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
前

言

INTRODUCTION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4

2

（一）分類

1.植物學分類

蓮霧（Wax apple）在植物分類學上屬於

種子植物門 Spermatophyta ，雙子葉植物綱

Dicotyledons，桃金孃目 Myrtales，桃金孃科

Myrtaceae，赤楠屬 Syzygium。蓮霧原產於馬

來半島及安達曼半島的熱帶常綠果樹，十七

世紀由荷蘭人自爪哇引入本島，由於是外來

種早期的稱呼都取其譯音，在舊誌中的記載

就有「剪霧」、「軟霧」、「暖霧」、「染

霧」、「南無」、「輦霧」、「璉霧」等之

稱；亦有與原產地有關的稱呼「爪哇蒲

桃」。日據時代研究學人員以植物型態學為

基礎對蓮霧植株做詳細的描述，並具體說明

其栽培方法，簡單介紹蓮霧品種，分析果肉

內容物含量，此時期的文獻多以蓮霧稱之，

至今常用蓮霧稱謂，應為日據時代所確立的

名稱。

2.品種分類

蓮霧果實形狀有圓錐形、圓型、長圓錐

形，果皮顏色則有很多種，品種的命名多以

果皮顏色來行之，有大（深）紅種、淡紅

種、粉紅種、白色種、清綠色種、麻六甲

種、乳白色種等，新市種即屬於白色種；粉

紅種果型大可溶性固形物高，是目前栽培面

積最多的品種。蓮霧在南部地區大量栽培之

後，變異出來數個品系，果型的大幅增加，

市場賣相佳，故種植面積正迅速增加。

3.商品分類

蓮霧果品因栽培土壤的不同，同種間果

實的大小及果皮色澤有很大的差異，目前果

品較為大家知為「黑珍珠」、「黑鑽石」、

「黑金剛」等。在屏東沿海地區地下水位較

高，且土壤鹽份含量較高的果園所生產的果

實，單果重在 100 公克以內，果皮著色較

深，可溶性固形物可達15°Brix以上，果實

為一般所稱「黑珍珠」；靠內陸的果園，土

壤的通氣性較好，根系較發達，所生產的果

實較大，平均單果重可達150 ~ 200公克，果

肉多汁細緻，果實為一般所稱「黑鑽石」；

「黑金剛」則主要以粉紅種的變異品系為

主，果瘠明顯，單果重可達250 ~ 300公克。

（二）產業的發展

蓮霧在日據時代以臺南州栽培最多，但

全臺栽培面積不超過160公頃，因此僅零星

栽培或作為庭園樹，並非重要的經濟果樹，

終戰後初期亦僅做蓮霧品種研究，其開花期

在2 ~ 3月，產期集中在5 ~ 7月，1976年發

現速滅松（Sumithion）能促進花芽提早萌

發， 1978 年全臺栽培面積在已超過 1000 公

頃，由於產期調節潛力的呈現，加上政府鼓

勵稻田轉作，至1987年全臺栽培面積已增加

至10502公頃，蓮霧的栽培達到最高峰，主

要集中在屏東縣，此後因蓮霧產期調節的穩

定性還無法完全掌控，再加上檳榔收益好，

面積就逐年遞減，近年來產期調節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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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克服，早花蓮霧的價格卻受到很大的壓

