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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具特殊風味，在營養方面，其

膳食纖維（6.0g/100g 以上）及維他命 C

（200 mg/100g以上）皆是臺灣鮮食水果中含

量最高者，為鮮食及加工之重要熱帶果

樹。其主要分布於高雄及彰化地區，近年

來由國外引進新品種及國內自行選育，使

品質不斷提升，栽種面積更有與日俱增之

趨勢，已達7,500公頃，由於番石榴屬熱帶

性水果，在溫寒帶地區無法經濟栽培，具

本土化生育特性；臺灣地區栽培較廣的品

種皆非更年性，具耐長程運輸的特性；栽

植至開花所需時期短，再配合修剪進行產

期調節，已可週年生產，穩定供應市場所

需，故綜合臺灣地區番石榴之特性，栽種

技術及品質亦是其他其東南亞國家無法媲

美，加入WTO後為我國是衝擊較小且具競

爭潛力之重要果樹產業之一。

番石榴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其中以

品質穩定性最為嚴重，例如地區及季節

（夏果及冬果）之差異造成品質不一。根據

前 人 報 告 ， 在 印 度 已 有 番 石 榴 的 鹽 害

（saline injury）研究報告，這是由於當地的

特殊環境所造成，在高鹽分之狀況下，往

往會造成營養的不平衡，如增加鈣、鎂的

濃度，會降低鉀、氮、磷的吸收，引發生

理及代謝上之障礙，生長量減少，蛋白

質、核酸、葉綠素含量降低，呼吸速率提

升。在無機養分的噴施方面，主要以改進

果實品質為目的，如噴施鋅（0.4%）或硼

（ 0 . 2 % ）， 可 減 少 落 果 ， 增 加 產 量 ； 鎂

（0.4%）在冬季或多雨季節噴灑，除增加葉

面積外，花芽數量，產量及品質（全可溶

性固形物及酸）亦有增進現象；尿素（3%）

及硼酸（0.3%）混合使用，可得到較佳的

果實品質；銅素噴撒對生長亦有明顯的影

響。

由上可知，番石榴對無機養分反應頗

為敏感，在肥培管理上不可不慎，故建立

有關資料實為改進栽培管理，把握施肥時

效之重要工作。有關番石榴營養狀況及施

肥需求之基本資料仍屬闕如，本試驗利用

養液栽培方法，誘發番石榴個別要素缺乏

症狀，拍照記錄，同時分析葉片礦物元素

之含量，以供果農目視診斷及適當肥培管

理之參考（表一、二）。

田間發生之生理障礙
Physiological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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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氮

