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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果樹為高經濟果樹，因此農民常使

用各種肥料來增進品質，如有機肥、葉面

肥、雞糞類、微生物肥料及各種化學肥料，

一般不易產生營養缺乏現象。由於蓮霧果園

經年累月使用肥料，又屏東沿海鄉鎮如東

港、林邊、佳冬、枋寮等地地下水位較高；

枋寮、東港等部分地區地下水的電導度也偏

高，對於蓮霧細根及根毛的發育皆會產生負

面影響。嘉義梅山地區種植蓮霧多年，土壤

因長期淋洗形成酸性或強酸性土壤；此外，

曾有農民為求順利促進花期的調整，使用巴

克素（PP － 333）來抑制及改變蓮霧的生

理，皆對植物根系生長造成嚴重的損害，使

根的功能及植物吸收效率降低，容易出現元

素缺乏的症狀，在蓮霧果園中曾出缺硼症、

缺鈣症及缺鎂症。

（一）前言

缺硼為國內作物生長過程中容易出現的

一種營養缺乏症；在作物生長時為參與導管

的分化或木質化反應，缺硼時會出現根系生

長受抑制，木瓜、芒果等果樹缺硼時，果實

容易畸型出現腫瘤、凹陷或果肉空洞等現

象，因具特殊性容易辨認；其他果樹因果實

特性、營養供輸不一致，故缺硼時出現多種

不同病徵，如柑橘缺硼後出現12項的病徵。

近來，果實裂果一直是蓮霧生長最大的困

擾，特別是高溫期生長的果實裂果率非常

高，由於關係溫度變化、肥料吸收效能、施

肥技術（元素拮抗）及生長激素等，硼元素

在其中應扮演某種角色，就蓮霧的缺硼說明

如下。

（二）病徵

蓮霧植株全株皆有缺硼發生，主要發生

於新芽上，多數新芽冒出後不久即枯死，再

生理障礙—元素缺乏症

圖一：缺硼引起新芽變黃、落葉，嚴重時新芽

枯萎。（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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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枯死處長出新芽，此新芽葉片變黃、縮

小、落葉，嚴重時新芽枯萎，如果未能及時

調整肥料，會造成全株枯死的現象（圖

一）。葉片葉脈則成木栓化或黑褐色，葉脈

處會有連續性的橫斷紋，最後死亡（圖二、

三、四、五、六），與西瓜缺硼症相同。幼

嫩枝條會形成扁平或三角柱狀非典型圓柱

狀，在花穗分枝處更明顯。小花或豆狀花苞

常變黑、脫落；花苞近苞柄處附近組織褐化

或連續橫紋（圖七），剖開花苞可以清楚看

到近果柄附近褐化（圖八、九、十），後期

果實成熟，果實頂部果皮變色、褪色、無光

圖四：蓮霧葉片葉脈木栓化，出現多條連續橫

裂現象。（林正忠）

圖五：蓮霧小葉葉脈木栓化，且呈連續橫裂，

變黑褐色。（林正忠）

圖二：蓮霧葉片出現特殊形態葉脈木栓化。

（林正忠）

圖三：蓮霧葉片出現特殊形態葉脈木栓化。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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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並有皺紋收縮的現象，果頂附近會出現一

環狀褐化木質環斑，表面輕微裂開（圖十

一）。

（三）誘因

蓮霧缺硼原因極多，常因土壤及水中硼

元素不存在或偏低所造成，一般化學肥料三

要素也常不含此微量元素，有機肥材料來源

不同含硼不一；一般食用進口飼料的動物排

遺物所堆成的有機肥含硼稍多，食用本土飼

料及植物類的動物排遺物所製成的有機肥含

硼偏低。土壤的特質也會造成硼不足，如強

酸性、鹼性土壤、石礫土壤或、砂土等皆因

圖八：花苞底部近花梗處組織褐化。

（林正忠）

圖九：花苞底部近花梗處顯示出維管束等組織

橫裂現象。（林正忠）

圖六：蓮霧葉脈兩側褐變出現連續橫裂，組織

水浸狀。（林正忠）

圖七：蓮霧花苞苞柄出現連續橫裂現象。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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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素的可溶性發生改變或因水淋洗而流失造

