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 手 指 修 習 課
- 入 ⾨ 編 -

2023-初版



四 個 月 
 令植物爆盆！

我們相信種植植物，放在對的環境就成功了一半！ 
其次是不用太「理會」他，因為植物不常澆水反而更能健康生長！ 

這次的《綠手指修習課》-入門篇。 
將會帶領大家離開植物殺手的圈子。 
由入學前級別直接跳級到畢業！ 

掌握了我們經驗累積得來的<不澆水種植守則>就能變成不失敗的綠手指！ 
當然澆水不是「只是把水澆下去」這麼簡單，其中跟盆的材質和介質(泥土)
也有密切的關係。 
然而，對植物來說，他們感受的光其實跟人類能感受到的光線存在著很大
差異！ 
為什麼明明把植物放近窗邊，卻展現出不夠光的狀態如葉片突然掉落、枝
幹徒長甚至生長停滯等等。 
所以，光照、澆水和介質是種植學習中一個互相關連的三角形， 
要全部一次過認識。



作者是誰？



推動我們分享教材的說話



- 內 容 -

•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P.6-12)


• 介質(泥⼟)、盆器與植物根部的呼吸-(P.14-16)


• 澆⽔也要學：澆⽔的管理、⽔與介質的關係-(P.17-19)


• 兩個⽅法找到植物最理想的陽光、光線-(P.20-21)


• 植物的營養餐：活⼒素、肥料的應⽤-(P.22-24)


• 為植物急救！病蟲害的避免與處理-(P.25-30)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1.植物能淨化空氣、去甲醛？  

2.枯葉放在泥⾯當肥料？  

3.雨⽔對植物有營養?  

4.辣椒⽔驅蟲？  

5.多⾁植物易種?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1.植物能淨化空氣、去甲醛  

“每一平方公尺放置兩盆9公分盆徑的植栽，一週左右便可讓空氣品質大幅改善，便可降低揮發性有機物，提高室內空氣品質”； 

“以一般香港家居面積來計算，300尺單位可放10盆盆栽 。如聖誕紅、心葉蔓綠絨、袖珍椰子、吊蘭、龜背芋、白鶴芋等。 
室內光線愈明亮，降低二氧化碳濃度的效果愈好。” 

“滴水觀音除灰塵，橡皮樹除有害物，文竹滅細菌，常春藤吸甲醛，吊蘭吸一氧化碳和甲醛，蘆薈是空氣清潔器，仙人掌減電磁輻射⋯⋯”  

這些都有聽過嗎？其實...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植物能除塵”以及衍⽣出的“植物能吸收PM2.5”的說法，其實主要是由於⼈們常看到植物葉⽚沾滿灰塵⽽流傳開的。 
其實，沾染的灰塵並不是植物⾃⼰去搶奪空氣中的塵埃顆粒⽽來，⽽只是⼀個被動的結果。 
粗糙的葉⽚有著很⼤的表⾯積，當塵埃顆粒落在葉⽚上時，就被阻滯、吸附在凸凹的縫隙之中。 
對於PM2.5顆粒，還可通過氣孔進入植物葉⽚，停留在植物葉⽚內。 
之所以認為植物會除塵，只是因為有些長得葉⽚⼤、我們更容易觀察到“落灰”現象罷了。  

“常春藤吸甲醛，吊蘭吸⼀氧化碳和甲醛” 
植物對甲醛的吸收量實際上相當低，⼤多在1mg/h/的數量級上甚⾄更低，⽽備受推崇的吊蘭甚⾄只有0.15mg/h/。 
對於香港動輒幾百尺的室內空間來說，若想把室內甲醛濃度從0.5mg/m3降低到標准的0.1mg/m3，需要個把⽉甚⾄更長時間，  
同時要考慮的是，在植物吸收這些氣體的同時，室內還在產⽣這些氣體分⼦，這就⼜使得本就不明顯的吸收效果再打了⼀個折扣。 

“⽂⽵滅細菌” 
只知道⼤蒜能起到⼀定的殺菌作⽤。 
不過，要讓植物起到除去室內細菌的作⽤，就必須讓植物所含的殺菌物質和細菌接觸才⾏。 
⼀種⽅式是，細菌主動出擊，落在植物葉⽚上甚⾄入侵到植物體內，但是這⼀⽅式，就和我們上⾯說到的“除塵”⼀樣，只能被動地殺滅細菌，沒有“室內除菌”的意義。 