植株葉片均勻黃化，葉色較淡，葉面積

減小，生長受抑制（圖一）。

（二）缺磷

成熟葉葉緣出現紫紅色素，漸向脈間擴

展，後期整個葉片呈紫紅色（圖二、三），

生長量減少。

（三）缺鉀

中段葉片脈間出現棕褐色壞疽斑點（圖

四），此與酪胺酸 （tyrosinase）因缺鉀而活

性增加有關，同時腐肉胺（putresine）累

積，而使葉肉組織產生斑點狀之壞疽。

（四）缺鈣

上位葉由葉緣開始發生焦枯，新葉扭曲

變形，焦枯日益嚴重，新芽壞死，並引起頂

梢大量落葉（圖五至七）。

（五）缺鎂

表二、於各種缺乏情況下，番石榴葉片8種養分之濃度（以乾物重為基礎）
Treatment P Ca K Mg Fe Mn Zn B

（%） （%） （%） （%） （ppm） （ppm） （ppm） （ppm）

*CK上 0.29 0.83 3.88 0.23 34.4 41.6 18.0 24.6

缺 Ca 0.21 0.03 5.23 0.27 32.0 58.2 23.2 ---

缺 Fe 0.26 1.25 4.18 0.34 17.3 96.0 22.2 ---

缺 Mn 0.27 1.07 3.83 0.29 30.3 7.9 20.8 ---

缺 Zn 0.32 1.13 3.75 0.35 39.6 72.3 16.2 ---

缺 Cu 0.21 0.98 3.88 0.27 39.5 111.3 34.2 ---

缺 B 0.24 0.84 3.63 0.23 31.3 72.4 30.0 14.6
＊CK上表示對照組上位葉。

表一、於各種缺乏情形下，番石榴葉片8種礦物元素之濃度（以乾物重為基礎）
Treatment N P K Ca Mg Fe Mn Zn

（%） （%） （%） （%） （%） （ppm） （ppm） （ppm）

*CK下 2.2 0.28 3.95 1.20 0.30 58.4 102.9 19.6

缺 N 0.83 0.33 3.05 1.16 0.31 241.4 143.1 8.8

缺 P --- 0.06 2.93 1.70 0.36 63.3 144.0 26.7

缺 K --- 0.23 0.85 1.61 0.37 26.6 116.0 28.9

缺 Mg --- 0.23 4.20 1.24 0.06 33.0 99.9 39.0
＊CK下表示對照組下位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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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為葉綠體 a 及 b 之輔助元素，缺鎂時

葉綠體合成首先受到影響，並由葉脈間開始

黃化，主脈附近組織仍維持綠色，嚴重缺乏

時，脈間細胞有壞死現象，而出現棕色壞

疽，黃化症狀通常發生在植株下位之老葉

（圖八、九）。

（六）缺鐵

新葉均勻黃化，下位葉仍維持正常綠

色，植株生長勢未受明顯影響，末期新葉由

黃化轉為白化（圖十）。

（七）缺硼

初期病徵為頂梢葉片出現不規則壞疽，

上位葉黃化，中度缺乏時，頂端芽體壞死，

致使生長停頓，末期頂梢發生枯萎現象（圖

十一）。

（八）低溫障礙

圖二：番石榴植株缺磷，成熟葉片由葉緣開始

出現紫紅色素。（林慧玲）

圖一：番石榴植株缺氮，生長受到抑制，葉面

積減少，植株葉片均勻黃化。（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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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發育期間，田間溫度過低引起果皮

呈紫紅色低溫傷害（圖十二）。

（一）土壤質地：淋洗量大之砂質土壤，易

造成土壤中氮、鉀肥流失，而導致氮

鉀之缺乏。

（二）土壤 pH ： pH 過高易引起微量元素缺

乏，pH過低土壤酸化嚴重者易引起缺

鈣、鎂。

（三）土壤養分：土壤可溶性養分過低易發

生營養缺乏障礙。

（四）土壤水分：土壤過乾燥易引起鈣、硼

缺乏。

圖四：番石榴植株葉片缺鉀，由葉緣壞疽漸向

脈間蔓延，最後葉脈間出現棕褐色壞

疽。（林慧玲）

圖五：番石榴植株缺鈣，頂芽生長停頓，葉片

扭曲變形，並出現暗褐色壞疽。

（林慧玲）圖三：番石榴植株缺磷葉片近照。（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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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對濕度：過高易引起缺鈣，過低易

造成無機養分吸收率減弱。

（六）施肥不當：銨態氮施用過量，易引起土

壤酸化，造成缺鈣或鉀之障礙，鉀肥

施用過量易引起裂果及鈣、鎂缺乏。

（七）其他：有機質含量過高易使鐵、錳、

鋅、銅等微量元素被固定而發生不移

動，造成缺乏障礙。

（一）矯正土壤酸鹼值至pH5.5 ~ 6.5，防止土

壤有效性可利用養分型式降低。

（二）適當施肥及灌溉保持適當之土壤水

分，避免施用過多之銨態氮，否則易

造成土壤酸化及引起鈣缺乏。

（三）施用有機質肥料促進新根生長及改善

土壤構造。

（四）發生營養缺乏症時可行葉面施肥進行

養分之補充，如缺氮，噴施尿素 0.25 ~

1%；缺鉀，噴施硫酸鉀 2%；缺鈣，

噴施硝酸鈣0.75 ~ 1%或氯化鈣0.4%；

缺鎂，噴施硫酸鎂2%；缺鐵，噴施硫

酸鐵0.1 ~ 0.2%；缺鋅，噴施硫酸鋅0.1

~ 0.5%；缺錳，噴施硫酸錳0.1%；缺

銅，噴施硫酸銅0.1 ~ 0.2%；缺硼，噴

施硼砂0.1 ~ 0.25%；缺鉬，噴施鉬酸鈉

圖六：番石榴植株缺鈣葉片近照。

（林慧玲）

圖七：番石榴植株缺鈣，後期病徵頂梢有落葉

現象。（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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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 0.1%。

