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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地區，氣候環境適

宜，果園栽培面積廣達21萬多公頃，生產區域涵
蓋平地及山坡地。果樹在栽培管理過程中，除施

肥、灌溉、病蟲害防治及整枝修剪等操作外，不

外乎為田間雜草的管理問題。一般果園雜草的管

理策略，包括：化學法（除草劑）、物理法（人

工除草、機械除草、覆蓋塑膠布）、草生栽培或

綜合性管理方式等。雖除草劑效果快速、省工，

但須定期噴灑藥劑才能達到全面抑制雜草再生，

常噴施會加速土質劣變，使用不當殘留的除草劑

恐有污染水源之虞；然台灣果樹多種植於山坡

地，夏季多颱風及豪雨，沒有適當的保護措施，

勢必造成土壤流失及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而使

得土壤劣化，生產力降低，嚴重則更危及人民生

命及財產的安全。在果樹產業發展上，必須考慮

土壤保育與生態維持之永續經營為原則，應倡導

草生栽培。本文將針對草生栽培在果樹生產所扮

演功能與益處作介紹，以供果農栽培之參考。

........草生栽培之作用及益處 ........

一般農友對於果園草生栽培觀念中，都存在

易與果樹競爭土壤養、水分之疑慮。其實果樹之

根系較深，草生栽培配合適當根群管理及肥培措

施，對果園地力及土壤改善有很大助益。草生栽

培在農業生產上所扮演角色及其重要性大致可歸

納為下列幾方面：

一、改良土壤、增加土壤有機質，

　　以維持及增進土壤肥力

因長期及過度仰賴化學肥料，及不重視土壤

有機肥補充，使土壤地力逐年變差，對果樹生產

及植株生育影響甚遠，為改善及提升土壤地力，

應採行草生栽培，尤其在坡地果園土壤普遍貧

瘠，可提高增加土壤有機質，改善土壤肥力，增

加果園生產力。

文圖／張汶肇、吳建銘、吳昭慧

壹果園草生栽培之重要性

▲坡地果園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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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

土壤有機質會因微生物的分解而減少，台灣

氣候屬高溫多雨之地，有機質會加速分解，應加

強土壤有機質補充。果園採行草生栽培在草類根

系老化腐爛或割除草類之植體後，覆蓋在地表，

可增加土壤有機質，並促進及穩定土壤粒團構

造，高度團粒化的土壤具有較大的空隙，有利於

土壤通氣性、水分的移動和根群之生長。

(二) 提高土壤養分利用

果園草生栽培可藉由根部吸收及葉片蒸散作

用，將原來因淋洗作用而沉至下層的養分，再帶

回地表，供作物吸收利用。種植豆科植物，如

綠肥大豆台南七號、多年生花生等，因植株根部

能與土壤中之根瘤菌（Rhizobia spp.）行共生作
用，於根部產生根瘤（Nodule）可固定氮或由土
壤中吸收的氮，供給所栽培作物之養分，不但減

少氮肥的施用量，且提高土壤養分利用率，又能

兼顧環境保護之效益。

(三) 改善土壤理化特性

採裸地栽培之果園土壤，受雨水之直接打

擊，易使土粒分散與懸浮，微小土粒因而填塞孔

隙，造成土壤密實，使土壤之通透性變差，影響

作物根系養分吸收能力及生長。草生栽培之植物

根系，除有效鬆弛表土，促使黏重土壤疏鬆，可

增加土壤通氣及透水性，改善土壤結構及理化特

性，提高土壤肥力，以利於果樹根系生長。

▲坡地果園採草生栽培，具水土保持佳及維持土壤地力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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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加土壤生物及微生物之多樣性

土壤微生物對於土壤元素之循環、有機殘體

分解、有毒污染物及病原菌之拮抗等相當重要。

土壤生物及微生物數量及歧異度之變化，常被

視為影響土壤品質之優劣之主因。土壤有機質過

低、不當使用化學肥料及藥劑皆可能破壞土壤微

生物相之平衡。果園採草生栽培，能減少除草劑

施用外，改善土壤有機質含量及理化特性；土壤

中的有機質可活化土壤微生物，提供所需之營養

來源，有利於增加土壤微生物種類與數量及蚯蚓

之活動。

二、增加土壤水分利用效率 

草生栽培可減少表土逕流，增加雨水向下滲

漏土層中。且土壤保水力佳，可減少灌溉次數，

有助於涵養水分、調節本身蒸散作用及減少地面

之蒸發等，達到省水及減少灌溉之功效。此外，

當降雨過後草生可較裸地栽培果園之土壤，縮短

雨水停留時間，土壤較不易泥濘。因此，果園草

生栽培無論對灌溉後土壤水分維持，或降雨後之

排水皆有正面效果。

三、防止土壤沖蝕及肥料流失

一般農友果園採裸地栽培或除草劑，雨季時

易造成土壤及肥料流失，使得肥料有效性變差，

不僅造成土壤肥力下降，根域生長受阻或不良。

沈和鄭（1993）種植百喜草、假儉草、狗芽根和
自然草類均可防止土壤流失，減少逕流，其中以

百喜草效果最佳（表1-1），其主要原因是百喜
草具主根系，地上走莖強健，節間短而密集，可

有效減少表面徑流水份之流失。果園適當的草生

覆蓋物，可減緩表土受雨水之直接衝擊，減少土

壤之流失，並有效增加土壤抗蝕能力及肥份之流

失。

▲果園裸地栽培，雨季時表土易流失

▲果園採除草劑防治後之景象

▲颱風、豪雨後，果園土石坍方及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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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果園生產環境

草生栽培可以改善果園之生育條件，如：抑

制雜草、降低病蟲害發生或減緩根溫變化及根部

養份利用效率等，說明如下述：

(一) 有效抑制雜草生長

由於果園採行草生初期，所栽植之草種族群

尚未建立，必須定期進行防除其它田間雜草，當

草種成園經正常管理後，可有效競爭並控制其它

雜草之蔓延。因此草生栽培所選植之植物種類應

選擇適合當地風土氣候、族群建立速度快、易管

理之草種為宜。

表1-1、坡地覆蓋作物對水土流失的影響（沈與鄭，1993）

測定項目 百喜草 假瞼草 狗牙根 自然雜草

逕流量（l/45m2） 255 293 286 1310

土壤流失量（kg/45m2） 0.24 0.41 0.38 3.04

覆蓋率（%） 77 66 68 0

▲果園草生栽培割除之草莖

或葉後，覆蓋在地表，可

增加土壤有機質
▲

果園草生栽培具防止土壤

流失、提高有機質及改善

土壤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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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植豆科草種根部

根瘤菌具固氮作用

(二) 降低病蟲害發生

果園病蟲害防治是將其控制在經濟損害範

圍內，果園草生栽培後生物相豐富，可提供多

種害蟲天敵創造生存環境及棲息場所，有助維

持有害與有益昆蟲之生態平衡，降低病蟲害之

發生；草生栽培有阻隔土壤作用，雨季時能防

止雨水將土壤中病原菌濺播至植株或果實上，

可減少病害之發生。

(三) 減緩土壤溫度之變化

果園栽植之草生植物可緩衝土壤之日夜溫

差或季節之高溫，保持土壤溫度的相對穩定，

有利於維持果樹正常的生理活動。調查結果顯

示，果園栽植匍根大戟（Chamaesyce serpens 

(H. B. & K.) Small）作為地被植物，較裸地栽

培之表土溫度冬季增加3∼4℃、夏季降低5∼

8℃，但對土壤深度10公分及20公分之溫度變

化較不明顯，因此可減緩冬季或夏季之土溫劇

烈變動，維持土壤溫度之恆定性，以利根群生

長。

(四) 提高根群養分利用率、促進產量及品質之 

提昇

培育健全根系之條件，應提供根系良好的

生長環境、調整根群分布及增加新根生長量。

由於果園施行草生栽培對改善土壤理化性質，

調節水分、肥料、通氣性及溫度等有良好作

用，以提供根群良好的生長環境，強化植株根

群之吸收及運移之活力，有助於產量及品質之

提昇。

五、具有景觀及生態功能

果園草生栽培功能已由增加土壤有機質含

量、改變土壤理化性、避免病蟲害滋生及雜草

叢生等目的，漸朝果園景觀美化及生態多樣性

之途邁進。栽植之地被植物成園後，提供大面

積之綠色鋪面植被，可增加果園內景觀、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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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度及多樣化。生物多樣性建立後，當果樹花

期時有助授粉昆蟲到訪，以提高授粉及著果率。

對在果園操作及勞務農民，舒適環境及景觀，有

助於提高工作效率。且配合休閒農業之發展，可

吸引國人參觀、踏青及採果，增進休閒觀光產業

之發展。

果園草生栽培草種
........................選用之考量 ........................

有效的果園草生管理策略，首先應充分瞭解

果樹生育特性，配合栽植草種生長習性，以利於

後續維持管理。果園草生栽培應考量要點簡述如

下：

一、適合當地氣候及環境

草生栽培之草種選擇應適合當地風土氣候條

件，依地域不同選擇有所差異，如：坡地果園栽

培草種，應選擇根系較深抓地性佳，避免被豪雨

沖刷流失；平地果園選取以矮性、分蘗性強及兼

具景觀性草種。

二、匍匐或矮性、耐旱、耐踐踏

栽培之草生植物應具有匍匐或矮性、分枝

多、再生力強、耐旱性等特性，且對養分及水分

利用分配效率高。此外果園栽植草種範圍內，有

許多操作之農機具及人員行走，選植之草種應具

有耐踐踏或耐其他環境逆境之壓力，能迅速恢復

生機者為佳。

三、材料取得、繁殖及管理容易

果園草生栽培之草種，應以材料易取得、繁

殖容易、成活率高、病蟲害少及管理省工等為考

量。

▲麻豆地區常見草生地被植物--四瓣馬齒莧覆蓋成園
後之景觀

▲麻豆地區常見果園草生地被植物-匍根大戟覆蓋
成園後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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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年性

所選用之草生栽培之地被草種，最好是具多

年生長特性，不必經常更新或重新種植，以利後

續管理及維持。

五、覆蓋效果佳

栽培草種之覆蓋厚度關係與雜草之競爭力及

果園的管理作業，覆蓋厚度太薄是無法有效壓制

地面的高莖類雜草，太厚又易礙果樹生長及田間

管理作業，因此應瞭解草種生育特性、栽植環境

及目的，慎選草種。

六、地上部之莖、葉要能快速成長 

草生栽培植物的生長速率，為決定栽培草種

能否成功關鍵，所栽植之草種因面對田間優勢雜

草之競爭，早期生長速度是非常重要，必須在雜

草尚未萌芽或成長前能快速覆蓋全園，不要讓雜

草有生長的空間。因此選用草種初期應生長快速

之特性才能取得競爭優勢，才能壓制或減少雜草

發生。

七、原生植物之利用

原生地被植物對當地環境適應性強、繁殖容

易及省工等優點，可觀察選用當地原生或合適的

草種，繁殖建立族群。麻豆地區果園草生栽培，

就選用當地常見植物做為栽培草種，如匍根大

戟（Chamaesyce serpens (H. B. & K.) Small）、
四瓣馬齒莧（Portulaca quadrifida L.）、馬蹄金
（Dichondra micrantha Urban）等，成園後除具
有草生栽培優點外，更美化果園景觀及生態之功

能。

...............................結 語 ...............................

台灣夏季颱風及豪雨頻繁，果園栽培管理應

重視土壤保全及環境之保護，避免土壤流失及生

態環境破壞等問題。果園採行草生栽培可改善果

園生產環境，維持及增進地力，強化果樹根群吸

收更充足的養分，提供果樹生長之所需，提高果

實品質及增加競爭力，以穩定果樹產業之永續經

營為目標。

▲ 草生栽培兼具景觀

綠美化及生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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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果園多位於山坡地，沒有適當的規劃及

保護措施，勢必造成土壤流失、環境及生態破壞

等問題，更增加生產及經營成本。果樹在栽培

管理過程中，除一般田間管理作業外，不外乎為

園區雜草的管理問題，尤其果樹為多年生灌木或

喬木，栽植行株距空間較大，有充足的陽光及高

溫多濕的環境條件下，雜草生長快速及多樣化。

果園雜草防治的目的為適時、適地的合理使用各

種方法，以降低田區內雜草危害的程度。一般農

友對於果園雜草管理較粗放，或是採除草劑進行

防除，近年來已漸採行草生栽培或綜合性管理方

式，有效發揮水土保持、增加有機質來源及改變

生物相之效益。

....雲嘉南地區果樹產業分佈 ....

雲嘉南地區為台灣果樹重要產區，近二十年

來果樹栽培面積維持在5萬多公頃，約佔全台面
積25％（圖2-1）。目前在雲嘉南地區果樹栽培

文圖／張汶肇、吳建銘、吳昭慧

貳果園雜草管理概況
雲嘉南地區

▲圖2-1.雲嘉南地區果樹栽培面積變動  資料來源：農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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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53,247公頃，台南縣（27,101公頃）、嘉義
縣（19,584公頃）、雲林縣（6,562公頃）（97年
農業統計年報），其中以柑橘類果樹栽培面積

最大，14,696公頃（柳橙8,102公頃、椪柑2,269
公頃、文旦柚1,434公頃、其它柑橘品種1,379公
頃），依次為芒果（8,072公頃）、龍眼（5,191
公頃）、鳳梨（4,432公頃）、荔枝（2,201公
頃）、番石榴（1,764公頃）、香蕉（1,627公
頃）、木瓜（1,385公頃）。柑橘類品種中，雲

嘉南地區柳橙栽培面積佔全台83.4％，其中古
坑鄉栽培面積就佔1/4（2,221公頃），椪柑栽培
面積佔全台55.5％，而芒果、龍眼、鳳梨、木
瓜、楊桃等果樹亦以雲嘉南地區為主要產區（表

2-1）。台灣水果為國內農產品重要產業之一，
但時常因產期過於集中，往往造成產銷失衡問

題，唯有以市場導向，加強栽培管理技術及經營

管理，提升水果品質，增加市場競爭力。

表2-1、雲嘉南地區主要果樹栽培種類、面積及分佈

作物種類
種植面積 (公頃)

合計
雲嘉南地區
佔有率(%)

產量
(公噸)

主 要 產 地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縣

柑
橘
類

柳　橙 3,205 1,833 3,064 8,102 83.4 233,012
古坑鄉 (2,221)、斗六市
(756)、竹崎鄉 (680) 等

椪　柑 518 2,269 994 3,781 55.5 50,605
竹崎鄉 (1,060)、梅山鄉
(842)、東山鄉 (828) 等

文旦柚 271 199 964 1,434 25.2 18,169
麻豆鎮 (690)、斗六市 (190)、
竹崎鄉 (100) 等

其　他 422 549 408 1,379 19.3 18,241
總　計 4,416 4,850 5,430 14,696 44.3 320,027

芒　果 43 263 7,766 8,072 45 89,274
玉井鄉 (1,842)、楠西鄉
(1,589)、南化鄉 (1,403) 等

龍　眼 41 1,156 3,994 5,191 44.3 46,246
東山鄉(1,104)、楠西鄉
(900)、竹崎鄉 (807) 等

鳳　梨 598 1,550 2,284 4,432 38.6 149,730
民雄鄉 (810)、關廟鄉 (528)、
古坑鄉 (397) 等

荔　枝 73 699 1,429 2,201 18 17,749
竹崎鄉 (403)、白河鎮 (257)、
東山鄉 (204) 等

番石榴 188 206 1,370 1,764 25.4 35,278
玉井鄉 (357)、楠西鄉 (321)、
大內鄉 (173) 等

香　蕉 256 681 690 1,627 13.8 30,149
中埔鄉 (365)、古坑鄉 (175)、
左鎮鄉 (145) 等

木　瓜 183 282 920 1,385 44.5 51,649
大內鄉 (223)、中埔鄉 (191)、
南化鄉 (187) 等

其　它 764 9,897 3,218 13,879 13.2 80,032
雲嘉南地區
果樹栽培面積

6,562 19,584 27,101 53,247 25.4 820,134

資料來源：97年農業統計年報、農情報告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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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果園雜草管理方法 ........

