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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接梨辛勤整年的管理，都是為了能順利採收與銷售。

臺灣出產高接梨，甜脆肉幼心細臍，

大人囝仔人人愛，技術厲害世界知。

專家寫冊報你知：採土檢驗肥再埋，

油劑洗欉除蟲害，篁仔行水減寒害，

雨唰噴藥冇病害，預防蜜傷提早採，

採唰清園甲防颱，一項一項照步來。

梨園子弟用心栽，打拚名聲通四海，

歡喜收成笑嗨嗨，世界一等高接梨～

（臺語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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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生育時期
開花

                    幼果期

   中果期

                           大果期

採收期

                     夏稍萌發

秋稍萌發

                                       落葉

栽培管理
冬季修剪                撐小雨傘

                   高接                人工授粉

疏果

                   套袋

         採收

                     夏季修剪

                  清園

施肥時期、

肥料用量與

分配率

氮肥 - 10% 60% 10% 10% 10% 總用量 2720 1040

磷肥 80% - 20% - - - 1360 1520

鉀肥 40% - - 30% 30% - 2040 2280

有機肥 100% - - - - - 35 50

說明 1. 基肥施用前 1 個月進行土壤檢測 ( 各

園表、底土各 1 公斤 )。

2. 基肥可施用平均肥與有機肥，並視檢

測結果調整用量。

1. 萌芽前施氮肥以利芽生長。

2. 開花期與幼果期追肥需施用足量磷

肥、鈣肥。

1. 採收 2 個月前進行植體檢測 ( 採結果枝距末端第三或

第四片之新成熟葉，各園 50~100 片葉 )、植株營養

診斷。

2. 中果期追肥需視植株狀況調整肥料種類與施用量。

3. 大果期追肥施用高磷鉀肥以提高品質。

1. 禮肥施用平均肥，氮肥不

能過多否則誘引徒長枝。

2. 土壤改良視土壤檢驗結果

施用不同石灰類或鈣鎂

肥。

1.樹齡:13~15年、16~18年。

2. 氮肥 ( 氮素 )、磷肥 ( 磷酐 )、

鉀肥 ( 氧化鉀 ) 用量 : 克 /

株 / 年；有機肥用量 : 公斤

/ 株 / 年。

重要病害 

主要發生期

褐根病
白紋羽病

全年發生。         如確定發生，需連根移除病株，集中燒毀。

赤星病 春季 2~4 月間另一中間寄主龍柏上冬          孢子發芽為防治關鍵期。

黑星病 萌芽前 1 週至落花後形成幼果期間為           防治關鍵期。

輪紋病
炭疽病

              

重要蟲害

主要發生期

介殼蟲類 全年發生。剪除被害枝條、果實，集中燒毀。果實套袋前，需確實清園、噴藥            後再套袋。

中國梨木蝨 2~4 月產卵高峰期為防治關鍵期。 夏秋經常巡查葉背。 冬季確實清園。

二點葉蟎     發生盛期推薦用藥輪流使用，避產生抗藥性。 其它時期則視族群數量施藥。

蚜蟲類            發現時使用推薦用藥。   冬季確實清園與噴藥。

梨瘤蚜

梨小食心蟲    吊掛性費洛蒙誘蟲器。

東方果實蠅                                                                                           果實套袋，        並確實配合區域防治。  吊掛性費洛蒙誘蟲器與黏蟲板。

註 1：顏色標示為該病蟲害之主要發生期，但部分病蟲害防治關鍵期不一定落在主要發生期內，其防治說明可能
落在主要發生期之顏色標示外。

註 2：輪紋病、炭疽病、梨瘤蚜及其他蚜蟲類等病蟲害之防治關鍵期長，從 3~4 月幼果期至果實套袋前，需確實
清園、噴藥後再套袋。

高接梨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作業曆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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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生育時期
開花