（五）番石榴對礦物元素之缺乏相當敏感，

症狀表現部位與元素運移及再轉運能

力相關，田間管理應注意有機及無機

肥料之補充，定期檢測葉片礦物元

素，成熟葉礦物元素足夠範圍氮1.31 ~

1.64%， 磷 0.13 ~ 0.15%， 鉀 1.30 ~

1.62%， 鈣 0.99 ~ 1.50%， 鎂 0.25 ~

0.42%，銅10 ~ 16 ppm，鐵144 ~ 162

ppm ，錳 202 ~ 398 ppm ，鋅 28 ~ 32

ppm ，適當之肥培管理有助於提升及

穩定果實品質。

1. 林慧玲、葉大振、許仁宏、李國權。

1988。番石榴營養失調症狀調查。興大園

藝 13：27-37。

2. 黃弼臣。番石榴。p. 133-150。經濟果樹。

豐年社。

3. Bould, D. and E. J. Hewitt. 1984. Diagnosis of

Mineral Disorders in Plants. Vol. 1. Principles,

Chemical Publishing C. Inc. New York.

4. Desai, U. T. and R. N. Singh. 1983. Biochemical

studies in guava as influenced by salinity. Indian

Journal of Horticulture 40（3/4） : 160-164.

（abstract）

圖九：番石榴植株缺鎂，葉脈壞死。

（林慧玲）

圖八：番石榴植株缺鎂，病徵出現於中段葉

片。（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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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s, Indian Society of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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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6（2） : 33-36.（abstract）

6. Horst Marschner. 1986. Mineral Nutr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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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etor, R. Cibes and G. Socorro. 1978.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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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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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番石榴植株缺鐵，新葉均勻黃化，下位

葉仍為綠色。（林慧玲）

圖十一：番石榴植株缺硼，頂芽壞死。

（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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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Research Review 59（3）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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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ingh, P. N., V. S. Chhonkar. 1983. Effect of

zinc, boron and molybdenum as foliar spray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guava fruit. Punjab

Horticultural Journal 23（1/2） : 34-37.

11.Singh, R. R., M. S. Joon, and B. S. Daulta. 1983.

A note on the effect of foliar spray of urea and

boric acid on physicochemical composition of

guava fruits. cv. Lucknow-49. Haryana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12（1/2） : 68-70.

（作者：林慧玲）

圖十二：番石榴（水晶）田間低溫引起寒害。

（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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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原產熱帶美洲，為臺灣週年生產

之重要熱帶果樹，但對低溫敏感，採收後貯

藏易受寒害，而降低果實品質造成損耗。一

般番石榴果實寒害之臨界溫度為1 ~ 10℃，

因品種不同而異，如：梨仔拔、泰國拔臨界

寒害溫度為10℃；廿世紀拔為5℃；珍珠拔

及水晶拔則較耐低溫，溫度1℃時才較易出

現寒害症狀。

（一）果皮褐化，呈斑點狀，易引起病源菌

感染，而腐果（圖一）。

（二）果心軟化、褐化（圖二）。

（三）果肉維管束褐化（圖三）。

（四）果肉呈水浸狀（圖四）。

（五）果實不正常後熟，梨仔拔貯藏5℃下回

溫後果皮不易轉黃，果肉不軟化（圖

五、六、七、八）。

（一）低溫：番石榴果實在低溫下，正常代

謝途徑可能受阻，造成中間有毒物質

累積，促使細胞膜體系統受損而失去

完整性，褐化反應之受質與相關酵素

之活化，造成果皮及果肉褐化，並使

果心軟化。

採收後之生理障礙－寒害
Postharvest disorder

圖一：珍珠拔果實在1℃下貯藏22日，回溫至

20℃經4日後，果皮褐化情形。

（林慧玲）

圖二：梨仔拔在不同溫度下貯存7日後，在移

至20℃3日之果實外觀。（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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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種差異：更年性之品種如梨仔拔，

