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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柑植物分類與園藝特性

（一）植物分類

金柑（Kumquat）是小果柑

橘，金柑屬植物的總稱，屬於

芸香科（Rutaceae）、柑橘亞科

（Aurantioideae），過去被歸類

在柑橘屬（Citrus），但不像柳

橙、桶柑、椪柑等主要種類之大

面積種植，在分類利用上，常被

歸類在其它雜柑類中。

1915 年 柑 橘 學 家 施 氏

（Walter T. Swingle） 建 立 金

柑 屬， 學 名 Fortunella spp.，

包 含 4 個 種： 山 金 柑（ 或 稱

豆 金 柑、 金 豆 ）F. hindsii、 長

葉 金 柑 F. polyandra、 圓 實 金

柑 F. japonica 和 長 實 金 柑 F. 

margarita。另一柑橘學者田中

長三郎的分類，則再包含 2 個

天然雜交種：金彈 F. crassifolia

和長壽金柑 F. obovata，共 6 個

種。具經濟生產的栽培種為圓實

金柑、長實金柑和金彈，山金柑

及長葉金柑則少見栽培。

金柑原產在中國大陸的華

南一帶，分佈廣泛，栽培歷史悠

久，在中國大陸大多稱作「金

桔」，但別名繁多，因不同地區

多有其特化的地方品種，造成種

及品種的名稱描述混亂，還有同

物異名或同名異物的現象。

金柑引進台灣有 2 種說法，

一為大約 200 多年前隨福建移

民一同引進台灣，另一為西元

1900 年代初由日本人引進。在

台灣因為金柑果形似棗，且宜蘭

特產之一的「金棗糕」蜜餞已被

全台民眾廣為熟知，故多沿用

「金棗」稱呼。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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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藝特性

金柑是芸香科柑橘類植物，

所以幼年性植株的莖上多帶有特

化的尖刺，葉片皆為單身複葉，

即在葉梗兩側有小小的長條形的

翼葉存在（狹翼）。葉形多呈披

針形至橢圓形。金柑開小白花，

多為 5 瓣。每年 5 ～ 9 月間可開

3 ～ 6 次花，若氣候良好，10 月

仍可繼續開花，果實採收主要

從 11 月到隔年 2 月，中國大陸

地區近年發展塑膠膜覆蓋技術，

甚至可採收至 5 月。金柑果實成

熟時色澤呈金黃色至橙紅色，所

以才有金桔的別名。臺灣種植最

多的長實金柑果實為長橢圓形，

果皮厚且味甜可食，果肉柔軟多

汁且酸，果實有 2-7 片囊瓣（子

房），2-5 粒種子（單胚）。

「金桔」小常識 1

Question：「 金 橘 」？「 金

桔」？我們常常看到「金橘」、

「金桔」的字形不同，也常有

人道聽塗説「橘」是大果的柑

橘類、「桔」要唸「ㄐㄧˊ」

是小果的柑橘類，到底是否為

相同柑橘類水果呢？

Answer：依據教育部《重編

國語辭典修訂本》「桔」音「ㄐ

ㄧㄝ ˊ」或「ㄐㄩ ˊ」：音

「ㄐㄧㄝˊ」指「桔梗」、「桔

槔」；音「ㄐㄩˊ」同「橘」。

另外在使用簡化字的地區，則

多寫作「桔」字。所以當「桔」

唸作「ㄐㄩˊ」時，我們可以

視為「橘」的異形同義字（即

簡化字），因此「金橘」就是

「金桔」喔！

金柑葉片 長實金柑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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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柑主要栽培品種
在臺灣主要栽培品種為長

