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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柑肥培管理作業

（一）春稍萌發與花芽分化期

（3~5月）

此時為土壤改良重要時機，

農友可依據採收後所採取的土壤

樣品分析結果，得知是否需先進

行土壤改良，如土壤酸鹼度低於

5.5 即屬強酸性土壤，需進行土

壤改良避免使土壤中營養元素有

效性不足，而投入多餘的肥料造

成浪費。如施用石灰石粉進行強

酸性土壤的改良，施用量為每分

地 100 公斤，或每分地 50 至 60

公斤的生石灰。若土壤同時有缺

鎂（鎂含量低於 48 mg/kg）的

問題，則可改用苦土石灰或白雲

石粉等含鎂資材。

為避免土壤硬化的問題，

施用石灰資材時，可混合少量有

機質肥料，建議選擇低氮磷鉀的

有機質肥料（低於 2%），亦可

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尤其是土

壤有機質含量低於 2% 者，更需

選用碳氮比（C/N）高的有機質

肥料，即富含纖維質的資材，如

木屑、樹皮、稻殼等。若選擇肥

力較高的有機質肥料，則需酌減

基肥的氮素用量。不過，應特別

注意的是，土壤的有機質含量豐

富雖可增加保肥保水能力，但若

土壤的有機質含量太高反而可

能會使土壤中的養分難以釋出。

因此，如果土壤有機質含量高於

5%，建議當年度可不施用低氮磷

鉀的有機質肥料作為基肥。

基肥施用最主要目的是幫

助春梢萌發，如有進行前述土壤

改良，則基肥施用最好間隔 15

至 30 天，避免氮肥在石灰資材

造成的鹼性環境下揮發損失。基

肥需著重氮肥與磷肥，可每株施

用 1 至 2 公斤的 39 號複合肥料

（12-18-12），或 300 至 600 公

克的尿素及 1 至 2 公斤的過磷酸

徐仲禹、倪禮豐、李建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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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施用磷肥時，應深施或條

施，盡量靠近根系增加磷肥被吸

收的機會，勿表面撒施。若分

析報告顯示土壤磷含量已經偏高

（超過 50 mg/kg），則建議不

要再施用磷肥，僅需施用氮肥即

可幫助春梢生長。

（二）開花期及果實生育期

（6~8 月）

此時春季萌發的新梢已開

始開花並結小果，而夏梢亦正萌

發，故養分供給上需兼顧氮肥及

磷肥。氮肥應視植株生長狀況酌

量補充，如樹勢較弱，春梢數量

較少，可每株施用 100 至 200 公

克尿素。若春梢旺盛，葉片濃

綠，表示植體中氮含量過高，則

不應再施用氮肥。

此時金柑之生長發育需要

大量磷肥作為開花、著果之重要

營養元素，但由於磷在土壤中的

移動性極差，因此不適合再於地

面補充磷肥，應在基肥時即施用

足量。土壤分析結果如土壤磷含

量高於 100 mg/kg（註：高於 50 

mg/kg 不要再於地面施用磷肥，

高於 100 mg/kg 建議使用溶磷

菌），則施用稀釋 400 至 800 倍

之溶磷菌以增加磷肥有效性，促

進植株開花與結果。由於溶磷菌

是微生物肥料，為維持其作用，

需每個月施用一次，且不可與肥

料或農藥混用。另外，為幫助新

梢及葉片生長，亦可適度補充硫

酸鎂（每株 0.5 至 1 公斤）及少

量的微量元素。

8 月中旬距主要產期約有 4

個月，農友可採取金柑葉片至農

改場分析葉片中營養元素的含

量，藉此評估、調整中大果期的

追肥用量。取樣時於果園以連續

U 字型路徑，隨機選取左右兩側

樹勢相當且生長正常的植株，一

植株應採集東、西、南、北方位，

高度相當的葉片。因營養元素含

量於植株不同部位皆不同，因此

須採取固定部位的葉片，金柑之

適宜採樣部位為當年春梢不結果

枝及分枝之第 3 至第 5 展開葉，

全園共採集約 80 至 100 片進行

分析。



鈣 鎂 鐵 錳 銅 鋅 硼

單位 mg/kg

濃度 2.5-4.5 0.26-0.50 60-120 25-200 5-16 25-100 2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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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實充實與轉色之中大果

