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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柑原產在中國大陸華南地區一帶，大約在 200 多年前引進臺灣，自清朝即有歷

史記載作為「金棗糕」蜜餞貢獻朝廷。民國 60 年代成為外銷日本的主力商品之一而逐

漸拓展其面積，栽培面積最高曾達 350-400 公頃，主要集中在北部與宜蘭地區，尤以

靠山鄉鎮為多。目前臺灣金柑栽培面積約 270 公頃，宜蘭縣約 230 公頃，可說是獨佔

全台。主要栽培品種有長實金柑和圓金柑，利用上以生產加工蜜餞為主。近年為促進

產業轉型，增加鮮食、採果與盆栽觀賞之利用，自中國引進寧波金柑、長壽金柑和山

金柑等品種栽培試種與繁殖。

　　本場自 100 年起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策推動「健康農業精緻卓越方案」，推

動「金柑健康管理生產體系」。於 101年出版「金柑健康管理病蟲害防治技術手冊」，

整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防治用藥中相同機制藥劑，以相同色彩於簡易圖表中呈現，助

益於農業相關單位推動合理化用藥。於 106 年出版「金柑健康管理技術專刊」，分別

說明作物栽培、植物保護、土壤肥料、採後處理等作業，以淺顯易懂文字配合照片及

圖表，讓實際栽培農友與消費者能輕鬆瞭解金柑栽培管理概況。

　　本專刊就各別月份各項栽培管理技術，自 3 月金柑採收結束、春梢萌發開始，詳

實說明各月份栽培管理操作要點與注意事項，並將本場金柑健康管理研究與輔導成果，

納入各月份栽培管理作業說明，編印「金柑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技術專刊」供金柑栽

培農友、產業輔導人員等參考採行，以精進金柑栽培管理技術，提高金柑品質與安全，

降低農友損失，增加農民收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范美玲　謹識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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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氣是古人長期生活經驗累積的智慧結晶，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形成並傳襲至今，

俗諺「種田無定例，全靠著節氣」便可充份表現農人對節氣的重視，金柑栽培若能依

循季節與氣候的變化，適時調整與安排栽培管理作業，豐碩收成是可期待的。

「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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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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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柑為芸香科常綠灌木，大部份芸香科柑橘類花芽分化多為前一年生之成熟枝條，

但金柑一年可抽梢多次，當年梢即可花芽分化，故能開花多次，果實可連續採收。採

收期晚於文旦，早於多數其它柑橘類，採收期長自 10 月下旬至翌年 3 月上中旬。金柑

可連皮食用，迥異於大多數柑橘類，故栽培管理、肥培管理、病蟲害防治用藥方式亦

有別於其它柑桔類。

　　本技術手冊就各個月份先引用節氣諺語說明各月份氣候變化，再說明栽培管理、

肥培、病蟲害防治及採後處理等相關作業流程，因各地區氣候環境、栽培習慣等不同

原因，農友可同時查閱前後 1-2 個月份內容，並配合本場出版之另一本專刊「金柑健

康管理技術專刊」，以時序為經，各專業為緯，對金柑週年栽培管理作業就能全盤有

個概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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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蟄」象徵著春雷乍響，萬物萌發之景象，到日夜對分之「春分」後，白晝時間

漸漸變長。此時金柑已進入採收末期或採收完畢，春梢開始萌發，可先進行雜草防除

以方便後續田間作業，再進行整枝修剪、清園、基肥施用等作業，以促使植株萌發新

梢與日後花芽的分化。

「驚蟄至，雷聲起。」

「春分，日暝對分。」

3 月金柑採收後期緊接著春梢萌發，開始新ㄧ年度的栽培管理作業，應進行整枝修剪、

清園及基肥施用等工作。

3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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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雜草防除、整枝修剪與園相清潔

　　傳統金柑產業，果實多作蜜餞加工

用，收購價格低，農友為節省人工成

本，採收完植株多不做修剪或僅做輕度

修剪。而金柑萌發新梢及開花的批次

多，若修剪程度較輕，一年中抽梢次數

可多達 6-7 次，氣候適宜時甚至可連續

開花，使金柑樹上掛果數過多，果實發

育營養受限，導致採收時果實較小多為

中、小果。

　　本場為減少病蟲害及集中新梢萌發

梢次以提高大果比例，推動樹冠下位枝

條與枯病枝的剪除及樹冠中央進行中強

度疏剪，除可減少黑點病、疫病、介殼

蟲等病蟲害外，並可集中新梢萌發的梢

次至3-4次，有效提高大果比例5-20%。

　　為方便果園作業操作，並避免被蛇

類咬傷，在整枝修剪前果園可先進行雜

草防除，以人工或機械割草、中耕機清

耕，或以塑膠布、稻草或稻殼等材料覆

蓋來取代使用除草劑，以減少對環境生

態的傷害。

1. 雜草防除

　　因此金柑採收完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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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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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時應再三巡視植株，加強清園作業，仔細

剪除枯、病枝，以降低病蟲害感染源。

整枝修剪完所剪下枝條，不可堆置於樹頭周圍，應移除田間，以避免成為病蟲害孳生繁衍的溫床。

　　枝條修剪與園相清潔作業包括剪除

病枝與蚜蟲、介殼蟲危害部位，移除枯

枝、弱枝、過長枝、徒長枝、下垂枝等

問題枝條，摘除樹上剩餘掛果等，以降

低病蟲害之感染源。仔細地進行園相清

潔作業是防治病蟲害之最佳手段，並可

大幅減少日後果實感染病害與孳生果實

蠅。

　　所剪下枝條及病蟲害果須清運至果

園外掩埋或焚毀，不可置放在樹頭周

圍。另外，枝條若以碎枝機於果園內打

碎者，宜翻埋入土，避免變成病蟲害繁

衍的溫床。

2. 修剪與園相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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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枝的目的在將植株主幹及枝條進

行空間上的合理配置，因此整枝前可先

檢視金柑植株的主枝及亞主枝數目、各

枝條間相對位置，分年規劃主幹與大枝

條的修剪及誘引以調整樹形。

3. 整枝

未整枝修剪之金柑植株。

　　開始操作時，首先可先剪除樹冠下

位枝條及樹冠內直立枝、下垂枝、交錯

枝、平行枝等，剪除無用枝條後，再規

劃樹上枝條之主從順序及空間分配。

剪除樹冠下位枝條，亦可避免降雨時土

壤病菌飛濺至果實，降低果實黑點病及

植株疫病的發生比例，並避免枝條因果

實成熟時負荷太重而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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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除樹冠下位枝條 ( 紅圈 )，可避免土壤病菌藉雨水噴濺而感染及來年枝條因果實負重而垂地 ; 樹冠疏

剪 (黃圈 )，可加強通風，使日照充足，減少病蟲害發生。

　　再來接著調整樹冠中央主枝及亞主

枝的空間分配，主枝數目保留 3-6 個即

可，各主枝間夾角宜平均分配。粗大枝

幹應分年修剪，枝條則可適度疏剪，以

改善通風，增加樹冠內日照，減少病蟲

害發生。

　　若樹冠內空間有缺口或主枝發生弱

化、曬傷時，則可誘引徒長枝或新梢至

適當方向，或適度截剪枝條促使進枝條

基部之隱芽萌發，以培育新主枝，以利

日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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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完之傷口，應以石灰硫磺合

劑、波爾多藥劑或殺菌劑均勻混合樹脂

或以市售癒合劑塗抹傷口，塗抹厚度不

宜過薄，以利傷口癒合並避免病菌感

染。若發現舊傷口上癒合劑發黴、剝落

等情況，則可清除之前殘膠後再重新塗

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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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金柑農友們多有動力噴霧機

之設備，可將噴藥頭換裝動力剪，以減

輕整枝修剪作業負擔。

4. 其它注意事項

修剪之傷口應平整並貼齊枝條，有利於傷口癒

合，傷口以殺菌劑混合樹脂或市售癒合劑塗抹

以避免病菌感染。

修剪時，若枝條未剪到底，所留下之枝條基部容易誘發更多徒長枝，或感染病菌後沿維管束侵襲至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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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蟲害防治

　　過去供應金柑加工原料果的果園多

粗放管理，但近年推動金柑轉型鮮食，

消費者除重視果實外觀品質外，更關心

農藥殘留的安全性，因此在採收完後除

加強前述整枝修剪及清園作業以降低病

蟲害感染源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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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害防治方面，多以大滅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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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油劑具

疏水特性，在植株上停留時間較長，故

可混合前述藥劑後噴施，以加強防治效

果並節省噴施人力及次數，但施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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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害防治方面，常使用免賴得、鋅

錳乃浦、腈硫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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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硫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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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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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栽培者進行「洗欉」之清園工

作時，病害防治可使用石灰硫磺合劑、

氧化亞銅或波爾多液。蟲害防治則可使

用夏油、葵無露等油劑，但不可再混合

前述含銅藥劑，以避免產生藥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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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改良與基肥施用

　　金柑採收結束前，宜先進行土壤採

樣與分析，其採樣方式可參考「2 月金

柑栽培管理作業作業」文章中「土壤採

樣」一節說明，檢驗結果可作為土壤改

良與基肥施用之參考。

　　大部分金柑田區因栽培已久、雨水

淋洗等原因，常有土壤酸化現象，可使

用生石灰、熟石灰、蚵殼粉等石灰資材

來改良土壤酸鹼值。若土壤檢驗結果缺

鎂者，則可改用苦土石灰等含鎂石灰資

材以補充鎂元素。為避免使用石灰資材

導致土壤硬化，施用時應開溝、掘穴，

並與深層土壤（即採土時之底土根域土

層）充分混合。

1. 土壤改良

　　大部分金柑栽培地區之土壤檢驗結

果，電導度值多為正常，但有機質含量

則依果園管理方式、果園位置、土壤質

地等因素影響差異頗大。因此，需配合

不同土壤質地及植株生長勢，挑選不同

的有機肥種類，以利於金柑植株根部生

長並提高肥料吸收效率。

　　有機質肥料施用時機應於石灰資材

施用後 15-30 天再施用或與石灰同時施

用。若金柑生長勢一般，因採收完隨即

萌發春稍，可選用含氮 5% 以上之有機

質肥料或粕類，每株施用 10-20 公斤，

以較快釋出氮肥供給植株吸收利用；若

是不易透水之黏性土壤及保肥力較差之

石礫地者，可以採用含氮 3% 以下之腐

熟堆肥或稻殼、紙漿木屑、蔗渣、椰纖

等粗纖維肥料，每株 20-30 公斤，以改

良土壤質地並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

2. 有機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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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試驗結果顯示全年肥料施用量

