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一、金柑病蟲害防治作業
隨著生長期的不同，金柑

可能會有不同的病蟲害發生，果

園必須針對各項病蟲的發生進行

防治作業，以生產安全品質的金

柑。本章節依金柑各生育時程說

明各時期需注意之病蟲害及其防

治作業。

（一）春梢萌發與花芽分化期

（3~5月）

1.採收結束後

金柑採收完後應進行整枝修

剪及園相清潔工作。園相清潔即

農友所熟知的「清園」，包括各

種降低果園內病蟲害感染源之操

作，如雜草防除、整枝修剪與藥

劑防治等作業。

整枝修剪完之傷口可選擇銅

劑或石灰硫磺合劑等較廣效性之

藥劑均勻混合樹脂或以市售癒合

劑塗抹傷口，以利傷口癒合並避

免病菌感染。整枝修剪時所使用

的剪子、鋸子等工具，可以 70%

酒精或漂白水稀釋液消毒，以避

免病菌藉污染器械傳染至其它植

株。園間如發現枝條嚴重流膠或

樹勢嚴重弱化等可疑感病植株，

亦應全株連樹頭一併移除，土壤

以石灰硫磺合劑或銅劑消毒，且

原處不宜再補植柑橘類作物。

在清園作業後應選用廣效

性之殺菌劑及殺蟲劑確實地進行

藥劑噴灑作業，即農友熟知的

「洗欉」作業，以有效達到防治

效果，亦可減少日後藥劑之使用

及噴藥次數。常使用免賴得、鋅

錳乃浦、腈硫  、石灰硫磺合劑

及銅劑（如三元硫酸銅、氧化亞

銅、波爾多液）等藥劑。鋅錳乃

浦、腈硫説、石灰硫磺合劑為廣

效型的保護型藥劑，可防治之病

害種類較多，且因鋅錳乃浦及腈

硫説之安全採收期分別長達 40

天及 30 天，故較適合於採收完

後之此時施用。

金柑病蟲害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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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為介殼蟲的最佳防治

時期，可以大滅松、馬拉松、丁

基加保扶等藥劑，或使用夏油、

窄域油等礦物油類進行防治；低

溫時可添加礦物油加強藥效，並

可大幅減少日後果實感染病害與

孳生果實蠅。施用時間宜在無強

烈日照之清晨或傍晚，並注意稀

釋倍數以避免藥害。

2.春梢萌發時

春梢萌發及花芽分化期要

注意春天回暖及連續降雨影響病

蟲害防治作業。春天氣溫回暖、

昆蟲開始大量繁衍，此時應觀察

金柑嫩芽、新葉等幼嫩組織上

蚜蟲、潛葉蛾等小型害蟲危害情

形，及早進行防除工作。可藉剪

除被危害之枝條來降低害蟲族群

密度，同時如有發現弱枝、病

枝、枯枝等枝條及樹上剩餘之掛

果可一併剪除加強清園動作，因

此巡園逐株檢查時，可隨身攜帶

一個袋子，將所剪下之枝條、果

實收集於袋內後攜出園外。

梅雨季時的雨水有助於金柑

新梢的萌發，要特別注意潛葉蛾

及柑橘鳳蝶對新梢及幼嫩組織的

危害。雨期配合連續施用亞磷酸

至少 2 ～ 3 次，以有效誘導植株

系統抗病性，並提早進行病蟲害

的藥劑防治，持續地進行清除田

間病蟲害感染源作業，才能有效減

少後續藥劑防治種類及施用次數。

防治潛葉蛾之藥劑種類繁

多，在幼蟲蛀入葉片前，藥劑防

治效果最大，因此在發生初期即

要施用大滅松、納乃得、賽洛寧

等藥劑進行防治，同時亦能防治

蚜蟲、木蝨等小型害蟲。如已發

生上述蟲害，可使用有機磷劑

（如陶斯松、大滅松等）或合成

除蟲菊類（賽洛寧）等藥劑擇ㄧ

進行防治，亦可使用非農藥資材

之窄域油進行防治，同時對潛葉

蛾、葉蟎也有防治效果。葉蟎其

防治藥劑則可選擇不同作用機

制的藥劑輪用，以避免產生抗藥

性，並注意各藥劑之施藥方法及

注意事項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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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花期及果實生育期（6~8月）