縮，利潤大不如前，管理較差的果園自然被

淘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受到替代水果

競爭的影響，平均價格下跌3 ~ 4成，依2003

年農業年報統計，全臺種植面積已降至7864

公頃，全年的產值約新臺幣25億元。主要的

栽培縣市依次為屏東縣 6515 公頃、高雄縣

597公頃、宜蘭縣421公頃。屏東縣主要栽培

鄉鎮有枋寮鄉1049公頃；鹽埔鄉692公頃；

南州鄉635公頃；內埔鄉628公頃，高樹鄉、

佳冬鄉也有500多公頃，林邊鄉、新埤鄉、

潮州鎮、長治鄉、麟洛鄉等鄉鎮則在250公

頃以上。

（三）生長期及生長過程

蓮霧生育最適溫度在25 ~ 30℃；果實發

育期最適溫度在15 ~ 25℃，從花蕾發育至果

實成熟期，若遇10℃以下之低溫極易造成寒

害、裂果及落果，果實生育後期，若遇連續

下雨則易發生裂果；若遇颱風則易造成折

枝、落葉、落果。高屏地區冬季少雨，日照

充足，無颱風的威脅，是高品質蓮霧的生產

季節，蓮霧喜好濕潤肥沃的土壤，而且很耐

濕，對土壤質地的選擇不苛刻，砂土或黏土

均可種植，土壤從微酸性到微鹼性（pH 5.5

~ 7.8）均適合。

目前臺灣主要經濟栽培品種為粉紅色種

屬於早熟品種，也叫南洋種，顧名思義果皮

呈粉紅色，其花序著生在前年生或當年生小

枝條頂端、葉腋間，或在老枝幹上生不定芽

並開花結果，花序上無葉；另有著生於2 ~ 3

片新葉上之混合花芽，通常數朵小花聚在一

穗，呈聚繖花序。自然環境下，臺灣南部地

區開花期約2 ~ 3月份開始，花蕾形成至果實

成熟的日數視花期而定，高溫下需90 ~ 100

天，低溫則需140 ~ 160天。

蓮霧生長勢很強經常抽新梢，每年抽新

梢6 ~ 7次，每次抽新梢的間隔依溫度而定約

需50 ~ 60天。每抽一次新梢即消耗樹體內累

積的有機與無機養分，所以樹勢的管理需配

合新梢更新及生長，因此生長階段可分營養

生長與生殖生長兩個不同的階段來管理。

1.營養生長期

自上一季果實採收完後，植株即進行

不同程度的修剪使樹體更新，剪程度依管

理的習慣分為理光頭式（重剪）、半修剪式

（中剪）、傳統式（輕剪）三種。營養生期

的長短依培育的新梢次數而定，由長出新

葉片至下一次催花短可於2個月完成，長可

達6個月；即培育一次新梢者需2個月，培

育3次梢則至少需6個月。為了要重新培養

大量健康的葉片，植株除施用大量有機肥

外，需依梢葉生長階段及情況，從地面或

葉面補充不同比例的氮、磷、鉀肥或微量

元素，葉片更新期間葉片易受腹鉤薊馬、

金龜子、蚜蟲、介殼蟲類、小綠葉蟬、葉

等危害，為了讓催花成功葉片的保護至

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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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殖生長期

蓮霧催花至果實成熟採收止，新梢及花

苞同時生長，要生產高品質的果實，需注重

整枝修剪並配合營養管理，茲將花芽抽出至

採收劃分成數個階段來敘述。

（ 1 ）花芽萌出期：催花後約7 ~ 10天，花芽

可從枝梢頂端、葉腋或枝幹萌出，此

時期注意樹冠的透光，加強整枝修

剪，避免遮蔽影響生長及病蟲害防治

（圖一）。

（ 2 ）分粒期：催花後15 ~ 22天，花芽頂端

分出粒狀的小花蕾，此時新葉已長出

約2 ~ 3指幅寬，需適時補充葉肥，避

免養分競爭（圖二）。

（ 3 ）豆粒期：花蕾長至豌豆仁般大小時體

積會迅速增大，因此需補充氮肥促進

生長，並將疏去過密的花穗（圖三）。

（ 4 ）白肚期：花蕾充分長大，頂端開始露

出白色萼片，此時將同一花穗內過多

的花蕾除去僅留6 ~ 8個（圖四）。

（ 5 ）盛花期：花蕾萼片完全開展，雄蕊及

雌蕊充分伸展，至此達蓮霧的生殖生

長期一半，此時維持穩定供水（圖

五）。

（ 6 ）胚仔期：雄蕊掉落後20天內，果肉進

圖一：花芽萌出。（賴榮茂）

圖二：分粒期。（賴榮茂）

圖三：豆粒期。（賴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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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細胞分裂，為增加將來果實單位體

積的細胞數，此階段可使用適量植物

生長調節劑來促進細胞分裂（圖六）。

（ 7 ）合臍期：盛花後約21天萼片開始往臍

部密合，此時需做套袋前的準備工

作，加強防治病蟲害（圖七）。

（ 8 ）幼果期：果肉開始增生充分供給果實

生長所需養分，加強病蟲害防治，並

及時套袋，以避免病蟲害危害（圖

八）。

（ 9 ）中果期：果肉細胞的體積迅速增大，

果皮葉綠素逐漸消褪，此時提高磷鉀

肥施用（圖九）。

（10）小紅頭期：果皮花青素開始形成，果

圖四：白肚期。（賴榮茂） 圖五：盛花期。（賴榮茂）

圖六：胚仔期。（賴榮茂） 圖七：合臍期。（賴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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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積繼續增大，為生產高品質果