 “在電腦旁邊放植物可以減少輻射” 
這是流傳甚廣的說法。 
事實是，即使你把植物們密密實實地壘在⾃⼰⾯前，你也只擋住了電腦屏幕處於可⾒光波長范圍附近的電磁輻射，⽽其他波長的電磁波依然能無視植物的存在，穿越⽽過。 
⽽且任何溫度⾼於絕對零度的物體，都會發出電磁波。 
電腦、植物，甚⾄你⾃⼰，都在無時無刻發出不同波長的電磁波。  

此外，由於植物具有⼀定的蒸騰作⽤，對增加室內空氣濕度有⼀定幫助。 
當然，前提是這些植物不是吝嗇⽔分的多⾁植物，並且要及時澆⽔。 

因此，要想去除家中的氣體污染物，除非是全無化學物料的裝橫以及⼀半以上的空間都佈滿植物， 
否則每天開窗通風（當然是好天氣下）是最好、最經濟的選擇。  
還有就是設置空氣清新機。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2.枯葉放在泥⾯當肥料 

任何含有機質肥料都⼀定要先經發酵處理才可混在種植介質/⼟裏⽤， 
充分發酵後被微⽣物及細菌分解的有機物才能讓植物有效吸收養份，之餘，不會在發酵過程中產⽣熱能⽽ 燒 根。 
腐殖⼟也就是⽤發酵處理後的枯葉來轉化⽽成的。 

但如直接在介質/⼟上不理會、未被發酵的有機物就直接在盆栽、泥⼟裏發酵， 
即是有霉菌之餘還會有臭味的情況，⼩則臭氣熏天，重則招惹昆蟲、霉菌影響泥⼟透氣性令植物爛根、影響泥⼟成分， 
威脅植物健康。

枯葉可以當肥料， 
但 絕 不 是 直 接 放 表 ⾯！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3.雨⽔對植物有營養?  

營養或多或少是有的， 
給植物淋⾬的好處是因爲⾬⽔較⾃來⽔所含電解質較多，⽽且⾬⽔多數屬於酸性，酸性的⾬⽔灌溉能夠改善盆⼟的酸鹼度， 
利於喜酸性植物的⽣⻑，淋⾬時⾬⽔對葉⽚的沖刷也有較好的清潔作⽤。 
再說也沒有⾃來⽔的氯、氟等對植物⽣⻑不利的化學物質。 

只是 
有些花草的葉⽚上有絨⽑，淋⾬後不易蒸騰，⼀旦葉⽚淋⾬⻑時間在濕透狀態下不乾就容易腐爛。 
⽽且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市區，造成污染的化學物質會陪隨⾬⽔洒下，有時會流經⼤廈外牆，沾染細菌。 

但不過 
只要肯定所處的地⽅沒有嚴重的空氣污染物、⾬⽔不會流經⼤廈外牆，其實可以有⽔盆來盛載⾬⽔，依量給植物澆⽔，也是最理想的。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4.辣椒⽔驅蟲 

很多⼈聽過、試過，效果好嗎？多數都是不明顯，甚⾄沒效果。  

這是因為，不是每⼀種昆蟲、害蟲的嗅覺都跟⼈⼀樣怕辣味啊！ 
我們能夠感覺到辣，那是因為辣椒裡⾯有辣椒素、⼆氫辣椒素等物質。 
這些物質，似乎只針對哺乳動物有著作⽤，對於其他動物毫無作⽤可⾔。 

且辣味並不是味覺，我們定義的味覺有酸、甜、苦、鹹、鮮，其中並沒有辣味，辣味其實是⼀種痛覺，帶有辣味的食物會刺激細胞， 
產⽣灼燒的感覺，這種感覺會和味覺相混淆。 
⼀般來說，當⼈或者動物吃下辣味的食物，都會感受到痛覺，從⽽感受到辣味。 

但有些⿃類或者昆蟲，⼝腔細胞不敏感，辣味不能對細胞造成刺激，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動物都能感受到辣味。 

再說 
辣椒的植株附近就沒有昆蟲嗎？試試翻開泥⼟看! 就算辣椒⾃⾝也能發現被蟲蛀呢！ 

辣椒變辣並不是為了防蟲。 
辣椒之所以有辣椒素，就是為了防⽌被哺乳動物吃掉，辣椒都希望被⿃類吃掉， 
因為哺乳動物普遍有牙⿒，會咀嚼，就會把辣椒的種⼦給破壞了，⿃類，不會破壞種⼦，⿃糞還會為種⼦提供營養，四處⾶翔還能到處傳播。 



避免五個常⾒的種植誤區

5.多⾁植物易種? 