農作物生產過程以經濟效益為主要考量，對

於果園內雜草所知皆以負面影響居多，因此大多

採取除草劑或其它方式將其清除，進而忽視果園

內草生植物對環境、生態及果樹生長之影響。農

友隨果園環境、經濟收益的高低對於雜草的管理

策略有所差異，在防治方法上包括：化學藥劑、

物理法、草生栽培或綜合性管理方式等，常見果

園雜草管理方法說明如下：

一、化學藥劑除草

藥劑除草由於經濟、快速、效果長及使用便

利等特點，為目前果園中最常使用雜草防治方

法。除草劑多於夏季高溫多雨，雜草生長快速時

使用，視地區及雜草生長速度，噴施約2∼3次。

尤其在不便農機具操作、面積大或採粗放栽培果

園等，使用頻率較高。常見藥劑種類以非選擇性

除草劑使用最多，如：嘉磷塞、巴拉刈及固殺草

等，其中嘉磷塞為系統性非選擇性除草劑，藥劑

可自噴施部位轉移至其他未與藥液接觸之部位，

對一年生及多年生雜草皆有效。巴拉刈及固殺草

為接觸型非選擇性除草劑，莖葉處理易吸收，具

速效性，對多年生雜草防治效果較差。鳳梨園常

使用萌前除草劑防治雜草，如：達有龍或草脫淨

等。常見選擇性除草劑以伏寄普、快伏草等使

用較多，以防除禾草為主，對闊葉雜草無顯著效

果。農友在使用除草劑應注意藥劑種類、濃度、

時期及部位，避免產生藥害及負面影響。

二、物理法

(一) 人力除草

採雙手或小型農具，如：鋤頭、鐮刀等，將

雜草割除或剷除之除草方式。在除草劑、機械化

未普及之年代，是主要的除草方法。人力除草通

常將地面上雜草清除乾淨，一般多見於果樹基部

或是樹冠下及周圍雜草清除，因考量不易農機具

操作，故採以人力除草；此外，在含石礫過多、

崎嶇不平之處、藤蔓類雜草防除效果佳。人力除

草雖然效率較低，但可用在各種空間，常被用於

不易機械操作及不便化學藥劑防治之處。應避免

採淨耕方式將園區雜草全清除，使土壤呈現裸露

狀，地表因缺乏地被植物之保護，雨季時易造成

土壤流失。

▲果園採除草劑防治後景象 ▲機械除草—背負式割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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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械除草

機械除草為省工、有效率的方法，但能達到

之有效除草期間最短，尤其在夏季高溫及多雨之

季節，雜草生長速度快2∼3週需進行割草。採
機械割除後地面保持覆被，對於根群保護及水土

保持效果佳，且可有效補充土壤有機質。在操作

農機具時應避免損傷樹幹及枝葉，以免影響植株

生育。背負式割草機、自走式割草機為常見使用

割草機具，操作之機動性高，其他如乘座式割草

機，雖工作效率高，但受價格、地形之限制，對

經營利潤不高之果園經營者，屬高負擔之雜草防

除方法，在台灣果園利用仍為少見。但未來果園

經營應朝省工、機械化，加強園區作業道規劃，

以利於果園機械化管理，降低生產成本。

(三) 地面覆蓋

採不透光物質或材料進行地面覆蓋，如：雜

草抑制蓆、黑色塑膠布、稻桿、割除之草體或其

他材料等，覆蓋物因遮避光線阻礙雜草之萌芽及

生長。果樹地面敷蓋常見於草本性果樹、新植果

園或為減少除草劑使用及避免操作農機具之損傷

等而採用覆蓋物來防止雜草危害，如：鳳梨、香

蕉、木瓜、紅龍果等。地面覆蓋雖防除雜草效果

佳，但須考量覆蓋物之材料取得、耐用度及價格

等因素。採塑膠布長期覆蓋，因覆蓋材質之空氣

及水分通透性差，長期使用易造成土壤密實，影

響土壤通氣性及根群之生長。 ▲地面覆蓋—鳳梨園覆蓋塑膠布

▲地面覆蓋—香蕉園覆蓋稻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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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生栽培

草生栽培為於果園內利用割草或選擇性之除

草劑等管理方式，選留適合的草種進行管理，使

園區保持草生狀態的管理方式。一般農友對於

果園草生栽培觀念中，都存在易與果樹競爭土壤

養、水分之疑慮，其實果樹之根系較深，適當根

群管理及肥培措施，對果園地力及土壤改善有很

大助益。果園採行草生栽培，除具有水土保持的

效果，有效防止土壤沖蝕流失外，腐爛之草根及

割下之草體，逐年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使土壤

鬆軟及提高土壤肥力，提供根群良好的生育條

件；並可減緩土壤溫度急遽變化，減少根部活力

降低。果園草生栽培適用於土壤侵蝕嚴重、土壤

理化性差、有機質貧瘠之地及綠美化園區景觀。

有效的果園草生管理策略，首先應充分瞭解果樹

生育特性，配合栽植草種生長習性，以利於後續

維持管理，近年來果園草生栽培有增加趨勢，對

於栽培草種亦多元化。

▲地面覆蓋—紅龍果果園覆蓋雜草抑制蓆

▲

地面覆蓋—木瓜園覆蓋塑膠布

▲草生栽培—選留適合風土氣候草種成園後景象

▲採草生栽培之坡地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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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性管理

果園雜草綜合性管理即配合地形、氣候、土

壤及果樹生育期等因素採上述各種雜草防除方法

進行綜合管理。對於果園草生植物採取省工、經

濟及有效率的管理措施，即採草生栽培及機械化

操作，配合除草劑減量噴施減緩雜草生長速度，

達成有效防除雜草目的。一般多採用綜合性方

法，在以符合經濟效益、生態平衡、及環境保護

的要求，

..............果園經營管理對策 ..............

台灣山多平地少，果園多位於山坡地，環境

及資源之限制及過度開發，果農年齡漸長，經營

效率漸減，使得栽培作物潛能無法完全發揮，致

產量及品質不穩定。在果園經營管理上，應改善

園區生產條件及加強栽培管理，以提升果園經營

效率及產業競爭力。果園雜草管理應兼顧果園生

產、環境保全、永續利用及生態保護，適時適地

控制雜草危害，降低管理成本及危害程度。果園

經營管理之對策說明如下：

一、加強水土保持，減少土壤流失

加強果園水土保持及措施，以避免土壤流

失、劣化及環境破壞等問題發生，才能提高果園

生產力及經營永續性。坡地果園以山邊溝、平台

階段、石牆等工程方式與等高線耕作，並配合草

生栽培，雨季來臨時避免耕犁，減少土石流失；

平地果園管理條件較坡地容易，應避免淨耕，並

進行草生栽培，以減少表土流失。

▲坡地果園水土保持不佳，造成根群裸露

▲果園採淨耕後，土壤裸露缺乏保護，雨季易造成

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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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土壤養分利用，避免資源浪費

改善土壤物理、化學及生物性，以提高土

壤生態性之生物多樣性，提高復原力及穩定

性。盡量利用自然過程，如種植豆科植物固

氮，加強草生栽培，增加土壤有機質促進微生

物作用。肥料及農藥施用，依據果樹生育需

求，在適當時期施至適當部位避免浪費污染。

三、改進果園生產環境，提升經營效率

台灣多數果園皆無完善的作業道，在果園

雜草及栽培管理作業不便，無法高度利用機械

作業，過度仰賴人工，以致於產銷效率低落。

為改善及提高果園生產及管理效率，應改進果

園作業道，增加農機具使用頻率及效率，並

解決雇工困難及工資昂貴問題，以降低生產成

本。

四、加強果園栽培管理，提高果實品質

充分瞭解果樹生育特性，加強樹型、樹勢

管理，並配合適時水分、病蟲害及肥培等管理

措施，以提供果樹良好的生長環境，強化植株

根群之吸收及運移之活力，提高果實品質及產

量。

五、減少除草劑之使用，降低對環境及

　　生態破壞

雖除草劑對雜草防除效果佳，但農友使用

時為求效果，增加劑量或次數，超過實際防治

之需求。果園應儘量或避免除草劑之使用，以

減少對果園生產環境及生態之破壞。果園近年

來過度仰賴除草劑使用，逐漸有草種產生防除

不易的耐、抗性植株出現。必要使用時必須對

除草劑有適當認識，才可發揮效果並避免引起

不良的作用。

...............................結 語 ..............................

果樹為長期性作物，栽培過程應考慮其長

久性，應視實際環境及條件來進行雜草管理，

避免造成負面影響。藉由合理化果園管理改善

果園生產環境，維持及增進地力，強化果樹根

群吸收更充足的養分，提高果實品質及增加競

爭力，以穩定果樹產業之永續經營為目標。

▲ 果園草生栽培割除草莖或葉後，覆蓋在地表，可

增加土壤有機質

▲

坡地果園除應注重經營效率，採用等高線栽植與

草生栽培等保持水土，並進行合理栽培管理、環

境及生態保護，果園才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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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肥大豆台南7號由青皮豆及綠肥大豆地方
品種經單株選拔採純系育種育成。初期生長勢

強，植體鮮草量高，耐濕、耐旱及耐冷，對雜草

抑制力效果優於其他綠肥大豆品種，生育期較青

皮豆地方種長，田間覆蓋完全，是良好的果園草

生栽培材料，本文將針對綠肥大豆台南7號之栽
培與利用作介紹。 

..................植物型態與特性 ..................

一、植物性狀

綠肥大豆台南7號（Glycine max L.）是大豆
的一種，平均春作覆蓋高度約60公分，果園春
作播種主莖可達325~372公分，秋作播種主莖長
度約112~171公分，分枝數約2.9~3.7枝，主莖節
15.7~20.1個。種子小，呈橢圓形，種皮褐色，
與休耕田常用的綠肥大豆台南4號青綠色種皮不
同，子葉黃色，臍褐色，百粒重7~9公克。幼莖
紫色，成長莖綠色，葉片為卵圓形三小葉，花紫

色，深褐色鐮刀狀豆莢，具褐色絨毛，每莢2~3
粒種子。

文圖／吳建銘

綠肥大豆台南7號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雜草是果園環境管理的最大問題

▲

台南7號可抑制雜草，且自播性強，不需年年
重新種植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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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長特性

綠肥大豆台南7號全年皆可種植，種子播
種後3~7天發芽。春作播種後52~93天開花，秋
作40~53天，生育日數春作203~210天，秋作
88~100天，對光敏感，植株匍匐生長屬無限型。
具抗病性，在無接種病原菌無施農藥防治下，未

發現紫斑病及白粉病，對露菌病與銹病罹病率低

於虎尾青皮豆。鮮草產量高，春作生育80天每
公頃19,933~45,000公斤，秋作約每公頃24,700公
斤。種子產量每公頃人工收獲2,014~3,344公斤，
機械收獲產量約1,958公斤。

............................品種優點 ............................

一、種植容易省工方便

綠肥大豆台南7號使用種子繁植，栽培上較
扦插繁殖的草種方便，種子用量省，果園每公頃

用量僅需1.5~3公斤，且自播性強，於秋季開花
結莢後，乾莢種子掉落至土表，遇到雨水濕潤

後即可發芽，因此不需每年補植，且單株結莢量

高，除供原果園使用外，也可採收部份種子到其

它園區種植，非常經濟。

▲ 經常施用殺草劑對環境衝擊大，也會危害果樹根部

▲

種植台南7號可減少殺草劑使用，省錢健康又環保

▲山坡地果園以等高線條播種植較容易管理，覆蓋

也較均勻

▲台南7號生長旺盛對山坡地果園有水土保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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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覆蓋迅速效果佳

台南7號生長勢強，播種後45~50天即迅速覆
蓋整個園區，覆蓋時間長，春作播種覆蓋期可長

達150天，冬季枝葉成熟乾枯後繼續覆蓋地表，
降低果園雜草產生的機會，減少除草所需人力與

時間，並避免雨水沖刷造成表土的流失。

三、高鮮草量之豆科固氮綠肥

台南7號植株鮮草量高，每公頃能產生20~40
公噸的鮮物量，乾物量約6,000公斤。總植體養
份含量每公頃氮素95~211公斤，磷酐4.4~14.4公
斤，氧化鉀67.2~161公斤，換算成單質肥料表
示，約為1,000公斤的硫酸銨，24~80公斤過磷酸
鈣與112~268公斤的氯化鉀，若翻埋至土壤中可
增加有機質與肥力。同時台南7號本身為豆科作
物，根部會與根瘤菌共生，可固定空氣中的游離

氮，增加土壤含氮量減少化學肥料的施用。

▲果樹採收後修剪，使樹冠攔光率減少，易生長

雜草

▲

台南7號覆蓋期長，春作果樹修剪後栽培可維
持200天

四、管理方便、病蟲害少

台南7號為較野性的豆類品種，耐紫斑病與
白粉病，且對露菌病及銹病的表現也比虎尾青皮

豆佳，維護簡單方便，果園只要依平時防治病蟲

害的管理即可，不需刻意對其噴藥，且成熟的植

株耐踐踏，不會影響田間的各項操作。

............................栽培方式 ............................

一、播種時間

原則上台南7號全年皆可種植，但若以長期
覆蓋抑制雜草為目的，以2~3月播種的覆蓋時間
最長，且這時期雨水少雜草也少，可先栽植台南

7號，待其成株完全覆蓋後可有效抑制雜草的產
生。而以子實採種為目的者，則於9~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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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較適合。此外可配合果樹修剪作業來種植，

例如印度棗可在3~4月修剪後園區地表受光區增
加，或樹冠尚未成型新植果園都適合種植台南7
號。

二、播種方式

首先選擇購買去年採收的新鮮種子，儲藏過

久或儲藏環境不佳會讓種子活力降低。種植台

南7號前需將果園內的雜草除淨，避免初植幼苗
與雜草競爭光線而影響生長，因此先前的除草

準備工作為能否種植成功的重要關鍵。台南7號
播種方式可分為兩種，果園有灌溉設施者可使

用較省工的撒播，每公頃建議種子量為30公斤，
撒播後要撒水避免種子過乾。無灌溉設施或山坡

地果園則建議使用條播，每公頃種子用量約15公
斤，條播栽培以離植株樹幹1公尺的距離，利用
小型中耕播種機或人工方式播種，行距60公分，
株距約15公分。台南7號子實粒小，覆土深度不
宜過深，以2~5公分最為適當，太深幼苗出土阻

▲新植果園因空地多而易生雜草，管理費時費力且

耗成本

▲

初定植幼苗園種植台南7號，抑制雜草簡單方便
又省錢

▲果園及周遭農田斜紋葉盜蟲密度高，可採性費洛

蒙進行誘殺

力大，影響發芽率。且不論撒播或條播，種植後

遇連續下雨積水或過於乾旱，易使種子爛掉或過

乾導致無法發芽，特別是初植1個星期左右最明
顯，本葉長出後則較耐環境逆境。此外，部分地

區撒播種子會有鳥來啄食，或幼苗受到蝸牛啃

咬，需特別注意防範或以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的聚

乙醛藥劑來防治蝸牛。台南7號成株並沒有重大
病蟲害，不需刻意噴藥，不過若果園周邊多是休

耕田，則建議在園區四周圍懸掛性費洛蒙盒，可

降低斜紋夜盜蟲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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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注意事項 .....................