成硼不足。

（四）防治方法

蓮霧缺硼可多施有機肥或海洋性有機

肥，另可在有機肥中增加硼砂或硼酸，視栽

培土壤特質、灌溉水量、植物年齡等條件而

定，一旦出現急性缺硼時，可由葉面補充水

硼或硼酸，濃度800 ~ 1,000倍，15 ~ 20天一

次，連續2 ~ 3次，至出現改善情況為止。另

外，土壤應保持弱酸至中性，可加強土壤中

硼元素的有效性，提高硼的利用率。施放肥

料可在基肥中混入硼砂，硼砂量視植株大小

放入，一分地約為 1 公斤，每株 100 公克/

年，將一年份可分為春及秋兩次分別灑佈近

細根附近地表，再拌入土壤中即可。

（一）前言

一般作物發生缺鈣常與氣候、土壤條

件、施肥種類及方式有關，缺鈣發生後上述

的限制因素或壓力解除時，缺鈣情況會見緩

或改善不再出現，但病徵仍會保留，故可由

發生缺鈣的病徵所在部位，得知何種條件對

作物鈣肥有影響，可事前調整預先防止缺鈣

圖十二：蓮霧新葉缺鈣症。（林正忠）圖十一：成熟果近果柄組織出現環狀壞死現

象，果皮皺而無光澤。（林正忠）

圖十：小果近果柄組織深黑色。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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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二）病徵

蓮霧缺鈣可由葉片及花苞、果實三方面

觀察到病徵。葉片方面：缺鈣症出現在新葉

上，新葉首先葉緣呈不平滑狀態，葉緣凹

陷、缺刻或呈不平波浪紋，幼小新葉葉緣會

變紅色或淡紅色，嚴重時會造成褪色壞疽死

亡（圖十二）。果實方面，缺鈣時表皮失去

光澤（圖十三），果實底部木質化（圖十

四），近果實底部維管束褐化（圖十五、十

六），病徵係由花苞缺鈣衍生而、果實生育

時期環境不佳或施肥因素導致缺鈣。花苞方

面：缺鈣在花苞未展開前，苞片開裂的邊緣

出現褐化或褐點視缺乏程度而出現不同的病

圖十三：蓮霧果實缺鈣表皮不光滑。

（林正忠）

圖十四：果實底嚴重木質化（左）。（林正忠）

圖十五：果實底部維管組織褐化。（林正忠） 圖十六：果實底部維管組織褐化。（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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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圖十七、十八），嚴重時，花苞頂部全

部褐化，花苞開花後臍部呈環狀褐化（圖十

九、二十、二十一）。

（三）誘因

1. 鎂、鈣離子間的拮抗作用；鈣與其他正離

子如鉀、磷等或肥料銨態氮易形成拮抗作

用。

2. 土壤乾旱、環境相對溼度過大或硼元素不

足，也會造成鈣元素缺乏。

3. 土壤酸性時鈣的有效性降低，即減少鈣離

子交換，影響鈣的吸收。

（四）防治方法

首先改善果園通風，使水份由根系移至

葉部順利，葉片初期缺鈣時，由葉面補充鈣

肥或有機鈣肥，防止缺鈣症加劇。強酸性土

壤可利用苦土石灰全面灑佈樹冠外側支根及

圖十七：蓮霧花苞嚴重缺鈣症。（林正忠） 圖十八：蓮霧花苞缺鈣症。（林正忠）

圖十九：蓮霧花苞缺鈣症。（林正忠） 圖二十：花苞臍部出現褐化環形斑。（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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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根生長的土表附近改善缺鈣現象，再將表

