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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至 1月為主要梨穗嫁接之時節，需要大量農業勞力的支援。

12 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梨穗品種品質要查驗，接前工具人力備周延，

接時梨穗母砧對水線，接後套袋保濕水灌園。

12 月當梨樹完全落葉進入休眠，需即早確認梨穗品種、數量及到

貨時間。在完成清園、土壤改良、施用基肥、修剪等作業後，便可開

始嫁接工作，是關係全年高接梨產量的關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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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保優良梨穗品質

1.梨穗來源及品種確認

台灣的梨穗來源除由高海拔

梨園自產外，大都自日本進口，

少部份來自韓國或大陸山東、東

北等地。梨農應使用經合法檢疫

進口的梨穗，較不會有品質不良

或病蟲害等問題。另使用本土梨

穗時，宜了解該取穗園之果園管

理情形，若以藥劑強迫接穗落葉，

後續果實生長品質較不穩定。

目前台灣高接梨所採用的接

穗品種，主要有幸水、豐水、黃

金、新興等，產期依序為 6 月下

旬至 7 月初、7 月上中旬、7 月

中旬、7 月中下旬至 8 月上旬。

取得梨穗後，應再三確認梨穗品種。

近年亦引進南水、華山、秋黃、

瑞鳥等品種少量試作。若農友是

合購取得梨穗，在分裝時應確認

品種別及來源，以利後續產期之

安排及工作之進行。

不同地區的農友對不同品

種喜好程度並不相同，因此不同

品種之嫁接比例差異頗大，如苗

栗、台中地區以幸水、豐水、新

興等 3 個品種錯開產期，且以豐

水及新興較耐儲放而佔大宗；宜

蘭地區過去以幸水、豐水為大

宗，近年因黃金品種清脆爽口較

受消費者喜愛，故栽培比例也逐

年增加。

12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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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梨穗整理

農友在取得梨穗後，宜重

新整理梨穗，檢查有無發黴、病

斑及蟲體，確認品質後，在大塑

膠袋內舖放數層報紙後，以一層

梨穗一層報紙方式擺放，藉由報

紙調節袋內濕度亦可減少冷凝水

產生，避免發黴。而外層宜有紙

箱包覆以減少芽體碰撞擦傷的機

會，封箱後宜儘快送進冷藏庫貯

藏，不宜在高溫車箱內擺放過久

或受到日曬。

開箱後，應確認梨穗有無發黴、病蟲害

感染等問題，如有發現應予退貨更換，

以確保嫁接品質。

梨穗貯藏時，應以數層報紙後包覆梨穗枝條後裝於大塑膠袋內，再置於 0～ 7℃冷藏。



10 

3.梨穗貯藏

因梨為溫帶果樹，其芽體

須滿足一定時數的低溫需求才能

打破休眠，以幸水、豐水等日

本梨品種為例，採穗後需貯藏於

7.2℃下 1,300 ～ 1,500 小時才

能滿足其低溫需求。然而，梨穗

進口時其運輸過程及貯藏方式會

造成低溫的累積情形不同，如以

控溫空調空運或以海運進口，低

溫時數差異甚多。因此農友在取

得梨穗後，建議置於 0 ～ 7℃下

冷藏 500 小時以上，以滿足芽體

發育之低溫需求而順利萌芽，否

則容易有嫁接後開花不整齊，花

嫁接前 3天取適量梨穗進行預措處理（行水），可促進組織液流動。

器發育不良、花朵弱小、著果率

低等情況。

4.梨穗預措處理

嫁接前 3 天取適量梨穗進

行預措處理，於冷藏庫或室溫陰

暗處將梨穗枝條基部浸於清水

或 5~10% 低濃度葡萄糖液中，

或嫁接前以 45℃溫湯處理 20 ～

30 分。農友多稱作「行水（臺

語）」，可促進枝條內細胞組織

液流動，進而打破芽體休眠、提

高開花率、促使開花整齊並降低

寒害影響。

12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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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嫁接作業

1.嫁接時間安排

一般農友習慣於固定的時

間進行嫁接，唯每年氣候變化不

同，故應以當年嫁接母樹之栽培

環境所經歷之低溫時數長短作為

考量。另外亦需考慮嫁接勞力分

配、不同品種之產期、出貨時間

價格差、寒流所造成之寒害風險

等進行嫁接時間的規劃與安排。

通常以 12 月下旬至隔年 1

月上旬為主，最晚不宜拖過 2 月

中旬。若提早於 11 月中下旬至

12 月上旬進行嫁接，可能因嫁

接母樹尚未完全落葉進入休眠

期，造成樹體養分蓄積不足，或

雖已落葉但尚未脫離休眠期而

造成嫁接不良等情況，此時需以

人工落葉、噴施著果劑等手段改

善，但皆有生理落果、果實發育

不良之風險，需審慎為之。

二、嫁接前果園管理

1.速效肥施用

高接梨嫁接前，應提早施用

有機肥及基肥，詳細作法請參考

「10 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及「11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中肥培管理相關段落說明。嫁接

