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8 

桃果质量提升方案 
及专属客制化功能性有机肥 

企划书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2018年 8月 



 

2/12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8 

前言 

桃树为温带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因外型独特，果香朴鼻，水嫩多

汁，是众所皆知之高级水果，加上运输较为不易，及传说故事的“仙

桃”美名渲染，为其蒙上一层得之不易之神袐面纱，更是诱人想要一

尝其中美味。 

桃树生长周期与一般果树较为不同，例如于台湾地区 1~2 月间，

因气温低，低海拔水蜜桃于 3月中旬，即进入幼果期，就二十四节气

而言，正处于惊蛰与春分节气之间，开花、着果后叶芽开始大量生长，

果实亦逐渐进入肥大重迭时期。 

而 4月下旬至 6月上旬间，果实陆续成熟采收，该立夏节气，意

味正植夏梢萌发时期。即处于刚完成生殖生长，接续着高速营养生长

的非常时期。若没有充足礼肥及适当营养补充，树势适必逐渐衰败，

来年流胶病及桃菌核病等适必更加严重。 

如上述，你真的了解你的作物吗? 你知道你的作物现在需要的是

什么吗?你真心了解你的土壤吗?事实上，每种作物都有其特别需求的

营养元素，每个成长阶段所需的要素，比例亦不尽相同，绝不可能一

种肥料走偏天下，不可能一种方法行偏千里，不可能一只微生物天下

无敌，因时，因地，依作物、依需求，绝对是专属客制化机肥的必要

理由。 

 

桃果质量不佳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 

一、营养生长控制 

原因分析:一般冬肥多为设计春梢萌芽之高氮型有机肥为主，春梢

来临前夕，再补以平均复合肥或高氮型复合肥，而该有机肥随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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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土壤菌类活跃，肥份快速代谢分解，此时的桃树因处果实成长

期，其生理需求，应是磷钾钙镁及微量元素等为主。而此等肥培，过

多的氮素管理，负面的造成春梢消耗绝大部份树体或光合作用合成之

养分，仅长叶不长果，果实虽可膨大，但多易果肉不札实、空心，果

核易裂不完整，皮厚、无汁、无香味、软韧不脆、不清甜，树体流胶

病、桃菌核病、炭疽病等易受感染。 

解决方案:冬肥改以高微量元素型有机肥会主，并选以耐低温之微

生物群为主(例如后述之 3 行大师有机肥)，寒冬时持续补充树体养份

及微量元素，调配营养生长及生殖生长比重。再行重点适时补充胺基

酸酵素，促成果肉碳醣合成储存，丰富转色转甜转香等必要因子。 

二、礼肥及夏梢控制 

原因分析:4月下旬起，温度升高，水份增加，大量夏梢及新叶开

始盟发，因与果实肥大后期重迭，果实生长发生仰制，若求好切，再

施于碳氮比低之肥料，将发生如上述质量低劣问题外，甚至出现裂果

掉果等问题。再者，采收完后的不理不采，或仅供平均复合肥，无及

时补充所需，大大影响着树体健康盈亏状况，关系着来年收成状况。 

解决方案:除夏梢剪除抹除控制外，采收完后，应施予特调胺基

酸酵素，其特性，有分子小易吸收快速补充营养之功能，快速补充生

殖生长耗尽之养份元素，再者，以“穴埋法”进行土壤改良(例如:1 行大

师酵素菌土)，改善土壤同时，分解活化一年来拮抗固作于土壤中之

营养元素，充份利用之同时，避免酸化、盐积及毒物产生等。三者，

提高土壤缓冲能力，避免高温多雨，高湿度气候环境营响根系发展。

做好做对月子来，为了母体及下一胎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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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为什么需要专属客制化? 

 现有科学领域里，应属「大气科学」及「植物科学」，最为难懂，

最难以掌握，大气科学包罗万象，四季、二十四节气、日夜温差、南

北季风、海陆风场、经纬规线、海拔高度，背山面海，虽看似规律，

但实难捉摸，狂风暴雨，骤雨烈阳，风变色云，瞬息万变。 

植物科学有问无答，土壤质地、地下水文、土壤菌相、酸硷盐渍、

水份盈缺、厌气好氧、温热品种、元素需求，养份代谢，根系深浅，

光束强度，植物无语，不哭不闹，又需百般呵护，却不知如何着手。 

 如前言提及，你真的了解你的作物吗?你真的了解你的土壤吗?你

知道你的作物正在青春叛逆期吗?你知道你的作物，生产完也要做月

子吗?你知道为何来年有大小产季发生吗?你知道连作障碍从何而起

吗?不知你是否曾经认真思考过，现在主流的种植方式及肥培管理，

为什么别人有用，而我确确实实的按表操课，却接连死亡，无可收成

呢? 