台南7號雖屬匍匐生長，春作種植主莖長
度可達3~3.5公尺，但各節處並不會著根也無卷
鬚，因此不會攀爬纏繞果樹，且主莖沿地面生

長，高度有一定限度，對行走並無太大妨礙。至

於噴藥管線的收放，目前訪問栽培的果農未曾表

示有困難，若對此問題仍有疑慮之農民，可在栽

培綠肥大豆台南7號時預留走道方便田間操作。
台南7號生長初期會吸收土壤部分肥分，但植株
根部與根瘤菌共生則可產生固氮作用增加土壤肥

力。一般建議果園種植台南7號不需翻埋，讓枯
枝落葉慢慢腐化，使養份回饋土壤，不過亦可配

合果樹需肥時期將綠肥大豆台南7號翻埋，以適
時提供果樹肥分。此外，陽光強的地方易生長雜

草，種植台南7號的抑草效果才會顯現出來，竹
子園或樹冠大的果樹因枝葉過於茂盛且陽光不易

穿透至土表，導致需要光線生長的台南7號也會
長不好，因此以新植中小樹冠的果園較適合綠肥

大豆台南7號。

▲台南7號匍匐生長，主莖長且鮮物量高

▲

果園種植台南7號全園覆蓋後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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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狀 ............................

多年生花生學名（Arachis pintoi Krap. & 
Greg.），英名為Amarillo或Pinto peanut，原產於
巴西，而後傳至澳洲及東南亞。多年生花生新鮮

種子具有休眠性，可以於35~40℃處理10天，以
打破休眠。多年生長植株根系極為發達，主根

強健，根系間有根瘤菌共生。具有匍匐莖及地

下莖，剛種植莖會先匍匐生長，而後直立生長，

形成厚度約20公分之緻密草皮。葉片為羽狀複
葉，長橢圓形，小葉4枚，與食用花生相似。花
黃色，長12~17公厘，寬13~18公厘，花梗伸長
於花冠之上，週年可開花，子房柄可伸長20多公
分於地表下5~10公分處發育成果莢，通常一個
果莢只有一粒種子，果莢長10~14公厘，寬6~8
公厘，種子淺褐色，長8~11公厘，寬4~6公厘，
百粒重11~20公克。在生育過程中甚少發生病蟲
害。一般種植後約3~6個月可以形成草皮，在這
段時間必須進行雜草防除，待草皮建立後即能有

效防除雜草。

地被植物做為果園草生栽培的利用漸漸受到

重視，國外把多年生花生推廣於果園草生栽培，

作為覆蓋作物，頗為成功，例如在夏威夷就有許

多咖啡、香蕉、棕櫚園種植多年生花生。其具有

低矮匍匐及不會攀爬特性，耐旱、耐濕性佳，與

果樹主要病蟲害無共同性或寄主的關係，且耐蔭

性佳，一旦草皮建立可長久保護土壤，並且有效

防除其他雜草，本文將針對多年生花生之栽培與

利用作介紹。

文圖／吳昭慧

多年生花生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多年生花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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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生花生庭園造景

▲

多年生花生花開四季，黃花點綴，

構成美麗的草皮

...............................適應性 ...............................

多年生花生適應性廣，由過去引種經驗，不

僅在年雨量1,100公厘以上可以生長良好，而且
耐旱性佳，雖然在旱季時有落葉現象，生長緩

慢，但仍可以維持4個月以上的旱季存活，待雨
季來臨時再生長。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通常都種

植於平地，不過文獻記載在哥倫比亞海拔1,400
公尺的咖啡園中仍可生長良好。遇到霜期時地上

部會壞死，但地下部仍維持生命力，霜期一過會

重新再生長。耐蔭性強，有遮蔭的環境生長較全

日照環境佳，遮光率70∼80％之環境仍生長良
好。對於土壤的選擇性不嚴，排水良好含有機質

3％以上的砂質壤土最適合，而本身因具有與根
瘤菌共生之特性，可以固定空氣中的氮素，因此

貧瘠的土壤同樣可以生長。亦可生長在重金屬鋁

及錳污染的酸性土壤，但是對鹽分地敏感，生長

會受到抑制甚至無法存活。 

............................繁殖方法 ............................

多年生花生可以順利開花授粉生產種子，但

種子產量低且具休眠性，未經處理發芽率極低，

就目前而言以扦插匍匐莖繁殖居多。省工方式是

於本田撒播匍匐莖覆土或直接扦插繁殖，但是果

園多年生花生種植時，土壤未經鬆土，以扦插條

播方式較撒佈種植適宜。不過灌溉不便之土壤，

直接扦插成活率低，一星期灌溉二次只有27%成
活，而穴盤扦插移植本田成活率約88.9%；因此
在水源不足之地方，建議以穴盤扦插移植較理想

或集中扦插於水源充足地區，待發根後再行移

植。多年生花生隨著扦插日數其發根率、發根數

及最長根長顯著增加，而於28天時發根率達到
95.5%，因此建議扦插日數約需1個月方能達到
較理想之移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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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 ............................

多年生花生果園草生栽培管理說明如下：

一、種植季節 

扦插繁殖較適合於晚春至早夏溫暖季節進

行。果園雜草清除後即可種植，種植時土壤保持

濕潤，若未能有充足水源灌溉，待雨季來臨時種

植，以利草皮建立。 

▲

多年生花生莢果                

▲

多年生花生結莢情形

▲缺水地區以穴盤扦插移植較本田直接扦插理想

▲多年生花生扦插用枝條

二、種植方法 

扦插用的匍匐莖15至20公分，採密植方式以
利草皮快速建立，一般建議行距20公分，株距15
公分，以開溝或穴植方式種植。扦插用的匍匐莖

量多時，可以一穴多支，匍匐莖約5公分埋於土
壤中，扦插初期充分灌溉，以提高扦插成活率。 

三、施肥 

一般果園肥料施用常有過量情形，草生栽培

是否要加以補充肥分，應視果樹生育狀況而定。

通常多年生花生可以自行固定空氣中氮素，以

及截取土壤中流失或淋洗的養分，無須額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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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唯地力較貧瘠之土壤，初期可酌量增加肥

料，以利草皮形成。

四、雜草防除 

生育初期要加強雜草拔除，減少雜草與其競

爭，加速地表覆蓋。扦插條播方式較撒佈種植容

易移除田間雜草。闊葉性雜草可利用割草機或鐮

刀在多年生花生植株上方約10公分割草，一般密
植方式約3個月可達90％之覆蓋率，待多年生花
生草皮建立後，將能有效抑制其他雜草生長。

在人力缺乏情形下，草皮尚未建立時，可以輔

以落花生二合一殺草劑（37%本達亞喜芬溶液及
10.9%環殺草乳劑）田間立即混合稀釋600倍，
以防除雜草，惟施用初期多年生花生植株稍有黃

化，維持土壤濕潤7~10天可恢復生長。

............................注意事項 ............................

多年生花生遭嚴重乾旱後生長顯著減緩，可

先刈割這些不良者，後續再生者可恢復正常的活

力。在乾旱地區一、二年生果樹無充分水源灌

溉，多年生花生種植不要太接近植株樹幹，以減

少對生育的影響。

▲多年生花生果園草生栽培情形 ▲採密植方式以利草皮快速建立

▲嚴重乾旱後，多年生花生再生情形

▲多年生花生遭嚴重乾旱後，生長減緩，可進行刈

割以恢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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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公克，根部可著生大型根瘤，具固氮效果，
對土壤的肥力有很大的幫助。

二、生育特性

苕子喜愛較冷涼的氣候，適於砂地及酸性土

壤栽培，台灣自彰化以北及海拔1,500公尺以下
之山地均能生長，覆蓋地表效果極佳。一般於

9月雨季結束前播種，種子約1個星期左右萌芽
生長，植株生長至次年4~5月時乾枯，用於果園
覆蓋的時間長達8~9個月。植株鮮草量高，每公
頃鮮草量高達30~50公噸，生育期間無重大病蟲

苕子喜愛冷涼氣候，於秋季9~10月中播種，
至隔年4~5月氣溫回升時乾枯，果園覆蓋時間約
8~9個月，是冬季優良的果園草生栽培材料，本
文將針對苕子之栽培與利用作介紹。

..................植物型態與特性 ..................

一、植物性狀

苕子（Vicia dasycarpa Tenore）又名「野豌
豆」，1951年自美國引進台灣，為溫帶一年生蔓
性豆科草本植物。栽培種大都原產於地中海沿岸

或亞洲西部，依外型可略分為植株光滑及植株有

茸毛兩群，台灣目前栽培種類則屬於植株光滑

的一群，惟其莢果具有細毛，故又稱毛莢苕子

（Woolypod vetch），主要商品名稱為Namio，
是澳洲農業機關在許多不同的毛莢苕子品系中

所選拔出的耐旱早熟種，匍匐莖柔軟，可長達

2公尺，偶數羽狀複葉，小葉6~8對，線狀長橢
圓形，葉軸末端具有攀爬捲鬚，花期1~4月，花
為紫紅色總狀花序，長橢圓形果莢，每莢子粒

數2~6粒，種子呈黑色或深褐色圓形，百粒重約

文圖／吳建銘

苕 子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苕子栽培容易，生長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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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無白粉病問題，抗蟲害能力大於另一常用冬

季油菜綠肥，是優良冬季休耕田綠肥與果園草生

栽培的草種。

............................品種優點 ............................

一、優良的冬季果園草生栽培草種

苕子生長適應性廣，相較於部份豆科綠肥，

可全年在高海拔的山地果園生長良好。其莖蔓柔

軟，匍匐向外生長，呈現輻射狀，覆蓋率可達

100％，具有抑制果園雜草生長與覆蓋地表的功
效，因此在秋冬季氣溫較低的地方，如中北部或

山區果園，就適合栽種苕子做為果園草生栽培覆

蓋的材料。

笓 苕子為優良的冬季果園草生栽培草種

笓 秋植苕子於次年1~4月開花，花色艷麗

笓 花為紫紅色總狀花序

笓 苕子葉軸末端具有攀爬捲鬚

笓 苕子除可作綠肥外，也為果園帶來不同的色彩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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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覆蓋苕子，可抑制雜草與增進土壤肥力，

好處多多

表3-1、果園綠肥覆蓋利用對土壤性質之影響（賴，2004）

綠肥種類 土壤深度 (cm) pH 土壤有機質 (％) 土壤總體密度( g/cm3)

苕子
0-20 5.49 6.69 0.95

20-40 5.28 4.64 1.14

多年生花生
0-20 5.16 7.17 0.84

20-40 5.00 5.58 1.03

埃及三葉草
0-20 5.08 4.14 1.23

20-40 4.89 3.36 1.26

對照
0-20 4.48 3.85 1.45

20-40 4.37 3.32 1.47

▲苕子生長良好及覆蓋效果佳的果園

二、增加土壤肥力與改良土壤性質

苕子植株生長旺盛，每公頃可產生30~50公
噸的鮮草量，大於常見冬季綠肥油菜的20~35
公噸，埃及三葉草20~30公噸，紫雲英10~34
公噸。乾物質約6,000公斤，植體氮素含量為
0.56％，磷酐0.13％，氧化鉀0.43％，若鮮草翻
埋至土壤以有效礦化量60％計算，可增加每公
頃氮肥172公斤，磷酐31.2公斤，氧化鉀103.2公
斤，折合成單質肥料則為硫酸銨860公斤，過磷
酸鈣173公斤，氯化鉀172公斤，且苕子為豆科，
根部與根瘤菌共生，可固定空氣中的游離氮，增

加土壤含氮量並減少化學肥料的施用。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賴文龍先生經3年調查種
植苕子、多年生花生、埃及三葉草，以及未覆

蓋的對照組的土壤性質（表3-1），發現種植苕
子的表土酸鹼度pH5.49與底土pH5.28，高於對照
組表土pH4.48與底土pH4.37，且在底土有機質含
量4.64％也高於對照組3.32％，此外在土壤總體
密度表現，種植苕子的土壤1.14 g/cm3也比對照

組的土壤1.47 g/cm3要來的寬鬆，這代表果園種

植苕子當覆蓋作物不但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機質

含量，更可維持土壤pH值，與降低土壤總體密
度，有利於果樹根群的伸展與養分的吸收。



29

............................栽培方式 ............................

一、播種時間

通常休耕田裏作於10~12月種植，一期作在
2月上旬，若作為果園草生栽培覆蓋使用，則以9
月中旬最佳，此時恰逢雨季結束前或旱季初期，

土壤仍保持濕潤，有益於苕子子實萌芽，且入冬

的氣溫較低，較適合苕子的生長。

二、播種方式

如同其它果園草生栽培草種一樣，苕子種植

前必須先將果園原有的雜草去除乾淨，特別是宿

根類的雜草，避免初期被雜草覆蓋而生長不良。

第一次種植的果園，為促進固氮根瘤的產生，

可取種過苕子或蠶豆、豌豆田土，將田土與種

子混合種植，有利於根瘤菌接種。比例為一公斤

的種子混合20公斤的田土，此外，酸性土壤可添
加石灰來改善。果園撒播種子量每公頃約30~40
公斤，撒播後隨即淺耕即可，翻犁過深則會影響

種子出土。播種後應噴灑水使種子能充分吸濕，

有利於種子發芽，或於播種前先行浸種36~48
小時，可提高種子發芽率，播種後約1個星期萌

芽，初期莖蔓以放射性分支生長，生長迅速，能

夠短時間內全面覆蓋果園地被，防止雜草滋生。

.....................其它注意事項 .....................

苕子較不耐濕，低窪地區需注意排水，生育

初期應保持濕潤以促進生長，苕子本身也不耐

踏，踏後易影響莖蔓生長。果園覆蓋用的苕子適

合在9月中種植，可在秋冬季成為果園優良的覆
蓋作物，但次年4~5月植體即乾枯，因此建議在
春季梅雨來臨之前栽培其它的覆蓋作物，如綠肥

大豆台南7號，可再延長覆蓋期長達200天，如此
循環搭配種植，果園地表全年皆綠意盎然，同時

達到良好的覆蓋效果。此外，果園覆蓋用的苕子

不需翻埋，但若需翻埋來增進土壤肥力，在開花

初期，莖蔓有機質與三要素含量最高，為翻埋最

適期。

▲台中改良場在其轄區內推廣10月種苕子，4月種綠
肥大豆的輪作模式，圖中央為綠肥大豆台南7號

▲苕子生長良好及覆蓋效果佳的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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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昭慧

虎爪豆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虎爪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主要作為動物飼

料，是一種營養價值頗高的牧草，而莖葉繁茂亦

是優良的覆蓋和綠肥作物，屬於豆科植物，可固

氮作用，因此也利用於果園間作，唯多年生蔓性

藤本特性，作為果園草生栽培時必須注意其纏繞

特性，本文特針對虎爪豆特性及在果園草生栽培

利用作介紹。

..................植物型態與特性 ..................