相較於過去慣行或作物施肥手冊中柑

橘的推薦量可減施 15-20%，對金柑產

量及品質均無影響，可有效降低生產

成本。為利新梢萌發，基肥在各肥料元

素分配比例上，此時應著重於氮肥與磷

肥。施用時間應於土壤改良後 15-30 天

再進行，並於春梢萌發前完成，以避免

肥料元素被鹼性石灰固定或使氮肥變成

氨分子揮失。

　　氮肥可每株施用 0.3-0.6 公斤尿

素。磷肥則因不易移動，宜以環狀或條

狀掘溝或挖穴深施，每株施用 1-2 公斤

過磷酸鈣；若使用複合肥料，則可每株

施用 1-2 公斤 39 號複合肥。若土壤質

地為石礫地或易流失之粗質地土壤，施

肥量可酌醌 20-40%，並分批使用，反

之黏質土壤因質地細、保肥力佳，則可

減施 20-30%。

3. 基肥施用

　　金柑不同於其它柑橘類，果

實採收作業一結束，馬上接著新

一年度之整枝修剪及園相清潔等

栽培管理作業，若操作得宜，再

加上確實「洗欉」，將有效降低

病蟲害感染源，可謂全年病蟲害

防治之關鍵期，配合土壤改良及

基肥施用，可促進春梢萌發及後

續果實品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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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期間春雨綿綿，氣候不穩定，大概要下到「穀雨」天氣才會放晴。此時金

柑生長發育為春梢萌發及花芽分化期，雖說適量的雨水有助於基肥溶解及吸收，並可

促進新梢生長，但也要注意春天回暖及連續降雨影響病蟲害防治作業。

「清明穀雨，十夜八雨。」

「雨淋墓頭紙，日曝穀雨田。」

4月春天氣溫回暖，是金柑萌發新梢及花芽分化的時節，需及早進行病蟲害防治。

4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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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蟲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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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上害蟲危害情形，及早進行防除

工作。為方便農友正確施藥，本場彙

整金柑病蟲害相關防治藥劑如「附錄

1. 金柑病蟲害防治藥劑」，另有簡易

版之「醌柑健康管醌病蟲害防治技術手

冊」，若有需求可上本場網站下載。

　　春梢萌發時須注意潛葉蛾對嫩葉

的危害。成蟲多在新葉上產卵，幼蟲孵

化後就在葉片內取食葉肉組織，造成

葉片捲曲或隧道狀病徵，因此又稱「畫

圖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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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防治。

　　葉蟎即為紅蜘蛛，並非昆蟲而是小

型蜘蛛類，會造成葉片密佈白色或黃色

細點，影響光合作用，危害嚴重時會造

成落葉，其防治藥劑可參考「附錄 1. 

金柑病蟲害防治藥劑／四、銹蜱與葉蟎

防治藥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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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蚜蟲及木蝨等刺吸式昆蟲，主要聚

集於幼嫩組織取食汁液，同時會分泌蜜

露，當真菌於蜜露上滋生便會誘發煤煙

病，影響葉片光合作用，再加上蚜蟲和

木蝨亦為黃龍病、立枯病等柑桔毒素病

的重要媒介昆蟲，因此降低媒介昆蟲族

群數量，來打斷其感染途徑為重要之防

治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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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藥劑對潛葉蛾亦有防治效果，

可同時進行防治。有機栽培則可使用黃

色黏板和煙草浸出液來進行防治。

1. 潛葉蛾

3. 葉蟎

2. 蚜蟲及木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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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鳳蝶的幼蟲會啃食嫩芽及新葉等幼嫩組織，可使用蘇力菌防治。

柑橘鳳蝶的幼齡蟲會擬態成鳥糞已避免被鳥

食。

　　近年由於氣候暖化，使鳳蝶及天牛

的危害提早。柑桔鳳蝶的幼蟲會啃食嫩

芽及新葉等幼嫩組織，造成無法萌發新

芽及開花著果，進而影響產量，可使用

蘇力菌防治。

3. 柑橘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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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氣候暖化，需提早進行柑橘星天牛的防治，

以包覆樹頭基部進行物理隔絕天牛產卵，並以木板、

報紙等誘引產卵後清除最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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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害防治

　　此時金柑之主要病害有黑點病、黑

星病、瘡痂病及潰瘍病。黑點病菌感染

葉片及枝條後，初期為黃色針狀小斑

點，後期變黑色，偶爾會形成凸起，手

摸有粗糙感，故俗稱沙皮病。黑星病菌

　　柑橘星天牛則藉由成蟲在樹幹基部

鑽洞產卵，可能阻斷維管束而影響養分

及水分運輸，嚴重時會造成全株枯萎。

應提早處理，減少其危害發生，故此時

即應開始進行物理隔離與利用天牛產卵

習性之防治工作。

　　物理防治：首先以石灰硫磺合劑塗

佈金柑樹頭基部，再以不織布、肥料

袋、抑草蓆等材料，自地面起至樹高 1

公尺處進行包覆，並於地面交界處覆土

以減少空隙，避免天牛鑽入產卵，每年

需注意包覆材料有無破損、缺口，儘早

補強。利用天牛產卵習性：可以木板或

瓦楞紙板斜靠在金柑樹幹上，或揉皺報

紙散置於園內地面，藉以誘引天牛產卵

後，再定時清除木板及報紙。

則潛伏感染葉片上，當枯枝、落葉遇雨

時釋出孢子而成為主要感染源，與黑點

病最大差異在果實上病斑是凹陷的。瘡

痂病菌感染葉片後，病斑會突出成圓堆

狀，葉片反面則凹陷；被害枝條會萎縮

呈瘡痂狀，並藉由菌絲潛伏感染越冬。

潰瘍病菌感染葉片後，病斑最初呈水浸

狀斑點，逐漸擴大為白色或灰色，最後

表皮破裂呈褐色木栓化且可互相融合，

病斑邊緣有黃色暈環。

　　因病原菌可在枝葉殘存，此時主要

防治方式仍重在整枝修剪及園相清潔之

清園工作，如「3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作業」文章中「雜草防除、整枝修剪

與園相清潔」與「病蟲害防治」兩節說

明。於新梢萌發時，適度疏剪，以避免

枝葉生長過度茂密，增加通風，使日照

充足，減少枝葉間磨擦產生傷口，以減

緩病原菌漫延；配合腈硫醌、銅劑等藥

劑進行預防性施藥，腈硫醌可同時防治

黑點病、黑星病及瘡痂病，而銅劑則可

防治潰瘍病。

4. 柑橘星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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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亞磷酸誘導系統性抗病力

　　亞磷酸（H3PO3）從葉片、根系被

植株吸收後，亞磷酸分子可誘導植株啟

動系統性抗病機制，當病原菌入侵時，

便可以產生抗生物質（通稱植物抗禦

素）來抵抗病菌。但亞磷酸非殺菌劑，

無法直接殺死病原菌，故於金柑植株未

感病前就需提早使用，在誘導系統性抗

病機制後，對於在雨季容易發生流膠、

落葉，甚至全株萎凋之疫病、流膠病、

裾腐病等疫病菌，亞磷酸便可取代福賽

得藥劑等農藥的使用，進行該類病菌的

防治。

　　亞磷酸是強酸不宜直接噴施，故須

與氫氧化鉀以 1：1 等重量進行酸鹼中

和後才能使用。但溶液酸鹼中和會產生

高熱，故調製時不可同時將兩者加入水

中，或直接將兩者混合再加水稀釋，宜

先溶解亞磷酸，再溶解氫氧化鉀後使

用。

1. 亞磷酸抗病機制

2.  亞磷酸配製時注意事項

市面上亞磷酸劑型及品牌種類多樣，需注意要連續使用才能有效誘導金柑植株系統性抗病機制。



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

技術專刊

25

　　亞磷酸屬於非農藥防治資材，為控

制疫病菌及露病菌而列入有機可使用藥

劑。但亞磷酸因容易潮解，不宜一次大

量購買囤積，故產銷班可以共同採購或

農友間共同購買後分裝或直接購買小包

裝。取得後可先估算每次使用劑量後，

事先分裝密封置放於陰涼處。

　　調製時勿用手直接碰觸強酸、強鹼

之亞磷酸及氫氧化鉀，不慎接觸時應用

大量清水清洗。配製好之亞磷酸溶液易

氧化成磷酸，雖可當作磷肥使用，但卻

降低防病效果，故建議當天使用完畢，

並避免與銅劑或抗生素類農藥混合使

用。其它詳細說明可上本場網站，下載

「花蓮區農業專訊 63 期－非農藥防治

專輯」參考。

4.  其它注意事項

　　對於金柑植株而言，使用方式包括

葉面噴施或土壤灌注，但皆須於雨季來

臨前施用數次，才能有效誘導系統性抗

病。以葉面噴施時，稀釋 500-1000 倍

後全株噴施，每7日一次，至少2-3次，

可連續使用。而以土壤灌注時，於根圈

與樹頭處灌注 100-200 倍稀釋液，每月

1次，至少2次，之後每隔3個月一次，

使用後 7 日內盡量勿澆水，避免稀釋其

效果。當連續降雨過後，可以葉面噴施

或土壤灌注補充，以維持其效果。

3.  亞磷酸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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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追肥施用、果園灌排水及草生栽培