期（9~10月）

此時為決定果實品質的重

要時期，應視葉片分析結果補充

磷、鉀肥，農友可依據 8 月中

旬葉片分析結果，適宜之氮濃度

範圍約為 4.0-5.8%，磷濃度範

圍約為 0.28-0.42%，鉀濃度範

圍約為 0.75-1.5%。其他營養元

素濃度範圍可參考柑橘類（如下

表）。分析結果低於前述範圍即

應補充，磷肥之補充勿以地面施

用，應以葉面施肥為佳，以避免

供應不及，建議可用稀釋 100 倍

之過磷酸鈣，或以其他磷質肥料

配製 0.2 % 磷肥。土壤鉀肥的補

充，可於下雨後每株施用 500 公

克氯化鉀，隔2至4週補充一次，

有機栽培者則可使用草木灰或含

鉀量高的有機質肥料進行補充。

表　柑橘類葉片適宜之要素濃度範圍參考值

進入果園後，採連續數次的 U 字型路徑，隨機

選取目標果樹採取葉片

金柑之適宜採樣部位為當年春梢不結

果枝及分枝之第 3至第 5展開葉

金柑肥培害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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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實採收期（11-翌年2月）

自 11 月起連續數個月可採

收不同期花的金柑果實，開始採

收後所需肥料可以地面補充鉀

肥，並輔以葉面施肥方式補充

磷、鉀肥，採收中後期則以葉面

施肥補充鉀肥。施用之磷肥濃度

約 0.2 %（可用稀釋 100 倍之過

磷酸鈣），鉀肥濃度約0.5 %（可

用稀釋 100 倍之硫酸鉀）。葉面

施肥約 7 至 10 天一次，於清晨

5 點至 7 點時進行最適合，日照

強烈的區域則於下午日落傍晚時

分進行葉面施肥，務必注意稀釋

倍數與次數，切勿施用過量造成

肥傷。

如多數果實採收後，且未再

施肥則可提前進行土壤取樣，以

利進行土壤改良與施肥調整。因

金柑果樹根系深，建議可採取表

土（0 至 15 公分）與底土（15

至 30 公分）的樣品。土壤樣品

分析項目包括基本性質 ( 酸鹼

度、電導度與有機質含量），以及

營養元素含量，可作為後續果園土

壤改良與肥培管理的參考依據。

良好的肥培管理是金柑果實品質、產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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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金柑生長時期與施肥要點

金柑生長期 月份 肥培管理要點

春梢萌發及花芽分化期

3 月
每分地施用 100 公斤低氮磷鉀有

機質肥料。

4-5 月

每株施用 1-2 公斤 39 號複合肥

料，或 300 至 600 公克的尿素

及 1 至 2 公斤的過磷酸鈣。

開花期及果實生育期

6 月

每株施用 100 至 200 公克尿素、

1 公斤過磷酸鈣、0.5-1 公斤硫酸

鎂及少量微量元素。

8 月 進行植體葉片取樣。

中大果期

9-10 月

1. 葉面噴施 1 % 過磷酸鈣（視葉

片分析結果補充）。

2. 每株施用 500 公克氯化鉀，每

2-4 周一次（視土壤分析結果

補充）。

11 月 -

翌年 2 月

葉面噴施 1 % 過磷酸鈣及 1% 硫

酸鉀，7-10 天一次（視葉片分析

結果補充）。

金柑肥培害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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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柑合理化施肥推薦量
金柑肥料需求量依株齡及生育時期而不同，以下三表為金柑果園

之合理化施肥推薦量（包括三要素推薦量、肥料施用量、施肥時期及

分配率），各元素之施用量可參考土壤及植體檢測之結果進行調整，

避免過度施肥，並維持植株健康及永續生產。

表　金柑三要素推薦量（公克 /株 /年）

表　金柑肥料施用量（公克 /株 /年）

表　金柑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要素 / 時期
春梢萌發及

花芽分化期

開花期及

果實生育期
中大果期 果實採收期

氮 60 40 0 0

磷 50 50 葉面；酌量 葉面；酌量

鉀 20 20 60 葉面；酌量

肥料 /株齡 * 

尿素 (46%) 400-800

過磷酸鈣 (18%) 2000-3000

氯化鉀 (60%) 2200-4400

* 本表以 5年株齡成樹作推薦

要素 /株齡 * 

氮素 200-400

磷酐 360-540

氧化鉀 1320-2640

* 本表以 5年株齡成樹作推薦



42 晴天採收的果實於常溫下貯藏 2週，腐爛率低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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