⼀些盆栽店會以「懶⼈植物」為多⾁植物作招徠，因為不⽤常澆⽔，就說成很容易種植。 
特別對於種植新⼿，會把「不⽤常澆⽔」理解成「不⽤(或忘記)澆⽔」、「不⽤理會」。 

當然也有幸運的例外，有些朋友在放對環境、盆內介質合適的條件下，就養得好了。 
但⼀定不多。 
先要知道，店家懂養，對他們來說當然容易。 

在我們收集回來的交談中，發現很多⼈初接觸種植的經驗，就是把多⾁植物種死。 
所以其實⼀點也不容易種植，起碼不能被低估。 

再說，通常店家慣性在沒有了解買家的植物放置環境下，⼀概⽽論交代植物要多久澆⽔⼀次。 
有些朋友甚⾄怎樣為之「⼀次正式的澆⽔」也不知道。 

⾸先，各⼈放置植物的環境都不⼀樣，就室內室外的溫濕度⼰有很⼤差別，空氣流通狀況、盆⼟疏⽔度也很影響澆⽔頻率。 
⽽且植物的觀感跟⼈是不同的。 

選購植物，為植物選對環境，其實需要有很多認真的考量、觀察。 



介質(泥⼟)、盆器與植物根部的呼吸



介質(泥⼟)
栽培介質是指⼟壤及其他天然或⼈⼯介質等供植物附著或固定，並維持植物⽣長發育的物質。
要依據植物特性和栽培環境作出相應的調配使⽤。
我們常⽤的⼤致上有這些：
泥炭⼟