1.開花初期、中期與著果期

春梢開花著果、夏梢萌發時

期，由於氣候溫暖，昆蟲也大量

繁衍，正值多雨的梅雨季，也是

病害開始傳播蔓延時期。此時期

為防治小型蟲害與疫病、黑點病

的關鍵時期，除使用推薦藥劑防

治外，更應配合加強清園等管理

方式，降低田間初級感染源與害

蟲族群數量，才能獲得相得益彰

的防治效果。

雨季開始時須注意防治疫病

與黑點病。疫病俗稱「水傷」，

感染時枝條或主幹會出現流膠病

徵，嚴重時則會造成植株死亡。

若加上修剪不慎或除草不當造成

傷口，再遇連日下雨，則會導致

黑點病造成葉片、葉梗及果實有黑色或褐色斑點

金柑病蟲害管理作業要點

疫病快速蔓延，因此除加強田區

排水外，割草時應注意不要傷害

枝幹基部，並配合輪流使用福賽

得、銅劑或滅達樂等藥劑可達到

防治效果。另外，連日降雨也會

造成黑點病的發生，可使用腈硫

説或鋅錳乃浦進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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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梢所開的第 1~2 批次的

花朵與小果及夏梢萌發長出的幼

嫩新葉，多會引來昆蟲或蟎類啃

食或刺吸，要特別注意薊馬之防

治，尤其花薊馬會先危害咸豐草

等雜草花朵，待金柑開花時再移

動至金柑花，造成小果畸形，甚

至果肉纖維化而影響口感。因此

防治時可先割除田間正值開花期

的雜草，降低薊馬的族群密度，

再配合丁基加保扶進行防治，加

強新梢的保護。若金柑將要開花

或正在開花則不宜施藥，以避免

藥害造成落花或影響授粉昆蟲授

粉，若此時遭薊馬危害，可剪除

受害較嚴重之部位。若遇連續高

溫乾旱利於薊馬生長，可視蟲害

發生程度，以丁基加保扶進行防

治，搭配使用藍色黏紙黏殺薊馬

的效果良好，並可降低農藥的使

用次數。

使用藍色及黃色黏蟲板有效防治薊馬及果實蠅危害



28 

2.生理落果後、幼果期與中果期

此時金柑之主要病害有黑點

病、黑星病、瘡痂病及潰瘍病，

應定期進行黑點病、黑星病、瘡

痂病及潰瘍病的防治工作，並加

強修剪果實周圍枯枝與罹病葉片。

幼果期與中果期可能遭遇連

續高溫乾旱的時期，則需進行銹

蜱、薊馬等蟲害的防治，在金柑

著果後則可參考植物保護手冊之

推薦藥劑防治，但注意同類藥劑

不宜連續施用 2 次以上，最好每

次輪流施用不同藥劑來施用。此

時應於園區周懸掛含毒甲基丁香

油與園內懸掛黃色黏紙，開始進

行東方果實蠅的防治工作。

（三）果實充實與轉色之中大果

期（9~10月）

此時期應持續於園區周圍

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與園內懸掛

黃色黏紙，開始進行東方果實蠅

的防治工作，並配合黃色黏紙或

黏膠，以加強其防治效果。避免

園區雜草過高，導致環境過於潮

濕，造成果實疫病的發生。應注

意開始進行銹蜱的防治工作，以

確保果皮品質。由於此時金柑部

份果實已發育至中、小果大小，而

夏天的高溫及雨水促進徒長枝快速

生長，會與果實發育競爭養分。

另外過多的枝條亦會導致

通風不良、日照不足，而加劇病

蟲害的危害，故夏季時間需進行

適當的修剪。同時將病蟲害危害

的枝條、枯枝、弱枝、過長枝及

樹冠下位枝條等剪除，並移除田

間，避免病蟲害之二度感染，保

障金柑農友收入。

（四）果實採收期（11~翌年2月）

近年國人對食品安全的重

視，中央及地方政府皆加強抽驗

農產品之農藥殘留，故為了消費

者食用安全，更為了栽培者自身

健康，10 月中旬起進行病蟲害

防治時，考慮金柑採收在即，需