低溫下乙烯生成路徑異常，易造成後

熟障礙。

（一）避免在寒害臨界溫度下貯藏：珍珠拔最

適貯藏溫度為5℃可貯藏20 ~ 27天；水

晶拔貯藏溫度5℃時可貯藏20天；廿世

紀拔貯藏溫度10℃以下可貯藏21天；

泰國拔及梨仔拔貯藏溫度10℃時可貯

藏14天，10℃以下易發生寒害。

（二）PE袋包裝：以PE袋逐果包裝可降低寒

圖三：泰國拔在加濕下於1℃貯存7日，再移

至20℃下3日的果肉褐化症狀。

（林慧玲）

圖五：梨仔拔在不同溫度下貯存7日後之果實

外觀。（林慧玲）

圖四：泰國拔在0∼20℃下貯存14日後的果

實外觀。（林慧玲）

圖六：梨仔拔貯存0℃下14日，再移至20℃3

日後果皮凹陷、褐化不易後熟轉色。

（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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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圖九），裸果果皮失水褐化（圖

十）。

（三）真空包裝：以厚PE袋（0.09公釐）配

合抽真空包裝可減輕寒害引起之褐化

現象，並延長低溫下貯藏壽命。

（四）熱處理：部分品種利用溫湯46℃處理

30分鐘，可減輕低溫下之寒害。

（五）番石榴果實寒害症狀大多發生於回

溫 （ 20 ~ 25 ℃ ） 後 （ 圖 十 一 、 十

二），因此櫥架販售時保持在低溫

下，可延長櫥架壽命，避免寒害症

狀之表現。

（六）糖度較高之果實較耐低溫，長期貯藏

圖七：梨仔拔貯存在5℃下14日，再移至20

℃3日後果皮轉色不完全。（林慧玲）

圖八：梨仔拔貯存在15℃下14日，再移至20

℃3日後果皮正常後熟轉黃色。

（林慧玲）

圖九：世紀拔以裸果：PE袋包裝及加濕處理

後置於1℃經14日後果實外觀。

（林慧玲）

圖十：泰國拔於5∼20℃下裸果貯存14日再

移至20℃3日，果皮失水褐化。

（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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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選冬季果可得較佳之貯藏品質（圖

十三）。

1. 林慧玲。1998。番石榴果實後熟生理之研

究。國立臺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55 pp。

2. 黃瑞華。2002。水晶拔葉片無機養分週年

變化及果實後熟生理之研究。國立中興大

學園藝學系碩士論文。97 pp。

3. McGuire, R. G. 1997. Market quality of guavas

after hot-water quarantine treatment and applica-

tion of carnauba wax coating. HortScience 32 :

271-274.

4. Reyes, M. U. and R. E. Paull. 1995. Effect of

storage temperature and ethylene treatment on

guava （Psidium guajava L.） fruit ripening.

Postharvst Biol. Technol. 6 : 357-365.

5. Vazquez-Ochoa, R. I. and M. T. Colinas-Leon.

1990. Changes in gvava of three maturity storage

in response to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HortScience 25 : 86-87.

（作者：林慧玲）

圖十一：世紀拔在1∼20℃下貯存21日再移

至25℃下3日（林慧玲）

圖十二：世紀拔於1 ~ 20℃下貯放14日，再

移至 20 ℃貯放 3 日果實之外觀。

（林慧玲）

圖十三：珍珠拔在1℃下處理15日，再置於

1、5、10℃下7日模擬船運，果實

品質良好。（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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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果樹栽培如木瓜或芒果，皆可發現