一、植物性狀

虎爪豆又稱為富貴豆，黎豆，為國內主要

綠肥作物之一。學名為Stizolobium hassjoo Piper 
& Tracy，英名為Yokohama Bean，Velvet Bean，
Mucuna pruriens，原產於亞洲南部、印度和馬來
西亞，臺灣於1910年代引進，目前以花東地區種
植較多。虎爪豆為多年生蔓性藤本，發芽時子葉

留於土壤，長出二片對生的單葉，葉面有灰白色

斑，而後長出互生的三出複葉，小葉卵形或長

卵形，長約8~15公分，寬4.5~10公分，兩面被覆
白色疏毛。為主根系，根系發達，近地表層有大

量根瘤。莖為蔓性具纏繞特性，蔓長可達3~18

公尺，分枝多。花色有白、紅、紫、淺綠至黃

色或青白色，台灣常見為暗紫紅色，莢果長約10
公分， 約2公分，略成S型彎曲，被覆褐色或灰
白茸毛。莢果有棱肋1~2條，每莢約有3~6粒種
子，種子大，百粒重約110∼150公克，呈長橢圓
形或臀形，種皮顏色為灰白色、黑色或斑紋。種

臍明顯且周圍有白色領狀隆起之種阜。

▲虎爪豆果園間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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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長性狀

虎爪豆為短日照作物，台灣在休耕田綠肥栽

培從3至10月均可播種，若於春作播種後約2~3個
月其莖蔓可長達5公尺，達到全園覆蓋，植株生
長至秋季短日後才開花結莢，每公頃鮮草產量可

達20,000~30,000公斤，含全氮0.13~0.18％，磷
酐0.10~0.12％，氧化鉀0.35~0.42％，約可提供
相當於硫酸銨124~186公斤，過磷酸鈣112~168公
斤，氯化鉀116~174公斤。而秋作播種生育期較
短，採收種子此季節較為理想，開花後至種子成

熟約需50天以上，唯需提高播種量以提高子實產
量，每公頃產量300~600公斤，亦有文獻記載國
外可達2,000公斤。

笓 虎爪豆發芽時子葉留於土壤，長出二片對生的單葉，

葉面有灰白色斑

笓 虎爪豆花色有白、紅、紫、淺綠至黃色或青白色，台

灣常見為暗紫紅色

笓 虎爪豆莢果長約10公分， 約2公分，略成S型彎曲，
被覆褐色或灰白茸毛

笓 虎爪豆莢果有棱肋1∼2條，每莢約有3∼6粒種子

笓 虎爪豆種子大，種皮顏色為灰白色、黑色或斑紋，種

臍明顯且周圍有白色領狀隆起之種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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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4

5



32

...............................適應性 ...............................

虎爪豆原產於熱帶和亞熱帶，性喜高溫多日

照，生育期適合溫度為20~30℃，低溫及潮溼地
區不利於生長，低溫亦會延緩種子發芽。耐旱性

佳，但不耐濕，種植期間避免田間積水。對土壤

要求不嚴，貧瘠、黏重或酸性土壤亦可生長，以

排水良好之砂質壤土或壤土為佳，最適土壤pH
值為5~6.5。生長於光照充足地區其生長勢強，
光照不足易落莢、結莢少，種子產量低。目前在

台灣中、南及東部均有栽培，主要常見於花東地

區之休耕田，果園間作為零星栽培。虎爪豆生長

勢強，一般播種後二個月即可掩埋，過遲則莖蔓

過長機械掩埋不易。

............................栽培管理 ............................

一、播種時間

虎爪豆好暖熱，3~10月均可播種，果園草
生栽培宜配合果園需肥時間推算播種期，一般果

園不建議虎爪豆種植時間過長，以免莖蔓纏繞果

樹，種植後依植株生長狀況最遲勿超過二個月，

進行翻埋或刈割植株，使其乾枯腐爛以提高土壤

肥力。

二、播種方式

由於種子大，一般採用點播方式，每穴播種

１~2粒。播種前果園先除淨雜草，以離果樹樹幹
1公尺以上之距離，進行點播，行株距100×50公
分，覆土4~5公分。播種前種子宜進行篩選，並
浸種約12小時以提高發芽率。未種過豇豆屬之果
園可接種根瘤菌或拌已種植過之土壤，可促進根

瘤之形成。

三、病蟲害防治

虎爪豆由於生長旺盛，且為豆科可行固氮作

用，能有效控制果園雜草且提供肥份，有利於果

樹生長。而且抗病蟲害能力強，無嚴重病蟲害，

亦有防除線蟲之功能。若無明顯病蟲害不需特別

防治，唯果園附近休耕田較多，可懸掛性費洛蒙

誘蟲盒，以防止斜紋夜盜蟲之危害。

.....................其它注意事項 .....................

虎爪豆種子可提取左旋多巴（L-Dopa），
利用於治療巴金森氏症，其種子、嫩莢、嫩葉可

食用，但需經煮沸、浸泡去毒後才食用，以免中

毒頭暈嘔吐等現象。

▲虎爪豆每公頃鮮草產量可達20,000∼30,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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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以禾本科作地被植物為主的果園並非

單一相，混雜數種或十餘種相當常見，外來種子

飄入，或隨有機肥、牛糞、介質土等進入園中，

久而自然形成地被覆蓋，若加以管理與刈草也是

一種草生模式的建立。本篇則介紹果園草生栽培

中常見的禾本科作物-百慕達草，除常用於高爾
夫球場的草坪外，也可用於果園草生栽培，本文

特針對百慕達草特性及在果園草生栽培利用作介

紹。

...........植物分類與基本性狀 ...........

一、植物分類

百慕達草（Cynodon  L .  C .  Rich）英名
Bermudagrass，中文俗稱狗牙根、鐵線草、鐵
線藤、絆根草，國外也有地區稱作coachgrass ，
原產於熱帶非洲，為禾本科之Eragrostoideae亞
科，此亞科包含8族，作為草坪的有Chlorideae

族與Z o y s i e a e族，其中在C h l o r i d e a e族以

文圖／吳建銘

百慕達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 百慕達草生長旺盛，

為優良地被植物



34

Cynodon屬為主要草坪用草，而Cynodon屬內
作為主要草坪用草有5種，普通百慕達草（C. 
dactylon）、Bradley百慕達草（C. bradleyi、
C.incompletus var. hirsutus）、Magennis百
慕達草（C. magennisii）、African百慕達草
（C. transvaalensis）與Pilger百慕達草（C. 
plectostachyum）。一般田野看到的百慕達草多
屬於普通百慕達草，或稱為在來種百慕達草，

遺傳質屬於4倍體，可用種子繁殖，專業的高爾
夫球場則多使用C. dactylon與C. transvaalensis

的種間雜交種C. magennisi i，如TifDwarf、
TifGreen328、Tifway419等，因為3倍體，無法正
常產生種子，故多使用無性繁殖為主。

二、植物性狀

多年生禾草，品系間變異性大，株高約

15~25公分，具匍匐莖與根狀莖，節處長根，莖
為圓柱形，莖桿顏色有綠色至深紫紅，蔓生莖每

節長約7~10公分，葉長披針形，大小約2~16公
分，葉鞘具稜脊，葉舌呈撕裂狀，具短毛，無

葉耳，全年皆可開花；異花授粉，花莖直立，穗

狀花序3~6枚，呈指狀排列，約3~10公分長，小
穗長度約0.2公分，通常具1朵小花，無柄；種子
長橢圓形，每公克約3800粒，每公斤可播20~30
坪，約每平方公尺8~10克，發芽適溫20~35℃，
播種後約5~7天可發芽。 ▲百慕達草生長速度快，短時間內即可達全園覆蓋

............................植株優點 ............................

一、生長迅速

普通百慕達草可用種子播種，栽培上較部份

商業品系的無性繁殖方便，種子萌芽力強，且為

C4型熱帶型草種，適合熱帶及亞熱帶的氣候，高

溫與高光環境下植株生長快速，莖葉茂盛，匍匐

莖蔓延力強，短時間內即可覆蓋全園，迅速建立

果園草生栽培模式，並降低其它雜草的產生，節

省成園前的人物力花費。

二、適應力強

百慕達草除在低溫下生長較差外，對環境逆

境如高溫、鹽份有高度的容忍性，且土壤適應

性強，砂質土與黏質土皆可生長良好，適宜的

土壤酸鹼度為5.2~8左右，植株耐旱，年降雨量
60~250公厘以上都可存活，同時耐踐踏與修剪，
生育中也不易受病蟲害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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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綠化

種植百慕達草，需定期刈草，除可維持草皮

一定高度外，並可促進更新，避免植株老化，同

時具有水土保持功能與增進土壤團粒結構，以及

綠化環境，也因此經常使用在公園、操場、高爾

夫球場和庭院景觀的綠美化上。

............................栽培方式 ............................

一、栽培時間

百慕達草栽培時期建議在雨季前3、4月與旱
季9、10月較適當，此時雨水少，雜草也較少，
但栽培前仍需先將園區內雜草去除乾淨，可減少

幼苗與雜草的競爭，縮短成園的時間。

二、種子播種

普通百慕達草及少部份品種可用種子繁殖，

一般草皮建議每公斤可播種20~30坪土地面積，
約為66~99平方公尺，庭園用量可增量至2~3公
斤/100平方公尺，果園草生栽培則為0.5~1公斤

▲刈割後之果園景象

/100平方公尺，換算每分地用量為5~10公斤，因
百慕達種子細小，播種時可混合適當比例的沙

土，以幫助均勻撒播，當播種後取細土覆蓋種子

表面，並噴水灌溉，保持土壤濕潤，淹灌則要注

意水流量，以免沖失細小種子。

三、無性繁殖

省工栽培可將走莖、匍匐莖切成長度約

5~10公分，含2~3莖節大小，均勻撒播或株行距
15×50公分以鋤頭開淺溝條播，再覆蓋細土後灌
溉即可，或取5~10公分的插穗均勻撒播於園區，
每分地所需草苗約30~50袋（70公斤裝），再以
曳引機翻埋，深度約0.5~1吋，之後經鎮壓再淹
水灌溉。若要短時間快速建立草皮，根據黃與張

2000年提出可採每穴3株草莖或扦插苗，間隔5× 
5公分，於春夏季扦插後30天覆蓋率可85％，再
經刈割後7天，覆蓋率可達93％。此外也可直接
舖植百慕達草草皮的方式來建立草生模式，但成

本昂貴，因此大面積果園則不建議。

四、栽培管理

百慕達草生長快，需要適當的肥分才會長

的好，太貧瘠的土壤每分地可添加1~5公斤的氮
肥，並保持土壤濕潤，避免淹水，即可生長良

好。生育過程中需經常性刈草，可降低高度、便

於田間作業、減少蒸散量、促進分蘗、防止老化

等。原則上旱季刈草1~2次，雨季生長快，刈草
次數可增加，但次數不可太頻繁，若刈草後傷口

癒合時間不足，或工具太鈍造成的大傷口，易使

病原菌侵入，需加以注意，如果不得以受病原菌

危害，則可使用真菌性藥劑來防治。此外，雜

草控制上，文獻指出扦插後噴施Lasso與Atrazine
（每公頃各1公斤與0.8公斤溶於600公升）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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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雜草密度低於7％，若為無毒與有機栽
培者則仍以直接拔除雜草為主。

.....................其它注意事項 .....................

一般百慕達草不耐寒，涼溫下生長慢，10℃
以下逐漸呈休眠，5℃以下則完全枯黃，且不耐
陰，樹冠下易徒長密度降低，而肥分不夠或遮

陰環境下的草皮，越冬後因地下部碳水化合物

累積不足，隔年草皮則無法復原而消失。百慕

達草屬於草坪常用的草種，管理上有專門的技術

與方法，然而果園草生栽培講求的是價格便宜、

栽培簡便等考量，一般百慕達種子每公斤價格約

330~450元，每分地用量約5~10公斤，種子費用
約2000~4000元，若採用草皮直接舖設，每坪約
100~140元，每分地草皮費用約3~4萬元，對於
果樹生產成本而言是一大負擔，因此果園草生栽

培建議以走莖、匍匐莖無性繁殖或種子播種的方

式成本較低。

笓 百慕達草草皮細緻，

耐踏與修剪

笓 百慕達草需定期刈割

以促進更新

笓 果園種植百慕達草除

省工外，兼具環境綠

化功能

1

2

3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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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喜草常用於工程邊坡的水土保持，以及坡

地果園的土壤維護。百喜草因匍匐走莖成熟後膨

大鼓起於基地上呈條狀分佈，地上莖密度較稀

疏，細緻度不如百慕達草，所以景觀草坪較少使

用，但卻是優良的草生栽培草種。台灣早期引進

後主要推廣於坡地果園，用以穩定坡地土壤，減

少逕流量與土壤流失，相關研究資料顯示成效良

好，本文特針對百喜草特性及在果園草生栽培利

用作介紹。

文圖／吳建銘

百喜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植物分類與基本性狀 ...........

一、植物分類

百喜草（Paspalum notatum  Fliigge）英
名B a h i a  g r a s s，為多年生禾草，原產南美
洲，分類上屬禾本科（Gramineae）、黍亞科
（Panicoideae）、黍族（Paniceae）、雀稗屬
（Paspalum），植株異花授粉，具高度自交不親
合性，故自然環境下後代品系繁雜，美國Coastal 
Plain試驗所依其生育特性、株型、染色體數目
與來源可分為Common、Wallance、Paraguay、
Wilminton、Pensacola六種。台灣自1964年先後
引進28個品系，經試驗觀察後推廣的品系主要可
分為大葉（葉寬>0.65公分）與小葉（葉寬<0.65
公分）兩種，大葉代表品系A44（Common）染
色體數目2n=40，葉色深綠，種子發芽率低，
約0~2％，繁殖多用分株苗扦插，擴張蔓延性
較差，葉柔軟寬大，適合作飼料。小葉品系A33

（Pensacola）染色體數目2n=20，葉色較淡，種
子發芽率較高，約50％，可用播種繁殖，走莖生
長快速，根系茂密，耐寒性優於A44品系。

▲早期百喜草推廣主要用於坡地水土保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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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性狀

百喜草生育溫度28~33℃，株高約30~50公
分，莖基部呈紫紅色，分蘗旺盛，莖節平鋪於

地面生長，每年生長長度20~35公分，每節可生
根及發芽分支，莖節短，約0.5公分，故根系旺
盛，根系水平分佈達65~80公分，淺根作物，
50％以上的根系集中在深度0~20公分的表土層，
狹葉長20~50公分，每年6月上旬到9月抽穗開
花，穗長20~40公分，種子千粒重約3公克，外有
蠟質苞片緊密包裹，水分不易進入，需經特殊發

芽處理以提升發芽率，生長快速，耐踏耐刈割，

鮮草量每公頃可產生30~35公噸，適口性佳，可
作青飼料用，冬季缺水老葉乾枯，但新生分蘗仍

可繼續向外生長，逐漸形成新的群落。

▲ 百喜草相剋作用小，不影響主作物生長

▲

百喜草根系強健，適應力強，適合坡地

果園草生栽培使用

............................植株優點 ............................