                    幼果期

   中果期

                           大果期

採收期

                     夏稍萌發

秋稍萌發

                                       落葉

栽培管理
冬季修剪                撐小雨傘

                   高接                人工授粉

疏果

                   套袋

         採收

                     夏季修剪

                  清園

施肥時期、

肥料用量與

分配率

氮肥 - 10% 60% 10% 10% 10% 總用量 2720 1040

磷肥 80% - 20% - - - 1360 1520

鉀肥 40% - - 30% 30% - 2040 2280

有機肥 100% - - - - - 35 50

說明 1. 基肥施用前 1 個月進行土壤檢測 ( 各

園表、底土各 1 公斤 )。

2. 基肥可施用平均肥與有機肥，並視檢

測結果調整用量。

1. 萌芽前施氮肥以利芽生長。

2. 開花期與幼果期追肥需施用足量磷

肥、鈣肥。

1. 採收 2 個月前進行植體檢測 ( 採結果枝距末端第三或

第四片之新成熟葉，各園 50~100 片葉 )、植株營養

診斷。

2. 中果期追肥需視植株狀況調整肥料種類與施用量。

3. 大果期追肥施用高磷鉀肥以提高品質。

1. 禮肥施用平均肥，氮肥不

能過多否則誘引徒長枝。

2. 土壤改良視土壤檢驗結果

施用不同石灰類或鈣鎂

肥。

1.樹齡:13~15年、16~18年。

2. 氮肥 ( 氮素 )、磷肥 ( 磷酐 )、

鉀肥 ( 氧化鉀 ) 用量 : 克 /

株 / 年；有機肥用量 : 公斤

/ 株 / 年。

重要病害 

主要發生期

褐根病
白紋羽病

全年發生。         如確定發生，需連根移除病株，集中燒毀。

赤星病 春季 2~4 月間另一中間寄主龍柏上冬          孢子發芽為防治關鍵期。

黑星病 萌芽前 1 週至落花後形成幼果期間為           防治關鍵期。

輪紋病
炭疽病

              

重要蟲害

主要發生期

介殼蟲類 全年發生。剪除被害枝條、果實，集中燒毀。果實套袋前，需確實清園、噴藥            後再套袋。

中國梨木蝨 2~4 月產卵高峰期為防治關鍵期。 夏秋經常巡查葉背。 冬季確實清園。

二點葉蟎     發生盛期推薦用藥輪流使用，避產生抗藥性。 其它時期則視族群數量施藥。

蚜蟲類            發現時使用推薦用藥。   冬季確實清園與噴藥。

梨瘤蚜

梨小食心蟲    吊掛性費洛蒙誘蟲器。

東方果實蠅                                                                                           果實套袋，        並確實配合區域防治。  吊掛性費洛蒙誘蟲器與黏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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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接梨栽培管理作業自 12~1 月進行梨穗嫁接、授粉，2~3月摘心、

疏果，3~4月小果期套袋，5~6月中果期施用追肥、遮陰或套袋外加覆，

6 月下旬 ~7 月採收，8~9 月施用禮肥、防颱及葉面防護，最後 10~11

月進行土壤檢測、改善土壤環境、施用基肥與整枝修剪。

本「高接梨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技術手冊」彙整各月份栽培管理

作業供農友參考採行，期能提高高接梨栽培技術，增進梨果品質與用

藥安全、降低寒害與高溫等災害損失、增加農民收益，希望高接梨產

業發展再能精進。

以石蠟膜固定提高嫁接

成功率。

利用「小雨傘」減少雨

害、提高授粉成功率。

以果實套袋隔離病蟲害

發生，減少農藥使用。

果實需經嚴格的品管、

選別、分級、包裝。

赤星病危害葉片。 黑星病危害葉片。 輪紋病危害果實。 炭疽病危害果實

介殼蟲類危害果實致無

商品價值。

木蝨危害葉片。 蚜蟲危害新芽與葉片。 梨小食心蟲危害小果。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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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宜蘭高接梨產區主要分布在

靠山的平地與緩丘之鄉鎮，如三

星鄉、冬山鄉及員山鄉等。生產

方式與西部差異在於宜蘭因東北

季風，冬季多雨且低溫期較長，

因此適合嫁接之時間較西部晚且

短，另開花期多使用小雨傘配合

人工授粉以增加著果率，而每戶

梨農種植面積亦較西部小。在銷

售上，西部多交給盤商或送至拍

賣市場，但宜蘭多為地產地消配

合生鮮宅配，少部分開放梨樹認

養或觀光採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

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花改場）

與宜蘭縣政府為把關農產品之安

全，近年在各地舉辦之農產品品

質評鑑或相關競賽前都必須進行

藥物殘留檢驗，花改場與三星地

區農會開創宜蘭之先河，將果園

以宜蘭三星上將梨評鑑為例－
淺談高接梨生產管理

評鑑納入高接梨評鑑項目中，在

採收前查訪所有50個參賽果園，

匯集花改場植物保護、土壤肥料

及果樹栽培等不同領域的專家，

與農糧署、宜蘭縣政府及其所屬

動植物防疫所等相關單位，共同

進行各果園管理之評分。

果園評鑑項目區分為健康安

全、栽培管理及肥培管理等三大

部分，目的是希望梨農不要只著

重在生產大果、高甜度的梨果，

並能重視果實品質與果園管理，

落實作物健康管理及合理化施肥

等生產管理措施，並經過農藥殘

留檢驗後，提供符合吉園圃標章

制度之安全農產品，以達到消費

者、生產者及環境安全永續三赢

的目標。以下便以宜蘭三星上將

梨評鑑為例，淺談高接梨的生產

管理建議。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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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安全

