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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微生物肥料 

3. 污染土壤生物復育 

四、結論 



 

土壤 



 

有想到土壤微生物? 



認識人類世代的資產～土壤 

 土壤是人類最基本的資源之一: 

    土壤歷經億萬年發育是人類最珍貴的資產，
人類生活基本上不能離開土壤。 

 保育土壤是每一世代的使命: 

     土壤環境劣化，人類的生存、生活、生產
、生態將受到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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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提供地球上的生態系有六大功能 

(1)提供動物、植物、微生物的「生長場所」 
(2)淨化殘體有機質及廢棄物之「處理所」 
(3)重要元素循環的「調控所」 
(4)水文循環速率的「緩和所」 
(5)土壤肥力的「恢復所」 
(6)植物養分的「保存及運送所」 
 

  以維持人類生存的安全、安定、安康之居所 
  
 
        

   





      土壤精神 
       It‘s a great integrator for functions 

 

 

 

 做為生物的棲息地  
 提供植物生長及作物生產的介質    

 做為工程施工的基地  
  

 

 

     

 各種養分和有機廢棄物轉變的場所 
 提供水資源並淨化水質  
   

 

孕育生機、默默耕耘: 

包容萬物、確實淨土: 



土壤的功能與土壤微生物多樣性 

 土壤的功能甚多: 

   主要是包括生產力、淨化力、保肥力、保水力及
生物制衡能力等，若土壤微生物多樣性降低，影
響到土壤品質及農業生產與品質，產生地下水污
染及營養供應不足之問題，使得人類生存依賴的
土壤環境及作物受到威脅。 

 土壤的功能與土壤微生物的功能: 

  有最密切的關係 

 土壤的微生物需要多樣性: 

  才能有效達成自然生態系之重要功能。 

 

 



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是指一地區所有形式的生命
體與其所觸及所有層次的生物組織。 

生物多樣性包括三種生物層次： 

   （1）基因（gene） 

   （2）物種（species） 

   （3）生態系（ecosystem） 

 

 



土壤微生物生態的研究 

早期:偏向於微土壤生物生態的功能及可培養
微生物為主 

直到20世紀末：才跳脫純培養方法的極限。
因大多數的微生物還是無法由純培養獲得。
近年來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已逐漸被應用
於微生物生態的研究，對微生物群落結構的
建立有極大的貢獻    



土壤微生物的種類 
微生物的種類繁多 

 1公克土壤中有1.7×1010個細菌，最常見的種類在該數
量的1％至0.1％之間。 

 2017.10.21.(19 ：20)地球人口7.57×109 

    (http://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 

報導指出1公克土壤有4,000種(species)不同的細菌。 

報導指出海水的1毫升海水中有163種。 

地球可能有10 12種微生物。99.999%尚未鑑定。 
     There Might Be 1 Trillion Species on Earth. 。 

顯示大約可培養的微生物細菌只有<1%而已，表示有

>99%的種類是至今仍無法被培養。 



土壤微生物多樣性 

 土壤的特性:複雜的自然體。 

 土壤微生物:多種複雜的族群社會，可培養的微生物細菌<1%。 

 微生物多樣性是指群落中的微生物種群類型和數量、種的豐度
和均度以及種的分佈情況。 

 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是指土壤生態系統中所有的微生物基因、
種類及微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多樣化程度。 

 當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種多樣性、遺傳多樣性、結構多樣性及
功能多樣性等4個方面。普遍使用 Biolog分析（community 
level physiology profile ，簡稱CLPP）、磷脂脂肪酸（
PLFA）分析和核酸分析等多種現代技術研究和表徵土壤微生
物多樣性。 



土壤微生物的認識 

       土壤微生物的分類 
一、濾過性病毒（Virus）  

二、細菌（Bacteria）  

三、古生菌（Archaea）  

四、真核微生物（Eucaryotic microorganisms） 

1.原生動物（Protozoa） 

2.藻類（Algae） 

3.真菌（Fungi） 

4.地衣（Lichens） 

5.線蟲（Nematodes） 

6.節肢動物（Arthropods） 



圖1.微生物的不同菌種之例子 

微米(μm)=10-6 m 

(0.5~2μ) 