實金柑和圓實金柑。過去因金棗

（金柑俗名）蜜餞加工多秤斤論

重收購，長實金柑的果實較圓實

金柑重且大，而圓實金柑易受降

雨影響導致裂果，農友逐漸淘汰

較易裂果之圓實金柑，留下單株

產量高、味酸、加工仍保有風味

之長實金柑，目前品種栽培面積

比例 90% 以上為長實金柑，不到

10% 為圓實金柑。近年為增加採

果、鮮食及盆栽觀賞之豐富性，

自中國大陸引進寧波金柑、長壽

金柑和金彈等品種，少量栽培試

種與繁殖。

（一）長實金柑

長實金柑為臺灣種植最多的

品種，俗稱長果金柑或金棗，樹

型開張，生長勢中等偏強，葉形

長實金柑因果形呈長橢圓形而得名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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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披針形，葉緣平滑、少波浪，

果形呈長橢圓形而得名，果實縱

徑約 3~5 公分，橫徑約 2~3 公

分，平均單果重 10~30 克，中形

果。開花批次多，易著果，單株

產量高約 20~30 公斤，產期主要

自 11 月 ~ 翌年 2 月。果皮與果

肉不易分離，果皮脆且甜，果肉

味酸而適合加工。

過去僅見帶葉長實金柑於

拜拜、年節等時間出現在批發市

場上。近年因可連皮食用之方便

性，且果皮富含類黃酮化合物、

維生素 C 等營養成分，漸被消費

者重視，複因雪山隧道開通，產

業漸由加工往鮮食零售與觀光果

園發展，自 93 年開始辦理「蘭

陽黃金柑品質評鑑競賽」，建立

「蘭陽黃金柑」品牌，推廣鮮食

市場與促進產業轉型。

長實金柑樹型開張，生長勢中等偏強，易著果，單株產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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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實金柑

圓實金柑為臺灣種植次多的

品種，俗稱圓金柑、圓果金柑、

甜金柑或香港金柑，樹型開張，

生長勢弱，枝條柔軟，葉形呈披

針形，葉緣平滑具波浪，果形呈

短橢圓形 ~ 正圓形，果實縱徑約

2.5~3.5 公分，橫徑約 2.5~3.5

公分，平均單果重 10~20 克，小

形果。開花批次雖多，但易因降

雨導致裂果與落果，故單株產量

低約 10~20 公斤，不常見於宜蘭

以外之市場，產期自 11 月 ~ 翌

年 2 月。果皮與果肉不易分離，

果皮脆且甜，果肉低酸，適口性佳。

圓實金柑樹型開張，生長勢弱，枝條柔軟

圓實金柑因果形呈短橢圓形至正圓形而

得名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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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壽金柑

長壽金柑，俗稱壽星柑、

福壽金柑、大實金柑、燈泡金柑

或福州金柑，雜交自寬皮柑，故

性狀表現似縮小版椪柑。樹型直

立，生長勢強，葉形呈橢圓形～

卵圓形，葉緣平滑不具波浪，果

形呈倒卵圓形，果實縱徑約 3~5

公分，橫徑約 2~4 公分，平均單

果重 10~40 克，大形果。果皮與

果肉容易分離，果皮甜、精油味

稍強，果肉酸，僅果皮適口性較

好，可切絲作為沙拉入菜。

長壽金柑果形呈倒卵圓形似鎢絲燈泡，

故又稱燈泡金柑

長壽金柑樹型直立，生長勢及枝條生長之頂端優勢皆強，多於枝條末端開花、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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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彈

金彈為中國大陸廣西地區種

植最普遍的品種，據學者推論可

能是圓實金柑和長實金柑的天然

雜交種，中國大陸不同產區從其

變異系選育出寧波金柑、融安金

柑、藍山金柑、遂川金柑等地方

品種。樹型開張，生長勢中等偏

強，葉形呈披針形，葉緣平滑、

波浪小，果形呈短橢圓形，果實

縱徑約 3~4 公分，橫徑約 2.5~3

公分，中形果。單株產量高，產

期主要自 11 月 ~ 翌年 2 月，以

薄膜批覆種植者可延長至 5 月母

親節產期後。果皮與果肉不易分

離，果皮脆且甜，果肉微酸，適

口性佳。

中國大陸廣西地區大力推廣薄膜批覆技

術，以避免霜害並可延長產期至 5月

農友於金柑轉色前（約 10 月中旬）搭

設各式簡易支架，並以塑膠布批覆於植

株上

金彈樹型開張，生長勢中等偏強，易著果，單株產量高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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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彈果形介於圓實金柑和長實金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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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皮金柑樹型開張，生長勢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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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滑皮金柑