健康安全部分主要是要瞭

解梨農在病蟲害防治上之用藥紀

錄、防治資材的自主管理、病蟲

害的綜合管理及果園田間衛生的

管理情形。

1. 病蟲害防治紀錄

由於較難確實知道梨農在病

蟲害防治上的用藥情形，在誠信

原則下，先以書面資料的防治紀

錄是否詳實合理，由專家進行判

斷。很多梨農年歲已大，會以黏

貼農藥購買清單或收據取代逐筆

手寫記錄，但亦有產銷班幹部會

以電腦打字列表，梨農的紀錄方

式不會影響評分，但需註記各藥

劑的使用日期、防治對象及稀釋

倍數。

無論何種病蟲害防治紀錄方式，皆需註記使用日期、藥劑名稱、防治對象與稀釋倍數。

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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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治資材自主管理

再來觀察梨農防治資材及

肥料介質等之擺放場所，防治資

材種類可與紀錄簿進行初步比

對。各資材需分門別類置於獨立

空間，無逾期或開封未綁好等情

病蟲害防治資材及肥料等宜分門別類擺好，已開封未使用完畢之資材亦應仔細包裝好。

況，劇毒農藥更應注意其收納方

式避免陌生人或小孩取得，現場

如有發現不恰當處，皆會提醒農

友改進並立即糾正農友錯誤的觀

念，此效果較一般班會宣導或農

藥安全講習時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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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的套袋、地上落果等，尤

其是嫁接前所進行整枝修剪之枝

條及重新嫁接所淘汰之接穗，皆

應移除果園，避免變成病蟲害滋

生的溫床。

東方果實蠅之共同防治，需鄰近果園一

同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誘蟲盒，並注意

其有效日期及殘留量。

3. 病蟲害綜合管理

農友除了以植物保護手冊之

推薦藥劑進行防治外，果園現場

也會觀察是否吊掛誘蟲盒進行東

方果實蠅之區域防治，盒內含毒

甲基丁香油是否過期或需補充，

另也會觀察其它非農藥資材或微

生物防治資材之使用情形，如黏

蟲板、燈光或性費洛蒙誘引等之

使用是否確實。

4. 果園田間衛生管理

果園田間衛生管理情形，主

要觀察有無清園，如剪除病蟲害

枝，清除樹上遭鳥啄食之掛果、

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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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建園較早之果園，其果樹

行株距通常較密集，不利於農業

機械之利用，因此鼓勵密植之老

園進行疏伐，以改善果園之通風

及日照。

二、栽培管理

栽培管理部分主要是觀察

梨農的果園環境生態及其管理情

形、整枝修剪方式與防災管理情

形等。

1. 果園環境生態及管理

近年宣導草生栽培，以割

草取代噴灑殺草劑，經此次查訪

宜蘭三星之梨園未見殺草劑之使

用。而果園規劃部分，多取決於

建園時之規劃，新果園之植株距

離多為寬行，較少過度遮陰的情

管理良好之果園無田間積水，採行草生栽培，整枝修剪後之枝條主從明確。

整枝修剪下之枝條應移除田間，避免成

為病蟲害繁衍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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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枝修剪

整枝修剪部分主要是觀察

梨樹的主幹、主枝之數目及空間

是否分配適當、老樹是否進行

更新修剪。其次修剪方式是否合

適，如傷口是否有保護、大枝條

是否分年修剪等；枝條配置是否

合宜，如有無剪除平行枝、交叉

枝；主枝是否有曬傷及相關防護

措施。

3. 防災管理及其它

由於宜蘭冬春多雨且易有寒

害，夏季則易遭颱風侵害，果園

需特別注意災害的預防，如清理

排水溝、設置抽水機、架設棚架

鋼索、防風網、遮陰網等硬體設

施，配合植株的枝條誘引固定。

災後進行復耕措施，包括重新嫁

接、修剪受害枝條等。

三、肥培管理

肥培管理部分主要是瞭解梨

農田區的土壤肥力與梨樹植體分

析之送檢情形、肥料資材使用紀

錄及有機質肥料使用管理情形。

產銷班集體或個人送驗之土壤檢測報告，可作為未來施肥用量之參考依據。

附錄1.