　　此時金柑持續萌發新梢，並進入花

芽分化期，故應著重於磷肥補充，氮肥

則應視植株生長狀況調整，如新梢數

量少且葉色偏黃等樹勢較弱表現，每

株可少量施用尿素（氮肥佔 46%）100-

200g；如新梢多且密、葉片大、葉色濃

綠時，則不應再使用氮肥，以避免氮肥

過量。

　　當土壤中磷含量偏低，可與鉀肥1：

1 施用一次；但土壤檢驗報告中含磷若

高於 100 mg/kg 則不建議再施用，此時

亦不適合再調整土壤酸鹼度來改善磷肥

之有效性，故可改施用溶磷菌，稀釋

200-800 倍，1 個月使用 1 次來增加磷

肥之有效性並促進植株吸收。因溶磷菌

是微生物，勿與農藥混合施用，且亦不

宜與肥料一起施用，避免溶磷菌惰化而

失去活性。

1.  追肥施用

　　追肥施用後應進行果園灌溉或噴

水，以利於肥料溶解及吸收。近年因極

端氣候變化造成春雨遲到或不足，應

適時進行土壤水分補充，以滿足新梢

生長所需的水分需求。而降雨過多時，

則需加強果園排水，尤其曾因地勢低、

排水不良導致嚴重落果之果園，此時可

重新檢視果園排水狀況，規劃水路、清

溝、挖溝、甚至埋設排水管、裝設抽水

馬達。果園作草生栽培時，可保持較高

的草相高度，以減少地表水分逕流與雨

水噴濺，可涵養土壤水分並作為緩衝，

以降低突然的土壤水分變化衝擊。

2.  果園灌排水及草生栽培

追肥施用時應視金柑植株生長勢調整氮肥施用

量，並可使用溶磷菌來改善土壤中磷肥的有效

性並幫助植株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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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應延續果實採收完後之

整枝修剪及園相清潔作業，加強

剪除枯、病枝及樹上掛果，並將

所剪下枝條搬移至果園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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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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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夏」宣告開始邁入炎熱夏季，此時金柑生育為春梢開花著果、夏梢萌發的時期，

由於氣候溫暖，昆蟲也大量繁衍。接著「小滿」進入多雨的梅雨季，故需特別注意疫病、

黑點病等病蟲害防治等作業。

「立夏不拿扇，急煞種田漢。」

「立夏小滿雨相趕。」

5月份為金柑新梢萌發、開花與著果時期，需及早注意病蟲害防治等作業。

5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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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園、果園灑水與肥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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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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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後之傷口，可選擇銅劑或石灰

硫磺合劑等較廣效性之藥劑混合樹脂塗

抹，以避免病菌侵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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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雨季前後降雨反而較少，若遇連

續高溫乾旱會造成春梢嚴重落花、落

果，甚至新萌發嫩梢乾枯等狀況，故建

議以草生栽培作為緩衝涵養水分，配合

果園灑水或灌溉，可有效降低落花、落

果之損失。

　　本月可觀察新梢生長情形，少量多

次補充不同種類單質肥料，如新梢數量

較少可酌量補充氮肥；但新梢生長勢旺

盛、新葉過大、葉色濃綠則表示氮肥過

多，可以增施鉀肥改善。

二、小型害蟲防治

　　葉蟎或稱紅蜘蛛等小型蜘蛛類危

害，會造成葉片密佈白色或黃色等細

點，影響光合作用，嚴重時會落葉，

其防治藥劑可參考「附錄 1. 金柑病蟲

害防治藥劑／四、銹蜱與葉蟎防治藥

劑」。需選擇醌同作用機制的藥劑醌

用，以避免抗藥性，並特別注意各藥劑

之施藥方法及注意事項等說明。

　　蚜蟲、木蝨等昆蟲除吸食幼嫩部位

外，嚴重者還會造成煤煙病，使用賽洛

寧、大滅松、納乃得等藥劑均可同時達

到防治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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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蚜蟲、木蝨等昆蟲類危害新葉等幼嫩部位，有翅型成蟲會移動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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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紅蜘蛛的葉醌，好發於高溫乾燥不通風的環境，被害部位會密布白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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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牛防治

　　5 月份開始為天牛產卵期，此時是

柑橘星天牛防治之關鍵期，因天牛多在

樹幹基部鑽洞產卵，因此可觀察樹幹基

部有無木屑及蟲糞堆積，判斷柑橘是否

被天牛危害。防治上雖有推薦使用加保

扶噴灑於距離地面45公分左右之基部，

每月施用一次至 8 月止，但建議可以鐵

絲戳進可疑小洞刺死天牛幼蟲，洞口再

以樹脂填滿，或使用非農藥資材之白殭

菌防治，以減少使用農藥的風險。

　　另外，在樹幹外自地面起 1 公尺處

亦可以厚紙板、不織布等資材進行包

覆，如使用厚紙板或木板等材質來誘引

天牛成蟲產卵，並定期或在下雨淋濕後

更換；如使用不織布、肥料袋、塑膠布

等作為物理性隔絕保護，應注意在地面

交界處覆土以減少空隙，避免天牛鑽入

產卵。此外，於樹幹基部塗抹石灰硫磺

合劑，亦可達到防治效果。另有農友以

瀝青塗佈樹基部，但因不利樹幹表皮呼

吸故不建議。

柑橘星天牛會在樹幹基部鑽洞產卵，並將木

屑、蟲糞排出洞口，可以鐵絲戳進洞口刺死幼

蟲。

在樹幹基部以不織布、肥料袋及塑膠布包覆，

進行物理性隔絕以防治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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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是因應「蟲蟲危機」及

防治疫病與黑點病的關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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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病害防治

　　黑點病好發於高濕不通風環境，得

病枯枝上的孢子可藉由雨水傳播，因此

加強剪除枯枝、病枝等清園作業極為重

要。5 月中下旬梅雨季到來，降雨前可

以腈硫醌、四氯異苯腈、免賴得等藥劑

預先防治，梅雨季開始後，每隔 1-2 週

或降雨空檔噴藥一次。

　　金柑裾腐病、流膠病或疫病皆為疫

病菌所感染，因在不同部位造成不同病

徵而有不同的名稱，好發於高濕、連續

降雨的環境，病原菌在環境不適合時仍

可存在感病部位或土壤中長期存活，因

此防治方式需注意清園與田間灌排水，

採草生栽培以減少土壤中孢子因雨水飛

濺至植株上的機率，除草及整枝修剪時

則需避免造成多餘傷口，可在傷口塗抹

殺菌劑，發病初期即應參考植保手冊，

以滅達樂、福賽得或銅劑等進行防治。

　　另亦可提早使用亞磷酸誘導金柑抗

病性，在雨期來臨前，以 500 ～ 1000

倍稀釋液葉面噴施，每7～ 10日一次，

連續 3 次。或以 100 ～ 200 倍稀釋液在

根圈土壤灌注，每個月一次，連續2次，

使用後 7 天內盡量勿澆水，之後每 3 個

月再灌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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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夏至」蟬聲預報天氣晴雨，再從「芒種」日梅雨，接連下到農曆５月，農曆６

月雨停卻乾旱，前人的智慧即充分表現本月份的氣候變化。此時雨水可促進金柑萌發

夏梢，而之前修剪後所萌發的春梢則會開花、著小果。

「夏至蟬聲晴雨報，天氣預報有得靠。」

「四月芒種雨，五月無乾土，六月火燒埔。」

6月份金柑萌發夏梢，同時之前因整枝修剪所萌發之春梢也在開花、著果。

6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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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肥施用

　　金柑萌發夏梢，此時春梢也正在開

花、著果，需要大量營養元素以合成相

關物質，讓幼嫩組織分化生長，可視植

株生長勢及葉片狀況，少量多次補充各

式肥料。若新梢多且密、葉色濃綠，不

應再使用氮肥或施用氮素較低之複合肥

料，如台肥 39 號（氮磷鉀肥比為 12-

18-12）。若新梢數少且葉片偏小、葉

色黃嫩，則可每株施用尿素 100-200 公

克（N：46%）或使用氮磷鉀肥較平均之

台肥 43 號（氮磷鉀肥比為 15-15-15）

300-600 公克，另可適度補充硫酸鎂及

微量元素，幫助新梢及葉片生長。

　　依土壤檢驗報告，若磷含量高於

100mg/kg，則不建議再施用磷肥，可每

月施用一次溶磷菌，幫助土壤中被固定

的磷肥分子釋出，並有助於金柑根部之

根毛吸收。因溶磷菌為微生物，勿與農

藥或肥料混合施用。若土壤中磷含量偏

低，可將過磷酸鈣與鉀肥 1：1 混合施

用一次。

　　著小果後，可開始少量多次施用鉀

肥，每株施用氯化鉀（K2O：60%）500

公克，或施用有機栽培常使用之草木灰

或益鉀鎂等資材，於雨天施肥或施用後

灌水以幫助肥料吸收。

葉片如有傷口感染潰瘍病菌後會產生褐色木栓化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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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害防治

　　6 月上旬仍是梅雨季，需注意疫病

菌所造成之流膠病或疫病等相關病害之

防治，尤其果園積水時，會加劇病徵表

現，甚至嚴重落葉；而植株間亦會因根

部積水造成鄰株感染，感病部位及病株

應儘快移除，並以「附錄 1. 金柑病蟲

害防治藥劑／一、病害防治藥劑」之推

薦藥劑進行防治。另於發病前，可在雨

後或在降雨空檔時，噴施福賽得或亞磷

酸，加強金柑抗病性之誘導效果。

　　雨季期間，要注意潰瘍病之防治，

本病亦藉雨水傳播從傷口入侵，會造成

葉片、果實及枝條上褐色木栓化的病

徵，葉面、葉背均可發現，病斑間亦會

癒合成更大的疤痕。因此降雨後，可以

波爾多液、氧化亞銅及嘉賜銅等銅劑進

行防治。

金柑感染疫病菌所造成樹幹流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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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蟲害防治