果實腫瘤畸形或果肉凹陷破裂等缺硼症狀，

番石榴亦會發生缺硼現象，但其症狀不若木

瓜或芒果明顯且固定，故常被栽培者忽略，

且農業研究人員也尚未瞭解其對番石榴生產

的影響。根據田間的觀察，番石榴為多年生

作物，容易出現微量元素不足，以缺硼的現

象最嚴重，新植第1、2年缺硼機率低，第3

年以後因產量增大，故缺硼現象相對較為嚴

重；不同栽培地區發生缺硼的原因亦不同，

常視氣候、土壤、灌溉水、施肥等各項因素

而異，例如高雄縣燕巢、旗山附近較多案

例，皆與當地土壤的條件因素有關；嘉義民

雄、雲林古坑、宜蘭頭城、花蓮壽豐等地皆

常發生缺硼。

番石榴缺硼在葉片、枝幹表皮及果實皆

會出現症狀。在葉片上，先由新梢頂端部位

發生病徵，其生長停滯，新芽變色，淡褐變

至淡黑色，嚴重時變黑枯死（圖一），此種

全株發生症狀可與立枯病初期僅在某一枝條

上發病區別；新生未成熟葉片出現褪綠淡黃

局斑，葉柄著生位置會相互接近呈簇生狀，

即似天狗巢病或簇葉病，嚴重受害時生長勢

缺硼症
Boron deficiency

圖一：番石榴植株缺硼，新梢變黑枯萎。

（林正忠）

圖二：番石榴植株缺硼，葉片呈嵌紋狀。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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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停頓現象；成熟葉片會出現黃綠相間嵌紋

病斑（圖二、三），嚴重時病斑呈現紅色至

褐色壞疽（圖四），此壞疽病斑略小，多沿

著葉脈兩側發生（圖五至七），此現象漸擴

及全株。

發生於主幹枝條，表皮容易出現橫紋龜

裂，並產生一圈凹陷痕（圖八），此種枝條

的截面非正圓形，常為扁平、三角或多角

形，在果柄上也有相同症狀（圖九），此缺

硼症狀曾在彰化嚴重。

果實發生缺硼症時，果實內部特別是內

囊著生種籽附近組織會出現褐化斑，嚴重時

全果內空無一籽，果實軟化如皮球狀（圖

十），果肉組織間會出現空隙（圖十一），果

圖三：番石榴植株缺硼，葉片嵌紋。

（林正忠）

圖五：番石榴缺硼，新芽出現壞疽斑，新葉嵌

紋。（林正忠）

圖四：番石榴缺硼，新葉嵌紋及壞疽斑出現。

（林正忠）

圖六：番石榴缺硼，沿葉脈木栓壞死。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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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維管組織偶變褐色（圖十二），果柄附近

的果肉組織特別容易觀察到此種症狀；果實

外表皮會出現連續性的木栓化症狀，由果實

頂端向下呈連續性表皮裂開（圖十三至十

五），在秋冬季氣候轉冷時，果實表皮亦會

出現綠色泡狀突起，農友常稱為「蟾蜍皮」

（圖十六）。

（一）土壤因素：土壤的質地以砂壤土、砂

土、石礫土易流失硼素，或酸性或鹼

性太強，即pH 4.5以下、pH 7.5以上，

易造成缺硼現象。另外地下水或土壤

中硼含量偏低時，除開上述土壤的本

身條件外，施肥時若僅施氮、磷、鉀

圖七：番石榴缺硼，沿葉脈出現壞疽斑。

（林正忠）

圖九：番石榴缺硼，果柄表層凹陷。

（林正忠）

圖八：番石榴缺硼，枝條表層凹陷。

（林正忠）

圖十：番石榴缺硼，果實病徵表現在果實內部

無籽。（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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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則多種微量元素缺少的機率

會提高，目前雖利用有機質肥料補充

不足的微量元素，但缺硼症乃會陸續

發生，若肥料中鈣肥偏高導易致缺

硼，此乃因元素間彼此相拮抗所致。

（二）灌溉水質方面：主要因酸鹼值偏高，

呈鹼性狀態，降低硼的有效性如臺南

縣。

（三）氣候因素：在秋季番石榴果園因灌溉

水不足，土壤乾燥，使根部吸收能力

降低，夜晚又逢氣溫降低，兩種條件

下導致根系的吸收作用降低，也會引

起缺硼現象，以臺南縣山區發生較為

圖十一：番石榴缺硼，果實底部出現缺鈣症，

果實上部空心，種子變褐色。

（林正忠）

圖十三：番石榴缺硼，果實外表皮連續橫裂木

栓紋。（林正忠）

圖十二：番石榴缺硼，果實頂部維管組織變褐

色。（林正忠）

圖十四：番石榴缺硼，果實外表皮連續橫裂木

栓紋。（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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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雨季土壤中肥料被雨水淋洗造