面对大自然的变异，植物生理的微妙转化，秋茂长久的科研及经

验累积，虽不足与天斗，但也能掌握八九，自成一格。因为了解而能

灵活变化，因有特有资材，才能做到专属客制。最简单例子，大陆版

图如此宽阔，南北气候、土壤、人文迥异，南肥北施，必当水土不服，

非一肥一法能行偏天下。更何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每种微生物都

有其生存条件，每种作物都有其特别需求的肥料元素，每个成长阶段

所需的要素亦不尽相同，唯有投其所好，才有确保五谷丰收，同时道

出有机肥专属客制化的需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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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有机肥精致基材介绍 

一、 “有微生物酵素腐植酸土”(简称酵素菌土)，其土壤改良及

增强地力等功能，与现有之「矿物腐植酸」相比，有过之而

无不及，可成会下一个「土壤之星」。 

二、 “生物炭”，其多孔性及高比表面积，提供土壤长效涵容能

力，正向提升土壤健康因子。 

三、 “特调酵素胺基酸”，依实际需求，精炼萃取功能性胺基酸，

种类包含有，植物性细胞分裂胺基酸酵素，动物性富硒高蛋

白素，精馏木醋液，精萃天然矿质液，腐植酸酵素液，高纯

度海藻微量元素萃取液，牛樟菌菇、猴头菌菇植萃精华液等。 

四、 “专利微生物菌种”，微生物分为厌氧、好氧、自营、异营、

嗜酸、耐高温、耐低温、护根、抗病、去毒害等特性，客制

需求，得依气候及土壤等因素决定。 

   

酵素菌土(制程中) 生物炭 特调胺基酸&89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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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酵素腐植酸土 

 微生物酵素腐植酸土，简称「酵素菌土」，即以有机养殖之牛粪

为主要基材，介由秋茂专利菌群(简称酵素菌)，在 15~35℃(最佳温度

20~28℃)；60～85％相对湿度(寒冬时 60～70％)，中性环境(pH 在 6.5～

7.5)，通风良好条件下，分泌酵素分解酶(纤维酶、淀粉酶、蔗糖酶、

蛋白酶、脂肪酶、脲酶)迅速消化分解。酵素菌土，颜色呈黑褐色，

看似培养土又像咖啡渣，有股淡淡的新鲜沃土气味，可直接当培养土

使用，对种子或植物根系不发生烧伤现象，种子出芽达 85%以上。 

酵素菌土的有机质含量 40~60%，富含 18 种氨基酸及微量元性，

有机质颗粒更加细小，比表面积高于消化前的 100倍以上，吸收储存

土壤水份养份能大扩大，即保水保肥力增加。供微生物繁殖利用空间

增加，利于微生物多元性繁殖增加，提高土壤有机物和无机物间能量

转换动力，增加植物根部固氮、解钾、解磷能力，亦迅速抑制害菌繁

殖，预防土传病害发生。 

腐质酸含量在 20~40%，均极为丰富，且此种活性腐植酸，是由酵

素菌规律渐层消化，混合转变而成，分子简单，易溶于水，植物易于

吸收，优于市面矿物型腐质酸，经酸硷盐化反应而得，易产生盐害反

应及过饱合缺点。 

有机质多孔性、腐植酸的化学键、微生物代谢物等，共同组织起

土壤团粒，提高土壤透气性。「酵素菌土」俨然成为下一个「土壤之

星」对于改良土壤、增强地力，解决土壤板结问题，更超越现有之「矿

物腐植酸」功能，当然更不是硷性矿物资材所能比拟，同时具有有机

肥、微生物肥、氨基酸肥、腐植酸肥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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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Biochar) 

生活中不难见到他的踪迹，燃烧过后，未燃尽的焦黑残体，例如

森林大火或燃烧后的杂草残株，亦或人为制造的活性碳、木炭、竹炭、

炭化稻壳及草木灰等。指的是，有机物在不完全燃烧或缺氧环境下，

经高温热裂解(Pyrolysis)后残存的固体产物。说穿了也不神奇，热裂解

就是从木头烧成木炭。 

而整个高温热裂解过程称为「炭化」或「干馏」。会产生固体的

炭，就是「生物炭」，亦有液体和气体产生，液体谓之焦油，气体冷

凝精馏后，就是众所皆知的农业万灵丹「木醋液」。 

 