　　梅雨季時的雨水有助於金柑新梢的

萌發，仍要特別注意潛葉蛾及柑橘鳳蝶

對新梢及幼嫩組織的危害。柑橘鳳蝶的

幼蟲是先從新葉、嫩芽等部位直接啃

食，可使用蘇力菌進行防治，通常過了

6 月後，幼蟲多已羽化成蝴蝶，其危害

會大幅減少。

　　潛葉蛾則在葉肉產卵，幼蟲在葉醌

啃食葉肉組織，造成葉片出現不規則的

隧道式紋路或葉片捲曲，故又稱「畫圖

蟲」。可施用大滅松、納乃得、賽洛寧

等藥劑防治，同時亦能防治蚜蟲等小型

害蟲。

　　在春梢開花、著小果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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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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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鳳蝶幼蟲會啃食新梢、嫩葉等部位，影響植株生長。



潛葉蛾幼蟲會在葉醌啃食葉肉組織，造成葉片出現不規則的隧道式紋路及葉片捲曲。

薊馬群聚在花苞內。



雨季時地面鋪設塑膠布可以減少土壤積存過多水分，並有效降低落花、落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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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園排灌水、地面覆蓋及草生栽培

　　梅雨季時，地下水位高之平地果

園，常因連續降雨會使根部浸水不通

氣，進而造成落花、落果，應先清理排

水溝，甚至挖深、埋暗管等，以加強排

水。

　　本場試驗成果顯示於雨季時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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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果所造成之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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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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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減少雨水

濺蝕土壤之作用。

　　近年梅雨季後至颱風來臨前，多呈

現連續高溫、少降雨之乾旱氣候，無論

平地或坡地果園，除草生栽培可維持較

高的高度以涵養土壤水分外，更應配合

果園灌溉、自動噴灌等，甚至是人工拉

水管噴水，避免突然的土壤水分變化，

皆有效減少落花、落果的情形。

　　6 月氣候多變，有潮濕多雨

之梅雨季及炎熱乾燥之旱季等二

種截然不同之氣候型態，需注意

梅雨季前後病蟲害防治對象之差

異，在果園的栽培管理上需因應

近年極端氣候的變化，採取不同

的土壤水分管理策略，以減少落

花、落果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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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是炎之意，月初猶小，故謂「小暑」，月中為大，謂之「大暑」，是一年最熱的

日子，常會出現攝氏 35°以上的高溫，需注意田間防曬與水份補充，此時金柑仍會持

續萌發夏梢，較早萌發之春、夏梢多已開花、著小果。本月份需注意颱風前後連續高

溫不雨所造成金柑落花、落果的問題，亦需提早進行防颱準備。

「小暑過，一日熱三分。」

「小暑驚東風，大暑驚紅霞。」

7月金柑仍會持續萌發新梢，較早萌發之春梢及夏梢則同時會著小果及開花。

7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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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颱準備

　　在果園建置時，果園周圍保留原始

林木或人工植樹作為防風林，其防強風

效果最佳；如無防風林，可於果園迎風

面架設破風網。防風林或破風網高度宜

高於金柑植株高度，以降低颱風所帶來

的風害及雨害的影響。

　　接著可利用 1~2 個輪胎於金柑植株

主幹的背風面，以傾斜約 45°角置於

地面，另一端則固定於主幹上，來進行

支撐，或於主幹旁定埋錏管支撐，並以

布繩將大枝幹等綁在錏管進行固定，可

降低枝條被強風吹斷的風險。另外，在

整枝修剪時需避免 3 個以上枝條於同一

位置分叉，即俗稱的車輪枝；也要避免

誘引主幹時，與垂直地面的角度不宜大

於 45°，否則易造成枝條撕裂的情況

發生。

金柑整枝時要避免與垂直地面的角度過大，通常不宜大於 45°，否則易因外力造成撕

裂枝條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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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柑果園周圍有防風林或於果園迎風面設有破

風網可降低颱風所帶來的損害。

颱前應加強於主幹逆風面以輪胎進行支撐，或

於主幹旁定埋錏管並以布繩將大枝幹等進行固

定。

二、田間灌排水及草生栽培

　　低窪、洩水不良或地下水位高的地

區，應於果園建置時即築高畦或挖設排

水溝埋設排水管，若果園建置時未能設

置者，且果園曾因土壤淹水造成落花、

落果之情況，更應於颱風前進行排水溝

清淤挖深甚至加裝排水馬達。於風雨稍

歇時巡視排水溝是否堵塞，排水馬達是

否正常運轉，以降低果園淹水之嚴重程

度，減少土壤完全浸水不通氣的時間。

　　另外在颱風前或久旱時，進行果園

灌水或噴水，配合草生栽培可涵養土壤

水分，並作為雨水濺蝕之緩衝。甚至在

颱風來臨前以塑膠布或不織布等進行地

面覆蓋，皆可避免突然的土壤水分變

化，減少颱風強降雨所帶來的落花落果

損害。

　　颱風過後仍需持續注意氣象預測，

如颱風後所引進之西南氣流仍會帶來相

當的降雨量，仍需注意果園排水。若颱

風已遠離，連續數日放晴，又無俗稱西

北雨之午後雷陣雨的雨水補充，仍建議

適時適度進行灌溉。



46

高溫乾旱的天氣適合銹蜱及薊馬等繁衍，刺吸花朵或幼果會造成果實熟成後的賣相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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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蟲害防治

　　降雨期間仍要持續注意疫病及潰瘍

病之防治，視病害發生程度增減施藥次

數，若之前已連續 3 次噴施亞磷酸誘導

植物抗性，可於降雨結束後再補施 1 次

以加強其效果。另要注意於高溫時施用

銅劑，易發生藥害，需小心使用，而且

施用過多銅劑，將增加蟎類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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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試驗調查顯示搭配使用藍色黏

板黏殺薊馬的效果良好，並可降低農藥

的使用次數。

　　銹蜱俗稱銹蟎，與葉蟎一樣是小型

蜘蛛類，在高溫乾旱時可能會大發生危

害柑橘類之葉片及果實，但經銹蜱危害

之幼果，常被稱作烏柑、火燒柑或象皮

病，實際上是蟲害。因此在金柑開花前

可施用夏油等油劑進行防治，金柑著果

後則可參考「附錄 1. 金柑病蟲害防治

藥劑」之推薦藥劑防治，但是蟎類易產

生抗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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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上本場網站，從最左邊導覽列中出版品

／專刊下載「100 金柑健康管理病蟲害

防治技術手冊」選用標示不同顏色之藥

劑來施用。

金柑開花時仍要注意防治薊馬，除施用推薦藥劑外，亦可搭配懸掛藍色黏紙以降低農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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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為因應颱風災害，需提

早進行防颱準備，降雨期間仍

需持續注意疫病、潰瘍病等病害

防治。而連續高溫乾旱的時期，

則需進行銹蜱、薊馬等蟲害的防

治，並配合草生栽培及果園灌排

水，以降低土壤缺水所造成的落

花、落果的損失。

四、追肥施用

　　金柑現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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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在土壤中的有效性與土壤的酸鹼度有

關，在鹼性環境中易形成磷酸鈣之化合

物而沈澱；在酸性環境中，則易形成磷

酸鐵（錳、鋁）等化合物而被固定。因

此不適合再以石灰資材或硫磺粉來調整

土壤酸鹼度以改善磷肥有效性。

　　依土壤檢驗報告，若磷肥過低而需

補充者，強烈建議深施或條施，避免表

面撒施。若磷含量高於 100mg/kg 者，

可土壤灌注稀釋 400-800 倍之溶磷菌來

增加磷肥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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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秋」表示秋天開始，「處暑」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意思為「處，止也，

暑氣至此而止矣。」但台灣因緯度較低，所以氣候仍處於酷暑的炎熱高溫，此時仍處

於颱風季節且威力驚人。8 月金柑的生長情形與 7 月頗為類似，仍持續萌發新梢，亦同

時有開花、著果及果實發育不同生育階段，因此仍要注意連續高溫不雨可能造成金柑

落花、落果，並持續做好防颱準備。

「立秋下雨喜悠悠，處暑下雨萬人愁。」

「六月颶、七月風颱母。」

8 月金柑生育情形與 7 月相似，持續萌發新梢、開花，較早萌發之梢次亦同時有果實發

育。

8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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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季修剪

　　由於此時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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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修剪過多的直立枝（徒長

枝），截剪過長的枝條，以限制生長勢

過旺的枝條生長。接著調整已著果枝條

間的空間分配，將下垂枝全部剪除，留

下適當之交錯枝及平行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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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長枝因生長勢較強，故需進行夏季修剪，以

避免與果實生長競爭養分。

過長枝條至少修剪至與鄰近枝條相同之高度。

進入果園後，採連續數次的 U字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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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體檢測與追肥施用

　　8 月距離採收尚有 3~4 個月的時

間，自 8 月下旬起可把握時機進行植體

葉片的營養檢測，以作為施用追肥用量

的參考。葉片採樣時需避開外圍植株，

以 S 字型或 U 字型行走果園內，逢機選

定金柑當年春梢已成熟之非結果枝及分

枝後，挑選各枝條第 3 至第 5 片無損傷

或病蟲害之成熟葉片 80 ～ 100 片。

　　目前栽培品種中，以長實金柑為

主，占總栽培面積 90% 以上，而圓實金

採集金柑當年春梢已成熟枝條第 3至第 5片成熟葉以進行植體葉片的營養檢測分析。

柑、寧波金柑、福壽金柑、黃水晶等品

種則少量種植，因此進行葉片採樣時應

依品種分別採樣送檢。另外果園位置

不同，或植株生長勢差異較大者，亦應

分開採樣。完成採樣後，各樣品應置入

塑膠袋內，袋外標示農友姓名及連絡方

式，送至各區農業改良場或農業試驗所

檢測。若當日無法送達者，亦應放入冰

箱冷藏，再儘速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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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病蟲害防治