91

1.土壤肥力與植體分析檢測情形

由於各果園施肥建議需以土

壤肥力與植體分析檢測為依準，

花改場推動土壤肥力與植體分析

檢測多年，果園評鑑時超過 8成

農友可拿出近2年之土壤檢測報告。

2.肥料資材使用紀錄及有機質

肥料使用管理

本項目與病蟲害防治用藥情

形相同，較難追蹤梨農之施肥狀

況，同樣亦先以書面資料的紀錄

自製液體肥料或堆肥建議送至改良場分析其有效成分含量，使用時亦應記錄其日期、

用量及配方。

進行審查，再比對現場遺留未使

用完之肥料。大部分宜蘭三星鄉

及大同鄉高接梨農友都會紀錄化

學肥料之使用日期及用量，但自

製之液體微生物肥料、有機質堆

肥，或所使用之各式有機資材則

多有缺漏。故現場建議農友補紀

錄外，亦鼓勵農友送檢以瞭解自

製肥料之肥份含量，未來將再配

合班會或講習等場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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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藥殘留檢驗

果園評鑑後所有參賽農產

品均需通過農藥殘留檢驗，除不

得驗出禁藥或未推薦農藥外，所

驗出推薦用藥部分需低於容許標

準。如經檢測有使用禁藥、未推

薦之農藥項目，或經第 2次農藥

殘留檢驗後推薦農藥仍超標者，

皆不能參加第 2階段之果實品質

評鑑。

宜蘭三星鄉及大同鄉高接

梨生產農戶多為產銷班班員亦多

有吉園圃或產銷履歷等驗證，除

前述審查各班員病蟲害防治紀錄

簿之用藥情形外，再來需通過農

藥殘留檢測後，才能貼有政府輔

導認證通過之吉園圃標章。而未

通過農藥殘留檢驗之農產品依規

定需再次進行複檢、限制採收販

售，若被驗出禁藥或未推薦農藥

者，甚至必須銷毀，而相關單位

亦將重新檢視其生產過程並加強

輔導其用藥情形及觀念。

結論

藉由果園評鑑及藥物殘留

檢測，促使梨農加強詳實記錄病

蟲害及施肥之所有生產過程，並

鼓勵梨農多使用非農藥防治資材

配合果園田間衛生管理及整枝修

剪，以降低農藥之使用，同時藉

由各專家學者查訪果園，提醒農

友資材管理缺失之自主改善，現

場亦可立即地提供管理改善之建

議。

附錄1.



93

前言

近年因極端氣候影響，於梅

雨季後至高接梨採收前，氣候若

出現連續高溫，高接梨常會發生

梨蜜症之果實生理障礙，尤其以

‘豐水’、‘幸水’、‘二十世紀’、

‘新世紀’等特定品種特別容易

發生。梨蜜症果實切開後，通常

可發現果肉水浸狀的異常情形，

嚴重者甚至不用切開，直接從果

肉軟化或果色暗沈等狀況就可進

行判斷，農友多以日傷、日燒、

水傷、蜜傷等稱之。

除品種特性外，果實生育期

遭遇高溫或強日照等環境逆境、

過度施用植物生長調節劑與肥料

來促進果實早熟、土壤因淹水通

氣性差，造成梨樹根系生長不佳

導致鈣吸收不足等狀況，皆有可

能增加梨蜜症之發生率。以下彙

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之試驗成果，說明降低高

接梨梨蜜症之栽培技術。

降低高接梨梨蜜症之栽培技術
附錄 2. 