生物炭功能 

生物炭功能与酵素菌土之有机质雷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

个更大之载体，盛载养份、水份及微生物栖息地，全都是健康土壤及

植物的必要元素，全因其拥有巨大如海绵的表面(300m2/g)，可储存其

自身重量 5倍的营养及水份，且轻易供予植物。欧洲研究，生物炭使

植物叶片长大 130%，直径增加一倍，根系深度也增加一倍。其化功

能性汇整和下表一。 

  

生物炭新研发生产机台 生物炭产品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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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生物炭特性及功能性汇整表 

特性 功能性 

微硷性 1.可中和土壤酸性 

优化土壤

结构 

1.生物炭使受挤压后，粒子间隙变小之土壤结构，快速

恢复正常。 

生物惰性 1.由于生物炭的碳链为生物惰性，不易生物分解，半衰

期长，因此若将其回存于土壤当中，可成为长期碳源储

存库。 

多孔性及

高比表面

积 

吸附性 

1.增加土壤保水及透水性，使砂土储水能力增加 92%，

黏土中水流速度提升 300%。 

2.增加土壤保肥性。 

3.增加土壤透气性，含氧量。 

4.大小此隙作为微生物栖地，提高族群数量及多样性。 

污染防制 

1.暂时性吸附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避免污染扩大或去

除。 

2.吸附臭味因子，达除臭功能。 

吸热性 1.加深土壤颜色，利于吸收太阳能，增高土温。 

耐腐蚀性 1.吸附各式酸硷性养分(有机酸、酸硷性化学肥料等)慢

慢释放，减少用量，延长肥效，缓冲肥伤 

元素可利

用化 

1.农业废弃物中硷性金属钾、镁、钙等，转换成植物易

吸收形态。 

2.禾本科作物富含的硅与钾可有效利用 

3.土壤有效性磷肥提高 

增加微生

物量 

1.改变土壤中有机酸含量，影响微生物生长，提升土壤

中乳酸与醋酸等有益植物生长有机酸。 

抑制致病

菌 

1.干扰细菌接收他们用以互相连络分子，使族群无法扩

大(700℃热裂解) 

包衣 1.细粉包覆速效型肥料成缓释肥 

载体 1.作为微生物农药或肥料活菌载体 

2.生物膜载体，作为水产养殖的水质过滤及废水处理。 

备注:资料出处: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国际土壤年

专题等 

 



 

9/12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8 

功能性有机肥客制规划 

广用型基础配方(「行大师」有机肥) 

秋茂有机肥客制化技术，为满足现有市场需求，广范针对植物生

长三大阶段，先行做规划生产，以「行大师」为商品名，分别是土壤

改良专用的“1 行大师 “，以酵素菌土及生物炭为主，以活性钙果酸

因子为辅制得。二是“2 行大师”，营养生长期专用高氮型有机肥，作

用于开根、长叶、冒芽及伸蔓等。三是“3 行大师”，生殖生长期专用

微量元素有机肥，作用于催花、保果、膨瓜、转色及转甜等。 

 

客制作物型配方 

针对区域性土壤、气候、作物种类、作物品种等，调制该农场，

该作物适用有机质肥料。例如，南方海南岛，热带海岛型气候，砂质

红土，热带果树类。例如，北方，温带大陆型气候，黑沃土，温带水

果。例如，中部，温带与次亚热带交界，黏质砖红土，柑橘会类等。 

 

客制效果型配方 

针对果不甜、茶不香或其他想要的效果，进行有机肥配方调制，

例如，果实肥大提升产量，转色漂亮提升卖相，增加果实甜度及风味，

黄叶病整治及溃疡病整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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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五大特色 

第一、选择适当微生物菌种(好氧、厌氧、嗜酸、高温、低温、耐

盐、护根、抗病等)，另秋茂握有专利高抗性 89菌，专利抗重金属毒

害菌等。第二、配比适当基材(生物炭、酵素菌土、活性钙、麦麸粉

等)及调配混合比。第三、调配适当营养(特调胺基酸、海藻精、植物

性酵素，动物性蛋白素等)，可调成高氮、高钾、高磷、高微量元素

肥效等。第四、肥料施用技巧教导(深埋、面施、条施、穴施)。第五、

肥效快速第 10天开始释放肥份，肥效长效，可达 120天。 

 