土壤微生物的生存方式 
碳及能量來源 

 1.能源： 

  光合營性(phototroph)：利用光能 

  化學營性(chemotroph)：利用化學能 

   

2.碳源： 

  自營性(autotroph)：利用CO2 

   異營性(heterotroph)：利用有機物 

組合： 

  光合營         自營性 

  化學營         異營性 

 



特殊環境之微生物 

 溫度：嗜高溫菌、嗜低溫菌 

 酸鹼值：嗜酸性菌、嗜鹼性菌 

 鹽度：極端嗜鹽菌、嗜鹽菌 

 其他：缺氧、低養分、毒性、
重金屬或高放射線等 



圖2. 溶磷菌種於高鹽及高酸鹼逆
境條件下之溶磷現象 

(a)菌株Gluconacetobacter              

sacchari 

(b)固氮菌株Rhizobium tropici 

(c)固氮菌株 

Burkholderia caledonica 

(a) 

(b) 

(c) 

pH 11 NaCl  8% 



SOIL AND 
FERTILIZER 
英文版 

土壤與肥料  
中文版 

(第九版) 

SOIL AND FERTILIZER 
 韓文版、馬來文版 

(印尼適用) 

英文版：Chapter 9: Soil Microorganisms. P.371-442.  
中文版 ：第九章  土壤微生物 p.42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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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土壤微生物的組成結構與作用功能 



自然的循環 

碳循環 

水循環 

氮循環 

磷循環 

硫循環 

…… 

循環才能永續 
生生不息 

土壤是自然的循環的基地 
微生物是執行工作者 



生物資源 

微生物 
植  物 
動  物 

範圍： 

陸地、水域、大氣環境
、植物及動物之應用 



微生物的分類 

一、濾過性病毒（Virus）  
二、細菌（Bacteria）  
三、古生菌（Archaea）  
四、真核微生物 
（Eucaryotic microorganisms） 

1.原生動物（Protozoa） 
2.藻類（Algae） 
3.真菌（Fungi） 
4.地衣（Lichens） 
5.線蟲（Nematodes） 
6.節肢動物（Arthropods） 

 

放線菌 
Actinomycetes 

原生動物 
Protpzoa 

真菌 
Fungus 

細菌 桿菌 

螺旋菌 

球菌 



土壤微生物的角色 
濾過性病毒: 對較高等的生物 

  被侵襲致死或致病的問題。 

細菌:扮演最多的角色，對自然界的物質循環
（C、H、O、N、S、P）協助甚大： 1.分解
有機物質2.固定空氣的氮氣 3.硝化作用4.脫氮
作用5.溶解作用6.對其他微生物的生存關係 

 

 

古生菌:生產甲烷的菌種。能代謝硫菌。嗜熱
及嗜鹽的生存能力之特殊菌種。 

 