滑皮金柑發現自廣西融安

縣金彈之枝條變異，目前限栽培

於該縣。樹型開張，生長勢中

等，葉形呈披針形，葉緣平滑、

波浪小，果形呈短橢圓形 ~ 倒卵

圓形，果實縱徑約 4~5 公分，橫

徑約 3~4 公分，大形果。單株產

量高，產期主要自 11 月 ~ 翌年

2 月，以薄膜批覆種植者可延長

至 5 月左右。特色為果皮油胞極

為細緻而得名，果皮極厚近無果

汁，少籽或無籽，適口性極佳。

滑皮金柑為金彈之枝條變異，故果形相似

滑皮金柑因果皮油胞極為細緻而得名

滑皮金柑果皮極厚，少籽或無籽，適口

性佳



14 

（五）寧波金柑

寧波金柑雜交自圓實金柑，

故兩者性狀表現極為相似，故引

入台灣後亦稱甜金柑。樹型開

張，生長勢中等偏弱，介於長實

金柑和圓實金柑之間，葉形呈披

針形，葉緣平滑具波浪，果形呈

短橢圓形 ~ 正圓形，果實縱徑約

2.5~4公分，橫徑約2.5~4公分，

平均單果重 10~30 克，稍大於圓

實金柑。易因降雨導致裂果與落

果，果皮與果肉不易分離，果皮

脆且甜，果肉低酸，適口性佳。

寧波金柑為日本種植最多的

品種，宮崎縣農業綜合研究中心

及農研機構果樹研究所以寧波金

柑配合溫室栽培，選拔出大果─

宮崎王丸及多倍體無籽─宮崎夢

丸、ぷちまる（暫譯作小丸）」

等品種。臺灣農業試驗所嘉義分

所自中國大陸引進後，選拔出大

果品種─黃水晶。

日本農業研究單位自寧波金柑育成宮崎王

丸、宮崎夢丸及小丸等品種

宮崎王丸為大果品種，宮崎夢丸及小丸為

多倍體無籽品種

「金桔」小常識 2 

Question：在台灣叫作「金桔」的果樹，居然有金柑、四季桔及酸桔

共三個不同種類的小果柑桔，這是為什麼呢？

Hint：提示是客家文化中最具代表的沾醬「桔醬」～

Answer：原因就在於客家族群重要的食用佐料「桔醬」在不同地區

都是取材當地不同的「金桔」製成的，在新竹是「酸桔」、苗栗部分

地區則用「金柑」、而高屏地區的客家人是用「四季桔」，因此造成

民眾容易混淆金柑、四季桔、酸桔這些小果柑桔類，但在其它植物性

狀及加工利用上卻呈現「桔」然不同的表現。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寧波    宮崎王丸    宮崎夢丸    小丸
寧波     宮崎王丸     宮崎夢丸     小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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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金柑樹型開張，生長勢中等偏弱，枝條稍柔軟，介於長實金柑和圓實金柑之間

寧波金柑果形不易與圓實金柑區分，果實大小稍大於圓實金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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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柑繁殖
金柑各種品種皆可以種子發