「行大师」有机肥简介 

1 行大师 

一、大师功法:点石成金，着手回春 

二、肥料定义:酵素菌土壤改良土 

三、主要成分:酵素菌土、生物炭、活性钙果酸因子 

四、作用说明:  

针酸性土壤，施肥过量高 EC土壤，连作障碍土壤等，重金属毒

害等改良。不用硷土矿物，不用腐植酸，使用活化酵素(生物酶)、阳

离子活性钙果酸因子及微生物菌，无效肥分(盐类)有效化，中和土壤

酸根(阴)离子，酵素胶质黏合土壤质地，疏松土壤，增加根圈气流，

有机螯合或还原重金属，降低重金属毒性，降解还原态毒气分子(硫

化氢、氨氮等)，建立优势益菌族群，抵制病源菌繁殖，平衡土壤矿

物质，植物平均吸收。 

五、适用作物: 全部作物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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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大师 

一、大师功法:生机勃勃，树高万丈 

二、肥料定义: 营养生长期专用高氮型有机肥(开花前) 

三、主要成分:酵素菌土、生物炭、特调胺基酸(植物性玉米酵素、动

物性富硒高蛋白素等)、专利促根护根型微生物菌群 

四、作用说明:  

平衡生长荷尔蒙(生长素、细肥分裂素、勃激素等)，利用有机质

酵素氮及富硒高蛋白，促根发展，细白毛盛，叶面细胞分裂紧实，冒

芽顺利不畸形、不停滞，叶茂、叶厚、叶亮、茎粗，色泽天然，茎叶

储存足多营养及能量，供开花结果时消耗。避免硝酸态氮的节间过长

徒长、避免有机态氮(二缩脲)的叶色墨绿宽薄，避免铵态氮的蒸熏毒

害，不发生茎弱倒伏，重负折损，叶细胞松薄，风吹破损，病虫易侵。

幼苗期、萌芽、抽芽、长叶、伸(分)蔓、叶片沔绿、肥厚、色泽光高，

提早收成。 

五、适用作物: 长叶为主的蔬菜类(甘蓝、芥菜、包心白菜、菜心、奶

油白菜等)，果树幼龄期，果树(苹果、桃、李、梨、枣、龙眼、荔枝、

芒果、柑橘、弥猴桃、百香果等)春梢萌期，茶叶，芦荀，烟草，需

养枝条的火龙果，快速高产瓜果作物(丝瓜、苦瓜、小黄瓜、胡瓜、

越瓜等)，玉米，豆科作物(四季豆、虹豆、扁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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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大师 

一、大师功法:果香四溢，满载而归 

二、肥料定义: 生殖生长期专用微量元素有机肥(开花后) 

三、主要成分:酵素菌土、生物炭、特调胺基酸(南洋木木醋液、精萃

天然矿质液、动物性富硒高蛋白素等)、专利高抗性秋茂 89 菌 

四、作用说明:  

促进花芽分化，主要荷尔蒙为细肥分裂素及乙烯，当氮素过高时

会迫使生长素大于该两种荷尔蒙，促使植物只行营养生长(长叶伸蔓)，

迟迟未能进入生殖生长(开化结果)。花芽分化的主要微量元素，硼酸，

是一核酸(DNA)的主要启始组成因子，磷酸是构成细胞核酸(DNA)的重

要成分，作用于细胞分裂、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质之合成，影响着花粉

品质、受精与否，养份吸收及糖分运输等关系。膨瓜期的碳醣来源，

主要由氮、钾、镁、钙及硫促成，铁、锌、铜、锰协助碳醣有效转换

及储存。另，挂果瞬间，原储存于植物根部及茎叶部分之养份，大量

输出，供给膨瓜所需，在营养补充不足情况下，往往造成植株虚弱，

快速老化，烂根染病。与细胞分裂花芽分化、促花结果、保花保果、

果实膨大、果实转色、果实增甜 

五、适用作物: 需长地下根茎作物(竹荀、萝卜、土豆、地瓜等)，长

地下根茎中药材(人参、沙参等)需转色茄科作物(蕃茄、茄子、彩色甜

椒等) ，需转风味瓜果作物(哈密瓜、香瓜、甜瓜等)，需颜色艳丽花

卉(玫瑰花、花鹤花、太阳菊、金针花等)、果树(水蜜桃、苹果、桃、

李、梨、枣、龙眼、荔枝、芒果、柑橘弥猴桃、百香果等)开花结果

期促果实膨大转色转甜，风梨，产果期火龙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