發生梨蜜症之高接梨果實，果皮暗沉、果肉呈水浸狀、果實易有發酵之異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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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土壤環境與增施鈣肥

通氣性差的土壤，會影響植

株水分的蒸散作用及土壤中養分

的運移，造成果肉細胞鈣吸收不

足，進而提高梨蜜症發生率。因

此，要改善梨蜜症應先由改良土

壤環境做起。果園如有降雨後積

水不退、地下水位太高，或經常

使用噴藥車、搬運車等重型農機

壓實土壤等情況，可以下列方式

來改善土壤：1. 挖掘排水溝、

調整畦面高度，加強果園排水；

2. 施用蔗渣、木屑、椰纖等粗

質地有機肥，並以中耕機或小怪

手溝施或穴施埋入土中，藉以改

善土壤質地，促進土壤團粒構造

形成，提高土壤通氣性；3. 進

行草生栽培，改善土壤乾溼變化

過劇的情況。

利用中耕機或小怪手進行掘溝、翻鬆土

壤並埋入土壤改善資材及肥料。

施用蔗渣、木屑、椰纖等粗質地有機

肥，可有效改善土壤質地及通氣性。

果園進行草生栽培可作為土壤水分緩

衝，來減少乾溼變化過劇的情況。

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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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研究顯示，增施鈣肥

可改善梨蜜症之發生。故於土壤

改良及基肥施用時，可選用非硝

酸鈣之含鈣資材如石灰類，不但

可調整土壤酸鹼值，亦可增加樹

體含鈣量。另外，於著果後至套

袋前，每隔 2週進行葉面施肥噴

施 600~1000 倍之螯合鈣、碳酸

鈣水懸劑等鈣資材，有利於幼果

累積鈣元素，降低果肉生理障礙

發生的機率。

保留接穗副梢

一般梨農進行疏果作業時，

多會同時摘除梨穗上所有葉芽，

以方便後續套袋作業，並避免

枝條徒長與果實競爭養分。但

本場研究顯示完整保留梨穗副梢

（接穗上新萌發枝條）之梨蜜

症發生率為 47%，較對照組減少

近 40%，果實重量增加 16%，有

效減少梨蜜症損耗並提高果品分

級價值。農友可於嫁接後進行疏

果、摘心、除葉時，完整保留梨

穗副梢或留 4~6 葉再摘心。

保留梨穗副梢（如虛線標示），可提高

果實大小並降低梨蜜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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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4層牛皮紙袋進行果實
套袋

在好發梨蜜症之‘豐水’品

種上，使用 2層或 3層紙袋之遮

光效果較差，果皮會形成葉綠

素，造成顏色暗沉，改用 4層牛

皮紙袋（由外至内為牛皮紙、黑

報紙、黑報紙、白報紙）遮光效

果佳，果皮無葉綠素形成，全果

呈均勻黃色，且梨蜜症發生率較

3 層或 2 層紙袋可降低近 20%。

農友可於中小果期（3~4 月）以

4層牛皮紙袋取代 3層或 2 層紙

袋進行套袋。

遮陰或果實套袋加覆

採收前 1 個月約 6 月上中

旬起，利用遮陰網於每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2~3 點，陽光最

強時進行遮陰處理，可有效降

低梨蜜症之發生比例。無遮陰

網設備者，則提早於 5 月下旬

至 6 月中旬，以 PE（聚乙烯，

Polyethylene）包材、舊果實套

袋、報紙（至少 4 層）等各式

材料罩於果實套袋外，梨蜜症

發生比率較未加覆之對照減少

9~21%，果實重量增加 5~8%。

使用4層牛皮紙袋較3層牛皮紙袋與2層紙袋，可明顯減少梨蜜症發生比率及嚴重程度。

附錄2.



97採收前 1個月開始約 6月上中旬，每日上午 10 點至下午 2~3 點進行遮陰。

報紙、舊果實套袋、PE 包材等材料罩於原本果實套袋外，能有效降低梨蜜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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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採收

高接梨愈晚採收，果實甜

度愈高，但梨蜜症發生亦愈嚴

重，反而喪失商品價值，亦不利

貯存運輸。本場多年試驗結果

顯示 7月中旬以後無論進行何種

處理，梨蜜症發生比率均高達

78~96%。因此建議當果實可溶性

固形物達 9°Brix 以上時，即可

考慮提早採收，除可分散集中出

貨之壓力，亦可減少梨蜜症所造

成之損失。

結語

好發梨蜜症之‘豐水’、‘幸

水’、‘二十世紀’仍為高接梨主

要嫁接品種，為改善梨蜜症之發

生情況，11~12 月可先改善土壤

環境、基肥增加鈣肥施用，2~3

月疏果時保留接穗副梢，3~4 月

以 4 層牛皮紙袋進行套袋，5~6

月採收前進行遮陰或套袋外加

覆，6月下旬視果實成熟度提早

採收並於 7月中旬前完成，可綜

合應用本文各種栽培技術以有效

減少梨蜜症發生。

表 高接梨降低梨蜜症栽培管理作業曆

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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