一、適應力強

百喜草為熱帶性草種，生長快，海拔1,500
公尺下皆可生長良好。對低溫忍受度較百慕達草

佳，高海拔的低溫會造成生長減緩停滯，甚至枯

萎，土壤適應性強，貧瘠沙質地與黏土皆可生

長，土壤酸鹼值忍受度大（pH5.5~7.9），乾旱
後恢復力強，耐鹽性普通，在遮光率20~60％生
長最好，至遮光率80％下仍可生長，但分蘗減少
且有直立徒長的現象。

二、改良土壤物理性

百喜草因根系旺盛，當老根乾枯留下的空間

可增加土壤孔隙度，同時增加土壤的有機質含

量，並因地上部覆蓋地表而減輕雨水的淋洗，

進而降低養份的流失，減少肥料的浪費（表

3-2）。此草種同時可調節土壤的溫度與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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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喜草覆蓋的土壤在高溫下使地表溫度下降

3.5℃，地下30公分約3℃，低溫則可提高地表溫
度2.5℃，地下30公分約1.5℃，避免環境溫度過
度變化影響作物的生長。

三、水土保持效果

在25°西向黏質土的坡地芒果園，以百喜草
全園覆蓋及敷蓋與百喜草帶狀覆蓋及敷蓋的處理

（表3-3），對土表逕流量與土壤流失量的表現
優於清耕區（種植果樹加人工除草）與對照區

表3-2、百喜草覆蓋及淨耕區處理5年後肥力比較（莊與簡，1978）

處理 pH 有機質% 全氮% 有效磷% 有效鉀%

淨耕 4.4 0.7 0.07 16 56

覆蓋 4.6 1.5 0.1 17 130

表3-3、坡地芒果園不同處理逕流量與土壤流失量（鄭，1992）

處理 逕流量 (mm/yr) 土壤流失量 (kg/45m3/yr)
百喜草全園覆蓋 31.2 a 0.81 a

百喜草帶狀覆蓋 39.7 a 1.42 a

清耕區 601.5 b 208.56 b

對照區 667.6 b 229.49 b

（不種果樹加人工除草），顯示種山坡地種植百

喜草可減少雨水沖刷與土壤流失，具有水土保持

與減低肥料淋洗的效果。

............................栽培方式 ............................

一、栽培時間

百喜草與百慕達草同屬熱帶禾本科作物，栽

培方式相近，主要為種子播種與無性繁殖兩種。

文獻建議5~9月的溫暖季節為栽培最適期，然而
筆者認為若有適當水源，且氣溫不致太冷涼，仍

以雨季前3、4月與旱季9、10月較適當，畢竟雨
水少，雜草也較少，栽培前先將園區雜草去除乾

淨，減少幼苗與雜草的競爭，縮短成園時間。▲坡地果園種植百喜草可降低土壤逕流與肥料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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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子播種

百喜草種子外皮有蠟質緊密包裹，若不經

處理，發芽率低，可在種植前以40℃的水浸泡3
天，胚根稍露即可播種，也可選用發芽率較高的

A33小葉品系，以提升播種的成效。播種量建議

每公頃可播種100~200公斤，可依種子品質及預
期草地之地上莖密度適度增量，播種時可混合適

當比例的沙土，以幫助均勻撒播，或添加肥料等

化學黏膠噴播，可縮短播種時間與減少山坡地播

種人力。

三、無性繁殖

可用分株栽培法，將一年生以上的植株

分株，剝除枯葉並減去焆葉片，以行株距

30~50×30公分插植，但較費時費力；省工栽培
可將走莖、匍匐莖切成長度約10~15公分大小，
均勻撒播或株行距15×50公分以鋤頭開淺溝條
播，再覆蓋細土、鎮壓後灌溉即可，或取5~10公
分的插穗均勻撒播於園區，再以曳引機翻埋，深

度約0.5~1吋，之後再淹水灌溉。

四、植生帶栽培

坡地果園可用植生帶來栽培（鄭，2001），
將果園土壤稍作整理，去除地表雜草與雜物，並

施適量肥料，再以纖維棉、稻草等材料製成寬約

1公尺的植生帶鋪植於坡面上，以ㄇ型釘固定，
植生帶彼此有5公分的重疊，坡長大於3公尺者
則上下向鋪設，然後撒播浸水處理後的種子，

再同樣鋪設一層植生帶覆蓋，灌水保持濕潤，此

法2個月後覆蓋率可達92％以上，大於分株法的
30％，且雜草產生量及坡地土壤流失量相對較
少，可減少除草與管理的費用。

五、栽培管理

百喜草雖耐貧瘠土壤，但適當的肥培才會長

的好，每分地可添加5~10公斤的氮肥，並適度
給水，即可生長良好。百喜草的草坪不如百慕達

草細緻，每年刈草3~4次，可降低高度、便於田
間作業、減少蒸散量、促進分蘗、防止老化等，

待草坪建立後可噴撒萌前殺草劑避免闊葉草的危

害，其栽培管理與百慕達草類似，而百喜草種子

費用每公斤200~350元，價格較百慕達草便宜，
農民可依果園環境、經濟條件來選擇栽培的方式

.....................其它注意事項 .....................

百喜草根部不會分泌毒素，較無山珠兒豆、

爬地藍可能有相剋現象。過去研究顯示柳橙在

百喜草帶狀覆蓋與敷蓋處理下，其根部在離株

50~100公分處有迴轉現象，但在全園覆蓋處理下
則呈輻射狀生長。簡（1978）曾利用32p放射性

追蹤技術，測定百喜草與香蕉在不同距離對磷肥

吸收的競爭情形，發現相距45公分且無刈割敷蓋
管理時，會有與香蕉競爭磷肥的現象，但大於65
公分時則影響小。然而芒果在全園覆蓋百喜草處

理的總根數量大於淨耕區，顯示種植百喜草對作

物根部生長仍有幫助。綜合以上研究，推測可能

是百喜草根部旺盛，50％以上的根集中在淺土層
中，在淺土層可能會有競爭水分與養份的作用，

若為深根類果樹，則影響較小。因此仍建議在栽

培時可以與果樹間預留60~100公分，樹幹周圍
未種植處可以刈下的草作覆蓋，同樣具有水土保

持與預防雜草的效果，此外，百喜草冬季乾旱季

節地上部因缺水乾枯，易受到菸蒂等火苗引發大

火，大面積種植最好能開闢防火帶，或經常刈割

來避免火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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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齒莧科植物常見於農地及郊外，除被中醫

作為草藥應用外，亦為營養價值豐富的健康蔬

菜，同時由於它品系多、花色豔麗，常應用在

花壇觀賞花卉。本文所介紹的果園草生栽培地

被植物－四瓣馬齒莧較常見之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e L.）植株矮小，故又有「小本豬母菜」

或「小本豬母乳」之稱，目前僅見台南縣麻豆鎮

及附近地區部份果園選留作為草生栽培之地被植

物。由於四瓣馬齒莧繁殖容易、管理簡便、覆蓋

性佳及生長快速等優點，適合果園草生栽培之利

用，本文將針對四瓣馬齒莧之生長特性及栽培管

理方式作介紹。

文圖／張汶肇

四瓣馬齒莧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e L.）為農地及田野間常見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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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狀 ............................

四瓣馬齒莧（Portulaca quadrifida L.）為馬
齒莧科（Portulacaceae）、齒莧屬（Portulaca） 
1∼2 年生草本植物（熱帶及水源充足地區可多
年生長），常見於台灣全島低海拔地區之原生植

物。莖為匍匐性，帶暗紫紅色，節上被毛；葉全

部對生，橢圓形至倒卵形，葉片長0.5~1公分，
寬0.2~0.5公分；花呈黃色4瓣，其花瓣甚小，約
0.2~0.5公分左右，花小巧可愛但不醒目，花朵
開放時間短，通常於上午10點左右綻放，下午2
點左右凋謝；果實為蓋果，種子細小，黑色，腎

形，種子成熟後自然脫離散出。

1

3

2

4

▲四瓣馬齒莧（Portulaca quadrifida L.）較圖片
中馬齒莧及禾本科植株低矮

笓 四瓣馬齒莧花黃色4瓣

笓 莖色深呈暗紫紅色，節上被毛

笓 果實為蓋果

笓 種子黑色，腎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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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及優點 .....................

四瓣馬齒為農田常見植物，但一般農友在栽

培管理過程中視為雜草，通常將其清除。近年來

田間實際觀察，此草種適應性佳及低維護成本，

其特點說明如下：

一、適合性佳廣

四瓣馬齒莧環境適應性很強，能夠適應各種

土壤及溫度，耐旱性佳，旱季或秋冬季低溫、水

分較少或逆境環境時，僅葉片呈深紅色狀，植株

不枯死，待春天或雨季來臨植株恢復生長。四瓣

馬齒莧因根群分佈淺，較適合平地果園栽培，不

適於作為山坡地水土壤保持用。

二、繁殖及管理容易

四瓣馬齒莧採無性繁殖，植株莖節發根力

強、繁殖方法簡單、成活率高、病蟲害少及不需

特別栽培管理等優點，水源充足處植株生長速度

快。

▲四瓣馬齒莧繁殖發根容易

三、覆蓋效果佳

四瓣馬齒莧全園覆蓋後，植株貼地匍匐生

長，厚度約維持在5∼10公分，因植株生長緊
密、低矮，不易躲藏蛇類，且可有效防治雜草

生長及保護表土避免流失，對農機具及人員踐踏

後，植株恢復速度快。

四、減緩土壤溫、濕度之變化

果園栽植四瓣馬齒莧因覆蓋效果佳，可有效

減緩土壤之日夜溫差或季節之高溫，保持土壤

溫、濕度的相對穩定，有利於維持果樹正常的生

理活動。雨季時因有地被植物保護及隔離土壤，

使踩踏時不泥濘。

五、低維護成本

四瓣馬齒莧於繁殖及建園期間必須進行雜草

防除，以利快速建立族群。全園覆蓋後可有效壓

制地面的高莖類雜草，不需定期進行割草作業，

可降低果園雜草管理成本，若管理得宜不必更新

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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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有景觀及生態功能

四瓣馬齒莧栽植成園後，可增加果園內景觀

之綠美化、生物豐富度及多樣性。

............................繁殖方法 ............................

一、土壤選擇

四瓣馬齒莧對土壤適應性雖廣，但仍以土壤

肥沃、排水良好及陽光充足之處生長速度快。 

二、種植時期

四瓣馬齒莧只要有水源灌溉之處隨時可進行

繁殖，但溫度低生長較慢，一般適合春、夏季氣

候溫暖及水分充足時期繁殖，對植株生長情形最

佳。

三、繁殖方法

四瓣馬齒莧繁殖可採種子或無性繁殖，但為

達有效率、快速之目的，以採莖節撒播方式繁

殖，種植前將果園土壤表土翻鬆及將雜草先行清

除，再將四瓣馬齒莧匍匐莖節分切成2∼3公分後
均勻撒佈於畦面或園區內，莖節撒播密度越密，

離成園時間越短。撒播後經鎮壓使莖節與土壤接

▲四瓣馬齒莧繁殖後2個月生長情形

▲四瓣馬齒莧採撒播繁殖後3個星期生長情形

▲四瓣馬齒莧繁殖3個月後生長情形

▲繁殖初期雜草應加強防治，以利族群建立及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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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更密實，則易於發根及生長。初期建立時需充

足水分，使土壤保持濕潤狀態，但忌太濕或排水

不佳，否則容易腐爛，降低成活率，撒播後約一

星期開始發根。

............................栽培管理 ............................

四瓣馬齒莧果園草生栽培管理說明如下：

一、水分管理

四瓣馬齒莧栽植初期，水分管理非常重要，

若果園水源充足處繁殖後只需3∼4個月即能達全
園覆蓋；需水量依土壤質地不同而異，砂質性土

▲ 四瓣馬齒莧冬季及

缺水全株呈紅色

▲四瓣馬齒莧冬季植株生長情形 ▲四瓣馬齒莧夏季及水分充足之處生長情形

壤灌溉次數宜增加，粘質性土壤則宜減少。春、

夏季高溫期需水量較大，應加強水分管理，冬季

氣候冷涼，植株生長較慢，若土壤過乾旱，葉片

易變深紅，應適時補充水分。一般成園後之水分

管理通常配合主作物灌溉即可。

二、補植

因採撒播繁殖，故植株生長難免較不平均，

發現園區中有較大面積缺株時，將局部土壤鬆土

及除草後，自發育較茂盛的地方，採移植或取莖

節撒播進行補植。

三、施肥

四瓣馬齒莧栽培並無需另行施肥管理，唯土

壤肥力較貧瘠之處，繁殖初期植株成深紅色，生

長速度較緩，可酌量追施氮肥，補充肥分之不

足。採草生栽培果園追肥施用時建議仍應採穴施

方式，以提高肥效及減少施肥量。若採撒施時，

可增加施肥量約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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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雜草管理

四瓣馬齒莧欲快速建立族群而增加供水量，

但相對也增加其他優勢草種生長速度，初期應加

強其它優勢雜草之管理及拔除，以降低與其生長

競爭，並加速栽培草種全園覆蓋後，即可減少雜

草之防除。若繁殖時撒播之匍匐莖密度較低，則

成園速度較慢，也會增加雜草生長空間。闊葉性

雜草可於植株生長較大時再一併拔除。

笓 四瓣馬齒莧植株貼地匍匐生長，全園覆蓋後可

有效抑制雜草生長

笓 四瓣馬齒莧成園後兼具景觀及生態功能

笓 笓 四瓣馬齒莧成園後之景觀

1

2

3 4

1

............................注意事項 ............................

一、配合果樹生長特性

果園草生栽培應以栽培果樹作物生長特性為

考量，若全配合栽培草種之生長特性，有時不利

果樹生育特性，如：柚類果樹秋、冬為花芽分化

期，此時土壤不宜過濕，栽培之草種盡量減少供

水或避免此時期進行繁殖草種，以免影響翌年開

花及著果。

二、注意病蟲害及防治

近雜糧區應注意斜紋夜盜蟲或其它小型昆蟲

之藏匿及取食，以降低對果樹之影響。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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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揚草、千根草及匍根大戟為農地及郊外常

見之大戟科地錦屬植物。本文所介紹的匍根大戟

（Chamaesyce serpens（H. B. & K.）Small），易
管理、覆蓋性佳及生長快速等優點，為果園草生

栽培地被植物不錯之選擇，目前僅見台南縣麻豆

鎮及附近地區果園栽培利用，當地稱之為「戶神

實」或「戶神實仔」。本文將針對匍根大戟之生

長特性及栽培管理方式作介紹。

............................植物性狀 ............................

匍根大戟（Chamaesyce serpens（H. B. & 
K.）Small）為大戟科（Euphorbiaceae）地錦
屬（Chamaesyce）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
美洲，已引進歸化多年，常見於台灣全島低海

拔地區。植株形態特徵，草本莖綠色，莖匍匐

狀，光滑。葉卵圓至圓狀橢圓形，長0.2~0.5
公分，寬0.1~0.4公分，先端略凹或圓，基部圓
至心形，呈歪斜狀，全緣，兩面光滑；葉柄長

0.1公分，光滑。花序腋生，為典型的大戟花序
（cyathium），花紅褐色；果實為蒴果，外表光
滑。

文圖／張汶肇

匍根大戟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 匍根大戟常

見於農田、

路旁

▲

農田自然生

長之匍根大

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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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及優點 .....................