來源是苔蘚植物在沼澤中因長時間積⽔的缺氧環境下，導致分解不完整⽽形成類似煤的泥炭層，含有較⾼的有機質，⼀般⽽⾔酸鹼值較低，市售產品⼤多已調整過。

泥炭⼟若顏⾊呈淡褐⾊、質地較粗⽽蓬鬆，其吸⽔性、保肥性與通氣性較佳，品質較好；若顏⾊較深、質地較細⽽緊密，則吸⽔性、保肥性與通氣性較差，不適⽤於栽種植物。


⽔苔

也稱作泥炭蘚，是⼀種⽣長在⾼海拔、森林陰溼處或沼澤中的苔蘚植物，也是⽣成泥炭⼟的主要成分之⼀。


經採集晒乾⽽成的⽔苔質地柔軟，吸⽔⼒極強，具有保⽔時間較長卻⼜透氣的特點，


經常使⽤在蘭花、鹿⾓蕨的栽培。不過容易腐壞，建議每半年⾄1年就要更換⼀次。


⽇本富⼠砂


⽇本產之⿊火⼭砂，顆粒狀，具多細氣孔，不會崩解，可長期重覆使⽤。特性為通氣性、排⽔性、肥性、保⽔性俱佳，防⽌根部腐爛。


赤⽟⼟

PH值微酸。富含鐵質 具有良好的排⽔性、保⽔性及通風性，對於植物根部的發展有良好的效果。


⽵炭碎


可增加⼟壤的排⽔透氣性，有利根系發展。

⽵炭孔隙內壁含超強的吸附能⼒，可有效降低⼟壤中有害物質及⾃來⽔中的氯氣。

具有抑菌的功能，可降低病菌的感染。

含遠紅外線，可使⽔分⼦更細微活化⽔質，使根系更容易吸收⽔份及肥料。

還能釋放礦物質，提供植物所需養分改善⼟壤酸鹼值，避免⼟壤介質過度酸化。
 我們⾃⾏調配的觀葉植物介質

https://www.greencapsulehk.com/product-page/MixedSoil


盆器

市⾯上有各種材質⽤料的盆器 
但我們常⾒常⽤的⼤致上有以下

塑膠盆

質地輕，價錢低，容易收納。

但能讓盆⼟介質透氣的地⽅只有頂部及底部疏⽔孔，容易積⽔，⽇曬久了也很容易崩解。

圖中是由⽇本發明的盆器「⻘⼭盆」，特點是盆側也設計成有氣孔，令空氣能從更多地⽅進入盆⼟介質，增加疏⽔度，令根部能發展更好。

也有半透明的，可以⽅便觀察植物根系。

素燒陶盆

質地較重，價錢比膠盆⾼⼀點，顏⾊選擇不多，不過耐⽤性⾼，能經得起長時間⽇曬。

但因材質製作過程讓物料產⽣很多微細⼩孔，令空氣能從更多地⽅進入盆⼟介質，提供令盆⼟介質更全⾯透氣的地⽅，很少積⽔， 增加疏⽔度，令根部能發展更好。 

但澆⽔頻率比較密。

比較適合喜歡疏⽔度⾼或喜歡潮濕(但不是浸著⽔)的植物。

⽔泥盆

質地很重，價錢比較⾼。

材質沒有素燒陶盆的透氣，⽽且⽔泥含有強鹼性，物質滲入盆⼟介質會對⼤部分不喜歡鹼性⼟壤的植物有壞影響，

需要先⽤⽔沖浸或調整⼟壤酸鹼度，去除過多鹼性物質。 



根部的呼吸

⽔及礦物質由根⽑及表⽪細胞進入根後，便由⽊質部向上運輸⾄葉提供細胞利⽤，
⼤部分的⽔會變成⽔蒸氣，由葉⾯氣孔散失⾄空氣中，這⽔蒸氣由葉⾯氣孔散失的現象，稱為蒸散作⽤。
(需要陽光)
由於植物⽊質部是⼀條由根、莖到葉連成充滿⽔的細管，因此當⽔從葉⾯氣孔蒸散時，
會產⽣⼀股拉⼒，把莖內的⽔往上拉，根部的⽔也隨著上升。

但是， 
很多時被忽略的是，蒸散作⽤也需要根部處的泥⼟中含有空氣，才能令蒸散作⽤有效。
從葉⾯經過的空氣，能增加氣壓，在泥⼟中的空氣便能為氣壓減壓從⽽把⽔拉上葉⾯氣孔。

*圖⽚來源⾃網絡

https://biowebofzell.weebly.com/264083607437096.html


澆⽔也要學：澆⽔的管理、⽔與介質的關係

植物會配合季節⽽有不同的⽣長變化，溫帶地區的植物 
會在春天溫度上升時⽣長枝葉、萌芽或開花結果，此時⽣長旺盛，需要⽔分； 
晚秋時葉⽚凋零，冬天進入休眠狀態，這時就不太需要⽔分。
留意⼟壤排⽔性，排⽔性⾼比較易乾涸；相對地排⽔性低容易滯留⽔分。 

*這是我們苔⽟澆⽔的參考表




澆⽔也要學：澆⽔的管理、⽔與介質的關係

依天氣和季節控制澆⽔量
晴天時⼟壤容易乾燥，尤其是夏天，就算剛澆過⽔亦會轉眼乾掉，因此⼀天⾄少需澆兩次以上的⽔。陰天則應該控制澆⽔量。

澆⽔應盡量在⽇間(多⾁植物相反)
⼀般⽽⾔，澆⽔會在植物活動時進⾏，通常在早上。
隨著植物感到太陽升起、氣溫升⾼，植物也會打開在葉背的氣孔，進⾏呼吸旺盛的蒸散作⽤。由於此時植物的⽔分正⼤量地向外流失，因此必須補給⽔分。
蒸散作⽤於傍晚後開始減退，所以此時不太需要⽔分。
若於傍晚後澆⽔會令植物容易⽣病，植物⽣病多半是由於感染了真箘或細菌，⽽病原菌⼤多易於多濕的環境下繁殖。 
若在傍晚後澆⽔，盆⼟⼀旦無法排出多餘⽔分，就會形成病原菌最愛的⾼濕度環境，若再加上⾼溫的環境因素，⼟壤無法透氣，更會造成根部腐壞。
總括⽽⾔，除了夏⽇⾼溫的時期外，澆⽔應該在早上進⾏。

澆⽔要等待
乾濕交替的澆⽔⽅式能讓根部獲得呼吸。
若在⼟壤表⾯還是濕潤的狀態下澆⽔，根部的⽔分會過於飽和，導致淹⽔，這樣根部便無法呼吸，有機會窒息。
但也注意⼀旦長期乾燥，受損程度就會⼗分嚴重，會整株植物枯萎，主要是依據植物習性⽽定。
若能待⼟壤乾(或微乾)後再澆⽔，⽔份就能順暢地帶著氧氣由⼟壤表⾯滲入並流向盆底，進⾏空氣交換的⼯作，令根部獲得所需的氧氣。