真核微生物的角色 
原生動物：  

 (1)侵食及控制土壤細菌族群。   (2)加速有機殘質之分解。 

 (3)促進養分之循環。  

 (4)在土壤水中之移動，加速提供溶氧及養分。 

藻類：  
 (1)進行光合作用。    (2)分泌有機酸。  

 (3)水生藻類行光合作用放出O2，並可吸收養分至植體。 

真菌：  
 (1)分解木質素及有機質之礦質化作用，釋放植物養分。 

 (2)分泌釋放植物賀爾蒙(如GA)。 

 (3)菌絲捆綁土粒及分泌液，促進土壤團粒作用。 

 (4)菌根真菌與根系共生作用。 

 (5)產生抗生素，抑制其他微生物之生長。 



真核微生物的角色 
地衣： 

   (1)固定氮氣的作用。 

   (2)光合作用及分泌有機酸之功能。 

   (3)空氣污染（如SO2）之生物指標。 

線蟲： 

   (1)具寄生於動物及植物之能力。 

   (2)具游離生活在土壤中之能力。 

   (3)傳播病原微生物。 

節肢動物： 

   (1)攝食植物殘體及排泄不分解物。 

   (2)破碎植物殘體。 

   (3)傳播病原微生物。 



篩選  
有益的微生物  

樣品材料 

分離、純化 
鑑定及分類 

非病原  
微生物  病原  

微生物  

非適用  
微生物  

 有益  
微生物  

測試運用 
 

病原和安全  
檢查  

新菌種 

研究開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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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bp0.blogger.com/_vfIvegji93A/RqCRkjIAQjI/AAAAAAAAAWY/SXTpaJj52A0/s320/Smiley_Face.jpg&imgrefurl=http://urbaniseddiary.blogspot.com/2007_07_01_archive.html&h=320&w=320&sz=9&hl=en&start=76&tbnid=W7dFuOvWRKywdM:&tbnh=118&tbnw=118&prev=/images?q=Smiley&start=60&gbv=2&ndsp=20&svnum=10&hl=en&sa=N


新菌種可提供下列應用： 
 1.微生物肥料：固氮、溶磷、                 

有機物分解等。 
 2.微生物農藥 
 3.土壤污染物復育 
 4.醫藥及食品 

2006~2017年至今發表命名新種140篇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IJSEM)及本土菌種庫7,000多株。 