土輕拌入土中。十多年蓮霧每株可施用5公

斤，即每分地50公斤。另外，乾旱期應保持

土壤濕潤狀態，有助土壤鈣肥釋出鈣離子被

根系吸收。空氣品質亦會影響缺鈣，在9 ~

12月及2 ~ 4月係臺灣南部東北風及西南風交

替時段，空氣中不良成分如臭氧及過氧硝酸

乙醯酯濃度增加，影響植物蒸散作用，須加

以留意預防，事先可用抗壞血酸1,000倍直

接噴施葉面，減少臭氧危害。

1.王銀波等編。1992。臺灣地區常見之作物

營養障礙圖鑑。p.94。國立中興大學土壤

系。中華民國土壤肥料學會編印。

2.邱再發、張淑賢。1983。柑橘缺硼之診斷

及防治研究。中華農業研究 32（2）：

161-171。

3.林正忠、石如茵、蔡叔芬。2001。嘉義地

區蓮霧枯死原因及其改善。p.212。植物

病理學會年會論文摘要。

4.張庚鵬、張愛華。1997。蔬菜作物營養障

礙診斷圖鑑。p.109。臺灣省農業試驗所

印。

5.青木松幸等。1984。作物營養診斷カード

（Ⅱ）。p.160。農林水產省果樹試驗場、

農產業振興獎勵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

合會編印。

6.邊渡和彥。1994。野菜の要素欠乏と過剩

症。p.124。タキイ種苗（株）宣傳出版

部。

7.Bennet, W. F. 1993. Nutrient deficiencies ＆ tox-

icities in crop plants.  p. 202.  APS Press.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圖二十一：臍部表皮下方出現缺鈣的環形灰

色病斑。（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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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為熱帶常綠果樹屬桃金孃科，喜溫

暖怕寒冷，生育最適溫度為25 ~ 30℃，果實

發育期最適溫度為15 ~ 25℃，催花栽培的果

實能不能順利收成，溫度是主要的關鍵因

素。高雄、屏東兩縣的主要產區，近年來隨

產期調節與栽培技術的改進，產期可提早半

年，於本土水果種類及數量最少的 11 、 12

月開始上市，然冬果產期正值寒流頻繁季

節，每當冷氣團隨著東北季風南下，經常造

成嚴重的寒害，在果實接近成熟前對低溫最

敏感，尤其留果量較多樹勢較弱的植株受害

最為嚴重，幾乎到沒有收成的地步。

臺灣南部高雄、屏東兩縣，雖然地處熱

帶及亞熱帶的交接處，但在冬春之際，強烈

的大陸冷氣團隨著東北季風南下，造成嚴重

農漁作物的寒害。寒流在氣象學上亦稱寒

潮，根據臺灣地區寒流的定義為「冷氣團蒞

臨，溫度下降，臺北日最低溫在2日內降幅

達4℃及以上，且降至14℃及以下時即為寒

潮。降幅不足4℃，但臺北最低氣溫已降至

10℃及以下時，稱為寒潮」。寒潮分急變型

「24小時內最高氣溫降低8℃」及緩變型「降

溫較緩，但最低溫低於10℃」，其發生為11

月至3月，臺灣每年約可發生5 ~ 6次寒潮，

其中2 ~ 3次為強寒潮。過去40年內屏東地

區最低氣溫之再現期，氣溫低於10℃以下約

1.1年1次，7℃以下約2.5年一次，每當氣象

預測發布低溫特報時，空曠地方因輻射散熱

較強，故實際的最低溫度可能比發布的預測

低溫少2 ~ 2.5℃，農作物必須特別注意溫度

監控加強防寒。寒流最低溫的程度與蓮霧寒

害程度息息相關，低於10℃的持續時間與寒

害的程度成正比，根據寒流的監測及調查，

最低溫在 8 ℃以上， 10 ℃以下時的持續時

間，一般不會超過5個小時，但寒害已難避

免；若最低溫高於 7 ℃低於 10 ℃的持續時

間，超過10個小時甚至更長，其所造成的寒

害落果可能高達70 ~ 80﹪以上。

每年在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催花的果

園，紅頭期（盛花後30天）至大紅頭期（盛

花後50 ~ 60天）果實發育對於低溫極為敏

感，10℃以下就可能造成落果，且與低溫持

寒害
Chilling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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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時間成正相關，落果會直接影響收益。寒