匍根大戟為農田常見植物，但一般農友在視

為雜草，通常將其清除。近年來田間觀察，此草

種適應性佳及低維護成本，適合作為果園草生栽

培地被植物，其特點說明如下：

一、易繁殖、適應性廣

匍根大戟易繁殖，可採種子或無性進行繁

殖，在水源充足及氣候溫暖處，繁殖後生育迅

速。此外，匍根大戟對環境適應性廣，能夠適應

各種土壤條件，惟秋、冬季溫度過低或水源不足

及黏質性土壤、排水性不佳果園，植株易受損而

呈乾枯狀，但其自然掉落種子或其殘留之宿根，

可在短時間內重新或恢復生長。匍根大戟適合應

用於平地果園栽培，不適合坡地果園水土壤保持

用。

表3-4、常見三種大戟科地錦屬植物之比較

品種名

飛揚草 千根草 匍根大戟

俗名
大飛揚草、乳仔草

大地錦草、大本乳仔草
小飛揚草、紅乳草 戶神實、戶神實仔

莖
莖匍匐、斜上或直立，被絹

狀糙伏毛及黃色刺毛。

莖匍匐至斜上，上表面被絹

毛。
莖匍匐，光滑。

葉形

葉卵狀菱形至長橢圓形狀披

針形，先端銳尖，基部楔形

至圓形，細鋸齒緣。

葉倒卵狀長橢圓形至長橢圓

形披針形，先端銳尖，先端

銳尖至圓，細鋸齒緣。

葉卵圓至圓狀橢圓形，先端

略凹或圓，基部圓至心形，

全緣。

葉大小
長1.5∼5cm
寬0.7∼1.6cm

長0.3∼0.8 cm
寬0.2∼0.5 cm

長0.2∼0.5cm
寬0.1∼0.4cm

蒴果 果被毛 果被毛 果光滑

▲匍根大戟果實為蒴果，外表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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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覆蓋效果佳、低維護成本

匍根大戟植覆蓋成園後，植株貼地匍

匐生長，覆蓋厚度不超過5公分；植株匍匐
莖蔓柔軟、緊密，呈輻射狀向外生長，全

園覆蓋率可達100％，因植株低矮，不易躲
藏蛇類，且可有效防治雜草生長，對農機

具及人員有耐踐踏後，植株恢復速度快。

匍根大戟於繁殖期間必須進行雜草防

除，以利快速建立族群。成園後可有效壓

制地面的高莖類雜草生長，不需定期進行

割草作業，可降低果園雜草管理成本，若

管理得宜不必更新栽植。

笓 匍根大戟莖節易發根

笓 匍根大戟日照及水源充足之處，

植株生長速度快

笓 匍根大戟冬季植株易呈枯黃狀

笓 匍根大戟植株貼地匍匐生長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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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於田間之匍根大戟種子發芽情形 ▲匍根大戟莖草本匍匐性，植株覆蓋厚度低於5公分

三、豐富果園景觀及保護土壤

匍根大戟植株柔軟、翠綠色，全園覆蓋後對

在果園操作及勞務農民，有更舒適環境及景觀，

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更可增加果園生物豐富度

及多樣化。果園栽植匍根大戟因覆蓋效果佳，可

保護土壤避免被沖刷、流失，雨季時因有地被植

物保護及隔離土壤，使踩踏時不泥濘；且可減緩

土壤之日夜溫差或季節之高溫，保持土壤溫、濕

度的相對穩定，以維持果樹正常的生理活動。

............................繁殖方法 ............................

一、土壤選擇

匍根大戟雖對土壤環境適應性廣，但以土壤

肥沃、水源充足、排水良好及陽光充足之處，植

株覆蓋及成園速度快。

二、種植時期

匍根大戟只要灌溉水源充足，隨時可進行繁

殖及建園。儘量避免冬季及夏季進行繁殖，因冬

季遇寒流或低溫，植株生長速度變緩；夏季高溫

及雨水過多，雜草生長速度過快，建立初期不易

管理。

三、繁殖方法

匍根大戟可採匍匐莖蔓無性或種子繁殖。一

般繁殖採取成熟匍匐莖蔓，通常帶有蒴果，同時

具種子及無性繁殖之效果。匍根大戟種植前將果

園土壤表土翻鬆及將雜草先行清除，再將匍根大

戟植株匍匐莖分切成2∼3公分後均勻撒佈畦面，
莖蔓撒播密度越密，離成園時間越短。撒播須鎮

壓後使莖蔓與土壤接觸更密實，易於發根及生

長。初期管理需充分灌溉，土壤保持濕潤狀態，

但忌太濕或排水不佳，否則容易腐爛，降低成活

率，撒播後約一星期後開始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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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 ............................

匍根大戟果園草生栽培管理說明如下：

一、水分管理

匍根大戟栽植初期，水分管理非常重要，若

氣候溫暖及水源充足，繁殖後約4~5個月即能達
全園覆蓋；需水量依土壤質地不同而異，砂土之

灌溉次數宜增加，粘重土壤則宜減少。春、夏季

高溫期需水量較大，應加強水分管理，冬季長期

低溫及土壤水分不足，植株易呈乾枯狀，應適時

補充水分，避免植株生育受阻。

二、補植

因採莖蔓撒播繁殖，故植株生長難免較不平

均，發現園中有較大面積缺株時，將局部土壤鬆

土後，自發育較茂盛的地方，採移植或取莖蔓撒

播進行補植。

三、施肥

匍根大戟栽培並無需另行補充肥分，唯土壤

肥力較貧瘠之處，培育初期酌量補充氮肥，以利

▲ 匍根大戟繁殖後4個月生長情形

▲

匍根大戟排水不佳或降雨過久，植株枯死後重新

生長

族群快速建立。因匍根大戟於施肥處易有肥傷發

生，而致使植株呈現枯黃狀，雖於短時間內即可

恢復生育，但進行果樹肥培管理時仍需注意避免

施肥過量，最好可採穴施方式施肥，直接將肥料

施入土壤中，若採撒施肥料時應撒佈均勻，避免

影響地被植物之生育。

四、雜草管理

匍根大戟於果園族群建立前，初期應加強其

它優勢雜草管理及拔除，以降低與其生長競爭，

並加速培育草種全園覆蓋後，即可減少雜草之防

除。若繁殖時撒播之莖蔓量密度較低，則成園速

度較慢，也會增加其它雜草生長空間。

五、病蟲害管理

匍根大戟無嚴重病蟲害發生，除近休耕田及

雜糧區應注意斜紋夜盜蟲取食或其它小型昆蟲之

藏匿，於園區四周懸掛性費洛蒙，可降低蟲害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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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匍根大戟冬季低溫或土壤水分不足時生長速度
變緩或枯萎，適時補充水分，維持植株正常生

長，但應注意配合果樹生長特性進行管理，以

免影響產量及果實品質。

2. 匍根大戟生育初期雖應保持濕潤以促進生長，
但植株較不耐濕，尤其是黏質性土壤、低窪地

區及排水性不佳之果園，應注意加強果園排

水。

▲近雜糧區應注意斜紋夜盜蟲危害

▲匍根大戟繁殖初期，果園雜草應加強管理，以利

族群建立及擴展

▲文旦果園栽培匍根大戟成園後之景觀

.................................................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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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蹄金因葉片形似馬蹄，故名「馬蹄金」，

又有葵苔、過牆風、小金錢草等之稱。馬蹄金植

株低矮、莖蔓再生能力很強、且鬚根發達、對

環境適應性強，栽植成園後可形成緻密的觀賞性

地被植物，在景觀及庭園設計上被廣泛應用。本

文將針對馬蹄金之生長特性及栽培管理方式作介

紹。

............................植物性狀 ............................

馬蹄金（Dichondra micrantha Urb.），旋花
科（Convolvulaceae）馬蹄金屬（Dichondra）多
年生蔓生草本，常見於台灣全島低海拔地區田野

及郊外。馬蹄金莖細長，被灰色短柔毛，節處著

地易生長不定根。單葉互生，葉呈腎形至圓形，

長 0.5~1.3 公分，寬 0.6~1.5 公分，先端寬圓形或

微缺，基部闊心形，葉全緣，葉面微披毛，背

面有短柔毛，葉柄長 1.5~3.5 公分。花小，單生

於葉腋，花柄短於葉柄；花萼 5 裂，裂片呈倒卵

狀、長圓形至匙形，綠色，宿存；花冠鐘狀，黃

綠色或近白色，雄蕊 5；子房上位，2 室，為兩

個分離心皮組成。蒴果近球形，徑約 0.2 公分，

文圖／張汶肇

馬蹄金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馬蹄金為農田、路旁常見植物

▲自然生長於石縫間之馬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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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具柔毛，分離成 2 個直立的果瓣，不規則2
裂或不裂，各具 1~2 粒種子。種子近球形，呈黃

色至褐色，表面光滑。

.....................適應性及特點 .....................

馬蹄金性喜溫暖及水源充足環境，適應性及

拓展性強，唯耐寒性較差。在光照或遮蔭條件下

都生長良好，日照不足及遮蔭的地方，植株易徒

長；光照過強，植株生育較緩慢。馬蹄金雖只耐

輕微的踐踏，但一旦建植成功便能夠旺盛生長，

並且自已結實，為持果園內族群生長；其植株生

長低矮、高度可維持 5 公分以下，覆蓋後於雜草

防治及土壤保護效果佳，不必進行修剪工作。

............................繁殖方法 ............................

一、土壤選擇

馬蹄金對土壤適應性廣，但以土壤肥沃、水

源充足、排水良好之地區，植株生長速度快。 

▲馬蹄金花小，單生於葉腋，花萼5裂狀 ▲馬蹄金果實為蒴果近球形，表面具柔毛，分離成

2個直立的果瓣

▲馬蹄金莖節再生能力強，每個節都能生根發芽

▲馬蹄金莖匍匐延伸能力強，繁殖及生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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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笓 馬蹄金於樹冠下方日照不足，植株生長情形

笓 光照過強，植株生育較緩慢

笓 於田間生長良好之馬蹄金植株

1

2

3

笓 散落於田間之馬蹄金種子發芽情形

笓 馬蹄金採殖匍匐莖進行移植

4

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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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植時期

馬蹄金只要有灌溉水源隨時可進行繁殖，冬

季氣溫低生長較慢，因根群分佈不深，較適合平

地果園栽培。

三、繁殖及栽植

1. 整地：馬蹄金匍匐莖再生能力強，每個節都能
生長不定根，種植前將表土翻鬆及雜草先行清

除，且需將表土整平，避免雨季積水，影響植

株之生長。

2. 繁殖及栽植：馬蹄金可採種子與分株繁殖。採
種子繁殖播種密度10~15克/平方米，在播種前
應先進行雜草防除及播種後應加強水分管理，

以利種子萌發生長。分株繁殖可採匍匐莖先

進行大量繁殖後定植或從田間生長密集處直接

移植至果園栽植，種植密度越密，離覆蓋成園

時間越短。種植後馬蹄金根系應與土壤緊密接

觸，初期應加強水分管理，使土壤保持濕潤狀

態，並加強園區排水，否則容易腐爛，以降低

成活率。

............................栽培管理 ............................

馬蹄金果園草生栽培管理說明如下：

一、水分管理

馬蹄金於水源充足之處生長茂盛，葉色正

常，必須在乾旱時期適當補充水分，尤其是栽植

初期水分管理非常重要，灌水次數依土壤條件差

異而異，砂土之灌溉次數宜增加，粘重土壤則宜

減少。春、夏季高溫期需水量較大，冬季長期低

溫及土壤水分不足，植株易呈乾枯狀，應適時供

水，避免植株生育受阻。

▲ 馬蹄金水分充足植株

生長速度快

▲馬蹄金於夏季氣候溫

暖及灌溉充足之處植

物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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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植

若發現園中有較大面積缺株時，將局部土壤

鬆土後，自果園生長較茂盛之處，挖取繁殖體進

行補植。

三、施肥

馬蹄金栽培並無需另行補充肥分，唯土壤肥

力較貧瘠之處，酌量補充氮肥，以利族群快速建

立。

四、雜草管理

馬蹄金族群建立前，初期應加強其它優勢雜

草拔除，減少雜草與其生長競爭，並加速全園覆

蓋後，即可不必進行割草及防除雜草。若繁殖時

種植之繁殖體密度較低，則覆蓋成園速度較慢，

也會增加其它雜草生長空間。

▲

果園繁殖初期生

長之雜草應先之

防治，以利族群

建立及擴展

▲
馬蹄金施肥過量造成肥傷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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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1. 馬蹄金冬季低溫或土壤水分不足時生長速度變緩或枯萎，適時補充水分，維持植株正常生長，但應
注意配合果樹生長特性進行管理，以免影響產量及果實品質。

2. 馬蹄金生育初期雖應保持濕潤以促進生長，但黏質性土壤、低窪地區及排水性不佳之果園，應注意
加強果園排水。

3. 若採撒施化學肥料應盡量避免留置於葉片上，以免造成葉片肥傷。

1 2

3

笓 笓 笓 果園栽培馬蹄金成園後之景觀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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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汶肇

蠅翼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豆科（Fabaceae）山螞蝗屬（Desmodium）
三點金草、珠仔草、三耳草

Desmodium triflorum（L.）DC.
Spanish clorer

型態特徵：

為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台灣全島中低海拔空

曠地常見。蔓延草本，長10~45公分。莖纖細，多分
枝，被開展的柔毛。葉三出複葉，頂小葉倒卵形或倒

心形，長0.4~1公分，寬0.6~0.8公分，葉背被毛，葉
尖截形或凹缺，葉基楔形，全緣，具葉柄，托葉披針

形，互生。莖頂或葉腋萌發1~3朵紫紅色蝶形花，花
萼鐘形，5裂，上方2片合生，被毛，翼瓣橢圓形，旗
瓣倒卵形，單出或簇生。花期4~7月，結果期5~8月。
莢果線形，扁平，2~5節，腹面收縮，被鉤毛，種子
長方形，淺灰褐色。可採扦插及種子繁殖，走莖匍匐

貼地生長，形成低矮性草皮，視覺景觀良好，且向外

生長迅速，同時具有豆科植物優點，可改良土壤與當

綠肥，為適合果園草生栽培之地被植物。

2

3

4

1

笓 蠅翼草花呈紫紅色

笓 蠅翼草莢果線形，扁平，2~5節

1

2

笓 蠅翼草植株低矮、覆蓋性佳

笓 蠅翼草為適合果園草生栽培之地被植物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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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煉莢豆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豆科（Fabaceae） 鍊莢豆屬（Alysicarpus）
山地豆、鍊莢豆、鏈莢豆、練莢豆、單葉豆、

土豆舅

Alysicarpus vaginalis（L.）DC.
Alyce Clover，Buffalo Clover

型態特徵：

煉莢豆廣泛分布於舊世界熱帶，台灣於 1977 年
自美國引進種植，常見於全島平地或低海拔山地、草

生地、開闊地或荒廢地上。煉莢豆為多年生草本，莖

匍匐或斜上昇、叢生、分枝多，基部木質化，小枝條

細長，密生毛茸，老時則多呈光滑無毛狀。單葉互

生，有柄，橢圓形，頂端微凹或鈍圓形，托葉乾膜

質，具條紋。花呈暗紅色至紫紅色，頂生的總狀花

序。莢果扁筒形 4~9 節，成熟後，各節分別掉落。種
子橢圓形褐色。可採扦插及種子繁殖，走莖匍匐貼地

生長，形成低矮性草皮，視覺景觀良好，且向外生長

迅速，同時具有豆科植物優點，適合果園草生栽培之

地被植物。

2

3

4

1

笓 煉莢豆花為頂生的總狀花序

笓 煉莢豆莢果扁筒形 4~9 節

1

2

笓 煉莢豆葉片呈橢圓形或長橢圓形狀

笓 煉莢豆植株低矮、適應性廣，適合果園草生栽培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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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汶肇