基因體已定序 

台灣本土新細菌種之發現及命名 



New Scientific Name  Year 

Chryseobacterium formosense 2005 

Chryseobacterium taichungense  2005 

Deinococcus ficus 2006 

Chitinophaga skermanii  2006 

Pseudolabrys taiwanensis  2006 

Gordonia soli  2006 

Tepidimonas taiwanensis 2006 

Williamsia serinedens 2007 

Trabulsiella odontotermites 2007 

Luteimonas compostus 2007 

Comamonas odontotermites  2007 

Gordonia malaquae  2007 

Lysobacter defluvii.  2007 

Tenacibaculum litopenaei 2007 

Paenibacillus fonticola 2007 

Pseudoxanthomonas spadix 2007 

Sphingobium olei  2007 

Brachybacterium phenoliresistens  2007 

Arenimonas malthae  2007 

Rothia terrae 2008 

Comamonas composti  2008 

Pseudacidovorax intermedius  2008 

Chromobacterium aquaticum  2008 

Azospirillum rugosum 2008 

Pseudoxanthobacter soli 2008 

Sphingobium rhizovicinum 2008 

Nocardioides fonticola  2008 

Luteimonas aquatica  2008 

Pseudogulbenkiania subflava 2008 

Vogesella perlucida  2008 

Paenibacillus contaminans  2009 

Aquabacterium fontiphilum  2009 

Azospirillum picis  2009 

Parvularcula lutaonensis 2009 

Lutaonella thermophila  2009 

Andreprevotia lacus  2009 

Belliella pelovolcani  2009 

Flectobacillus roseus 2009 

Vogesella lacus  2009 

Muricauda lutaonensis 2009 

Algoriphagus olei  2009 

Microlunatus soli  2010 

Microbacterium agarici  2010 

Georgenia soli  2010 

Chitinibacter alvei  2010 

Chryseobacterium arthrosphaerae 2010 

Agaricicola taiwanensis  2010 

Fontibacter flavus  2010 

Arcicella aurantiaca  2010 

Rheinheimera aquatica 2010 

Gordonia humi 2011 

Novosphingobium soli 2011 

Virgibacillus soli 2011 

Allobacillus halotolerans  2011 

Microbacterium arthrosphaerae 2011 

Flavobacterium macrobrachiumae` 2011 

Jhaorihella thermophila 2011 

Pseudoteredinibacter isoporae 2011 

Salinicoccus sesuvii 2011 

Aquabacterium limnoticum 2012 

Inhella fonticola 2012 

Azospirillum formosense  2012 

Sphingomicrobium lutaoense 2012 

Sphingomonas formosensis 2012 

Microbulbifer taiwanensis 2012 

Paracoccus rhizosphaerae 2012 

Siansivirga zeaxanthinifaciens 2012 

Arcicella rigui 2013 

Pseudorhodoferax aquiterrae 2013 

Gemmobacter fontiphilus 2013 

Flavobacterium tilapiae 2013 

Stappia taiwanensis 2013 

Rheinheimera tilapiae 2013 

Pseudomonas sagittaria 2013 

Aureimonas ferruginea  2013 

Aureimonas rubiginis  2013 

Ruegeria intermedia  2013 

Azospirillum humicireducens 2013 

Cohnella formosensis  2013 

Vogesella fluminis 2013 

Pseudomonas formosensis 2013 

Chiayiivirga flava  2013 

Sphingomicrobium astaxanthinifaciens  2013 

Azoarcus olearius 2013 

Noviherbaspirillum malthae 2013 

Sphingomicrobium marinum 2013 

Sphingomicrobium flavum 2013 

Shimia biformata 2013 

Pseudomonas guguanensis 2013 

Luteibaculum oceani 2013 

Kordia aquimaris 2013 

Aquibacter zeaxanthinifaciens 2014 

Kochella marina 2014 

Chitinophaga taiwanensis 2014 

Novosphingobium thaliana 2014 

Gramella occani 2014 

Gramella xylanilytica 2014 

Lysobactor lycopersici 2014 

Gramella planctonica 2014 

Younginas  vesicularis 2014 

★ The 100 novel species named: 
Youngimonas vesicularis 

  ( 楊氏泡囊菌) 

New Scientific Name  Year 

Paludibacterium paludis 2014 

Rhizobium straminoryzae 2014 

Cribrihabitans neustonicus 2014 

Gramella planctonica 2014 

Niveispirillum fermenti 2014 

Algoriphagus taiwanensis 2014 

Hanstruepera neustonica  2015 

Rhizobium alvei 2015 

Pseudomonas matsuisoli 2015 

Chelativorans intermedius 2015 

Nocardioides echinoideorum 2015 

Bacillus lycopersici 2015 

Vitellibacter echinoidea 2015 

Bacillus formosensis 2015 

Paenibacillus medicaginis 2015 

Chryseobacterium    echinoideorum 
2015 

Thalassocola ureilytica 2015 

Azospirillum soli 2015 

Leucobacter zeae 2015 

Oricola cellulosilytica 2015 

Rhizobium capsici 2015 

Lysobacter lycopersici 2015 

Luteimonas pelagia 2016 

Azospirillum agricola 2016 

Novosphingobium   colocasiae 
2016 

Vogesella facilis 2016 

Ideonella paludis  2016 

Actibacterium ureilyticum 2016 

Ammoniphilus resinae 2016 

Formosimonas limnophila 2016 

Chitinibacter fontanus 2016 

Uliginosibacterium paludis 2016 

Sphingobacterium cibi 2016 

Idiomarina tyrosinivorans 2016 

Oryzomicrobium terrae 2016 

 

  

 表1. 2006~2017
年至今發表140株
新種(22新屬)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IJSEM) 
世界唯一認證新菌
種之期刊 
 
  

新種容易專利. 
 

 

 

★成為台灣本土 
發現新種最多之
研究室。 

 

★ 



危險群 

RISK 

GROUP 

生物安全等級 

BIOSAFETY 

LEVEL 

實驗室類型 

LABORATORY TYPE 

實驗室操作規範 

LABORATORY   

PRACTICES 

安全設備 

SAFETY EQUIPMENT 

第一級 

1 

第一等級 

Biosafety Level 1 
基礎教學、研究Basic 

teaching, research 
優良微生物學技術 

GMT 

無，開放式工作檯 

None; open bench work 

第二級 

2 

第二等級 

Biosafety Level 2 
初級衛生服務、診斷
服務、研究 

Primary health services; 