特別注意防治藥劑之「安全採收

期」等相關規定，以提供消費

者健康、安全之果品。金柑最早

10 月中下旬就可採收，因此需

及早於 9 月起進行果實之病害綜

合防治作業。

金柑病蟲害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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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期間若遭遇連續降雨，

在降雨過後或降雨空檔，針對會

造成果實腐爛、發黴之病害，如

綠黴病、青黴病與蒂腐病等，選

擇免訂定容許量之農藥作預防性

噴藥，如三元硫酸銅等。不得

已需化學藥劑防治時，針對綠

黴病與青黴病，可於果實採收

前 4 天噴施 40% 腐絕可濕性粉劑

1000 倍或 50% 免賴得可濕性粉

劑 4000 倍。

金柑果實採收期間，東方

果實蠅的防治除了配合「區域防

治」進行鄰近荒廢果園清理與懸

掛誘蟲盒外，可再加強果園內的

防治方式，如提高黃色黏紙的懸

掛密度，從每 10 公尺 1 張提高

到每株1張，甚至每株2～3張；

亦可利用黃色珍珠板套上塑膠袋

後噴覆黏膠取代黃色黏紙，當黏

紙或黏膠黏滿各類昆蟲而失去黏

性時，應更換或補噴。

健康管理在病蟲害管理的部

分，除了符合農藥殘留量在容許

範圍內之外，更重要的是降低栽

培過程中對環境的傷害，因此藉

由整合整枝修剪、善用顏色或氣

味誘殺或是田間衛生的維持，都

是能降低病蟲害防治時農藥使用

量的方法，而更能對環境有更友

善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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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生育
時期

春梢萌發及花芽分化期 花期、幼果期及果實肥大期 中大果期 果實轉色及果實採收期

清園作業 採收結束修剪時，剪除病蟲危害枝葉、密生枝、黃葉枯枝   ，並全面清除果園雜草、落葉、落果、枯枝、爛果和殘果

介殼蟲
         ▲                                                                                                                           ▲

   全年發生，確實清園，剪除有蟲枝條、不必要的新梢及    太過茂密的枝葉，採收結束後及春夏芽萌發前防治要徹底

蚜蟲
▲

確實清園，於春夏芽萌發時施藥防治，   並懸掛黃色黏紙，降低果園內蟲口密度

潛葉蛾
▲

  剪除不必要之幼嫩枝梢或徒長枝，春夏芽   萌發時注意防治，在發生初期防治效果最大

薊馬
▲

春梢開花、著小果前，要特別注意薊馬   之防治，可放置黃、藍色黏紙誘殺監測

天牛
▲ ▲

   應提早處理，減少其危害發生，5 月   份開始為天牛產卵期，為防治之關鍵期

葉蟎
▲

   確實清園，於春夏芽萌發時開始防治，發現葉蟎密度達   每葉 5 隻時開始防治，藥劑宜輪流使用，避免產生抗藥性

銹蜱
▲

連續高溫乾旱利於銹蜱生長，春芽萌發後若遇連續高溫時注意開始防   治，乾旱季節發生特別嚴重，夏季雨水有無為其是否猖獗為害之關鍵

東方
果實蠅

▲

  確實配合區域共同防治，全年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或蛋白質水解物誘蟲   器與黏紙，8 月正值不同夏季水果之採收期，需特別注意東方果實蠅防治