　　由於金柑部份果實已發育至中果大

小，且正值不同夏季水果之採收期，故

需特別注意東方果實蠅防治。目前最佳

防治策略為聯合鄰近果園進行區域綜合

防治，其防治方法包括：果園外圍懸掛

內含毒甲基丁香油之誘蟲盒，藉以誘殺

雄蟲，降低雄蟲比率，雌蟲找不到雄蟲

交配，便無後代產生，進而降低果實蠅

族群數目。配合園內樹下懸掛黃色黏板

或使用黃色黏膠噴於白色塑膠罐外，可

同時黏殺雄蟲及雌蟲，加強誘蟲和防治

效果。

　　而其他因颱風降雨所引發之疫病、

潰瘍病等病害，及乾燥高溫環境適合銹

蜱、薊馬等害蟲繁衍之病蟲害防治方

法，請參考「6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文章內容說明。

防治果實蠅所懸掛之誘蟲盒，需檢查其內含毒甲基丁香油之剩餘量及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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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黃色黏紙或使用黃色黏膠噴於白色塑膠罐外，可防治果實蠅及其它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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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果實蠅防治應聯合鄰近果園進行區

域共同防治，才能達到最大效果。

　　為提高果實品質，應進行夏

季修剪，降低過旺的枝條生長與

果實競爭養分，並應把握時機採

集葉片進行植體營養分析，以作

為日後追肥施用量參考。另為降

低果實損失，需注意颱風前後因

應措施、果園灌排水及果實蠅之

共同區域防治，並配合黃色黏蟲

板或黏膠，以加強其防治效果。



55

   　度過「白露」及「秋分」之後，夜晚會漸漸變長，且隨著一波波鋒面報到，氣候

亦會漸漸變冷，此時金柑由枝葉發育較多之營養生長轉變為以果實發育為主的生殖生

長。但近年極端氣候變遷，偶發的秋颱多伴隨西南氣流降雨，常造成大淹水災情，而

颱風來臨前卻多是高溫炎熱氣候，因此 9 月需持續做好防颱的因應措施，若天氣連續

晴天不雨時，則需進行果園灌水，以降低乾旱造成落果情形。

「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秋分，暝日對分。」

9 月金柑最早開花之前幾批果實，其果實生長發育多為中、大果階段，10 月中下旬即

能採收。

9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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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害綜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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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植株因颱風與連續降雨

易感染疫病菌，造成枝幹流膠、落葉

等，影響果實生長發育與品質，亦需提

早因應並進行適當的防治措施。

　　黑星病與黑點病好發於 4 ～ 6 月春

雨及 6 ～ 9 月颱風期等連續陰雨之氣候

環境，枝條、葉片甚至果實會出現小黑

點的病徵，而果實上的小黑點會降低外

觀品質。由於過去金柑多加工製成蜜

餞，防治上較不受重視，近年因銷售型

態漸漸轉變為鮮果市場，金柑外觀品質

會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而需加強其

防治工作。因此防治上除參考「附錄1. 

金柑病蟲害防治藥劑」之推薦藥劑防治

外，更需加強果園衛生，清除枯枝、病

枝、病葉、病果等清園動作，並注意整

枝修剪改善植株之通風與日照，才能有

效提高其防治效果。

　　潰瘍病病菌主要從氣孔或傷口侵入

植體，造成枝條葉片木質化突起，若出

現在果實上不只影響果品外觀更會影響

口感。而降雨有利於潰瘍病發生，因此

颱風過後多會加劇其病害發生。防治上

除以藥劑防治配合清園工作外，若能在

果園迎風面設置防風林或破風網，則可

大幅降低風雨造成果實摩擦的傷口以減

少感染。
1.  黑星病與黑點病防治

2.  潰瘍病防治

果實上細小黑點多為黑點病病徵，可從剪除病

枝、病葉、枯枝等清園作業著手，以有效降低

果園感染源。

潰瘍病從植株傷口侵入會造成木栓化病徵，故

設置防風林或破風網可降低傷口發生，颱風及

連續降雨過後可作預防性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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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病主要從根部或地表處傷口感

染，會造成金柑枝條流膠、根部及樹幹

基部的腐爛，阻礙養分運輸，進而造成

葉片老化、黃化、枯萎、嚴重落葉與果

實發育不良等問題。尤其 10 月中下旬

開始，東北季風會帶來較明顯之降雨差

異及氣溫變化，更容易引起疫病病菌的

感染與發病，是秋冬降雨時危害最嚴重

的病害。因此可於 9 月提早進行防治作

業，晴天時每月補施一次亞磷酸，以維

持其誘導金柑抗病性之效果。

　　颱風或連續降雨過後，可參考植保

手冊，以滅達樂、福賽得或銅劑等作預

防性噴藥。另需注意果園排水，避免疫

病菌因淹水而擴大感染範圍。如有植株

發病，輕微者可做「外科手術」─切開

樹皮、挖除枝條流膠及腐爛處，再以殺

菌劑塗抹傷口；嚴重者需即早進行「截

枝」─鋸除嚴重流膠，甚至葉片嚴重黃

化、枯萎的主幹，並以樹脂混合殺菌劑

後覆蓋傷口。若「外科手術」及「截枝」

仍救不回植株者，需整株連樹頭及大部

分根部仔細挖除，以避免成為病菌感染

源。

4.  疫病防治

金柑植株感染疫病後，會造成枝條及樹頭流

膠，嚴重者甚至大範圍葉片黃化、萎凋、落葉，

果實黃化早熟，需整株連根部仔細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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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黴病與青黴病多發生在果實採收後，因金柑連皮吃不宜噴藥防治，宜加強撿除田間落果與移除樹上病

果等二級感染源。

　　綠黴病與青黴病為金柑儲藏性病

害，多發生在金柑果實採收後 1~2 週

內。實際上綠黴病與青黴病之病原菌分

生孢子在果園土壤中可生存 1 年以上，

果實採收前位於樹冠下層之受傷果實便

已感染該病原菌。若健康果實與病果相

互接觸時便成為二次感染源，或樹上病

果與地上落果感染後遇上高溫多濕環境

3.  綠黴病與青黴病防治

產生大量孢子隨風飄散，而感染健康果

實。因此除採收前以「附錄 1. 金柑病

蟲害防治藥劑」之推薦藥劑在安全採收

期前進行防治外，更需從撿除田間落果

與移除樹上病果等田間管理著手，才能

有效減少感染源。



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

技術專刊

59

二、追肥施用

　　由於 8 月已建議進行植體葉片檢

測，故其植體葉片檢測報告可供作追肥

施用參考，另外需配合基肥施用前的土

壤檢測報告、施肥紀錄及現場植株生長

狀況，以「少量多餐」方式，隨時調整

不同肥料元素之配方比例。

　　追肥施用雖多以施用高磷鉀肥為

主，其中磷肥主要供作果實細胞生長發

育之用，鉀肥則可提升果實品質，但金

柑採收期長達 6 個月，因此可配合植株

上不同果實生育狀況再調整磷鉀肥比

例。

　　果實採收前及採收初期，幼果、中

果及大果等不同發育成熟度之果實都

有，追肥施用可高磷低鉀，主要以磷肥

補充幼果、中果細胞生長發育的養分，

並有利果肉及果汁內容物的提升。採收

中後期則多為中、大果，再慢慢提高鉀

肥比例，調整為低磷高鉀，以提高果實

糖度，確保果實食用品質。

　　另外，過多的氮肥若遇上早秋偶發

的降雨及高溫，容易刺激秋梢的萌發，

甚至未萌梢直接從春梢或夏梢之側芽就

再開花、著果。其果實採收期多為翌年

1 ～ 3 月，甚至更晚，容易受到東北季

風降雨影響產量及品質並加劇感染果實

病害；且金柑果實採收期長且可連續採

收，採收中、後期不易中斷採收去配合

安全採收期規定、進行藥劑防治，因此

9月的肥培管理需嚴格控制氮肥用量。

　　除非植株因颱風傷害，造成嚴重的

枝葉受損及落花、落果，可於颱風過後

少量施用氮肥，以回復樹勢並刺激秋梢

生長，再以其所萌發之果實補充因颱風

所受損的產量。否則，採收中後期之磷

鉀肥補充原則如前所述，並注意病蟲害

防治之安全採收期等事項，以避免發生

農藥殘留的問題。

1.  依果實發育階段調整磷鉀肥比例

2.  注意氮肥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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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追肥施用需避免氮肥施用過多，否

則容易刺激秋梢萌發，進而與果實發育

競爭養分、降低果實品質。

　　金柑果實採收前 1 個月，需

加強清園工作，以減少果實採收

期間之藥劑使用。另配合不同生

育時期之果實比例調整追肥中磷

鉀肥比例，以提高果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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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寒露」、「霜降」後，氣候變得寒冷導致野草枯黃，穀物收成只剩下麥稈存在，

此時金柑也因氣溫降低利於果皮轉色熟成，陸續可以開始採收上市。10 月仍可能受颱

風威脅且開始受東北季風影響，經常有豪雨、驟雨與霪雨等氣候，造成金柑果實發生

裂果，甚至落果。另若果實表皮有傷口，在陰雨潮濕環境下，採後貯藏期間果實腐爛

率也會大幅提高，因此在果實採收前需注意土壤水分控制及病害管理，採收時也應改

善採收方式，以減少果實受傷與腐爛發黴的情況發生。

「寒露百草枯、霜降見麥茬。」

「九月颱，無人知；九月颱，慘歪歪。」

10月金柑果實已陸續轉色，10 月下旬起便可以開始分批採收。

10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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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水分管理與追肥施用 二、病害防治