diagnostic services, 

research 

優良微生物學技術加上
防護衣、生物危害標誌 

GMT plus protective clothing, 

biohazard sign 

開放式工作檯加上防止氣
霧外流之生物安全櫃 

Open bench plus BSC for 

potential aerosols 

第三級 

3 

第三等級 

Biosafety Level 3 

特殊診斷服務、研究 

Special diagnostic 

services, research 

同第二等級加上特殊防
護衣、進入管制及定向
氣流 

As Level 2 plus special 

clothing, controlled access, 

directional airflow 

生物安全櫃及（或）其他
所有實驗室工作所需要之
基本裝置 

BSC and/or other primary 

devices for all activities 

第四級 

4 

第四等級 

Biosafety Level 4 

具危險性之病原體 

Dangerous pathogen units 

同第三等級加上氣密門、
出口淋浴及廢棄物之特
殊處理 

三級生物安全櫃或二級生物
安全櫃並穿著正壓防護衣、
雙門高壓蒸氣滅菌器（穿牆
式）及經過濾之空氣 

表2.危險群與生物安全等級、操作規範及設備對照表 

微生物的安全性   Biosafety 

自然界病原危險菌群占總微生物的比率甚低 



土壤微生物間的相互關係 
                                               X           Y 

       中性(Neutralism)                         0     0 

          共生(Symbiosis)                         +     + 

          基本合作(Protocooperation)      +     + 

          競爭(Competition)                       -     - 

          頡抗(Antagonism)                       -     - 

          共棲(Commensalism)                 +     0 

          偏害共生(Amensalism)               -     0 

          寄生(Parasitism)                          +     - 

          捕食(Predation)                            +     - 



土壤微生物多樣性的制衡作用 

未滅菌土壤 

滅菌土壤 

 7天後 



土壤微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提供作物功能： 

  1.增進養分之供應量與有效性 

  2.促進植物對營養分的吸收 

  3.刺激植物生長 

  4.保護植物 

提供環境功能： 

1.維持土壤肥力   3.淨化作用 

2.生物制衡       4.水土保持 

 

目標： 農業生產、永續經營 兼顧生產、生態、生活 

提供人類生存、生
活、生產、生態之
永續經營之價值 

以維持人類生存的安全
、安定、安康之居所 



土壤微生物多樣性的生態保育與 
減少農業災害之關係密切 

生態保育 

生態系、物種、基
因 的 多 樣 性 

 達   生態制衡  

 成   生生不息 

 目   循環永續 

 標 

減少農業災害 

1.確保作物生產量及穩定性 

2.增加生物防治之功能 

  減少病蟲害（地上及地下） 

3.減少天災之危害（水、旱） 



土壤環境保育可應用之技術 

(1) 生物法：微生物、植物、動物 

(2) 物理法:客土、淋洗、吸附 

(3) 化學法:分解、修飾、聚合反應  



土壤微生物的應用 

1.農業應用（生物肥料、生物農藥、 水產
、畜產、種苗等） 

2.環境處用（廢棄物、污染、污泥水等） 

3.工業應用（醱酵、食品、醫藥等） 



環境保育之微生物應用 

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 

生物肥料及生物農藥 

環保生技微生物應用 

受污染土壤生物復育 



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 



人類利用廢棄物再生肥料利用之演化史 

1.古代農耕法：古人智慧採簡單施肥方式 

2.傳統農業堆肥法：進化採傳統農戶堆肥方式 

3.機械式堆肥法：進步結合機械採室內堆肥 

4.快速處理法：現今結合微生物發酵快速處理技術 

自古至今人類利用廢棄物再生利用之缺點 

古代農耕法 傳統農業堆肥法 機械式堆肥法 快速處理技術法 

1.衛生條件差 

2.自生自用 

1.耗費時間長(數月) 

2.空間需求大 

3.廢水臭味問題 

1.無法完全醱酵 

2.需後熟 

3.堆肥時間需數週 

1. 完全腐熟醱酵 
2.不需後熟處理 
2.空間小、省時、省工 
3.無廢水、無臭味 
 



有機廢棄物處理緣起 

傳統有機質肥料的處理問題 
1.有機廢棄物數量龐大，難以處理 
2.焚燒與掩埋，處理成本高、浪費資 
  源、同時造成二次汙染 
3.傳統堆肥的製造過程，帶來問題 