疫病
▲ ▲ ▲

  妥善管理果園，割草時或噴殺草劑時，注意勿傷到樹幹基部；颱風或連   續降雨過後易發生，故在雨季來臨前、雨後或降雨空檔時施用亞磷酸預防

瘡痂病
▲

  勿施過量氮肥，於花苞將   開放時及結小果時注意防治

黑點病
▲

  注意果園衛生，剪除病枯枝，修剪整枝，使植株通   風良好，日照充足，4-6 月梅雨季前後為防治關鍵期

潰瘍病
▲

剪除發病枝葉，清除雜草，並將罹   病枝葉燒毀，颱風過後會加劇發生

表　金柑病蟲害防治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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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生育
時期

春梢萌發及花芽分化期 花期、幼果期及果實肥大期 中大果期 果實轉色及果實採收期

清園作業 採收結束修剪時，剪除病蟲危害枝葉、密生枝、黃葉枯枝   ，並全面清除果園雜草、落葉、落果、枯枝、爛果和殘果

介殼蟲
         ▲                                                                                                                           ▲

   全年發生，確實清園，剪除有蟲枝條、不必要的新梢及    太過茂密的枝葉，採收結束後及春夏芽萌發前防治要徹底

蚜蟲
▲

確實清園，於春夏芽萌發時施藥防治，   並懸掛黃色黏紙，降低果園內蟲口密度

潛葉蛾
▲

  剪除不必要之幼嫩枝梢或徒長枝，春夏芽   萌發時注意防治，在發生初期防治效果最大

薊馬
▲

春梢開花、著小果前，要特別注意薊馬   之防治，可放置黃、藍色黏紙誘殺監測

天牛
▲ ▲

   應提早處理，減少其危害發生，5 月   份開始為天牛產卵期，為防治之關鍵期

葉蟎
▲

   確實清園，於春夏芽萌發時開始防治，發現葉蟎密度達   每葉 5 隻時開始防治，藥劑宜輪流使用，避免產生抗藥性

銹蜱
▲

連續高溫乾旱利於銹蜱生長，春芽萌發後若遇連續高溫時注意開始防   治，乾旱季節發生特別嚴重，夏季雨水有無為其是否猖獗為害之關鍵

東方
果實蠅

▲

  確實配合區域共同防治，全年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或蛋白質水解物誘蟲   器與黏紙，8 月正值不同夏季水果之採收期，需特別注意東方果實蠅防治

疫病
▲ ▲ ▲

  妥善管理果園，割草時或噴殺草劑時，注意勿傷到樹幹基部；颱風或連   續降雨過後易發生，故在雨季來臨前、雨後或降雨空檔時施用亞磷酸預防

瘡痂病
▲

  勿施過量氮肥，於花苞將   開放時及結小果時注意防治

黑點病
▲

  注意果園衛生，剪除病枯枝，修剪整枝，使植株通   風良好，日照充足，4-6 月梅雨季前後為防治關鍵期

潰瘍病
▲

剪除發病枝葉，清除雜草，並將罹   病枝葉燒毀，颱風過後會加劇發生

■

發
生
盛
期
；
▲
防
治
關
鍵
期



32 

二、金柑其他傷害防範
金柑果實小，且因開花批次

多，故果實多不套袋。另目前臺

灣金柑很少以設施栽培，因此產

期除要注意鳥類啄食危害外，鄰

近山邊之果園還要防範猴子及山

豬等動物危害。

（一）鳥害

可於果園內隨機吊掛廢棄光

碟片或派對佈置用反光飾帶，藉

由風吹時造成光線不定向反射來

驚嚇鳥類，使其不敢靠近果園，

尤以晴天有陽光時效果最佳。若

要架設鳥網，則需先向各地方縣

市政府之主管機關申請。架設鳥

網目的在干擾鳥類飛行而非捕

捉，故網目不宜過小，否則易違

反「動物保護法」或「野生動物

保育法」等法律規範。

架設鳥網需先向各地方縣市政府主管單

位申請

果園內可隨機吊掛廢棄光碟片或派對佈置用之反光飾帶，藉由風吹時造成光線不定向

反射以驚嚇鳥類

金柑病蟲害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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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猴害

