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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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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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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