  大量空間 
  大量調整材料配合 
  惡臭及污水 
  腐熟耗時至少需2~4個月 
  二氧化碳釋放量大 
  大面積堆肥場房與機具成本高。 

 
 
 
 
 
 

未來需求分析 
1.農業化學肥料的問題 
 石油價格高漲，化肥價格居高不下。 
 全球普遍土壤酸化及劣化嚴重，增加改良

土壤之有機質肥料的需求。 
 各國政府皆已著手減用化肥量的計畫出台 

 

2.傳統堆肥引起的環保意識之高漲 
 有機廢棄物的處理需要有無臭及高效快速 
     處理方式之須求。 
 避免傳統堆肥造成溫室氣體之釋放。 

 

3.消費者及生產者之覺醒 
 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之關切與重視。 
 農作需要大量有機質肥料之供應。 

 
 

 
 
 

 

 

目的：1.解決傳統有機廢棄物處理的問題。 
            2.提供全球農業、環保及社會之需求。 



                     豬糞             牛糞                              雞糞 

                        廚餘               棕櫚纖維            枯枝落葉 

任何有機廢棄物 



校園樹枝落葉處理 





創新快速處理 

之原理與理論概述 

免堆新觀念 

1~3小時 



添加催化劑 

生化物質：微生物酵素 



添加反應酵素 

比較傳統堆肥法與本技術 

傳統之堆肥法 本快速處理技術 

耗時(2~4個月) 1~3小時，  

耗空間 占空間小(1/10傳統) 

惡臭、污水 無惡臭、無廢水 

二氧化碳釋放量大 無二氧化碳釋放 

堆肥場與機具大型 場房與機具小 

成本高 成本低 

具病原菌 無病原菌 
氮肥分損失>50% 無氮之肥分損失 

<50%製成率 100%製成率 

本高效處理技術 傳統之堆肥法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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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式快速處理系統 

Batch process-Reactor Devices: 



除臭系統＋ 快速反應槽系統 



1.Transfering: mixing and reaction 

2.Heating: improving maturity and sterilization 

批次式流程─精密型反應槽設備（貨櫃型） 
Batch process for liquid and paste organic wastes 



廚餘廢棄物快速處理系統 
Fast treatment processing system for kitchen wastes 



                連續式快速處理系統 
Continuous process for solid organic wastes (100~150 tons
/ day) 
 



快速處理技術處理之有機質肥料 

 雞糞 棕櫚纖維 

豬糞 

反應前 反應後 反應前 反應後 反應後 反應前 

學校枯枝落
葉 

廚餘 

牛糞 



 

豬糞原樣與處理後之大腸菌群之菌數(共七批) 

 Coliforms, MPN/g 

原樣（公豬） 1.1 × 109 ~ 6.8 × 109 

原樣（母豬） 6.4 × 109 ~ 4.8 × 1011 

固液分離後 5.4 × 106 ~ 1.4 × 107 

70℃ 烘乾 未檢測出 ~ 6.8  

速成有機肥成品 未檢測出 

 

豬糞快速製造過程中大腸桿菌群落動態之研究 

快速處理豬糞的安全性：病原菌分析 



處理 空心菜平均株
高 

空心菜平均株
重 

公克 ﹪ 公克 ﹪ 

(1)對照組 43.2b  100   89.6b 100 

(2)豬糞原料 (10 ton/ha)  49.0b  113  120.3b 134 

(3)快速處理豬糞(10 ton/ha)  59.3a  137  286.5a 320 

表3、豬糞原料及快速處理豬糞有機質肥料對空心菜田間栽培 
試驗之影響 

 