芽的實生苗進行栽培。果樹種苗

生產業者或苗圃也多有繁殖酸桔

或廣東檸檬砧木，再以金柑進行

芽接，培育嫁接苗後進行販售，

可作為盆栽或定植田間。在一般

果園，柑農多直接於各式柑橘果

樹上進行高接更新。

病害防治考量，多以酸桔或

廣東檸檬作為砧木，再以圓實金

柑或長實金柑進行嫁接。近年為

增加觀光果園採果的體驗、提高

鮮果的可食性及盆栽觀賞之豐富

性，自中國大陸引進寧波金柑、

長壽金柑、原生種山金柑及日本

的甜金柑（寧波金柑改良種）等

品種，取其接穗，以長實金柑作

為中間砧，再進行高接更新。

（一）採種及播種

金柑果實經搓揉漂洗、過

濾果肉、陰乾種子後，即可置於

一般冷藏庫保存。在不同植株生

長狀況、保存方式與保存時間長

短、播種時氣候條件、介質種類

等種種因素，皆會影響種子發芽

率及生長情形。如冷藏保存時，

冷凝水與種子接觸常造成發黴，

可裝於尼龍網袋外包報紙置於

紙箱，取代不透氣封口袋或塑膠

袋，若置於塑膠箱需放乾燥劑。

播種時之介質調配可提高蛭

石與珍珠石比例，如蛭石：珍珠

石：培養土體積比為1：1：1~2，

有利於排水，減少爛根情況。一

次大量播種於打洞的塑膠盤，待

發芽後再挑選健壯種苗移植於穴

植管或四方長軟盆，可有效提高

存活率。冬天播種需適時以塑膠

布覆蓋，可減少低溫影響；夏天

播種需適度遮陰，可降低過快的

水分蒸散影響。

酸桔砧木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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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嫁接砧木種類

金柑較常使用的砧木種類有

酸桔砧、廣東檸檬砧和柚砧。另

外為抵抗黃龍病，農業試驗所試

用枳殼砧、枳橙砧和枳柚砧等砧

木種類，相較應用最多的酸桔砧

和廣東檸檬砧，對疫病的耐受性

也較高，在多雨的東北部為防治

疫病可考慮使用；但在南部表現

都不耐破葉病，以枳柚砧最不耐

病而影響最大，其次為枳橙砧，

枳殼砧稍感病。

酸桔砧的應用歷史已久，所

繁殖之苗木分布廣泛，與其它柑

橘類親合性高，屬於矮性砧木利

於人工管理，在砂質壤土或壤土

中根系發育良好，適應臺灣潮濕

氣候，所生產果實品質佳。但生

長較廣東檸檬砧、柚砧等緩慢，

宜蘭多雨，在高地下水位及排水

不良之地區，常好發疫病。

廣東檸檬砧亦為矮砧，初期

生長速度快，繁殖苗木容易，苗

木分布亦廣；但因生長快易致果

實品質差，果皮粗、厚，果汁率

較酸桔砧少，不耐鱗砧病，在宜

蘭地區亦不耐疫病，生長後期較

容易發生急速弱化的情形，柑農

俗稱「敗欉」。

柚砧多用來嫁接檸檬、文旦

柚、葡萄柚等柑桔類，屬喬性砧

木，生長快速，但果實也如同廣

東檸檬砧容易發生品質不佳之問

題。

枳殼亦為小果柑橘類，果

實利用較少，亦可作為矮性砧使

用，所生產果實品質佳，但生長

緩慢。枳橙為枳殼與甜橙類之雜

交種，生長速度介於枳殼砧和枳

柚砧之間。枳柚為枳殼與葡萄柚

之雜交種，生長快，次於柚砧，

嫁接中大果柑橘類，生長及果實

品質表現會較柚砧來得佳，若嫁

接金柑與四季桔等小果柑橘仍待

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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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種苗

雖然金柑較耐黃龍病，感

病後相較於大部分柑橘屬較少直

接黃化萎凋，但植株感染黃龍病

菌及其它病毒病後仍會影響生長

勢，造成產量下降，故建議使用

健康種苗進行栽培或果園植株更新。

本場自 90 年代初即與台灣

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合作，於實驗

室進行長實金柑種苗的脫毒，再

利用芽接方式繁殖，提供健康種

苗單株或大量嫁接繁殖的接穗材

料。另外一般柑橘園若高接更

新，多需考慮新品種嫁接後親合

力、喬性砧木生長差異等問題，

建議新園可全園種植健康種苗，

較容易進行果園各項管理。

無病毒金柑取穗母樹盆栽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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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柑定植前作業