防範猴害通常多以物理隔絕

配合保留定點果樹供食，可於果

園四周架設塑膠網，並於網外保

留數株果樹供猴群食用，前數年

通常都有不錯的隔離效果，但等

猴子認知可攀爬過網後，隔離效

果即迅速喪失。之後可再以 2 段

式架網方式改進，即於下層接近

地面處可以各式材質網子作為隔

離，上層再垂掛西瓜網，因西瓜

網之網目大且軟，當猴子攀附時

會因猴子體重而下垂，使其不易

攀爬過網。

防範猴害可以利用 2 段架網方式，下層以ㄧ般網子隔離，上層垂掛絲瓜網，讓猴子不

易攀爬過網，網外可保留數株植株供猴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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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山豬危害可以硬質塑膠網或鐵絲網作物理隔絕，但需注意網子與地面交界處縫隙

之加強

（三）山豬危害

防範山豬危害以硬質塑膠

網或鐵絲網作物理隔絕，效果最

佳。但要注意網子與地面交界縫

隙不宜過大，可利用多餘網子、

鐵絲、角木等加強固定網子下

層，避免山豬鑽越時破壞。

（四）柑桔寄生性線蟲

線蟲危害初期無明顯的病

徵，一般管理良好果園即使有柑

桔根線蟲的為害，在發生的最初

2-3 年也可能無病徵表現。危害

嚴重時，會出現葉片直立或向上

捲曲逐漸黃化、新生枝條減少、

樹冠稀疏、梢枯或落葉、花數及

結果量減少，明顯呈現生長衰弱

的現象。被害根呈褐色、表皮

剝落，多數細根粘附土粒為其特

徵，後期細根枯死。果園增加有

機質的施用，提高有益微生物數

量，特別是以幾丁質為主之有機

堆肥，幾丁質分解菌能有效防治

線蟲。於春芽萌發時，在樹冠外

圍下，環形開溝 15 公分深，將

推薦藥劑平均撒佈於溝底，覆土

後灌水，保持適當土壤濕潤。

金柑病蟲害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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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用藥相關注意事項

（一）農藥購買

1. 挑選農藥應考當時作物的生

長時期。

2. 選擇同作用機制的藥劑用，

而是混用。

3. 注意標籤是否有標示推薦使

用於該作物上。

4.注意藥品是否在有效期間內。

5. 購買農藥要登記及索取販售

證明。

（二）農藥調配與噴施

1. 調配前應詳閱標籤上的注意

事項，並遵照標籤上的稀釋

農藥資訊小幫手

1.查詢病蟲害防治推薦用藥－植物保護手冊

http://www.tactri.gov.tw/wSite/ct?xItem=3691&ctNode=333&mp=11

2.農藥相關資訊

•農藥資訊服務網

http://pesticide.baphiq.gov.tw/web/Insecticides_MenuItem1.aspx

•農藥使用資訊系統

http://pesticide.tactri.gov.tw/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http://www.tactri.gov.tw/wSite/mp?mp=11

倍調配，以達最佳防治效果。

2. 噴施時機以氣候變化與病蟲

害發生情形為準。

3. 噴施次與間隔天應遵照標籤

建議。

4. 噴施時應穿著防護裝備，以

避免發生中毒情形。

（三）作物採收

1. 注意是否已達到藥劑在該作

物的安全採收期。

2. 建議採收前可先將作物送至

果菜拍賣市場進生化檢測，

避免殘農藥檢測合格，使得

整批農產品被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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