流發生每年皆有差異，若提早時8月下旬催

花的果園亦可能嚴重受害；果實於果蒂微紅

期即對低溫敏感，生長後期遇低溫同樣會遭

受嚴重的寒害，統計得知溫度低於7℃即超

過蓮霧耐寒極限。果樹栽培落葉率若達70﹪

以上時，其落果率雖然低於50﹪，因葉片數

不夠果實無法達到市場所需的品質，因此寒

害的損失，非只計算落果的損失，亦應衡量

葉片受損情形，及再度疏果的損失。

強烈寒流發生時，花蕾期及幼果期同樣

遭受嚴重的損害；剛抽出的花芽及花蕾，可

能出現紅褐色的斑塊，甚至花芽掉落的現

象；盛花期間的花蕾，萼片無法完全展開，

果型較短（圖一）；剛過盛花期的幼果（胚

仔期），可能發生開裂現象（圖二）；果肉

增長中的果實，最易發生表皮凹陷及嚴重落

果的現象（圖三、四），即使果實沒有掉

圖一：正常果（左）；盛花期遇寒害之幼果

（右）。（賴榮茂）

圖二：胚仔期低溫寒害。（賴榮茂）

圖三：遭受寒害後果皮凹陷。（賴榮茂） 圖四：寒害嚴重落果。（賴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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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亦因果皮細胞凍傷，日後果肉再增長

時，會發生嚴重的裂果（圖五）；葉片嚴重

受害者會乾萎掉落，輕者出現紅斑（圖

六），因為光合能力的降低，造成果實甜度

降低，果皮變白的現象。

縱然冬季蓮霧充滿變數及挑戰，栽植面

積較大的果農，必須分批催花，部分植株難

免會遇上寒流，因此需尋求適當的預寒方

法。在預防寒害的相關措施中，雖然果園上

空16公尺有逆溫層，但因溫度相差有限，經

強力風扇促進對流，預防寒害的效果不大。

因此提供一些預防的觀念及簡易的措施供參

考。

（一）調節產期避免寒流期間果實為紅頭期

至成熟期階段，以防落果造成重大損

失。一般而言，九月份催花的果園遭

受寒害的機會較大。

（二）若無法避開產期，加強樹勢培育，徹

底疏果，避免過度負荷。樹冠內葉片

過度茂密者稍作修剪，使空氣流通受

光良好。

（三）幼果期以福芬素5 ppm噴施果穗，增加

果梗的直徑。

（四）冬季期間平時施用適量的98﹪ 乙酸

鈉（SNA）或其它可以增粗果梗的生

長素，寒流來襲前提高用量，配合胺

基酸施用，以活化細胞組織增進耐寒

力。但蓮霧為熱帶果樹，對低溫有一

定的忍受程度，溫度低於6℃一般的措

施幾乎無法發揮防寒效果。

（五）在寒流來襲前全株噴施過氧化氫10 ~

25 公釐，均能有效降低寒害落果。

（六）可採收的果實，提早採收。寒害造成

的大量落果，一般都發生在寒流過後

圖五：果皮凍傷之後發生裂果。（賴榮茂） 圖六：蓮霧葉片寒害。（賴榮茂）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4

113

約72小時氣溫回升時，因此必要時降

低採收成熟度或低溫時搶收可減少損

失。

（七）注意老葉及新葉的比例，葉齡大於70

天者耐寒力逐漸減弱，因此調整催花

後的枝葉修剪量，使白肚期有較多的

新葉長出，有助於抗寒。

（八）在果園的北向迎風面，設立防風網。

（九）依樹勢之不同，適度提高鉀肥用量。

若遇強烈的寒流，提供一些復育及補救

的措施，以將損失減到最低。

（一）搶收具商品價值的果實，來不及採

收，先採下來放在樹冠下陰涼處以減

少失水，避免吊在樹上。

（二）應集處理無商品價值的果實，避免成

為下一期或下一季的病源。

（三）噴施含有胺基酸之成分的營養劑及施

用98﹪ 乙酸鈉（SNA）10萬倍，使

葉齡較輕的葉片維持其活力。

（四）長出新葉時適當提高磷鉀肥用量，並

剪除細弱枝，以控制新葉的生長量，

使9月底以後催花未掉落的幼果繼續生

長，但果量必須較平常減少2 ~ 3成，

以避免樹體過度負荷。

（五）已發生嚴重落果、落葉的植株，若前

期為理光頭的修剪方式，建議在春季

前強剪，重新培育新梢葉；若前期為

半修剪的果園，但落葉超過50﹪，則

亦重點放在樹勢的恢復建議加強肥

培。

（六）植株葉片輕微受損者，重新培育再長

出來的新梢，於2 ~ 3月間乃可培育出

正常產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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