鴨舌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馬鞭草科（Verbenaceae）鴨舌癀（Phyla）
石莧、過江藤、鴨母嘴、岩垂草

Phyla nodiflora（L.）Greene

型態特徵：

鴨舌癀為多年生草本植物，莖細長、匍匐生長，

無攀緣性，節部可生根，於砂地或岩石上匍匐分枝，

莖蔓可達長達1~2公尺。株高約10~15公分。日照不
足或遮陰處植株易徒長，株高可達20公分以上。葉
呈倒卵或匙形，上半部具粗鋸齒緣，基部狹楔形，長

約2~4公分，厚紙質或近革質，長約3公分，寬0.8~2
公分。花期春至秋季，小花密集生長排列成圓筒狀穗

狀花序，花白色漸次轉粉紅色到紫色，乾果，廣倒卵

形，約0.2公分，包於宿存花萼內。扦插繁殖容易，春
至秋季生長快速，可自行繁衍，尚無商業種子生產。

植株低矮，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地被植物之利用。

2

3

4

1

笓 鴨舌 為小花密集生長排列成

圓筒狀穗狀花序

笓 鴨舌 葉為呈倒卵或匙形，上

半部具粗鋸齒緣，基部狹楔形

1

2 笓 鴨舌 於田間生長情形

笓 鴨舌 植株低矮、適應性廣，適合果園草生栽培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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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汶肇

黃花酢漿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酢醬草科（Oxalidacaea）酢醬草屬（Oxalis）
鹽酸仔草、酢醬草、酸味草、黃花酢醬草、

三葉草

Oxalis corniculata Linn
Creeping oxalis

型態特徵：

黃花酢漿草分佈於全島海拔二千三百公尺以下地

區均可見，常成片生長於庭院、路旁、農地及空曠的

荒廢地。黃花酢漿草為多年生匍匐草本，莖橫臥地

面，被疏柔毛，在節上生根；複葉具小葉三枚，互

生。小葉通常為倒心形，無柄，幾乎全年開花，春季

花開最旺，花呈繖形花序，黃色，徑約 1 公分，萼綠
色，5 片，花瓣亦為五片，倒心形。果實為縱裂之蒴
果，圓筒狀，長約 1~1.5 公分。果實成熟後會自動爆
裂，傳播種子繁衍後代，可大量形成團簇密集族群，

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地被植物之利用。

2

3

4

1

笓 黃花酢漿草幾乎全年開花， 
花呈繖形花序

笓 黃花酢漿草果實為縱裂之蒴果

1

2

笓 黃花酢漿草於田間生長情形

笓 黃花酢漿草植株低矮、適應性廣，適合果園草生栽培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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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昭慧

白花三葉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豆科（Fabaceae）菽草屬（Trifolium）
白車軸草、荷蘭翹搖、白菽草

Trifolium repens Linn.
White Clover，Dutch Clover

型態特徵：

白花三葉草原產於北美洲。匍匐性多年生豆科草

本植物，莖細長10~30公分匍匐伸展，主根短，側根
發達，三出複葉，小葉卵形或倒心形，葉緣細齒，中

央有灰白色V形斑紋。花為頭狀花序，直徑1.5~3公
分，出自葉腋，花梗多長於葉柄，小花白色，莢果小

而細長，挺出於花萼外，內有種子2~4枚，不開裂，
種子黃色或褐色，近圓形，千粒重0.5~0.7公克。性
喜溫涼濕潤氣候，最適溫度為19~22℃，適合中海拔
果園種植，耐酸性土壤，亦耐濕，再生能力強可進行

草皮修剪。採用種子播種，由於種子細小，播種前需

精細整地，可採用條播或撒播，覆土宜淺約1公分即
可，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地被植物之利用。

2

3

4

1

笓 白花三葉草開花情形

笓 白花三葉草地面全園覆蓋情形

1

2

笓 白花三葉草近照

笓 白花三葉草果園栽培情形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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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穗花木藍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豆科（Fabaceae）木藍屬（Indigofera）
爬靛藍、十一葉馬棘

Indigofera spicata Forsk
Trailing indigo

型態特徵：

穗花木藍原產華南、印度及南非，為一年生豆

科草本植物，台灣中低海拔空曠地常見。莖蔓性匍

匐狀，葉為羽狀複葉，互生小葉5~9枚，倒披針形至
倒卵形，長1~2公分，寬0.5~1公分，先端鈍，具芒狀
突尖。夏至秋季開花，腋生總狀花序，花橘紅至紫紅

色。線形莢果具四稜角，往下生長，末端尖銳有刺，

長2~2.5公分，種子8~10粒，扦插發根慢且易爛，繁殖
主要以種子播種，植株耐旱不耐濕，走莖匍匐貼地生

長，形成低矮性草皮，視覺景觀良好，且向外生長迅

速，同時具有豆科植物優點，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地被

植物之利用。

2

3

4

1

笓 穗花木藍腋生總狀花序，

花橘紅色

笓 穗花木藍莢果具四稜角，

往下生長，末端尖銳有刺

1

2 笓 穗花木藍於田間生長情形

笓 穗花木藍所形成綠色地被，搭配其紫紅色小花，極具觀賞價值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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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黃花苜蓿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豆科（Fabaceae）苜蓿屬（Medicago）
苜蓿、金花菜、刺球苜蓿、南苜蓿

Medicago polymorpha L.
Toothed bur clover

型態特徵：

黃花苜蓿原產歐洲與北非，常見於北部低海拔荒

野處，為豆科苜蓿屬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柔嫩，粗

纖維含量低，適口性高，可作綠肥和飼料，嫩莖葉可

食用。莖匍匐或稍直立，高約30公分，基部多分枝，
無毛或稍有毛，小葉闊倒卵形或倒心形，長1~1.5公
分，寬0.7~1公分，頂端鈍圓或微凹，有細鋸齒，下
部楔形，表面無毛，背面有疏柔毛，兩側小葉略小，

托葉裂刻很深，花期在4~5月，黃色小花，總狀花序
腋生，有花2~6朵，花萼筒有疏柔毛，莢果螺旋形，
直徑約0.6公分，每一莢果具有多粒種子，邊緣具有鉤
刺，可附著於動物皮毛上傳播。因此繁殖上以種子繁

殖為主，排水良好的壤土和砂質土壤皆可生長良好，

且根系發達，結瘤率好，固氮能力強，可作為良好

的覆蓋地被植物。此外天藍苜蓿（Medicago lupulina 
L.）與黃花苜蓿類似，但天藍苜蓿全株被毛，莢果無
刺，內含單粒種子，黃花苜蓿則無毛，莢果有刺，內

含多粒種子，適合果園草生

栽培地被植物之利用。

2

3

4

1

笓 黃花苜蓿開花情形

笓 黃花苜蓿莢果螺旋形，邊緣具有

鉤刺，可附著於動物皮毛上傳播

1

2 笓 黃花苜蓿植株生長情形

笓 黃花苜蓿覆蓋成園情形

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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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菁芳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石竹科（Caryophyllaceae）
荷蓮豆草屬（Drymaria）
牛石菜、水藍青、荷蓮豆草

Drymaria diandra Blume
Heartleaf Drymary、Cordate drymary

型態特徵：

菁芳草因葉與蔬菜荷蘭豆相似故又名荷蓮豆草，

原產亞洲、澳洲及非洲，為一年生草本植物。主要

分佈於中低海拔地區，陰涼溼地常見，全日照也可

生長，植株較不耐旱。植株高度約10~50公分，莖散
生、多分枝，柔弱光滑無毛，長度30~90公分，葉卵
形至寬橢圓形，長度1~1.5公分，寬1~1.2公分，具葉
柄，春、秋季開花，腋生或頂生，成聚繖花序，花冠

白色，萼片中脈具腺毛，花瓣深裂至中間，蒴果卵圓

形，種子棕色，成熟後的果實可藉著腺毛分泌的黏

液，沾附在人或動物的身上，傳播種子繁衍後代，繁

殖以種子與匍匐莖為主，莖節易生不定根，可大量形

成團簇密集族群，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地被植物之利

用。

2

3

4

1

笓 菁芳草葉片卵形至寬橢圓形

笓 菁芳草花呈聚繖花序，花冠呈白色

1

2 笓 笓 菁芳草覆蓋成園之果園景觀3 4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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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吳昭慧

蟛蜞菊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菊科（Compositae）蟛蜞菊屬（Wedelia）
田鳥草、蛇舌黃、黃花田路草

Wedelia chinensis（Osbeck）Merr.
Chinese wedelia

型態特徵：

蟛蜞菊原產中南美洲與西印度群島，一年生草本

植物。主要分布於低海拔地區，為耐旱暖季草。植株

矮小，莖細長，匍匐於地表生長，各節處可生不定

根，但枝莖不向上攀爬，全株披毛，分枝強，葉對

生，無柄或短葉柄，全緣或疏生齒緣葉片條狀披針形

或倒披針形，長3~7公分，寬0.7~1.3公分，先端短尖
或鈍，基部窄，兩面密披伏毛，5~10月開花，頭狀
花序單生於枝端或葉腋處，舌狀花為黃色，舌片卵狀

長圓形，瘦果呈倒卵形，長約0.4公分，有3稜或兩側
內凹。栽培上可用種子或莖段扦插繁殖，匍匐延伸性

強，若經割草後匍匐莖與葉片平鋪於地表，可自行向

外拓展蔓延，形成一片綠色地面覆蓋群落，適合做為

草生覆蓋材料。常見於道路旁、邊坡及覆蓋安全島

的植栽為不同種的南美蟛蜞菊（Wedelia trilobata L. 
Hitchc）。

2

3

4

1

笓 蟛蜞菊近照

笓 蟛蜞菊覆蓋成園之景觀

1

2

笓 蟛蜞菊開花近照

笓 蟛蜞菊鮮草量過高時需進行割刈再生4

3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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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地毯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禾本科（Gramineae）地毯草屬（Axconopus）
熱帶地毯草、巴西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Sw.）Beauv.
Carpetgrass、Tropical Carpet Grass

型態特徵：

地毯草原生於西印度群島、中南美洲及巴西，台灣多分佈於海拔500公尺以下地區，為多年生匍
匐性草本植物，植株平貼於地表生長，葉面柔軟呈現翠綠色，適合庭園草皮之利用，株高 15~40 公
分，較類地毯草直立，葉寬 0.8~1.2 公分，葉長 8~25 公分，總狀花序 2~5 枚，長約 4~8 公分，穗稈
長 5~25 公分，花期在 4~8 月，淡黃色橢圓形種子，酸性土壤及高溫溼潤環境生長良好，20℃以下
生長停滯且葉片轉為紫紅色，植株耐陰不耐旱，適合樹冠下種植，栽培以種子播種為主，草皮約1 
kg/100m2，果園使用約10 kg/ha，也可使用扦插或分株苗栽培，或直接以草皮舖植，地毯草除當草皮
外，亦可作為牧草與緩坡水土保持草利用。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地毯草植株生長情形 ▲地毯草全園覆蓋後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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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類地毯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禾本科（Gramineae）地毯草屬（Axconopus）
普通地毯草、愛芬地毯草

Axonopus affinis Chase
common carpetgrass

型態特徵：

類地毯草原產美國南部及中南美洲地區，台灣分布於海拔2,000公尺以下的地區，多年生匍匐性草
本植物，葉幅較地毯草窄，表面平滑較不反光，葉緣也無波浪狀皺摺，株高15~35公分，葉鞘緊密，
葉稍V字形折合，葉互生，深綠色至黃綠色，低溫葉梢出現明顯的紫紅色，葉長15~30公分，葉寬2~8
公厘，每年6~11月抽穗開花，米黃色橢圓形種子，每公克2500粒種子，喜愛溫暖潮濕環境，耐貧瘠、
踐踏與低割，耐遮陰，且耐寒性較地毯草強，冬季或高冷地仍可繼續生長，因此也適合果園草生栽培

種植，栽培以種子播種為主，播種量與地毯草類似，種子好光性，但需光刺激才可以順利發芽，也可

使用扦插或分株苗栽培，可作為草皮與牧草利用。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類地毯草植株生長情形 ▲類地毯草全園覆蓋後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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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建銘、張汶肇

假儉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禾本科（Gramineae）蜈蚣草屬（Eremochloa）
窮人草、蜈蚣草、小牛鞭草、中國草坪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Munro）Hack
centipede grass

型態特徵：

假儉草原產中國大陸東南部、中南半島及菲律賓群島等地，台灣分布於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地
區，多年生匍匐性草本植物，株高5~15公分，葉鞘平滑扁平，葉色深綠，質地柔軟，葉長約4公分，
葉寬3~ 4公厘，每年5~10月開花，每公克1600粒種子，耐酸性強，貧瘠土亦可生長，喜愛溫暖全日照
環境，低溫時仍保持綠色，但會停止生長，出現不均勻的黃綠色，植株伏貼地面，耐踐踏，生長慢，

需肥性低，不需經常修剪，適合低維護的環境使用，種植以種子播種為主，種子用量可參考地毯草，

也能以扦插或分株苗栽培，因植株低矮匍匐於地面，需修剪次數較少，每年僅需2~3次，假儉草除可
做草皮外，也可應用於邊坡保護之利用。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假儉草植株近照 ▲假儉草植株生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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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汶肇、吳建銘

兩耳草

｜果｜園｜草｜生｜地｜被｜植｜物｜介｜紹｜

禾本科（Gramineae）雀稗屬（Paspalum）
八字草、大肚草、雙板刀、大板草

Paspalum conjugatum Berg.
Sour Grass

型態特徵：

兩耳草分布於全台中、低海拔的路旁、庭園或是荒野，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禾本科植物。兩耳草為

多年生匍匐性草本，植株高度約20~40公分，莖稈堅硬實心，稈節有毛，小穗有絲狀毛，稈節，葉緣
均有毛。葉舌有一圈毛，葉長披針形，葉緣有毛。兩耳草總是生長成對的總狀花序，形如雙耳，雌雄

同株，花序6~12公分長，花色白至淡綠色，小穗具2朵小花，卵形呈兩列，具長絲狀毛，花期6~8月。
兩耳草果實為穎果，具有絲狀毛以附著人畜傳播，大小長約1.2公厘。兩耳草適宜溫暖潮濕氣候，耐旱
性、耐蔭性強，耐修剪及踐踏等優點，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利用，雖結實率高，目前尚無種子生產，種

植多採分株及草皮舖設法進行繁殖。

科名：

俗名：

學名：

英名：

▲兩耳草植株生長情形 ▲兩耳草耐修剪，耐踐踏，適合果園草生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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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草生栽培後，應適時進行維護及管理，

以確保栽植的草生地被植物之成活及正常生長，

常見維護管理工作如下：

...............................灌 溉 ...............................