表10、豬糞原料及快速處理豬糞有機質肥料對空心菜田間栽培試驗之影響 



免堆技術應用範圍 

1.農、林、漁、畜牧業之有機廢棄物 

 農場、園藝、果菜、菇類、林木、家禽養殖場
、豬牛畜牧場等、漁業養殖場之有機廢棄物 

2.民生有機廢棄物 

 家庭廚餘、機關、學校、 部隊、監獄等之有機
廢棄物 

3.事業有機廢棄物 

 食品加工製造業、酒廠、屠宰場、餐廳、市場
、醫院、飯店、植物性藥材、造紙、污泥、皮
革廠、家俱廠等之有機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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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農業 

不依賴農用化學物質的生產體系 

降低能源使用及生產成本 

穩定產量及提高收益 

減少環境生態的衝擊 

重視環境生態的農業 



作物生長條件 

陽光 

空氣 

水 

土壤 

土壤微生物 
影響作物之 
養分及水吸收 

土壤 
微生物 

淨化土壤 



微生物 

病原菌 

氧化還原電位 

營養競爭 

根分泌物 

營養吸收 

養分有效性 

固氮 

載鐵物質 

根圈 

根圈保護 

生長調節劑 

土壤 
微生物 

淨化土壤 

影響作物之 
養分及水吸收 

微生物肥料施用    減少化學肥料施用量    減少土壤劣化及酸化    
    減少作物生病    減少農藥施用    即為安全農業 

植物相生相剋 

生物防治 

微生物 

氧化還原電位 

營養競爭 

根分泌物 

病原菌 

載鐵物質 

根圈保護 

營養吸收 

養分有效性 

固氮 

生長調節劑 

植物相生相剋 

生物防治 

微生物 

微生物與植物之關係及功效 

PGPB (Plant growth-promoting bacteria ) 根圈 

植物生長促進細菌 

與動物的營養的差別 



生物肥料及生物農藥 



 肥料的種類及發展 

1.化學肥料 

2.有機質肥料 

3.微生物肥料 

混
合
肥
料 

複
合
肥
料 

生
技
肥
料 



永續農業 

不依賴農用化學物質的生產體系 

降低能源使用及生產成本 

穩定產量及提高收益 

減少環境生態的衝擊 



不依賴化學肥料的方法 

生物肥料：微生物的活體 

有機質肥料：動、植物及微生物殘體 

礦物肥料：岩石礦物粉末 



土壤微生物問題的發生 

土壤病菌增多 

微生物間的不平衡 

土壤微生物的減少 



土壤永續利用的方法 



土壤微生物的健康管理 

勿污染土壤 

勿過量使用農藥及肥料 

勿長期連作 

要施用適當及適量的有機質肥料 

要改善土壤環境  

要接種有益微生物 

 

 

 

 



微生物肥料之定義 

     微生物肥料，係指含具有活性微生
物體或休眠孢子，如細菌(含放線菌類)
、真菌、藻類及其代謝產物的特定製劑
，應用於作物生產具提供應植物養分或
促進養分利用等功效之微生物物品。 



為何要用微生物肥料? 
土壤劣化： 
 大量長期施用農用化學物質 

   長期耕作收獲 

   

土壤污染： 
  環境之污染 

  農用物質污染 

土壤生態相劣化： 

  微生物多樣性降低 

  生物制衡能力降低 

  病蟲害增加 

養分不均衡 

無效性養分累積 

主要目標： 

    1.減少化肥及有機質肥料施用，發揮肥效。 

    2.溶解無效性養分，增加養分有效性及吸收。 

    3.制衡病原微生物，減少病害。 



土壤微生物肥料的應用目的 

根圈保護 

促進植物根系生長 

促進吸收水分與養分 

延長根系壽命 

分解或吸收毒害物質 

提高作物抗逆境及移植存活率 

提早開花 

廣義肥料之功能 
減少大量化學肥料的施用 
減少土壤劣化 

1.直接應用目的 

2.間接應用目的 



微生物肥料的產品種類 

根瘤菌 

固氮菌 

溶磷菌 

溶鉀菌 

菌根真菌(內生及外生) 