葉⽚也要澆⽔？
植物跟我們⼀樣會對夏⽇⾼溫作出反應，⼈類會流汗，植物就會從葉⽚表⾯的氣孔蒸散⽔分以達降溫效果。
然⽽溫度過⾼的狀態下植物是難以適應甚⾄枯萎，此時可以⽤噴霧器把⽔噴灑在葉⽚。
由於附在葉⽚上的細⼩⽔滴蒸發時會帶走熱，所以可讓植物達到降溫效果。⽽當⽔分擴散⾄空氣中亦能防⽌乾燥。所以在乾燥環境時可多噴霧葉⽚。
噴霧也可去除葉上灰塵，也能初步的防⽌喜歡在葉⾯⽣長的⼩昆蟲。
但要注意的是，切勿在⾼溫下澆冷⽔，植物葉⽚細胞液與⽔之間的溫度差距太⼤會令葉⼦受損。
若於葉⽚柔軟或花朵柔軟的植物葉⼦上澆⽔，在烈⽇的照射下，⽔珠也會把陽光折射造成葉⽚灼傷。



正確的澆⽔⽅法

盆器栽種的植物，每次澆⽔應該澆⾄底部流出，
等待⽔分流乾後，再重複澆⽔⼀次，

確保⼟壤介質中的空氣得到交換，並且充分吸收⽔分。

判別澆⽔時機，以⽵簽插入⼟壤中，深度約為⼀指節5cm，如發現下層⼟壤⺒經乾燥，才進⾏新的⼀次澆⽔。



兩個⽅法找到植物最理想的陽光、光線

⾸先，⽇照的強度會根據⽩天中的時間與天氣狀態⽽變化，正午時分且晴朗無雲的⽇照是最強的。
然後⼤致上會分類為三種 :

• 全⽇照，全天6-8 個⼩時幾乎沒有其他物體遮擋光線的直射陽光的環境。

• 半⽇照， 3-4 個⼩時的直射陽光環境。

• 半陰(散射光)處則是沒有陽光直曬，卻能感到光亮的地⽅。

簡單在家中判斷⽇照的⽅法就是依據⽅位來看。

南⾯的露台／窗邊是最多⽇照的，也是最有機會得到全⽇照環境的地⽅ ;

東⾯與⻄⾯因為⼀⾯是⽇出、⼀⾯是⽇落，⼤致上都是「半⽇照」的環境 ;

北⾯則是最少⽇照的，多是散射光照(半陰)。

不過，許多植物對⽇照的要求是有彈性的，彈性是指植物在不同⽇照條件(但不是完全相反)下安然長⼤。
但是這個彈性通常是「漸進性」的，劇烈的改變⽇照條件通常會帶來些不良的影響，有需要的話建議慢慢的移動會較好。



關於如何替植物選對合適的栽種環境，光的條件佔了不能忽視的比重。 
⽽因為⼈類⾁眼太精密的構造，我們懂得在對焦時⾃動調整光暗，就像電話的相機⼀樣。 
這樣所看的環境光度好像也是比較「⼀致」光的。

但對植物來說，沒有能調整感光系統的眼晴，他們感受的光其實跟⼈類能感受到的光線存在著很⼤差異！

我們⽤測光app做了個⼩測試，給⼤家參考：離窗邊只是10cm的距離就已經扣減了約70%的陽光！

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明明把家中植物（特別是多⾁、塊植類）放近窗邊，植物卻展現出不夠光的狀態如葉⽚突然掉落、枝幹徒長甚⾄⽣長停滯等
等。

為植物在家多了解⼀點居住環境吧！

測光app推介


1.Lux Light Meter

2.Photon 


*當然數據不及專業儀器，但參考價值還是有的



植物的營養餐：活⼒素、肥料的應⽤

活⼒素不算是肥料，是⼀種對植物有幫助的微量元素，

在化學肥料中，包含 氮N 磷P 鉀K 為主的含量比例，並依據不同⽬的⽽產⽣出各種比例，

例如:
複合型的萬⽤肥 氮N：5 磷P：4    鉀K：5

開花型的花肥     氮N：0 磷P：10  鉀K：10

長葉型的葉肥     氮N：7 磷P：3    鉀K：3

⽽活⼒素就是氮磷鉀之外的中量或微量元素，
這些微量元素可以比喻為維他命，不需要多，多會中毒。

⽽當中維他命B是幫助細胞分裂的主要原素。
即是可以加快根部及其他細胞組織的發展。

施達B-1
官⽅資料簡介：
登記成分：尤加樹汁液、維⽣素B
增進根系⽣長及恢復植物活⼒，促進果實品質更加豐滿，使得花花草草成長更加茁壯與快速；
此產品為⾼溶解性，使⽤後能立即溶於⽔中或⼟壤被植物吸收利⽤；