灌溉時需注意氣候狀況、時期、水質及灌水

量，尤其在地被植物種植初期，應適量灌溉，否

則植物缺水易枯死或生長延遲，在栽植處灌溉時

維持土壤深度2公分左右濕潤，灌溉次數依土壤
條件差異而異，砂土之灌溉次數宜增加，粘重土

壤則宜減少。春、夏季高溫期需水量較大，應加

強水分管理，冬季氣候冷涼，植株生長較慢，若

土壤過乾，植株生長易變緩，應適時補充水分。

成活後灌溉次數即可減少，通常配合主作物灌溉

文圖／張汶肇、吳建銘、吳昭慧

肆果園草生栽培之管理及維護

▲氣候溫暖、水源充足，地被植物生長速度快（以百慕達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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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坡地或水源缺乏地區受灌溉水源獲得困

難，故種植時期配合雨季進行，或利用蒸散皿測

量水蒸散量/日，再加補充所需水分。

...............................施 肥 ...............................

地被植物栽植適時施肥，可加速植株生長，

縮短果園覆蓋成園之時間。肥料施用量及施用時

期會因栽植的植物種類而異。地被植物之施肥，

需平均撒佈，否則會造成生育不均之現象，採草

▲果園排水性不佳，栽植地被植物易受影響

　（以匍根大戟為例）

▲肥培管理應避免造成肥傷 ▲果園雜草應加強管理，以利族群建立及擴展

生栽培果園追肥施用時建議採深層方式，將肥料

直接施於土壤中，以提高肥效及減少施肥量。若

採撒施時，可增加氮肥10∼20％，施灑化學肥料
時，應避免肥料附著在葉片上，導致肥傷及焦葉

的症狀。有機肥的施用應於種植初期，在鬆土時

混入土壤效果最佳，有機肥必須腐熟完全，以避

免產生傷害。

............................雜草管理 ............................

一、人工拔除

人工除草採雙手或小型農具，如：鋤頭、鐮

刀等，將雜草割除或剷除之除草方式。在除草

劑、機械化未普及之年代，是主要的除草方法，

此種方法之割草相當辛苦耗時，但可避免傷害所

栽培的地被草種。果園地被植物栽植初期欲快

速建立族群增加灌溉水量，但相對也增加其他

優勢草種生長速度，初期趁優勢草種尚未結種子

前雜除，如此可減少雜草與其生長競爭及其種子

散佈，以提高其覆蓋速度，並可減少雜草防除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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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割草

在專業化經營之果園，使用背負式割草機及

自走式割草機割草最為普便。較大型之乘座式剪

草機，因價格高、維護不易且操入受地形之限

制，適用於大面積果園。一般除地形限制較多採

背負式割草機外，可採用自走式割草機進行割草

作業，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此外，應視栽植地

被草種種類及生長特性進行管理及維護，在夏季

高溫及多雨季節，一般地被植物生長迅速約 2~4
週需即進行割草，以維持草種高度、防止老化、

促進分蘗及減少蒸散量，同時能方便果園田間管

理作業。在果園割草作業時，操作農機具應避免

損傷樹幹及枝葉，以免影響植株生育。果園經營

應朝省工、機械化，加強園區作業道規劃，以利

於果園機械化管理，降低生產成本。

▲ 機械除草—背負式

割草機為最常見及普

遍之割草機具

▲

機械除草—自走式割

草機近年來常見割草

機具，機具構造簡

單，維護容易，可有

效提高工作效率

▲機械除草-乘座式割草機因價格高、維護不易且
操作受地形之限制，在果園中仍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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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植 ..............................

果園草生栽培易受氣候、操作及病蟲害及管

理等影響，導致草種繁殖後，發芽率不佳或生長

不良，造成缺株現象，無法達到預期之成活率，

發現園中有較大面積缺株時，將局部土壤鬆土、

整平及除草後，再進行補植，以利快速復原。

........................病蟲害防治 ........................

一般果園草生地被植物抗病能力強，但須

視種植草種及適應性而異，為防治病蟲害的發

生，可採取以下幾項措施：（1）選用適合當地
環境的植物材料，尤其是當地原生性草種最佳；

（2）選擇健康的繁殖材料，如：種子及繁殖器
官；（3）改善果園環境條件，如良好的排水、
通風、日照及適時的施肥管理；（4）適時預防
與防治，瞭解當地經常性病蟲害及其發生之季

節、條件等，先予預防、偵測。若地被植物發生

病蟲害時，為維護其成活及生長，視發生病蟲害

種類適時防治，降低對其影響。

...............................結 語 ..............................

草生栽培是重要水土保持方法之一，可減少

土壤及養分流失，改善土壤物理、化學及生物

性，並能抑制其它雜草生長，降低管理成本等優

點，視栽植地被草種種類給予適宜之維護管理，

發揮草生栽培最大功效。

▲ 適合當地之原生地被

植物對環境適應性強

（以四瓣馬齒莧及匍

根大戟為例）

▲

適合當地之原生地被

植物對環境適應性強

（以鴨跖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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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行草生栽培可降低過量使用化學殺草劑

對環境的危害、增加土壤內有機物質、改良土壤

物理性質、調節土壤溫溼度變化，以及具有水土

保持的功能等，可說是具有相當多的好處。原則

上只要農民選留喜愛的草種，去除其它種類的雜

草，加以繁殖管理，並可配合果園生產操作，同

時具有草生栽培的優點，都可稱作良好的草生栽

培模式。然而果園地被植物種類繁多，未能一一

論述，先前數篇文章已介紹適合果園草生栽培地

被植物，希望未來也能繼續收集與篩選適合果園

草生栽培之草種，以豐富多樣化台灣果園草生栽

培地被植物及供選擇，而本篇則將探討台灣果園

草生栽培研究可行的策略與注意事項，供果農栽

培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地被植物的選擇之考量 ........

廣義來說，只要農民留下喜愛的草，進而去

除其它草種，都可稱作草生栽培，但筆者認為，

無論是哪種草種，應符合便宜、省工、對主作

物生長有利等原則才能稱作是良好的草生栽培材

料。因草生栽培草種非可收穫之現金作物，價格

需便宜近人，才能提高農民栽培意願，如百慕達

文圖／吳建銘、吳昭慧、張汶肇

伍果園草生栽培之未來展望

▲果園行草生栽培可活化土壤，減少除草人力，

好處良多

▲長期施用化學殺草劑會危害土壤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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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每分地種子費用高達2,000~4,000元，若是由人
工鋪設草皮的價格則更高，推廣上較難行。因此

材料價格為必要考量，同時栽培管理需簡單，成

園的時間要短。通常種子播種比莖段扦插苗易繁

殖，栽培也較容易，再者好的地被植物在生育期

間也不能有重大病蟲害發生，以免危害主作物。

如綠肥大豆台南7號為種子播種且只需45天即可
全園覆蓋，植株競爭優勢強，初期管理維護容

易，農民接受度較高。至於對主作物有利方面，

一般豆科草種可固氮增加土壤肥力，減少化學肥

料使用量，而高鮮草量的草種，經刈割及乾枯後

則可提供大量的有機質，對主作物果樹的生長有

幫助。此外，現有的草種大多不耐陰，在遮光

性較高的果園生長較差，雖然這些果園本身因陽

光穿透少雜草較不旺盛，但仍有雜草管理上的問

題，因此篩選耐陰的草種也是需努力的目標。

▲草生栽培可抑制雜草產生，左為草生栽培區，

右為空白對照組

▲

草種單純，不影響操作，即為廣義草生栽

培，圖為牛仁草果園

....地被植物的適應性與繁殖 ....

所收集的地被草種不一定可應用至果園，草

生栽培必須視其生育環境與繁殖方法加以利用，

如表5-1所列，可分為喜愛溫暖或冷涼氣候、種
子或無性繁殖等。生長旺盛的草種因與雜草競爭

優勢較強，則可推廣至除草與管理不易的山坡地

種植。此外，篩選之草種有時為野外原生種，生

長習性與與栽培方式尚未明瞭，除觀察與試驗其

基本性狀和果樹病蟲害的關聯性外，也得針對不

同草種建立一套生產技術，包含大量種子採種技

術或無性繁殖的方法，並可降低生產成本價格，

以因應將來大面積推廣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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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果園地被植物繁殖方式與栽培環境分類

地被植物種類
適合氣候 主要栽培繁殖方式 適合種植地點

溫暖 冷涼 種子繁殖 無性繁殖 平地 山坡地

綠肥大豆台南7號 ✔ ✔ ✔ ✔

多年生花生 ✔ ✔ ✔

苕子 ✔ ✔ ✔ ✔

匍根大戟 ✔ ✔ ✔

四瓣馬齒莧 ✔ ✔ ✔

百慕達草 ✔ ✔ ✔ ✔ ✔

百喜草 ✔ ✔ ✔ ✔ ✔

馬蹄金 ✔ ✔ ✔ ✔

蠅翼草 ✔ ✔ ✔ ✔

煉莢豆 ✔ ✔ ✔ ✔

鴨舌 癀 ✔ ✔ ✔

黃花酢漿草 ✔ ✔ ✔ ✔

虎爪豆 ✔ ✔ ✔ ✔

白花三葉草 ✔ ✔ ✔

穗花木藍 ✔ ✔ ✔

黃花苜蓿 ✔ ✔ ✔ ✔

菁芳草 ✔ ✔ ✔ ✔ ✔

蟛蜞菊 ✔ 　 　 ✔ 　 ✔

地毯草 ✔ ✔ ✔ ✔ ✔

類地毯草 ✔ ✔ ✔ ✔ ✔

假儉草 ✔ ✔ ✔ ✔ ✔

兩耳草 ✔ 　 ✔ ✔ ✔ ✔



79

地被植物的種植管理與應用
經篩選評估後的地被植物將進一步種植於果

園，原則上地被植物種植一般建議在旱季11~4月
來種植，此時雨水少雜草也就少，相對於雨季來

說較易管理。在種植前也務必將田間雜草去除乾

淨，減少日後管理的工作。除此之外，也需考量

作物本身對氣候適應性的問題，如喜愛冷涼氣候

的苕子不宜在夏季種植，或秋冬季播種對光敏感

的綠肥大豆台南7號，會造成植株低矮即開花的
現象，大大降低覆蓋的效果等。因此若能在適當

的季節配合良好的栽培管理模式，則可順利達到

覆蓋的效果。表5-2也列出雲嘉南地區較為常見
的5種草種基本栽培管理方法與注意事項，希望
可提供給欲栽培者作為管理之參考。此外，台灣

種植的果樹種類繁多，並非每種栽培模式都可百

分之百的契合，仍需配合果樹的種類與實際生產

操作來調整。如印度棗每年3~4月會修剪至地上
部50公分左右，此時樹冠截光率下降（甚至完全
無樹冠攔光），再恰逢4~5月梅雨來臨使園區雜

▲定植地被植物初期仍需管理，否則易雜草叢生 ▲地被植物栽培模式依果樹種類調整，如栽培行株距大的

印度棗園，可增加定植行數，以縮短成園所需花費時間

草叢生，這時就適合以地被植物來解決此問題。

當8月以後枝條已生長茂密，加上覆蓋防蟲網來
防治病蟲與鳥害，會降低透光率，使得地被植物

生長不佳或死亡，因此可用生長快速且價格便宜

或具耐陰性的多年生地被植物為主。如3~4月修
剪後種植綠肥大豆台南7號，可達到春夏季覆蓋
防草效果。待拉設防蟲網覆蓋前則可翻耕提供肥

份，或自然死亡作為覆蓋。如此交互栽培，才能

達到地被植物最大的覆蓋效果。再者，在初定植

無果實產出的幼苗圃中，無論何種果樹種類，也

都適合以綠肥大豆台南7號作為短期（2~3年）田
間覆蓋，降低去除雜草所增加的成本支出。待果

樹可生產時，可再依栽培者的喜好來決定想種植

的地被植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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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五種常見草生栽培草種的基本管理模式

草種 適合種植時間 覆蓋時間 建議乾枯後處理 其他注意事項

大豆台南7號
2~9月
(2~3月最佳)

200~250天
不掩埋繼續覆蓋 休耕田旁需注意

翌年自行播種 斜紋夜盜蟲危害

多年生花生 全年皆可＊ 全年 ＃ 扦插苗需注意水份管理

苕子 9~10月 200~240天 掩埋後種綠肥大豆 不耐濕與踐踏

百慕達草 全年皆可＊ 全年 ＃
需定期刈割促進更新

部分品系較不耐寒 

百喜草 全年皆可＊ 全年 ＃
需定期刈割促進更新

旱季避免乾燥燃燒

註：＊若無灌溉水源，建議在雨季結束前或旱季末種植；＃除過乾旱或低溫外，可維持全年生長

.................................................其它注意事項 .................................................

果園行草生栽培相對於傳統的藥劑除草是對環境較為友善的方式，果園因植生覆蓋使得土壤更加

具有生命力，對果樹生產的助益良多。然而這種新的栽培管理方式初期仍有許多農民會產生質疑，例

如昆蟲的躲藏等，如部份果樹種類對小黃薊馬或紅蜘蛛較為敏感，栽培上需加以注意。在其它耐病蟲

害能力較強的果樹如紅龍果、或需套袋的水果如番石榴等，則沒有這方面的問題。而種植豆科地被植

物的果園周圍若有種植田菁、太陽麻、綠肥大豆的二期作休耕田，則可能會受到斜紋夜盜蟲的危害，

需定置性費洛蒙盒來防治。因此，不諱言草生栽培較裸土栽培一定會吸引較多的昆蟲棲息，但如何從

中得到一種平衡則是我們必須去克服的課題。畢竟草生栽培的好處是長期且穩定的，如果輕易放棄則

非常可惜，因此篩選更耐病蟲害及與果樹相容性較高的地被植物，或者是以耕作模式克服，如套袋、

定期刈割更新，以及其它非化學的生物性藥劑防治等，仍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地區草生栽培風氣盛行，圖為麻豆鎮農民自行栽植的匍根大戟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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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作草生栽培吧，圖為麻豆鎮農民自行栽植的地毯草果園

....果園草生栽培目標與展望 ....

果園草生栽培在台灣並非新的觀念，但實際

走進果園卻發現真正施行的農民卻很少。筆者這

兩年來推廣果園草生栽培綠肥大豆台南7號的種
植，發現農民對草生栽培的接受度逐漸升高，這

可能受到耕作者年齡與耕作觀念改變的影響。甚

至部分地區的農民為求管理方便與求得高品質的

果實，已自然形成一股草生栽培的風氣。如台南

麻豆、下營地區以匍根大戟與四瓣馬齒莧為主的

文旦柚果園，這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其實在田

野中可觀察到許多地被植物，其中能用在果園草

生栽培的草種也不少，相關的草生栽培文章也很

多，但實際推廣的效果似乎有限，因此試驗研究

單位除繼續努力篩選適合的草種，包含低矮、覆

蓋效果佳、易繁殖、便宜、耐病蟲、耐陰及耐旱

等特性外，同時也需發展大量繁殖技術，降低種

子與種苗成本。再依果樹種類建立一套標準栽

培管理表，並在各地果園進行示範田的種植與

觀摩，才能有效將草生栽培的觀念與優點進行推

廣，以符合近年來政府單位所提倡的精緻農業、

安全生產、健康寶島與節能減碳的目標。

▲地被植物種類繁多，多加注意即可發現其蹤跡，

圖為中埔鄉果園內的白花馬齒莧

▲草生栽培模式仍需多加示範推廣，圖為員林鎮綠

肥大豆台南7號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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