　　自 10 月中下旬起，果園可先行割

草，以利後續採收作業進行。另為因應

東北季風鋒面報到所帶來的雨水，果園

需做好田間排水如清溝、挖溝等工作；

地下水位高之田區亦可埋設排水管配合

馬達抽水，甚至可作臨時性的地面覆

蓋以降低土壤水分劇烈變化，減少果實

裂、落果發生。

　　此時為決定金柑果實品質，尤其是

糖度累積的重要時期，在肥培管理上應

注重土壤鉀肥補充，可於下雨後每株施

用500公克氯化鉀，每2-4週補充一次，

若需補充磷肥者則以葉面施肥為佳，以

快速供給植株的需求。有機栽培者則可

以草木灰或含鉀量高的有機質肥料進行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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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特別注意腈硫

醌或鋅錳乃浦之安全採收期長達 30-40

天，其它相關防治細節與用藥說明可參

考「9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文章內容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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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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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收時若發現病果等有問題果實，應隨手摘

除，以減少田間病蟲害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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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方果實蠅防治

四、果實採收作業注意事項

　　金柑果實黃熟後，亦是果實蠅產卵

繁殖的高峰期，其防治方式以結合鄰近

果園共同進行「區域防治」的效果最

佳，並注意鄰近荒廢果園的消毒及清理

落果，才能有效減少果實蠅產卵機會。

園外可懸掛含毒甲基丁香油並定時更換

藥劑，以誘殺雄成蟲，減少交尾機會，

同時果園內搭配使用黃色黏板、黏膠或

含毒蛋白質水解物誘殺雌、雄成蟲，才

能有效降低果實蠅族群數量。

　　近年推動金柑轉型鮮食後，經本場

試驗顯示，雨天採收果實貯藏 1 週後腐

爛率為 70% 遠高於晴天採收之果實腐爛

率 5%。因此果實採收宜在晴天進行，

若持續下雨，所採收之果實可置於陰涼

通風處並配合強力電扇吹風，以加速金

柑果實表皮水分蒸發，可顯著減少果實

腐爛發生。

　　傳統金柑果實多供作加工使用，一

般採果時多直接拔取後丟於水桶，搬出

田間以麻布袋大量集中，盤商或加工廠

收購亦袋袋堆疊擠壓，常會造成果實外

觀受擦壓傷，影響外觀及品質。

　　金柑由加工轉型鮮果鮮食後，果品

外觀如果有戳傷、果蒂缺角等缺陷，消

費者較不能接受，亦容易導致果實腐

爛、發黴而不利貯藏。因此生產者的採

收方式也要配合改進，要選用剪刀尖端

為圓頭者，以 2 刀法採收取代直接拔

取，即第 1 刀先剪下帶梗果實後，再以

第 2 刀修平果梗，避免果梗互相戳傷金

柑果實造成傷口。

　　另外採收時可備一小袋子掛於腰

間，若採收時發現病果、裂果、病枝、

枯枝等有問題之果實與枝條，隨手進行

清園動作，丟於腰間小袋內攜出園外處

理，以降低田間果實病害的感染源。

1.  採收天氣

2.  採收方式



64

採收時宜選用剪刀尖端為圓頭者，以避免刀口

戳傷果實，而刀身略帶弧度，較方便貼近金柑

果實。

二刀法採收的果實，果蒂處平整。

以 2刀法採收取代徒手拔取，第 1刀自樹上剪下果實，第 2刀再將果梗修平，以避免果梗戳傷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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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拔取採摘的果實，常留有過長果梗，或造

成果蒂缺角的傷口。

　　果實於收集、搬運、選別、分級時，

都要改掉過去對加工果粗魯動作的壞習

慣，記得要放輕動作、細心呵護所採摘

金柑果實，採收時少量集中可使用柔軟

袋子或鋪設軟墊的水桶，田間集中及搬

運時塑膠籃應淺層鋪放果實不宜堆疊過

高，以降低果實碰撞與果實壓傷，避免

造成日後果實腐爛。

3.  果實收集與搬運

金柑以塑膠籃集中、搬運時，籃內應鋪設軟墊，以避免果實與塑膠籃間碰撞摩擦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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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金柑產業已由加工漸漸

轉往鮮食發展，除了加強病蟲害

防治及改善肥料施用模式外，亦

應改進採收時諸多「眉角」，如

挑選適當採收天氣、以圓頭剪刀

取代徒手拔取、加強果實選別與

分級等細節，以利於鮮食金柑的

推動，提高農民收益與產業競爭

力。

　　採收後金柑果實運回集貨場，各塑

膠籃不要堆置先以大電風扇吹冷，以移

除田間熱，雨天採收亦可吹去果皮表面

雨水。接著逐籃進行初步選別，淘汰畸

果、腐爛、病蟲害等果實，再輕放於選

果機進行分級工作。若整批交給盤商、

加工廠收購者，仍建議進行果實分級，

以提高收購價格。

　　完成分級，進行裝箱或裝盒等包裝

前可再仔細選別，淘汰具有擦壓傷、戳

傷、水傷等缺陷之果實，再依各通路要

求墊舒果網或海綿墊，以增加果實運移

時的避震效果。包裝盒外應標示品種

別、等級，並分門別類堆疊或裝箱，以

利出貨時辨識。

4.  果實選別、分級及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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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冬」後隨著東北季風南下，帶來一波波寒流及水氣使得降雨日數增加，易造成

農作物的損傷，柑橘類果實易發生裂果、落果、水傷等情況，但低溫卻有利於柑橘類

果皮的轉色。11 月金柑大量轉色成熟上市，是各盤商、加工廠、合作社等主要收購的

月份。因此在果實採收時仍要持續注意土壤水分控制及病害管理，尤其供應金柑鮮果

的農友，更要注意果實的採後處理與貯藏方式。

「立冬過，稻仔一日黃三分。」

「小雪地封初雪飄。」

11月金柑果實多已轉色成熟，為主要採收、上市供貨的月分之一。

11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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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水分管理與追肥施用

　　有關土壤水分管理與追肥施用在

「10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文章已說

明過，本月份仍要隨時清理果園及周遭

排水溝並加強排水作業。但在地下水位

高、大雨過後常排水不良，或近年曾發

生雨後大量落果甚至全株落葉的果園，

建議可利用塑膠布進行地面覆蓋，以有

效減少雨水滲入土壤，造成根部淹水、

缺氧，導致落果、落葉，亦可降低根部

吸水過多造成裂果、水傷。

　　金柑果實採收期長，自 10 月下旬

起至隔年 3 月中旬，如遇降雨會降低果

實可溶性固形物（俗稱糖度）的含量，

因此雨後或降雨空檔可以氧化鉀、硫酸

鉀、高磷鉀等鉀肥稀釋約 1000 倍以葉

面施肥補充，另外建議每 2 ～ 4 週少量

多次撒施鉀肥，以維持採收中、後期之

果實品質。

地面覆蓋塑膠布，可有效減少雨水滲入土壤，以降低裂果、落果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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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東北季風所帶來寒流與降雨，要特別注意土壤水分管理，否則易造成落果。

劇烈的土壤水份變化易造成裂果。

二、病蟲害防治

　　採收期間若遭遇降雨，在降雨過後

或降雨空檔，可參考植保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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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蒂腐病則可在果實採收前 4 天噴施 40%

腐絕可濕性粉劑 1000 倍或 25% 克熱淨

2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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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實貯藏注意事項

　　果實貯藏時所發生腐爛、發黴等問

題，多決定於果實採收天氣與採收方

式，而消費者對金柑鮮果之外觀品質要

求又比加工廠收購之加工果標準更高，

更需加強並落實選別與分級工作。以下

為果實採收後應注意之事項：

　　以往農友在田間採收後直接裝於肥

料袋就上搬運車或貨車送至盤商或加工

廠，可能因降雨或數量不足等原因，先

擺放於室內陰涼處延後出貨，但本場試

驗顯示室溫下貯藏 2 ～ 3 天至 1 週左右

就會有腐爛、發黴果出現。故建議於

0 ～ 5℃下貯藏，較能維持其新鮮度，

以散裝於塑膠籃框的金柑為例，在 0℃

貯藏 4 週後果實腐爛率約為 15%，貯藏

於 5℃約為 30%。

　　本場比較牛皮紙袋、PE 封口袋、

塑膠盒和散裝於塑膠籃框等各種包裝方

式之貯藏效果。冷藏時，常因水氣凝結

造成紙袋潮濕，另塑膠盒封蓋與 PE 封

口袋雖已先做打洞處理，但塑膠盒壁

及 PE 封口袋內仍會有水氣凝結，當果

實表皮接觸包裝資材上的冷凝水後易導

致果實腐爛，尤以 PE 封口袋之腐爛率

最高、塑膠盒次之，而塑膠籃框散裝最

低。故建議金柑出貨前，可散裝於塑膠

籃框，四周外圍包覆 PE 塑膠布，可防

止果實失水並避免果實與塑膠布上冷

凝水直接接觸，再置入 0~5℃冷藏庫貯

藏，可延長果實鮮度達 3~4 週。

1.  貯藏溫度

2.  貯藏時之包裝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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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柑貯藏前，應仔細選別，淘汰被果實蠅叮咬（左上圖）、發黴（右中）及受傷的果實（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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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柑採收期間如遭遇降雨而

需用藥防治時，需特別注意安全

採收期之相關規定。有別於傳統

加工果的採收作業與後續管理，

鮮食金柑更需加強選別、分級與

貯藏條件等注意事項，以利延長

儲架壽命，分散金柑某批次過於

集中成熟之採收與出貨壓力。

　　再次強調搬運、移動時應輕搬輕

放，籃框應鋪設軟墊並淺層鋪放金柑果

實，分級時果實收集籃應舖放軟質襯墊

或墊高收集籃，以縮短果實落下距離，

減少果實碰撞之傷害。另外青黴病或綠

黴病等果實貯藏病害多發生在有傷口之

果實，建議進冷藏庫前再次篩選，挑出

被果實蠅叮咬、水傷或受傷的果實。貯

藏時亦應隨時檢查，挑出已發黴或腐爛

的果實，避免感染鄰果。

3.  其它注意事項

金柑採收後宜進行分級，各級別果實收集籃需

鋪設軟墊，以降低果實掉落時之衝擊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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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沒有白皚皚雪花，倒有白芒芒菅芒花開，「冬至」天氣晴朗時，農夫們都在忙