可⽤於葉⾯噴灑或直接灌注於⼟壤介質 中效果迅速，能幫助開花結果及增加花卉⾊澤；
適⽤於各種花卉、蔬果。

•幫助快速成長

•促進果實品質更好

•簡單操作

•屬於⾼溶解性

HB-101
官⽅資料簡介：
為⽇本天然⼭林植物萃取液，能促進植物健康，⼤幅提升抗寒、抗熱、抗雨能⼒。
植物健康⾃然⼤幅降低農藥的使⽤，產量品質⼤幅提升。
HB-101不是農藥、不是肥料，為衫、松、檜、⾞前草等多種植物之萃取配⽅。
100％純天然提取四季可⽤，安全不燒根。
⽇本JAS、美國OMRI有機農業適⽤資材認證，中華⺠國農糧署「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其他類品牌推薦」有機資審字第101009號，不但安全無害，對植物無任何副作⽤，對⼈類、動物、⼟地都很健康。

對植物之功效
■ 提升提⾼⽣命⼒、抵抗⼒，恢復長勢，防蟲抗病，植物光合作⽤效率，促進根部吸收。
■ 促進⼟壤益⽣菌繁殖，改善⼟壤，降低連作障礙。
■ 葉⽚厚實，⾊澤鮮亮；花卉更艷麗，花期延長，縮短栽培期。
■ 促進根系發展，促進樹⽊、花草立枯之回復。
■修復受損根系，⽣根效果突出，移栽後緩苗效果突出，服盆快，提⾼成活率，特別適合解決⼩苗的僵苗，不紮根等情況
■活化⼟壤，在⼟壤中產⽣負離⼦反應，使⼟壤活性化，預防死苗爛根，⼀定程度抑制根腐病和軟腐病的發⽣，去除⼟壤裡的有害菌和異味；



植物的營養餐：活⼒素、肥料的應⽤

⾸先辨識的就是氮、磷、鉀的成分比例， 
以室內種植的觀葉植物為例，由於易有缺光的問題，且觀葉植物著重的是根莖葉的健康，⽽非要求開花結果，因此多會選擇「氮」、「鉀」多於「磷」的肥料。 
要求開花結果的話，會選擇「磷」佔⾼比例的。 

肥料也有不同型態，可分為「有機肥」跟「化學肥」， 
前者通常由動、植物殘體或動物排泄物調製成，需經微⽣物分解才能釋放出肥料元素， 
許多⼈⽤廚餘或蔬果殘渣⾃製的肥料就屬於有機肥；後者是由無機物與非⽣物體所提煉⽽成，可被植物直接吸收，但長期使⽤會影響⼟壤酸鹼； 
然⽽施⽤有機肥雖然對⼟壤有益，卻容易孳⽣蟲蟲。 

肥料⼜可分為「液態肥」、「固態肥」， 
液態肥是速效型肥料，⽤⽔溶解後可噴灑葉⾯或灌澆根部，固態肥則可分成緩效與速效型。 
為了不造成肥傷，無論哪種肥料，⽤量千萬不可⾼於建議值。 

通常植物種下去時，會使⽤有機肥或緩效型肥料當作基肥，植物⽣長時，則有更多選擇。 
雖然印象中，肥料就是應該加在⼟壤裡讓植物吸收，但其實將液態肥噴灑在葉⾯的施肥⽅式，有時效率反⽽更⾼。 
另外，當植物的根系不是那麼健全的時候，葉⾯施肥會是比較適合的施肥⽅式。 

何時該幫植物施肥呢？ 
植物旺盛⽣長的季節最適合，⽽⼀天當中，施肥的最佳時間點，會是避開強烈陽光的清晨與傍晚，⽽且最好是選在風⼩、濕度⾼的時候。 
必須注意，當植物爛根、剛換盆等狀態不好的時候，千萬不要幫它施肥，否則會讓植物的狀況更糟糕。 

除了施肥補充植物所需元素，如同⼈類的保健食品⼀般，許多專業的植友還會使⽤更多不同特定⽤途的植物營養品或藥劑， 
例如開根（幫助植物長更多根）、幫⼟壤增加益菌、增加葉肥吸收效率等等，讓植物長得更好、更壯、抵抗⼒更佳。 