實，仍需施用微量元素及磷鉀肥，並

控制植株再度長出新梢（圖十）。

（11）大紅頭期：果實體積增加趨緩，果皮

花青素持續增加，新梢的生長需完全

受到抑制，才能使果實品質提高，水

分供應均衡避免裂果（圖十一）。

（12）成熟期：果實體積充分長大，控制水

分供給，適時採收（圖十二）。

（四）蓮霧產期調節方法的演進

臺灣蓮霧產業的發展，在南部一般產期

5 ~ 7月為採果期，因高溫多濕，抽梢旺盛，

病蟲害嚴重、品質較差，又與西瓜、芒果、

圖八：幼果期。（賴榮茂） 圖九：中果期。（賴榮茂）

圖十：小紅頭期。（賴榮茂） 圖十一：大紅頭期。（賴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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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龍眼等同時上市，無利可圖；但冬季

氣候溫暖，日照充足，加上早花蓮霧價格誘

人，因此利用產期調節的技術提早催花生產

冬果，可生產高品質果實。

1981年最初產期調節即在12月底能催出

「冬至花」，當時常用的方式是利用幹基環

刻、斷根、淹水、生長調節劑等技術來抑制

營養生長；往後每隔2 ~ 3年，催早花的時間

就向前提早一個月，至1990年在9月初能催

出的「白露花」，除了過去利用的產期調節

外，植株還加上「理光頭式」的強剪，但其

成功率不穩定，1993年開始利用95﹪黑色遮

光網，在催花前遮光40 ~ 45日，可使新梢的

生長受到較強的抑制，減少新梢的生長量；

催花期提早到8月初，甚至7月中旬，搭配

中、北部其他縣市蓮霧8 ~ 9月採收，全臺蓮

霧可週年生產。

（五）影響蓮霧產量及收益的重要因子

蓮霧產量是由單位面積株數、每株的果

穗數、每穗的果實數及每果的單果重等4個

產量因素構成，依其重要性前後排列，由於

蓮霧的價格受品質的影響非常大，因此，欲

生產高品質的蓮霧，得較高的經濟收益，必

須4個產量構成因素取得平衡，了解此4個

主要因子的影響關鍵期，任何一個因素的量

太大時，會影響其他因子的表現，才能進行

精準管理。由於蓮霧是多年生果樹，一般在

定植時就需考慮田區方向、作業道、灌排水

路、土壤質地來決定行株距及單位面積株

數，土壤黏稠的果園每公頃300 ~ 320株；沙

壤土果園每公頃240 ~ 260株，種植密度會影

響果園的微氣象、控制新梢生長的難易及管

理作業的成本。

催花是否成功直接影響每株的穗數，其

關鍵主要在營養生長期更新樹勢能否培養健

康的枝葉；臨催（開）花之前能否透過肥培

及產期調節的操作，降低生長勢減少新芽的

生長量。因此營養生長期葉片的保護非常重

要，主要的防治對象有蚜蟲、腹鉤薊馬、葉

、小綠葉蟬、毒蛾類的幼蟲及藻斑病等。

催花成功的植株每株的花穗數，多達數千甚

至上萬個，為了生產高品質的水果，依株型

的大小及葉片的多寡，每株每年僅留300 ~

400個果穗，從花蕾形成期開始即進行花穗

的疏剪及選留，至白肚期欲留的果穗數及其

分配位置大致底定。圖十二：成熟期。（賴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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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花（果）穗的粒數，其關鍵決定

時間為白肚期至胚仔期，一般每個花（果）

穗的花蕾數在 9 ~ 17 粒之間，因果實的色

澤、大小及成熟度的一致性、及在套袋內

空間的分布考量，僅留6 ~ 8粒互相對稱的

果實。花果生長期間，除了持續病蟲害防

治外，需加強東方果實蠅及果實病害的防

治，較重要的果實病害為炭疽病、疫病、

果腐病等。

每粒果實單果重受果實單位體積的細胞

數及每個果肉細胞的大小影響，而細胞數及

細胞大小除了受單位面積株數、每株的果穗

數、每穗的果實數及作業時間早晚影響外，

栽培過程中適時適量使用生長調節劑，促使

細胞分裂及擴大細胞體積之外，並使種子退

化；配合單S的果實生長曲線，在體積快速

增加期充分的肥培，抑制新梢生長，減少養

分競爭，增加細胞內容物，減少果肉的海綿

組織，使果肉質地結實，果皮的花青素累積

增加，甜度提高；在果實生育後期注意供水

均衡及果園微氣象的穩定，能降低裂果的發

生，確保收益。

總之，在整個蓮霧生育期間或多或少均

可影響經濟收益，其中以催花期、小白肚期

（胚子期）、減數分裂盛期、果實生長期最為

關鍵，關鍵時期若遭逢逆境及栽培管理不當

時，影響更為嚴重，反之，越精確掌握關鍵

期的栽培管理，將越有成果豐收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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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害