於農事，忙到腳都伸不直，對金柑農們而言，同樣亦是持續忙於採收金柑。12 月金柑

採收進入中期，果實多已成熟轉色，要特別注意果實蠅防治。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

「冬至透腳日，做田人拼攏劊直。」

12月金柑果實多已黃熟轉色，為主要採收、上市供貨的月份之一。

12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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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果實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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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高黃色黏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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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黃色黏板，當黏紙或黏膠黏滿各類昆

蟲而失去黏性時，應更換或補噴。

　　另外亦可使用食物誘殺方式，如以

0.02% 賜諾殺之濃餌劑稀釋 8 倍，塗施

於各式容器下側，懸掛於金柑植株上；

或以蛋白質水解物（稀釋40～50倍）、

糖蜜（稀釋 3 ～ 4 倍）、紅糖（稀釋 4

倍，加熱到有香氣）或番石榴、鳳梨果

汁等食物誘餌，與 25% 馬拉松可濕性粉

劑（稀釋 100 倍）、80% 三氯松水溶性

粉劑（稀釋 600 倍）、50% 芬殺松乳劑

（稀釋 200 倍）等藥劑混合，局部噴施

於果園外圍，但不得直接噴施於金柑植

株上，以免造成農藥殘留。

　　非不得已需使用農藥防治果實蠅

時，應特別注意各農藥之安全採收期規

定，如芬化利 20% 乳劑為 9 天；但芬殺

松 50% 乳劑在柑桔類上安全採收期長達

21 天，則不建議使用。

防治東方果實蠅，除利用含毒甲基丁香油及黃

色黏板外，可將賜諾殺濃餌劑稀釋後塗佈於各

式容器下側，懸掛於金柑植株上，以誘殺果實

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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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病及果實儲藏病害防治

　　本月因仍受東北季風所帶來的寒流

及降雨影響，故仍需注意土壤水分管

理，田間管理可參考「11 月金柑栽培

管理作業」中「土壤水分管理」一節，

若果園已發生果實大量裂果，甚至嚴重

落果時，要儘快排除園內淹水情形，避

免土壤疫病菌隨淹水而到處漫延。接著

摘除樹上裂果、水傷與其它有缺陷之果

實，並撿除地面落果，以避免綠黴病、

青黴病、蒂腐病等儲藏病害孢子感染及

傳播。採收之果實應加強選別，並以強

力電風扇吹乾果實上的水分，以減少貯

藏時果實貯藏病害發病之比率。

　　雨停後，可參考「11 月金柑栽培

管理作業」中「病蟲害防治」一節說明，

進行預防性噴藥，並特別注意安全採收

期之用藥規定。

採收期間應注意金柑植株生長狀況，如感染疫

病，應及時進行「外科手術」或「截枝」，仍

救不回者，需整株連樹頭及根部仔細清除，以

避免成為疫病菌感染源。

   田間噴藥時，可觀察金柑植株生長

情形，尤其前述已發生嚴重落果之植株

通常發生全株落葉的機率亦大幅提高，

此時植株多已嚴重弱化，易感染疫病，

可依「9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中「疫

病防治」一節醌明，進行截枝手術或

整株移除，尤其土中根部宜儘量挖除乾

淨，甚至以客土方式，置換感病植株根

圈土壤，避免造成鄰株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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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實採後及貯藏注意事項 四、追肥施用

　　果實採收及貯藏注意事項，請參考

「10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中「果實

採收注意事項」及「11 月金柑栽培管

理作業」中「果實貯藏注意事項」二節

進行。因金柑採收已 1 ～ 2 個月，過

去採收時之爛果、裂果可能已汙染採收

籃、海綿墊、分級機等器材，故本月要

特別注意採收容器及緩衝包材之清潔，

以避免不清潔器具傳播病源菌。

　　果實貯藏期間，仍應不定期檢查果

實貯藏狀況，尤其籃框下層之果實或與

PE 塑膠布上冷凝水直接接觸之果實，

挑出已發黴或腐爛的果實，避免感染鄰

果。

　　金柑採收中期後，除以地面撒施

高磷鉀肥，有機栽培之農友則可以草

木灰或含鉀量高的有機肥料進行補充

外，建議以葉面施肥快速補充，以維持

採收中、後期之果實品質。葉面施肥方

式為選擇含磷、鉀較高之肥料，稀釋

500~1000 倍，每 7~10 天噴施ㄧ次，施

用時間以清晨 5~7 點最為適合，日照強

烈的區域則建議於傍晚時分來施用，務

必注意稀釋倍數與次數，切勿施用過量

造成肥傷。

　　金柑採收中期後，仍需做好

果園排水及病蟲害防治作業，以

減少降雨所帶來的影響及病蟲害

所造成的損失。另外可以葉面施

肥方式快速補充鉀肥，以維持採

收中、後期之果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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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金柑果實多已完全轉色呈橘紅色，為主要採收、上市供貨的月份之一。

   「小寒」、「大寒」是一年中最冷的節氣，但對柑桔類果樹而言卻有助於果實轉色。

此時金柑樹上結實纍纍，橘紅色的鮮果所呈現的喜氣，正適合農曆春節祭祀及居家應

景的佈置裝飾。仍需注意果實蠅防治，若遇豪雨、驟雨使土壤水分劇烈變化，容易導

致嚴重裂果及落果，另外果園管理不佳或清園作業不確實時，亦容易發生水傷，因此

需注意果實病害防治及土壤水分控制。

「小寒大寒，冷成冰團。」

「小寒大寒，殺豬過年。」

1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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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果實褐腐病（水傷）等病蟲害防治

　　1 月時金柑已至採收中後期，因受

東北季風影響，多雨潮濕的氣候環境

下，金柑易發生俗稱「水傷」之果實褐

腐病，被害果初期會出現水浸狀之小斑

點，環境潮濕時，病斑會迅速擴大，甚

至長出白色黴狀物，果實亦會出現酸味

與腥臭味。果實褐腐病也是屬於疫病菌

危害，只是感染植株部位不同而名稱不

同。

　　當果園內水傷爛果的比例太高時，

防治上仍以清園為主，才能有效降低果

園內感染源，因此果實採收時可準備一

小袋子，採果同時可順手將裂果、水

傷、蟲叮果、枯病枝、落果等被害部位

摘除或剪除丟進小袋子內。

　　不得已須以藥劑防治時，可拉長兩

次採收間的日數並挑選安全採收期短之

藥劑作為防治策略。即前一次果實採收

成熟度可採至黃綠果實，再以安全採收

期短的藥劑進行防治，並於藥劑安全採

收期過後才進行下一次的採收。但許多

疫病菌防治藥劑之安全採收期都長達

30 ～ 40 天，故建議可使用安全採收期

為 6 天之 27.12% 三元硫酸銅水懸劑，

稀釋 800 倍後施用；或以安全採收期為

4 天之 40% 腐絕可濕性粉劑，稀釋 1000

倍噴施。另外腐絕對青黴病、綠黴病亦

有防治效果。

　　果實採收時，宜於晴天進行，不得

已於雨天採收，應儘快以電扇吃乾果實

表面水分。另外在採收、選別、分級、

包裝等作業流程時，應避免造成傷口而

使病菌侵入。同時需注意貯藏場所之環

境條件，包括溫度、濕度，甚至保持適

當的空氣流通。必要時，應利用出貨空

檔，將冷藏櫃架、塑膠籃框等以 70% 酒

精或稀釋之漂白水擦拭消毒。

　　金柑採收盛期仍需注意果實蠅防

治，可參考「12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文章中「果實蠅防治」ㄧ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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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褐腐病因好發於連續降雨過後，故多俗稱水傷，

防治上首重清園，再配合適當的藥劑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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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鳥害、猴害、山豬危害等防治 1.  鳥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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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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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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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設鳥網需先向各地方縣市政府主管單位申

請。

2.  山豬危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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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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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猴害防治

　　防範猴害通常多以物理隔絕配合定

點食物餵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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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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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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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產官學界大力推動鮮食

金柑，讓消費者認知柑橘全果食

用的營養價值，也逐年提升金柑

的收購價格，因此採收前做好清

園及病蟲害防治，採收期間再做

好果實蠅防治及土壤水分管理，

降低蟲叮果、裂果、落果等損害，

保障金柑農友收入。

三、葉面施肥及土壤水分管理

　　金柑採收中、後期後，建議以葉面

施肥取代地面施肥，以快速補充鉀肥並

維持採收中、後期之果實品質，可選擇

含鉀較高之肥料，稀釋 500~1000 倍，

每 7~10 天噴施ㄧ次，降雨後亦可利用

葉面施肥，以少量多施方式來恢復果實

糖度，但要注意濃度不宜過高，否則易

有糖分轉換不良，造成果實出現澀味或

怪味等情形。1 月仍受東北季風影響，

仍要持續注意土壤水分管理，可參考

「10、11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文章

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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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春」、「清明」這段期間降雨日數多，此時金柑採收已進入後期，故仍需因

應各種降雨狀況，注意果園土壤水分管理與病蟲害防治。為因應下一年期金柑栽培管

理作業，可提早進行土壤採樣及植株整理。

「立春雨水到清明，一日下雨一日晴。」

「立春春打六九頭，春播備耕早動手。」

2月金柑採收進入後期，果實多已完全轉色紅熟，各採收批次之時間間隔會縮短。

2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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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蟲害防治