成大量流失，亦容易出現缺硼現象。

（一）番石榴果園最適土壤的pH值在5.0 ~ 7.0

之間，土壤太鹼可利用酸性肥料或有

機質肥料降低土壤鹼性，一般有機質

肥料中的乾雞糞偏鹼性，較不適合調

整鹼性土壤；土壤酸性則可用苦土石

灰及有機肥調整，一般來自海洋的有

機肥含硼素濃度較高，調整效果較

佳。

（二）植株缺硼時，可直接噴灑1,000倍硼酸

或硼砂，每10 ~ 15天噴施1次，連續2

~ 3次，改善後停止使用。每年可在施

用基肥時添加硼砂，每分地施用 5 公

斤最適當，秋季或春季時施用，降低

缺硼損害。

1. 王銀波等編。1992。臺灣地區常見之作物

營養障礙圖鑑。 p. 94 。國立中興學土壤

系、中華民國土壤肥料學會編印。

2. 林慧玲、葉大振、許仁宏、李國權。

1988。番石榴營養失調症狀調查。興大園

藝 13：27-38。

3. 陳敏祥。 1990 。番石榴之營養及肥培管

理。p. 135-143。果樹營養與果園土壤管

理研討會專集。臺灣省臺中區農改場特刊

20號。

4. Bennet, W. F. 1993. Nutrient Deficiencies ＆

Toxicities in Crop Plants.  p. 202.  APS Press.

（作者：林正忠）

圖十五：番石榴缺硼，果實橫裂木栓及綠色泡

狀表皮。（林正忠）

圖十六：番石榴缺硼，果實表皮綠色泡狀俗稱

蟾蜍皮。（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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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常於夏季至秋末之間日照強烈時

發生日燒，主要發生在果樹外側向陽及上方

果實，果實受害後即無商品價值，泰國拔番

石榴品系因套軟質保麗龍袋，故不會引起日

燒，但有日燒症發生時，在果實外表會印出

褐色網紋痕（圖一）。颱風過後，原本保護

果實外方或上方防止日曬的葉片脫落，易造

成日燒症；夏秋季節果園修剪不當，果實生

長後期，在直接曝露強烈日照下，也會引起

日燒。

葉部或果實皆會發生日燒症，在葉片受

害常為外側上方成熟葉片，被害葉出現褪色

黃斑，葉片提前老化；易發生在果實外側或

肩部受光照部位，果實上引起淡黃白斑，小

果時不發生，近採收時的成熟果實發生較多

（圖二、三）。如果日曬嚴重時，且塑膠袋水

分飽和，高溫使日燒更嚴重，產生褐化症，

病斑呈淡褐色至褐色，無商品價值（圖四、

五）。

（一）肥料施用不當：一般果園氮肥施用過

量，番石榴生長快速，果實肥大，表

果實日燒症
Sun scalding、Sun scorching

圖一：番石榴果實因強日照出現保麗龍紋。

（林正忠）

圖二：番石榴果實日燒。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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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對強日照抵抗力弱；果樹葉片變

大，較柔軟，對強日照抵抗力差，易

引起日燒。

（二）日照：由於過度修剪枝條，或因天然

災害造成葉片脫落，使果實直接暴露

在強日照中皆會引起日燒。

（一）為防止日燒對番石榴傷害所產生的損

失，在施肥上避免氮肥施用過量。過

量的氮肥，果實酸度會增加，也容易

引起日燒。

（二）果實在中果期逐漸增加鈣肥，可減少

果實快速增大及日燒發生。

（三）因天然災害引起落葉，會使果實直接

暴露在強光照下，可利用報紙片或牛

皮紙片直接在果實上方黏貼，防止陽

光直接照射果實，降低溫度，防止日

燒發生。

1. 林正忠、蔡叔芬。 1996 。番石榴病害

（三）。農業世界 160：71-74。

（作者：林正忠、蔡叔芬）

圖三：番石榴果實日燒情況嚴重。（林正忠）

圖五：番石榴果實套袋日燒嚴重乃因水分吸熱

所致。（林正忠）

圖四：番石榴果實套袋日燒乃因袋內水分吸

熱。（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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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番石榴係臺灣南部及中部傳統果樹之