蓮霧早期自馬來半島引進，經過推廣僅

在宜蘭地區有經濟栽培，民國70年因屏東地

區黑珍珠蓮霧高知名度推動南部蓮霧栽培及

管理。蓮霧早期栽培技術粗放，近年因新病

害的發現及研究，配合精緻細密栽培技術，

使蓮霧的栽培管理更精進。茲將臺灣目前蓮

霧果園的病害敘述如下：

1943年Sawada即記錄角斑病Cercospora

eugenia危害蓮霧葉片，直至民國68年才開始

蓮霧病害研究與報導，首先報導為果腐病，

其後有藻斑病、疫病及兩種炭疽病小種的研

究與報導。民國81年發表7種蓮霧病害，包

含5種真菌、1種細菌及1種寄生綠藻，分別

為炭疽病、果腐病、疫病、煤煙病、霉腐

病、細菌性萎凋病、藻斑病等；迄今蓮霧有

13種病害及2種重要的生理障礙，顯示蓮霧

果園因長期栽培新病害的種類快速增加，影

響也逐漸增大，因此蓮霧果實除品質的改進

外，防止病害所造成的損失，是果農所迫切

期望。

臺灣的蓮霧栽培管理極為特殊，主要利

用不同的栽培技術來調整產期，此種栽培技

術影響果園病害生態、病害相及病原菌的消

長，例如：黑網遮光處理、自動灌溉設備的

利用及殺蟲劑施用，造成果樹落葉；枝條大

修或果園淹水造成果樹生理改變，皆會使果

園病害相改變。

臺灣蓮霧的栽培可分為4個區域，分別

為臺北縣市近郊山區及宜蘭頭城，占全國蓮

霧栽培面積6.9%；高雄、屏東占89.9%；嘉

義、臺南縣占1.9%，其他如南投、信義等地

占1.3%。北部產期集中在4月中旬至7月中

旬；嘉義梅山為6月中旬至10月；南部產期

為10月至翌年3、4月，一旦調整花期，可

延至6月底採收，故蓮霧已成為週年可以生

產的水果之一。最近臺南縣發展白色的新市

品系，更對蓮霧的保護工作增加挑戰性。

蓮霧病害的發生以高屏地區最為重要，

其他地區的病害，因氣候條件差別而略有差

異。以高屏為例，區分為：

1.根系病害，以褐根病及細菌性萎凋病為

主，褐根病的發生以山區較明顯；細菌性

萎凋病多發生於屏東縣平地果園，會因與

其他罹病作物混植或種植帶有病原細菌幼

苗而發病。

2.葉部及枝條上的病害，以炭疽病、果腐

病、藻斑病、黑煤病、黑腐病等為主，除

藻斑病菌及黑煤病菌外，其餘三種病原菌

皆會同時感染果實，造成嚴重的損失。

3.果實病害：近期國內新發現Dothiorella sp.

引起蓮霧果實黑色，木乃伊化乾腐；

Cylindrocladium sp. 、 Pseudocercospora sp.及

Phyllosticta sp.等引起的果實腐爛及葉部病

害等，病害種類常隨寄主生長時期不同而

出現，以Cylindrocladium sp.出現最早，曾

於屏東高雄第一期蓮霧果實採收時嚴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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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果腐病因在葉片及枝條上容易找到，