前後則改施用速效性肥料，以提

供嫁接及開花、萌芽、萌葉、枝

條生長及初期果實生長所需之營

養，並有利於梨穗嫁接後癒合及

初期果實之發育。

2.果園灌水

施肥後，田間宜進行灌水，

除可溶解肥料，有利於根部吸收

外，並可提早根部的生長發育，

促進樹體內部組織液的運移，避

免梨穗先開花而砧木樹液未流動

的情況，有利於嫁接後穗砧癒合

及梨穗的存活。施肥後、嫁接

前，西部冬天多為旱季，應充分

灌水以維持土壤水分，但宜蘭地

區因受東北季風降雨之影響，應

視田區實際情況注意排水與灌水

的拿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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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穗消毒與製備

接穗宜挑選枝條粗細適當，

以枝徑約 1 公分者為佳，芽體則

以均勻飽滿，苞片完整未脫落且

無病蟲害感染為佳，接著以硫磺

水 200 倍浸 3 ～ 5 分鐘消毒，完

成後置於陰涼處回溫、陰乾。

削切枝條前，刀具先以 75%

酒精或稀釋之漂白水進行消毒。

接穗削切時，切面宜選擇在芽體

之同向下方內側，削切長度視節

間長度而異，但不宜超過嫁接母

樹枝條削切長度，並以一刀平穩

削切為佳，使切面平整易與嫁

接砧之切口緊密貼合。接穗上

方長度宜超過芽體較不會造成

芽體損傷，花苞及上方切口可以

65℃～ 70℃之熔化液蠟包覆以

減少水分散失。削切對側之短切

面以 45°為宜。削切接穗宜當天

或前一夜製備後置於容器，上覆

濕毛巾保濕以減少失水。

梨穗削切製備時之長切面宜位於芽體下方及兩側為佳；長切面長度，可以安全切接刀

深度作為標準。

12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13

3. 嫁接砧削切

嫁接砧則以母樹上當年生

徒長枝之枝徑亦約 1 公分者為

佳，長度則可視各人往年嫁接成

功率及寒害機率作調整，通常約

15 ～ 20 公分，宜蘭地區因較易

遭遇寒害，嫁接砧可留稍長，以確

保重新嫁接之所需長度。嫁接砧之

削切深度及厚度可以市售安全切接

刀作為標準，進行削切工作。

嫁接母樹應挑選枝徑約 1公分之枝條，長度保留 15 ～ 20 公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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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穗及嫁接砧接合及套袋

接穗插入嫁接砧削切缺口

時，接穗長切面之形成層宜與嫁

接砧之形成層互相對應，如因粗

細不同，至少應保持一側之形成

層對合，接者以膠帶或石蠟膜纏

緊對合處，並連嫁接砧上方切口

一併包覆，以減少失水。

嫁接固定後套上塑膠袋，

以減少失水，套袋長度至少預留

接穗開花後有足夠伸長空間，側

邊及橫向枝條宜再以鐵絲固定，

以避免被風吹落。部分農友梨穗

嫁接後會先包覆報紙後再套塑膠

袋，因報紙可遮光及吸除袋內之

凝結水滴，有助於穗砧癒合並減少

病害感染，但近年農工之成本提

高，而逐漸省略報紙之包覆作業。

對合時，接穗長切面之形成層（箭頭所指

處）與嫁接砧之形成層互相對合較易癒合。

穗砧接合時，以石蠟膜或膠帶纏繞固定，

並包覆接穗及嫁接砧上方切口。

側邊及橫向枝條宜再以鐵絲固定，較不易

被風吹落。

12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15嫁接後，以塑膠袋包覆，可提供保溼以避免傷口乾掉影響癒合。



16 

四、嫁接後果園管理

1. 果園灌水

梨穗嫁接後為維持穗砧後

續之開花、萌芽、著果及枝條生

長等水分需求，果園仍需持續灌

水，以維持土壤水分張力，避免

開花、著果期因水分、養分供應

不足而落花、落果。另外當寒流

來襲時果園可抽地下水以水霧噴

灑，減少嫩芽、花、幼果、新葉

等幼嫩組織受寒害影響。

2. 催芽劑之使用

在中南部地區，常常有低溫

需求時數不足，導致無法完全打

破嫁接母樹的芽體休眠，易造成

梨穗嫁接後萌芽不整齊、開花後

即萎凋、著果不良等情況，可以

前述土壤灌溉促進根部生長及樹

液流動外。

另外可於嫁接後 1 週噴施

0.5% 氰胺液劑 50 ～ 80 倍，49%

氰瞞素或 4 ～ 5% 氰氮化鈣之澄

清液，以打破樹體休眠，促進芽

體萌發；甚至可提早於嫁接前噴

施，以促進樹體組織液流動。需

注意所噴施藥劑不能取代低溫打

破芽體休眠的效果，任意提高藥劑

濃度亦容易造成嚴重藥害。

高接梨開始嫁接作業

時，各流程步驟繁瑣且工作

量龐大，嫁接成功率好壞更

是決定一年辛苦收穫的關

鍵，因此建議梨農提早進行

嫁接作業勞力的調配、嫁接

耗材、工具的採買及清潔等

準備工作。

12月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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