一，早期主要栽培專業地區為彰化社頭、員

林、田中，高雄縣仁武、大社及燕巢等地，

南部地區因工業發展，仁武及大社地區設置

石化工業區，對番石榴產生污染，農友則改

種絲瓜及短期蔬菜等作物；中部地區則因磚

廠等污染對當地的番石榴果園造成嚴重損

失。過去所發生的番石榴污染以空氣污染較

多，另有落塵及排放水的污染發生較少，以

下將過去臺灣的番石榴果園曾發生環境污染

說明如下：

（二）石化工業原料污染

1. 乙烯（氯乙烯）病徵：高雄縣仁武鄉的番

石榴曾受乙烯危害，受害果實於小果期黃

化，轉成熟後造成落果，以白拔品系發生

嚴重（圖一至三）；泰國拔品系則果實易

發生畸型，頭歪一側，生長不良，內部維

管束組織褐化明顯（圖四）。

2. 氟化物病徵：高雄縣仁武鄉曾因石化廠釋

放出含氟物質，使番石榴果樹產生新葉葉

緣壞死（圖五），果實底部出現類似番茄

黑尻病病徵，此病徵與蔬菜的缺鈣症相

同。

3. 氯氣病徵：高雄市因化工廠氯氣外洩，導

環境污染及農業資材傷害

圖一：乙烯類引起番石榴果實頂部黃化。

（林正忠） 圖二：田間乙烯為害番石榴。（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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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番石榴果樹的葉片出現病斑（圖六），

病斑呈淡白至淡褐色，病斑邊緣有一明顯

紅色線條區分受害及健康部位，葉片受害

後極易落葉。

4. 氨氣病徵：高雄市化工廠氨氣外洩，導致

番石榴全株受害，葉片轉黑色至黑褐色

（圖七），後期引起葉片脫水、乾萎狀，並

造成落葉。

5. 有機氣體病徵：高雄縣大社鄉石化工廠釋

出含碳有機氣體丙烯 （acrylonitrile ，

AN），導致番石榴果實受害，果實表面出

現褐斑（圖八），提早落葉（圖九）；燕

巢鄉工廠釋出有機氣體，導致葉片變黃後

脫落，果實外表出現全面性褐點，內部組

圖三：近照乙烯病徵。（林正忠） 圖五：化工廠氟化物引起葉片葉緣枯萎。

（林正忠）

圖四：乙烯類造成番石榴維管束褐化。

（林正忠） 圖六：番石榴氯氣污染受害狀。（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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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維管束及內囊變褐色（圖十至十三）。

（三）工廠廢氣及廢液污染

1. 磚廠氟化物排放：彰化縣員林地區因磚廠

排放含氟化物廢氣，使番石榴受害嚴重，

此處果園在夏季不受影響，一旦在秋季，

季風風向由西南改吹東北風時逐漸受害，

冬季時影響更嚴重。主要病徵係新葉葉緣

枯萎（圖十四），果實底部呈現黑尻現

象，果實產量低，甚至無法結果收成（圖

十五、十六），附近其他果樹如芒果、香

蕉等也出現緣枯現象，皆與氟化物形成有

關。

2. 化工廠硫氧化物排放：高雄縣旗楠電鍍

廠棄置硫磺晶體於水溝中，經火焚燒後

圖七：番石榴氨氣污染受害狀。（林正忠）
圖九：番石榴受丙烯 為害，造成大量落葉。

（林正忠）

圖八：番石榴受丙烯 為害，造成果實褐斑。

（林正忠）

圖十：番石榴受有機氣體葉片變黃後脫落。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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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出廢氣，造成相鄰番石榴園果樹受

害，受害果樹葉片、葉緣及葉身出現褐

斑（圖十七），並會落葉嚴重，僅留新芽

部分。

3. 石化廠鹽酸液：高雄縣大社鄉因工廠進行

維修，用鹽酸清洗儲存槽，使用過的鹽酸

廢液未經中和稀釋後再排放入水溝，便直

圖十一：番石榴受有機氣體危害果實病徵。

（林正忠）

圖十三：番石榴受有機氣體危害維管束及內囊

變褐色。（林正忠）

圖十二：番石榴受有機氣體危害，果實外表出

現全面性褐點。（林正忠）

圖十四：磚廠氟化物引起番石榴葉緣枯萎。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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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將清洗廢液流入排水溝，造成排水溝後

