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鉀中磷低氮為主。除氮磷鉀等即溶肥料之

外，在 6月下旬開始也可搭配使用喜果精之
類植物營養劑進行葉面施肥，加強促進果實

生育的效果。試驗結果顯示，該類植物營養

劑可以明顯提高 8月中下旬採收之文旦果實
甜度 0.7至 1.2度，還可明顯地降低果實可
滴定酸含量，有利提高早收文旦果實品質。

結　語

透過早收文旦果實品質栽培技術的運

用，文旦植株與果實之生育情況良好。並可

提高 8月下旬文旦果實品質至品牌文旦標
準，具備採收銷售之潛力。可以視天氣狀況

或銷售訂單乃至採收人工之調派機動調整採

收日期，增加因應颱風或降雨等不良狀況之

彈性，為果農一年辛勞的代價提供更多的保

障。

▲葉面施肥可快速調節植株生育

▲早收果園生育良好 ( 右 ) 傳統栽培生育過旺 ( 左 )

※提高文旦早收果實品質技術作業曆

/ 劉啟祥 /

高 8 月中下旬採收之文旦果實甜度 0.7 至 1.2 度，還可明顯地降低果實可滴定酸

含量，有利提高早收文旦果實品質。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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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狀況或銷售訂單乃至採收人工之調派機動調整採收日期，增加因應颱風或降

雨等不良狀況之彈性，為果農一年辛勞的代價提供更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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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花蓮、宜蘭地區文旦栽培面積共達 1,186
公頃，是本區重要的果樹產業之一。由於傳

統栽培上文旦採收時間是在白露節氣前後，

一旦白露與中秋節距離較近，例如 111年度
只有3日，就將面臨有效銷售時間短的問題。
而若能將果園栽培管理技術整合與改進，提

高 8月下旬文旦果實品質使之能達到品牌文
旦的水準，具備採收銷售的潛力，則可增加

文旦採收時間之彈性 1至 2週，擴大果品銷
售期；並有規避採前不良天氣、調整採收人

力等便利，有助於文旦產業之發展。

為促進文旦植株與果實之生育，必須整

合禮肥、基肥調整、春季水分管理、夏季修

剪、調整追肥與善用葉面施肥等技術，可使

8月中下旬文旦果實具備採收銷售的品質。
相關技術以下分別依栽培時程順序說明。

禮肥基肥調整樹勢

文旦採收後禮肥與基肥的施用，是次年

開花展葉的基礎；尤其東部地區冬季日照時

數少，必須更重視禮肥管理，及早提供肥料，

以利恢復樹勢並累積樹體的碳水化合物。須

在 9月中旬以前，依照當年度文旦的產量與
品質狀況，例如果實品質優良樹勢較弱可選

用 5號肥料、果實品質良好樹勢正常可選取
43號肥，至於品質不佳樹勢旺盛則以 4號
肥料為主，每株施用 1至 3公斤。禮肥施用
後 2至 4周再依據土壤酸鹼值施用苦土石灰
進行土壤改良，並補充中量元素鈣與鎂。果

園基肥的使用建議以高碳氮比粗纖維之有機

質肥料如蔗渣堆肥或木屑堆肥為主，每株可

施用 20公斤以上，施用基肥時亦須同時檢
視禮肥的施用結果，如果葉色未明顯轉綠甚

至仍為黃綠色，則仍須利用複合肥料或硫酸

鎂等資材進行後續的追加調整。

春季水分管理

文旦植株於春季 2至 4月間抽梢開花與
展葉著果，需要充足水分以穩定植株生育。

適量的供水能縮短文旦的開花時間，促使果

實提早生育；並且能使新梢與花朵的生育期

一致，有利果園春梢時期的蟲害防治作業。

110年度瑞穗地區文旦植株普遍提早於 3月
下旬謝花，即與 110年 2至 3月的降雨日數
較多（15與 18天）有關。而 111年度的試
驗結果亦顯示，在降雨較少的情況下，維持

土壤含水率在 20％的水平，能夠將文旦單株
著果數目由 148顆果實顯著提高至 194顆，
並且可以縮短 14天的開花時間。 

進行夏季修剪

於 5月著果將屆穩定時期開始進行修
剪，一直到日照轉趨強烈為止，都是夏季修

剪的作業時間。將文旦小果周圍與上方之密

生枝葉與乾枯枝剪除，不僅可以增加藥劑防

治的效果，更可以改善小果周圍的日照與通

風，營造小果良好的生長環境，有利果實發

育。試驗結果顯示，進行夏季修剪不僅有利

病蟲害防治作業、優化果實外觀，還可將果

實可滴定酸含量由 0.56 %明顯降低至 0.47 
%，有助提高果實品質。夏季修剪也有助於
果實的轉色，增加採收時文旦果皮的黃色

度。若作業時間充足，夏季修剪也可包含春

梢生育後直立枝條的整理、與樹冠內密生枝

的剪除等作業。

調整追肥作業

應搭配文旦果實之生育進程於 4至 6月
施用追肥，其中 4月下旬為第一次追肥施用
時期，以磷肥的施用為主，每株文旦果樹施

用過磷酸鈣 2至 3公斤，並可搭配少量 43
號肥料用以促進肥效。另外也可配合澆灌溶

磷菌等方式促進文旦對於磷肥的吸收效果，

進一步提高追肥的肥效，促進果實生長。而

在 5月中下旬至 6月上旬間，進行第二次追
肥；本次追肥以鉀肥為主，每株文旦果樹以

施用氯化鉀 2至 3公斤為原則，並可搭配少
量 43號肥料用以促進肥效。追肥的施用應
視樹勢、果園立地條件與著果數量等條件適

當調整，例如枝條生長旺盛、葉型果型偏大

者宜酌量增施、砂質土壤的果園以少量多次

施用為主；如果果園基肥是使用全腐熟發酵

的禽畜糞堆肥，則追肥可以考慮以過磷酸鈣

與氯化鉀等單質肥料為主，避免氮素營養偏

高不利果實品質。

善用葉面施肥

葉面施肥具有肥料吸收與作用速度快的

特點，但也有施肥效果弱的性質。果農宜依

不同生育時期進行不同施肥種類的葉面施

肥，可收機動調整樹勢與促進果實生育之

效。例如春梢時期的葉面施肥以綜合微量元

素肥料為主，中果期葉面施肥原則為為高磷

中鉀低氮之營養元素配置，而大果期則以高

▲增加土壤有機質是土壤改良的

重點

▲ 缺鎂導致葉片黃化不利生育 ▲ 春梢時期應注重微量元素的葉面施肥 ▲ 夏季枝條修剪營造果實良好生育環境▲土壤水分管理有利文旦開花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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鉀中磷低氮為主。除氮磷鉀等即溶肥料之

外，在 6月下旬開始也可搭配使用喜果精之
類植物營養劑進行葉面施肥，加強促進果實

生育的效果。試驗結果顯示，該類植物營養

劑可以明顯提高 8月中下旬採收之文旦果實
甜度 0.7至 1.2度，還可明顯地降低果實可
滴定酸含量，有利提高早收文旦果實品質。

結　語

透過早收文旦果實品質栽培技術的運

用，文旦植株與果實之生育情況良好。並可

提高 8月下旬文旦果實品質至品牌文旦標
準，具備採收銷售之潛力。可以視天氣狀況

或銷售訂單乃至採收人工之調派機動調整採

收日期，增加因應颱風或降雨等不良狀況之

彈性，為果農一年辛勞的代價提供更多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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