植物的營養餐：活⼒素、肥料的應⽤

乾性堆肥：將咖啡渣置於陽光下，每⽇翻攪，約⼗⽇後即可放入盆栽內。

濕性堆肥：將咖啡渣置於室外通風位置，不去翻攪任其發霉，數⽇後即發現布滿黴菌，再與⼟攪拌後放入盆栽內。

最好是發酵到⼰經沒有原來的咖啡味，甚⾄有⼀點放線菌發出來的霉味，就表示已進入堆肥的後熟期，已經可以⽤了，不會燒根。

冬天氣溫低，跟據⽇照，蓋上覆蓋物保溫才能達到上述的時程，不過還是會慢⼀點。
在使⽤⾃⼰製作的堆肥，⼀定不能直接埋在植物的根莖底部，⽽是在盆的邊緣處挖孔，將肥料埋進去，再覆蓋⼟壤。

也可以在栽種植物的時候，在盆底添加⼀層三厘⽶厚的堆肥，之後再覆蓋⼟壤，接著才能栽種植物，避免肥料直接接觸植物的根部。

咖啡渣在⼟壤中的比例不能過多，可不要覺得咖啡渣是肥料就死命的塞進⼟壤。
因為它本⾝有較強的保⽔能⼒，它就像海綿般，有非常多的氣孔，如果使⽤的量過多，會導致⼟壤經常過度濕潤，容易引起爛根的情況。

⼤約是1(咖啡渣):5(⼟) 的比例。

咖啡渣堆肥

咖啡渣容易獲得，可以⼤量收集，也提供其他基本的營養，如磷、鉀等營養元素，
也有少量的鎂和銅，鉀、鎂、銅元素並含有特別多的氮元素，
這些都是植物⽣長必須的微量元素，對植物的枝葉⽣長有較好的促進作⽤。

它們在⼟壤中會緩慢地釋放養分，更有利防⽌根系招蟲及防⽌植物病菌感染，
如萎蔫、真菌腐爛和⼀些細菌病原體的爆發。
另外咖啡渣覆蓋在⼟⾯上，可以阻⽌⼩昆蟲和蝸⽜的侵犯，也能讓你的寵物遠離植物。
當然是要先發酵處理過的，也只能撒上薄薄的⼀層，如果放太多，那樣是很容易傷害植物，
只需要1厘⽶左右的咖啡渣層就可以了，⽽且不太適合盆栽，對地栽的比較適⽤。
但新鮮的咖啡渣⼀定不能直接撒在⼟⾯上，否則容易滋⽣真菌，⽽且會引來各種害蟲。
如果直接丟⼟裡，⾃然分解是非常慢的，⽽且分解的過程會產⽣熱量，會燒傷植物的根系，
所以⼀般都是發酵處理之後再混入⼟裡。
也請注意咖啡渣堆肥只適合喜歡酸性⼟壤的植物。



為植物急救！病蟲害的避免與處理

病蟲害不會憑空出現，⼀定是栽培環境和習慣出問題。
在找治療⽅法之前先要了解栽種環境及最近的栽培習慣。

成功防治病蟲害的關鍵，在於如何找到植物⽣病的地⽅，只有了解植物⽣了什麼病，
才能正確的進⾏防治，解決病蟲害，讓植物重新獲得健康。

下⾴附上檢查表
幫助你找出問題原因



為植物急救！病蟲害的避免與處理

植物診斷表

植物的習性
⼝植物的種類？
⼝會否因季節休眠？
⼝喜歡乾或溼的環境？
⼝喜歡熱或冷的環境？

植物的狀態
⼝比正常的植物⼤或⼩？
⼝移植或栽種多久了？
⼝現在的季節是否適合植物？

植物的異常狀態
⼝什麼時候開始或發現？持續多久？
⼝哪裡出現了異常狀態？新芽、葉、莖、花、果實？
⼝有沒有缺少、破洞或坑紋？
⼝有沒有附著物？有的話那是什麼？
⼝有沒有斑點、⿈化或是疽化(變⿊)？
⼝全株或是 哪⼀部分異常？
⼝以前有沒有發現類似的異常？