（一）種植地點選擇

適地適作為金柑生產效率的

基礎。金柑原產於亞熱帶地區，

生長的溫度範圍為 12~36℃，夏

季高溫利於金柑植株營養生長，

並可促進金柑花芽分化，配合田

間灌溉，可提高著果率。秋冬季

溫度宜低，此時為果實成熟期，

可使果實轉色鮮艷，再配合土壤

乾燥，抑制營養生長，才能生產

高品質的金柑果實。

金柑土壤適應性較廣，但

仍需配合適宜砧木，以增強抗病

蟲害能力及風土適應性。在土

層深厚之砂質壤土生育最好，

pH5.5~6.5 養分效率高，最能表

現出良好的生育。

金柑如遭遇長時間土壤乾

燥，又無灌溉設施，會導致水分

逆 境（water stress）， 進 而

發生落花、落果，甚至落葉等情

況。而降雨多、高濕度地區，病

害發生較多，若適逢大果期及採

收期，易造成裂果與落果。因此

建議金柑之水分管理，可以草生

栽培配合噴灌設施適時灌溉，降

低土壤水分劇烈變化。

（二）園地規劃

台灣金柑桔大部分種植在山

坡地，交通、工作不便，增加勞

力。為提高生產效率、增強競爭

能力，應改善生產環境、規劃工

作道及園路，以利機械化作業。

此外老園宜配合水土保持、整修

田間作業道；新闢果園則宜事先

規劃，配置給水、排水、噴藥系

統，以節省勞力，降低生產成本。

金柑種植前可先培養 2~3 年

之大苗再作定植，可提早達到經

濟生產之產量，較為有利。大部

分果樹多在秋冬季低溫苗木生長

停頓時定植，但金柑幼年性較

短，大苗或嫁接苗即可有果實結

成，故定植前之苗木培育期間宜

摘除金柑苗上所有果實，以減少

植株養分消耗，並有利於枝條葉

片之生長，定植時間最遲宜於氣

溫未回溫前（約立春前）較佳。

為使定植之金柑植株生育

良好，定植時先挖掘植穴，其大

小約 0.5 立方公尺，愈大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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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置放基肥，每穴施放腐熟堆

肥 10~20 公斤、碳酸鈣（石灰石

粉）2公斤、過磷酸石灰2公斤，

充分與表土混合。定植後高出地

表 10~20 公分，築成凹穴以利灌

水。覆蓋稻草減少蒸發，並減少

地表沖刷。

金柑之定植距離，因管理

方式、地形、品種、砧木、土壤

肥沃度而異，通常建議行株距為

3x3~5x5 公尺，培養成株樹冠不

會重疊之獨立樹型較易管理。為

方便機械化作業，可視農用機械

所需作業道寬度，調整為寬行以

利操作。

五、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氣候回暖至東北季風來臨

前，金柑可抽多次新梢且可連續

開花著果，其週年生育仍可大致

區分為 3-5 月之春梢萌發及花芽

分化期，6-8 月春梢開始開花、

著果及果實發育期，9-10 月果

實充實與轉色期，11 月至隔年 2

月之主要採收期。本章節依金柑

4 個生育時期，說明各時期之栽

培管理作業。

（一）春梢萌發及花芽分化期

（3~5月）

1.果實採收結束判斷及雜草防除

金柑果實採收時間長，可

自 10 月中旬至隔年 3 月中旬，

故農友於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進行採收前最後一次噴藥後，至

採收結束可能都不會再作防治作

業，又宜蘭冬季多雨，導致採收

末期之果實品質通常較差且多有

病蟲害危害，而植株可能已萌發

新梢。因此，採收末期之果實品

質不佳且收購價格過低，不符採

收人工成本時，建議提早結束採

收，並於 2 月底至 3 月上旬果園

即可進行雜草防除，以方便金柑

下一輪生育周期的田間栽培管理

作業，包括整枝修剪、清園與施

用基肥等，以促使植株整齊地萌

發春梢與日後花芽的分化。

2.整枝

整枝時可先分年規劃主幹

與大枝條的修剪動作，藉以調整

樹形，如移除下位枝條，可減少

因大雨使土壤病菌飛濺至葉片及

果實以降低病害發生，並可避免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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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收期因果實太重而導致下位枝

