斷事典，清水武）

玉米

葉黃化及皺縮，葉片向下捲成
V字型（作物營養障礙診斷與
防治手冊，羅秋雄）

小白菜



沿著葉脈出現淡綠色小
斑點（要素障害診斷事
典，清水武）

新葉葉脈間黃化，只留綠
色的葉脈（要素障害診斷
事典，清水武）

南瓜茄子



作用：
＊製造各種酵素
＊與氧化還原作用有關
＊協助葉綠素及生長促進物質之生成

植物缺乏時症狀：
＊新葉葉小簇生，葉脈間呈黃色
＊葉片中肋歪斜，葉面左右不對稱

鋅 (Zn)



葉片出現淡黃化，繼呈鐵 銹色或赤褐色
微細斑點，而後逐漸 擴大，最後葉片枯
萎

水稻

新葉基部葉脈間出現淡黃色條紋或寬帶，
老葉出現赤紅色褐班後壞死

玉米



新葉葉柄出現紫紅色
（要素障害診斷事典，
清水武）

小白菜

生育受阻，葉炳及葉緣出
現紫紅色（要素障害診斷
事典，清水武）

芥蘭



作用：
＊可強化氧化還原作用
＊幫助葉綠素及蛋白質之生成

植物缺乏時症狀：
＊新葉之葉脈間黃化，與缺鐵症狀類似，但嚴重缺乏時不
會呈現白化
易發生缺錳之環境條件：
＊土壤酸鹼度(pH)偏鹼時（高於6.5），植物容易缺錳。
＊乾旱時，易發生缺錳症

錳 (Mn)



新葉葉脈間黃化，且有褐
色斑點（要素障害診斷事
典，清水武）

茄子萵苣

葉脈間黃化，僅中肋
及葉脈仍為綠色（作
物營養障礙診斷與防
治手冊，羅秋雄）



青椒

葉脈間黃化，且有褐
色斑點（要素障害診
斷事典，清水武

新葉葉脈間淡綠色
（要素障害診斷事
典，清水武）

小黃瓜



新葉葉脈間散佈白色
小斑點（要素障害診
斷事典，清水武）

芥蘭



作用：
＊製造氧化還原酵素

植物缺乏時症狀：
＊葉脈間出現黃色斑點，葉緣往內部捲呈杯狀
＊缺乏時氮的新陳代謝受阻，故會出現類似缺氮的症狀
＊豆科作物容易發生

鉬 (Mo)



新葉皺縮，葉尖向內
捲成杯狀（要素障害
診斷事典，清水武）

青江菜 小白菜

新葉皺縮，向內捲曲（作
物營養障礙診斷與防治手
冊，羅秋雄）



小黃瓜

新葉葉脈間黃化，生
長受阻（要素障害診
斷事典，清水武）

葉脈間產生不規則黃化
斑點（要素障害診斷事
典，清水武）

大麥



施肥診斷(1)

• N:ㄧ般性黃綠色或葉色衰退，老葉先行黃化，並由葉尖

往後死亡，地上部密度降低。

• P:葉色由綠轉紫或紅紫色，莖部可能枯黃或回春速度減

緩。

• K:先由老葉黃化，幼葉則由葉尖向後延葉緣枯黃。初春

亦可見葉片枯黃時亦為警訊。

• Ca:幼葉產生退色黃化，葉緣產生紫色或紅紫色。

• Mg:老葉沿葉緣呈紫色或紅紫色。



施肥診斷(2)

• S :病徵如缺N但葉脈周邊仍維持綠色。

• Fe:幼葉產生黃化，葉脈間退色大量缺乏時呈白色。

• Mn:葉上成退色斑塊，幼葉脈間退色。

• Zn:葉停止生長、部分黃化、葉緣捲曲。



施肥診斷(3)

• Cu:葉尖白話、幼葉死亡、生長停滯。

• B:生長降低、停滯。

• Mo:與N缺乏類似，部份葉脈間黃化。



分類 元素 說明

移動性要素
氮、磷、鉀、
鎂、氯

容易在組織間移動，當新組織的生長缺乏時，
老組織中所含的該要素即轉移至新組織

非移動性要素
硫、鈣、鐵、
錳、銅、鋅、
硼

不易在組織間移動，當新組織的生長缺乏時，
老組織中所含的該要素無法移出供新生組織
使用

植物營養元素分類－依據移動性區分





草坪植物肥料如何施肥



施肥的基本準則

1.養分補償學說

2.最小養分律



草坪施肥方法

1.施肥時間與施肥次數

2.施肥量

3.施肥方法

4.施肥作業



施肥時間與施肥次數

• 施肥時間與次數的決定，受草坪植物的特性、床土類型、土

壤理化性狀、氣候條件及利用目的等因素的影響。

• 當環境中溫度和水分適合草坪植物生長時，其生長速度快、

養分消耗多，應適時進行施肥。

• 施肥的最佳時間應該為溫度及濕度利於草坪植物生長的季節。



施肥量

• 草坪需要施用多少肥料取決因素:

草坪植物種類的要求、草坪質量、草坪的用途、氣候條件、

自然肥力、生長季節的長短等因素

• 在土壤貧瘠上生長的草坪草需要較多的肥料，應增加施肥量

• 草坪植物生長季節越長，使用頻率較高，應該增加施肥次數

以確保植株健壯生長



施肥方法

• 草坪施肥方法包括:基肥、追肥。

• 草坪施肥除砂質土壤外應以基肥為主，再視情況施用追肥。

• 根據肥料的劑型及草坪植物的需求情況，通常可以採灑施、

穴施及噴施三種方式進行。



緩效性 VS 速效性肥料

• 緩效性(顆粒肥)
主要有效成分依溫度及溼度之上升而逐漸釋出。

• 速效肥(WP、液肥)
溶於水直接由根部或葉面吸收。
肥效維持1~5日。



市售肥料種類–依物理性差異分類

• 顆粒肥 (Granular)

異丁醛縮合尿素(IBDU)、 硫磺包膜尿素
(SDU)、台肥43號

• 可濕性粉劑(WP)

尿素、硫胺、過磷酸鈣

• 液肥(Liquid)







草坪施肥作業因注意事項

• 依肥料性質施肥

• 依土壤性質施肥

• 視天氣狀況施肥

• 看修剪施肥

• 看施肥量施肥



草坪植株肥料N-P-K需求比例

•一般性管理

N：P：K＝1：0.1：0.5

•繁殖與更新

N：P：K＝1：0.5：0.5



年度肥料總量需求建議

• 果嶺：10~15 1bs N/1000 ft2/year

(5~7kg N /92m2/ year)

• 球道及梯台：5~10 1bs N/1000 ft2/year

(3~5kg N /92m2/ year)

• 粗草區：2~4 1bs N/1000 ft2/year

(1~2kg N /92m2/ year)



日本高爾夫球場土壤養分標準

果嶺 球道

pH (1:1) 6.0 – 6.8 5.0 – 6.0

NH 4
+- N (mg/kg) >50 >50

NO 3
- -N (mg/kg) >5 >5

O.C.(%) 3 3

有效性磷(mg/kg) 100 - 300 100 - 300

交換性鈣(mg/kg) 1000 - 1500 1000 - 1500

交換性鎂(mg/kg) 250 - 500 250 - 500

交換性鉀(mg/kg) 150 - 500 150 - 500

交換性鈉(mg/kg) <100 <100

EC (μs/cm) <200 <200



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