植物栽種的環境
⼝露天或是室內栽培？
⼝栽種的地點陽光是否充⾜？
⼝是否接近植物的原⽣環境？
⼝旁邊是否有其他熱源或冷源？
（如冷氣或暖風出風⼝）

最近的照顧⽅式？
⼝是否有施肥？施肥的種類、量、頻率？
⼝是否有施⽤藥劑或是其他物質？
⼝澆⽔的⽅式、量、頻率？
⼝是否有進⾏修剪？



為植物急救！病蟲害的避免與處理

先以植物診斷表初步記錄，再在問題上找解決⽅法，有時表⾯病徵會有多種原因，
需要先嘗試改善最接近問題的原因，再慢慢逐樣排除。

不過由於問題成因受多⽅⾯影響，以下幾⾴僅列出常⾒例⼦作參考。
如真的找不到原因很困惑，歡迎在我們的《植屋-種植研習空間》提出發問或尋找類似個案參考。
或找我們預約免費植物問診服務。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58158664267819/?ref=share_group_link
https://www.greencapsulehk.com/service-page/freeconsultforplants?referral=service_list_widget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258158664267819/?ref=share_group_link


⽔分過多

植物需要適當的環境才能正常⽣長，如果環境的因⼦不適當，植物⽣長就會受抑制，也會表現出不正常現象。
環境因⼦包括光線、空氣、溫度、⽔分、溼度、介質、介質酸鹼度、養分缺乏或過量、機械傷害等。

這些環境因⼦導致的異常，由於不是⽣物造成，所以不會傳染，我們稱之為
「非傳染性病害」。我們可以藉由改善這些不利條件，來保護植物。

如果澆⽔頻率太頻繁，或是澆⽔⽅式錯誤，造成⼟壤介質中⽔分過多，根部長期浸在⽔中，就會導致根部缺乏氧氣，引起腐爛，尤其在⾼溫時更為嚴重。

植物根部的⽔分過多，會引起下列不良現象：

• 植物⽣長缓慢：厭氧性微⽣物繁殖，產⽣有毒物質，阻礙根部發育，使植物⽣長缓慢。
• 植物易受病害感染：植物吸收過量⽔分，導致細胞間隙充⽔，容易被病原菌入侵，發⽣病害。
• 容易發⽣裂果：如桃、柑橘及番茄，果實在成熟期如⽔分供應過多，則會發⽣裂果。
• 植株凋萎：根部腐爛後無法繼續吸取⽔分，接近盆⼟的部分凋萎。

⽔分缺乏

如果忘記澆⽔，會導致植物發⽣「暫時性萎凋」，整株植物看起來垂頭喪氣的樣⼦，這時趕快補充⽔分，植物就會恢復⽣機。
但如果長期缺乏⽔分，則會造成⽣長遲缓、植株矮化、枝條及葉⽚焦枯、落葉，甚⾄萎凋死亡。⼀般來說，草花類對於缺⽔較⽊本植物敏感，照顧更要注意。

⽔分缺乏會引起下列病徵：

• 凋萎。
• 葉⽚及尖部下垂。
• 根⽑死亡。
• 植株矮化，節間縮短，葉⾯積戀⼩。



葉尖焦枯的發⽣原因可以分為三種：環境性、施肥過多及病原性。

•環境性
環境性的葉尖乾枯與健康部位有明顯的交界。這現象導因於環境因⼦短時間變化過⼤，例如風⼒過強、過乾、強熱、⼟壤過乾或過溼，
像是種植在都市露天窗台或冷氣⼝前的植物都容易發⽣這個現象。

•施肥過多
施肥過多也會導致葉尖焦枯，乾枯與健康部位有明顯的交界，同時在盆器周圍可以發現⽩⾊的礦物質結晶，這是因為過予的肥分屬於可溶性鹽類，乾燥析出的結果。

•病原性
病原性的葉尖焦枯則導因於真菌或細菌侵入，我們可以在葉⼦乾枯跟健康的部位間，發現有⿈綠⾊的「病健部」，此處為病菌正在侵入植物組織最活躍的地⽅。「病健部」
⽤⾁眼或顯微鏡觀察，如果發現⽑狀物的菌絲或粉狀物的孢⼦，則是真菌性病害。相反的，如果没有發現菌絲或孢⼦，但放入⽔中有⽩⾊菌流，則是細菌性病害。

葉尖焦枯



*資料來源⾃網絡



謝謝你對我們的⽀持！ 

這次《綠⼿指修習課-入⾨編》已完結，版本亦會持續更新，往後請留意我們的發佈消息。


如對這份⼯具書有任何疑難及意⾒，請務必向我們提出。


希望藉此⼯具書令本⾝是舒壓的園藝不會反過來帶來壓⼒。 
也希望⼤家的⽣活空間越來越多植物界的健康⼩⽣命。 

Akin @ 植屋 
Jan.2023



我們YouTube Channel還有其他相關影⽚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GreenCapsul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