複合微生物肥料 

有機分解菌 

有機聚合菌 

根圈有益菌 



生 物 固 氮 作 用 的 種 類  

生態類別 菌  種  類  別 菌    種    例    子 
一、游離性 

        有機營 好氣性菌 Azotobacter, Beijerinckia, Rhizobium 

兼性菌 Bacillus, Klebsiella, Azospirillum 

厭氣性菌 Clostridium, Desulfovibrio 

        光合營 藻綠藻 Nostoc, Anabaena, Gloeothece 

紫非硫化菌 Rhodopseudomonas, Rhodospirillum 

紫綠硫化菌 Chromatium, Chlorobium 

二、協生性 

        有機營 根圈微生物 Azospirillum, Azotobacter, Bacillus 

葉圈微生物 Klebsiella, Beijerinckia 

三、共生性 

        有機營 豆科根瘤菌 Rhizobium, Bradyrhizobium 

豆科莖瘤菌 Azorhizobium 

非豆科根瘤菌 Rhizobium 

非豆科根瘤放線菌 Frankia 

        光合營 裸子植物、鐵樹 Nostoc 

地衣、地錢、苔類 Nostoc, Stignonema, Calothrix 

水生蕨、滿江紅 Anabaena 



生物固氮酵素的作用 
     反 應 物 構 造  生 成 物 

氮 (dinitrogen) N≡N  NH
3
+H

2
 

乙炔 (acetylene) HC≡CH H
2
C=CH

2
 

氰化物 (cyanide) (C≡N)- NH
3
+CH

4
 

丙二稀 (allene) H2C=C=CH2 H
2
CO=C-CH

3
 

疊氮化物 (azide) N≡N+-N- N
2
+NH

3
+N

2
H

4
 

氧化亞氮(nitrous oxide) N≡N+-O- N
2
+NH

3
 

氫離子 (H+ion) (H)+ H
2
 



根瘤菌與豆科之共生固氮作用 

根瘤 

豆科植物 



為什麼要接種優良根瘤菌 





溶磷菌 







叢枝菌根菌 

Arbuscular mycorrhiza 

功效： 

    促進植物吸收養分及水分、抗旱、耐水、抗土壤病原菌、中
和重金屬毒害、延長根系壽命及移植存活率等。 

根毛 

菌根真菌 

菌絲 













受污染土壤生物復育 

 
石油污染為例 



JG39︰Gordonia nitida 
BC04︰Nocardioides simplex 
BC11︰Rhodococcus erythropolis 

浮起菌測定Floating tests 

CCRC16048 (BS):   Bacillus subtilis 

CF3 :  Comamonas testosteroni 

CF5 :  Acinetobacter sp. 

CG22 : Sphingomonas yanoikuyae 

浮起菌 非浮起菌 



菌的親油性 

Oil affinity test for floating and non-floating bacteria 

BS CF5 

JG39 BC04 

浮起菌 

不浮起菌 



重油唯一碳源測定 

CC-JG39, CC-BC11, CC-FH2 and CC-LSH4-1 cultured in sole 

fuel oil carbon source showed more turbidity compared to 

the blank tube.  



健康的人類 

高品質、高產量 

健康的作物 

健康的土壤 

作物之三大需求： 

營養、水分、氧氣 

作物之三大生長條件： 

良好的物理、化學、生物相 

土壤有機質 

化學肥料 有機質肥料 微生物肥料 

土壤微生物的多樣性 與環境保育對作物與人類健康之影響 

養
分 

土
壤
改
良 

土壤改良 
養
分 

養分有效性及利用 



結論及展望 

 加強土壤健康及微生物多樣性調查  
 加強土壤微生物種原蒐集及遺傳鑑定 
 加強土壤微生物之研發利用研究 
 改善農田灌溉水之品質:需要灌排分離, 
  避免家庭污水進入 

健康土壤、土壤微生物多樣性 
合乎自然法則，才有安全農業 
農業永續  人類才能健康 



結論 

土壤微生物的多樣性角色 





Thank your for your attention  謝謝!!敬請指教 

 



謝謝!!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