端的番石榴果園受污染，葉片產生斑點

（圖十八、十九），成熟葉較老葉及幼葉發

生嚴重，並引起嚴重落葉。

4. 工廠落塵：彰化縣員林地區金屬回收場整

理回收鐵屑時，處理動線不良，鐵屑直接

掉落園中，造成相鄰番石榴果園受害，使

果實品質外觀不良，不易販售或無市場競

爭力。

5. 工廠強鹼性廢水：屏東縣因工廠從事焚化

廠爐渣處理，因高溫常用水澆灌以降溫，

未經妥善處理將爐渣與廢水一起排入排水

溝，污染相鄰番石榴果園，使果樹生長勢

弱，結果能力及產量降低。

圖十五：磚廠氟化物引起番石榴果實底部呈現

黑尻現象。（林正忠）

圖十七：番石榴二氧化硫葉部病徵。

（林正忠）

圖十六：番石榴氟化物污染果實剖面。

（林正忠）

圖十八：氯化氫造成番石榴果園受害嚴重。

（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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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防措施

1. 果樹受害，嚴重落葉，應進行疏果，並施

用葉肥，特別是硼、磷及鉀肥，改善根系

生長，促進新根系生長，使植株快速恢復

生長勢，回復正常。

2. 若果樹受污染，就行政方面，可先向當地

環保局報案，或就近向環保署三區（北、

中、南）督察隊報案，後由縣政府環保局

協同鄉鎮公所農務單位及農業試驗單位

（改良場、試驗所），進行田間會勘鑑定，

評估損失，協調賠償事宜。

3. 除進行行政處理外，應了解污染源對果樹

後續影響，污染後的果實是否可以食用等

問題。就污染類別而言，單純覆蓋表面造

成污染，如鐵屑類，除外觀表現不佳外，

對果實內部的影響少，故食用無危害人

體；其他有機氣體，則因會危害果實內

部，產生褐化等病徵，並不適合食用，故

應加以摘除；其他多種非有機氣體如氯

氣、二氧化硫、鹽酸，對果樹會產生重大

影響，造成落葉或在植株內漸移行至輸導

組織末端，累積至高濃度，故不適合食

用，因此接近採收的番石榴果實宜清除，

小果或花苞期等幼嫩部位不須摘除，可繼

續正常管理。

（一）前言

番石榴套保麗龍袋來防病及防蟲害係番

石榴泰國拔品系栽培上所必要的措施，過去

曾發生多次因套保麗龍袋造成番石榴果實嚴

重損失，主要因保麗龍袋的原料中的聚苯乙

烯（PS）單體對果皮危害，故農友或製造保

麗龍袋的廠商應特別留意，尤其廠商，在製

造過程各生產細節必須要十分小心，避免出

錯，造成產品瑕疵，引起果實受害。

（二）病徵圖十九：番石榴氯化氫葉部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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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袋過程，如果保麗龍袋含有聚苯乙烯

單體的濃度較高，在小果套袋後一星期內即

會出現褐黑色表皮突起的套袋痕（圖廿），

但有些則會在果實近成熟時方表現出褐色套

袋網紋痕，同一批保麗龍袋所套的果實表面

皆受損害，對於生產量影響極鉅大（圖廿一

至廿四）。

（三）預防措施

受保麗龍袋所產生網紋的傷害，一旦在

成熟期果實發現即無法挽救，僅可向當地行

政單位農業課人員陳情，申訴請求賠償，並

將受害果園評估正確損失量，停止使用同一

批保麗龍袋，受害果實應儘快採下加以處

理，避免果實繼續在果樹上消耗營養。此外

圖廿二：番石榴果實受害近照。（林正忠）

圖廿一：番石榴果實中期出現保麗龍為害痕。

（林正忠）

圖廿三：番石榴果實成熟期出現保麗龍為害

痕。（林正忠）

圖廿：番石榴幼果剛套上保麗龍袋後1星期即

出現病徵。（林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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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營養不偏重氮肥，使各種肥料能平衡施

用，也可略為增加果實抵抗力，減少受害程

度降低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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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四：番石榴果實受害近照。（林正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