在地面的枯枝條上也發現，為週年性病

害，在果實收穫期，會連續發生。除上述

的病害外，營養過多與缺乏亦會影響果樹

植株生長及果實品質，以硼、鈣及鎂為

主，影響果實品質最為嚴重。

依各蓮霧果園的管理技術不同進行防

治，主要利用化學藥劑配合物理防治如小果

套袋及田間衛生管理，防治病害發生。民國

80年初期，曾推廣自動噴霧灌溉或自動控制

設施管理蓮霧果樹水份需求及利用剃光頭式

管理技術控制蓮霧產期，影響植株生長勢及

新芽生長部位，皆不利於病害的防治，使蓮

霧病害種類逐年增多。

（二）蟲害

蓮霧為臺灣重要果樹之一，臺灣栽培面

積有8,232公頃，年產量約67,893公噸。主要

產地以高雄縣及屏東縣最多，為害蓮霧害蟲

種類繁多，在臺灣迄今有記錄者共約50種，

常見有10餘種，依為害程度分為3種層次：

1.害蟲為害部位嚴重影響產品之產量和

品 質，其在每年某一生育期出現危害，

族群密度高，如為害葉片之腹鉤薊馬

（Rhipiphorothrips cruentatus Hood）；為害果

實 之 東 方 果 實 蠅 （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及圓紋捲葉蛾（Platypeplus mor-

mopa Meyrick）、桔粉介殼蟲（Planococcus

citri（Risso））；為害心葉之蓮霧細蛾

（Acrocercops sp.）等。

2. 害蟲為害部位對產品之品質和產量無多大

影響，但其族群密度高，且常年為害，主

要受氣候因子影響，如小綠葉蟬（Chlorita

flarescens （ Fabricus））、 角 蠟 介 殼 蟲

（Ceroplastes ceriferus Anderson）及為害花穗

及葉片之臺灣黃毒蛾（Porthesia taiwana

Shiraki）、小白紋毒蛾（Orgyia postica

Walker）、紅蠟介殼蟲（Ceroplastes rubens

Maskell）等。

3. 偶發性害蟲，多在枝葉部位為害，對生育

無大害。

目前臺灣地區以結果期之果實蠅、新梢

期之細蛾、葉蟬及為害枝葉之腹鉤薊馬為

主，而植物保護手冊也僅有此五種蟲的防治

方法。

（三）草害

臺灣蓮霧主要產區位於臺南、屏東、高

雄及臺東等地，蓮霧樹枝幹於暖季期間修剪

頻度高，樹冠內部呈中空狀態，樹體下方日

照充足，亦造成雜草生長快速之困擾。一般

果園雜草之發生主要受地區雨量、季節性溫

度變化及園區雜草管理方式影響，臺灣蓮霧

園雜草有 28 科 70 種以上，以菊科、禾本

科、大戟科及莧科為主，單一園區之雜草約

有十種以上，多為複合式草相，主要之植物

為凹葉野莧菜、野莧、荷蓮豆草、紫花藿香

薊、藿香薊、大花咸豐草、野茼蒿、銳葉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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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焊菜、碎米莎草、短葉水蜈蚣、飛揚

草、馬唐、牛筋草、芒稷、酢漿草、紫花酢

漿草、馬齒莧、通泉草、龍葵等，其形態及

生態特性詳述於後。雜草依萌芽及生長適

溫，可分為暖季草、冷季草及全年生長者三

大類別，各種雜草萌芽時期及生長習性差異

亦大，不易僅採用單一方式進行全年之管理

或防治。由於雜草易與蓮霧植株競爭養分、

水分及干擾園區管理等問題，所以一般果農

對於雜草所採取的處理方式以防除為主，園

區大都呈清耕狀態。目前登記於蓮霧園使用

之除草劑為草殺淨，具選擇性除草及省工之

優點，化學藥劑除草配合機械割草為目前蓮

霧園最常使用之雜草防治方法，適宜之蓮霧

園管理，並非將雜草完全除去，而是當雜草

造成果樹生長或栽培管理的干擾時，才移去

或防治。草生栽培為蓮霧園內利用割草或除

草劑等管理方式，選留某些自生性雜草或以

人工種植覆蓋植物或綠肥植物，使土表保持

草生狀態之園區管理方式，自生性地被植物

如荷蓮豆草、焊菜、短葉水蜈蚣、飛揚草、

酢醬草、紫花酢醬草、通泉草、小芽草、假

吐金菊、假扁蓄等植物，具有株型低矮、莖

節易生根、與果樹競爭水分、養分力弱等特

性，可於園區內自行選留為草生栽培植材。

適當之蓮霧園雜草管理，需配合果樹生長發

育習性、栽培管理時期及土壤氣候等因素，

方能達成兼具果樹生產之經濟效益與生態保

育之目的。

（林正忠、溫宏治、蔣慕琰、袁秋英、蔡叔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