條垂地；樹冠中央適度疏剪，

可矮化樹型、方便採收、改善通

風、增加樹冠中間日照及減少病

蟲害。

3.修剪與清園

樹形調整後，再進行小枝

條修剪與加強清園作業，包括剪

除直立枝、徒長枝、下垂枝、交

錯枝、平行枝、過長枝、弱枝、

病枝、枯枝與受介殼蟲感染的枝

條，移除樹上掛果與撿除地面落

果。仔細地清園可減少黑點病發

生、防治介殼蟲與避免果實蠅孳

生。所剪下枝條須移除田間，不

要置放在樹頭周圍，避免變成病

蟲害繁殖的溫床。

（二）開花期及果實生育期（6~8

月）

1.草生栽培

近年夏季少雨乾旱導致金柑

落花、落果，因此建議平地果園

進行草生栽培，連續晴天時配合

噴水或灌水，以利金柑生長；坡

地果園或水源取得不易者至少要

維持一般自然草相，以保持乾旱

時土壤適度濕潤與降低颱風或雷

陣雨時土壤的水分變化。

2.夏季修剪

夏季植株生長易因修剪強

度、氮肥施用及雨水影響而誘使

徒長枝萌發，故應進行撚梢、抹

梢、截剪等操作，以避免影響開

花與果實生長。

強降雨、排水不及的地區易導致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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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配合草生栽培以降低土壤

水分劇烈變化。

（四）果實採收期（11~翌年2月）

1.地面覆蓋

雨季時在地面覆蓋塑膠布

可有效降低根部土壤聚積過多水

分，提高土壤通氣性，減少落

花、落果所造成損失，在已取得

產銷履歷或有機等驗證之果園，

因金柑果實單價高，採地面覆蓋

塑膠布為另一不錯的選擇。而坡

（三）果實充實與轉色之中大果

期（9~10月）

1.土壤水分管理

宜蘭自 10 月下旬起因東北

季風鋒面影響，經常發生豪雨、

驟雨與霪雨等氣象，造成果實裂

果發生，嚴重時會大量落果。此

時將進入採收期，田間先行割草

以利進行採收等作業。果園需加

強排水，如清溝、挖溝等，地下

水位高者可埋設排水管配合馬達

突然的土壤水分變化易導致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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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桔」小常識 3 

Question：在臺灣金柑、四季

桔、酸桔的名稱仍有一定的習

慣叫法，大家都知道嗎？

Answer：金柑因為果形似棗，

且宜蘭特產「金棗糕」蜜餞已

被民眾廣為熟知，故多沿用

「金棗」稱呼。四季桔因一年

四季皆可開花結果而得名，成

熟果與幼果可存在於同一植株

故又稱公孫桔，90 年代開始

因金桔檸檬飲料大為流行，反

而以「金桔」之名較為人所熟

知。酸桔除金桔醬外，較少以

果實直接作為經濟生產，而多

利用植株作為椪柑、柳橙、桶

柑等柑橘類之矮性砧木，故有

「桔仔頭」之名。

地果園雨水多以土壤表面逕流方

式移動，較少在金柑根部積存，

只需以草生栽培作為緩衝即可，

可減少雨水濺蝕土壤。

2.清園及病株處理

金柑採收後期仍應盡力進

行病蟲害防治，宜再花 2 ～ 3 天

時間巡視全園金柑植株，摘除樹

上所有掛果，以避免成為病蟲害

感染源。另外，若有發現感染疫

病或黃龍病而嚴重發病造成全株

或部分枝條萎凋之植株，因忙於

採收作業而不及移除者，可於採

收空檔先分段鋸除主幹，以減輕

全株移除之作業負擔，同時須特

別注意剪定鋏與鋸子等工具之消

毒，以避免病原菌傳染其它健康

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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