二、葉面施肥

　　在病蟲害防治方面，本月仍要注意

果實褐腐病（水傷）防治，可參考「1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文章中「果實褐

腐病（水傷）等病蟲害防治」一節說明，

以拉長採收間隔日數並挑選安全採收期

短或免定殘留容許量的藥劑進行防治。

　　另外果實蠅防治亦不可鬆怠，可參

考「12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業」文章中

「果實蠅防治」一節說明，檢查誘蟲盒

內含毒甲基丁香油含量及保存期限，適

　　在肥料施用方面，本月可以葉面施

肥快速補充鉀肥 1~2 次，以維持果實品

質，而降雨過後亦建議補施，以減輕糖

度損失，可參考「1 月金柑栽培管理作

業」文章中「葉面施肥」一節說明，選

擇含鉀較高之肥料稀釋 500~1000 倍後

噴施。

量補充，並配合黃色黏膠或黏蟲板等非

農藥防治方式進行防治。

金柑採收後期宜加強選別作業，淘汰水傷、蟲叮果等問題果，以減少後續貯藏時腐爛及發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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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柑加工原料果仍建議以分級機區別大小果，以提高中、大果收購價格。

三、果實採收

　　依金柑植株株齡大小及前ㄧ年整枝

修剪時間與強弱，金柑採收結束時間大

約落在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間。此時金

柑樹上果實多已轉色紅熟，故採收批次

間隔會越來越短，從 11 月剛開始採收

間隔約 2 ～ 4 週，到 2 月已縮短為 3 ～

7 天。因此 2 月中、下旬時，部分農友

會視樹上掛果量多寡，擇期一次全部採

收，以節省採收人力；亦有農友維持原

採收步調及原則進行採收，但大部分會

在 2月底至 3月初結束。

　　金柑採收後期，除進行前述病蟲害

防治及葉面施肥以維持果實品質外，呼

籲農友更應加強果實選別作業，淘汰果

實水傷、果實蠅叮咬及戳傷等問題果，

減少消費者購買時看似完整，但買後

2 ～ 3 天果實卻發生腐爛、發黴等狀況

而影響商譽。另外應落實分級工作，不

只是鮮果拍賣市場對所有果品項目之品

質要求，相對於傳統加工果的收購，同

樣可區別不同果實大小等級，拉開大、

小果價格差異，提高中、大果收購價

格，增加農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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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採樣

　　金柑採收期間可利用空檔及早採取

土壤樣本以進行土壤肥力檢測，瞭解土

壤特性及各種肥料元素在土壤中的含

量，以供作後續土壤改良及基肥施用的

參考。

　　土壤採樣時，可先準備土鑽或圓

鍬、土鏟、移植鏝等各式挖土工具、

2 個塑膠桶、數個塑膠袋、麥克筆等工

具，於園區四角落及中間共 5 個採樣

點，清除土表雜物後，避開施肥位置，

以鏟子挖ㄧ深約 40 公分以上的深 V 字

形土坑，沿土坑坡面由上至下以鏟子切

下ㄧ長約 20 公分、寬約 10 公分、厚約

2公分，約手掌大小的土片，此即為「表

土」，裝於塑膠桶內，重複前述步驟取

完 5 個採樣點之表土後，移除石頭、雜

草等雜質，充分混合；再向下挖取深度

20-40公分，大小相似之土片，即為「底

土」，裝於另ㄧ塑膠桶內，同樣混合 5

個採樣點之底土並移除石頭等雜質。

「表土」、「底土」分別取約 1 公斤，

裝入不同塑膠袋並於袋外註明。

　　另外果樹屬於深根性作物，若能以

同樣的方式採取深度 40 公分以下之深

層底土並進行分析，將能更準確地進

行肥力診斷分析。而不同果園須分開採

樣，坡地果園內不同位置之土壤差異大

者可分別採樣，如區分山頂、山腰或山

谷，因山上肥料易淋洗至山下沉積，於

塑膠袋外加註果園位置或自行編設之代

號、作物別及聯絡方式，送至各區農業

改良場或農業試驗所分析，亦可由各地

區農會轉交。

　　果園位置如能提供地段、地號者更

佳，各試驗改良場所會將各土壤檢驗結

果彙整至土壤特性資料庫系統，以建置

數位化臺灣地區土壤圖及屬性資料庫，

使土壤調查資料應用標準化，以促進土

壤資料之資料共享，俾利於國家土地利

用規劃與永續經營。

表土及底土分別取約 1 公斤裝入不同塑膠袋，

並於袋外註明土層、作物別及連絡方式後送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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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採樣時應避開施肥位置，以各式挖土工具挖取ㄧ深約 40 公分以上的深 V字形土坑。

表土及底土分別裝於不同塑膠桶內，挑除雜草及石頭等雜質後，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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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株整理及初步整枝修剪

　　採收期間如有發現樹冠下位枝條因

荷負果實重量而下垂者，可先予以標

記，以利採收完後進行剪除或鋸除工

作，否則隨著各批次果實採收，下垂

樹枝會慢慢恢復原狀將不利日後整枝修

剪時辨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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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注意剪子與鋸子等工具之消毒，以避

免病原菌藉由汙染器械傳染其它健康植

株。金柑採收結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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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柑採收後期仍應盡力進行

病蟲害防治、果實選別與分級作

業，以維持果實品質，並可於採

收間空檔進行土壤採樣與送驗，

以及早進行後續土壤改良及基肥

施用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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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柑採收期間發現枝條因荷負果實重量而下垂者，

可先予標記，以利採收完後剪除或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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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豈同淮枳變，皮膚不作楚梅酸。

　參差翠葉藏珠琲，錯落黃金鑄彈丸。」

                               宋 李清臣

金柑辛勤整年的管理，都是為了能順利採收與銷售。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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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金柑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作業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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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金柑全年 12 月份栽培管理作業曆 (續 )- 金柑病蟲害防治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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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枝修剪 防颱準備

土壤採樣 植體葉片採樣路徑

葉螨（紅蜘蛛） 蚜蟲、木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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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覆蓋 二次式採收 (二刀法採收 )

植體葉片採樣 果實採樣

潛葉蛾 柑橘星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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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柑雖為柑桔類，但植株及果實大小皆較一般中果型柑桔類小，開花批次多，採

收期較其它柑橘類晚且長，與一般柑桔類最大不同處在於金柑不用剝皮，可連皮食用，

宋朝翰林學士李清臣便提詩贊鮮食金柑之風味及果實成熟的色彩。俗諺「拜好柑，好

年冬；吃金棗，年年好」，傳統上過年過節，更常利用金柑盆栽擺飾或以帶葉金柑祭祀，

來討個好彩頭。

　　金柑栽培管理作業，自 3 月採收結束進行清園、基肥施用、整枝修剪；4 月春梢萌

發、花芽分化；5-6月夏季修剪、草生栽培，注意梅雨前後土壤水分管理，進行潛葉蛾、

蚜蟲等病蟲害防治；7-8 月防颱準備、追肥施用；9-10 月提早地面覆蓋、注意病蟲害

防治用藥之安全採收期；11-12 月果實採收、加強採後處理之選別分級作業；最後翌年

1-2 月採收後期選用殘留期短或免訂容許量藥劑進行病蟲害防治。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累積多年金柑栽培、肥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輔導經驗，出版「金

柑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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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金柑栽培技術，生產安全、高品質金柑果品，提高產品價差，增加農民收益，降

低降雨、乾旱、颱風等天然災害損失，進而提供消費者安全、健康、質優的金柑鮮果，

促進金柑產業轉型與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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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各類病蟲危害，利用藥劑防治為最普遍的作法。農友可參考植保手冊，依其

內容所載之推薦藥劑種類進行防治。雖然同一種病蟲害可能有幾種推薦藥劑可以選擇，

但是不同的藥劑有可能是相同的作用機制，農友在進行藥劑混用或者藥劑輪替使用時，

應避免使用相同作用機制的推薦用藥。

系統性農藥。植物局部施用藥劑後，藥劑可移行到其它植物組織。

局部系統性農藥。又可指跨薄壁組織的作用。藥劑噴灑到植物的組織後，能短

距離移動到周圍組織，如葉的上表皮到下表皮。

保護性。藥劑在病原菌到達或開始感染前，在植體表面或植體內形成保護障蔽

以避免感染發生，又可稱為預防性作用。

治療性。藥劑在植物組織中阻止病原菌在組織的早期生長，此類藥劑依藥劑種

類不同通常在感染發生後 24 至 72 小時最有效。要注意的是治療性藥劑，在

感染之前或感染初期都有效；但一旦到了較後期的感染，此類藥劑即無效果。

除滅性。作用方式同治療性藥劑，但可防除已出現病徵 (symptom) 的病原菌

感染。

無有效登記證

神經和肌肉。指殺蟲劑作用的部位在昆蟲或蟎類的神經或肌肉組織，神經系統

包括中樞及週圍神經系統，這類藥劑的作用速度通常較為快速。

生長和發育。指殺蟲劑作用在昆蟲或蟎類的生長及發育的過程，通常針對幼蟲

或若蟲有效，反應時間需經歷一個齡期，這類藥劑的作用速度通常稍慢或慢速。

呼吸。指殺蟲劑作用在昆蟲或蟎類的呼吸糸統，此類藥劑作用速度通常稍快或

快速。

無有效登記證。表示此有效成份藥劑曾於國內進行農藥的登記，但目前無有效

的登記證號。

植物保護手冊推薦用藥。

在不同作物上對類似病害具防治效果之藥劑。

附錄 1. 金柑病蟲害防治藥劑

S ：

LS：

P ：

C ：

E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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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害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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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蟲害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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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銹蜱與葉蟎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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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方果實蠅防治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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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寄生性線蟲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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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藥劑平均撒佈於溝底，覆土後灌水，保持適當土壤濕潤，相關藥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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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果園雜草防治

　　建議採取草生栽培方式，若需要使用除草劑，則不可噴及植株，以免發生藥害，

相關藥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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