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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原生於中國嶺南地區，栽培歷史已

逾2,000年，引進臺灣已有三百年歷史，但

成為主要經濟作物只 40 餘年，屬無患子科

（Sapindaceae）之亞熱帶常綠果樹，學名為

Litchi chinensis Sonn ， 英 名 為 Lychee 或

Litchi，中名除荔枝外，早期文獻有「離枝」

之稱，與荔枝同科的近緣果樹有龍眼及紅毛

丹。

荔枝產業在民國5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

1963 年僅 659 公頃，主要產地依次為南投

縣、臺中縣、高雄縣、彰化縣及嘉義縣，至

1988年達到產業巔峰，總面積15,000公頃，

主要產地依續為高雄縣、南投縣、臺中縣、

臺南縣及彰化縣。由於品種單一化（黑葉品

種為主占95%以上），造成產期過於集中，

因此無競爭力之果園逐漸轉作，栽培面積逐

年減少，2002年降至11,749公頃，1996年玉

荷包穩定產量技術趨於純熟，高雄縣黑葉大

量以嫁接方法更新為玉荷包，2004年面積回

升至12,150公頃，主要產區依續為高雄縣、

臺中縣、南投縣、臺南縣、彰化縣及屏東縣

等地。

荔枝主要栽培面積依序為黑葉、玉荷

包、糯米、桂味、沙坑及楠西早生等，少

量品種有三月紅、萬豐及高雄早生等，近年

新命名品種有臺農1號。黑葉為中熟品種，

產期自5月下旬至7月上旬，產量穩定；玉

荷包為早熟品種，產期自5月上旬至6月中

旬，產量不穩定，一般低產，必須有良好管

理技術才能經濟生產；沙坑與黑葉相同產

期，豐產但品質稍不如黑葉；糯米及桂味

為晚熟品種，產期自6月下旬至7月下旬，

桂味豐產，而糯米低產，此品種如同玉荷

包必須有良好管理技術才能經濟生產（圖一

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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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荔枝葉片。（鄧永興） 圖二：荔枝的花穗。（鄧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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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栽培之適宜土壤條件為微酸性至中

性，排水良好之可耕地，依據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試驗所之暫定土壤條件標準為，

pH5.5 ~ 7.0，有機質含量 2.0％以上，磷

（Bray's P）25mgkg-1，交換性鉀80 ~ 150 mgkg-

1，交換性鈣1200 mgkg-1以上，交換性鎂200

mgkg-1 以上；荔枝葉片無機要素適量範圍

（佔乾物重）暫定標準為，氮1.6 ~ 1.9％，磷

0.12 ~ 0.27％，鉀0.7 ~ 1.0％，鈣0.6 ~ 1.0％，

鎂 0.3 ~ 0.5 ％，鐵 50 ~ 100ppm ，錳 100 ~

200ppm，銅10 ~ 25ppm，鋅10 ~ 30ppm，硼

25 ~ 60ppm。

荔枝的年生長週期可分為營養生長期及

生殖生長期，營養生長期是自採收後至最後

1 次新梢成熟，這段期間需合理的肥培管

理，使植株在進入花芽分化期前恢復樹勢及

足夠的葉片。生殖生長期又分花芽分化期、

花穗發育期及果實發育期，因屬中性日照作

物，其花芽分化不受日照長短影響，主要是

視低溫條件是否滿足需求，包含低溫程度及

持續時間長短，其需求量因品種而異，玉荷

包需15 ~ 17℃，其他中晚熟品種（黑葉、沙

坑及糯米）需15℃以下之低溫，因此品種

與氣溫是影響花期及成熟期早晚的基本因

素。

圖三：不同的荔枝花型。（鄧永興）

圖四：優良的著果情形。（鄧永興）

圖五：豐產的荔枝果實。（鄧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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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產業自1966年玉荷包矮化密植栽培

技術推廣後，產業開始回昇，改變產業結

構，玉荷包已占總面積20％，而且逐年增加

中，故荔枝不再是粗放及低價作物，玉荷包

及糯米等優質品種在市場的表現已可區隔

消費者型態，今後產業迫切需要是品種多樣

化，利用區域性氣候差異及品種成熟期不同

錯開產期，使產期達4 ~ 5個月之久，積極育

成優質品種，符合消費需求，提高競爭力及

產業永續發展。

（作者：鄧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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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蟲害

危害荔枝的害蟲種類繁多，在臺灣迄今

有紀錄者共約7目27科54種，唯常見僅有10

餘種，依其危害程度分為3種層次。

1. 主要害蟲：在每年某一生育期發生危害，

族群密度高時，被害嚴重，影響荔枝之

產量和品質，如危害果實及枝幹的荔枝

細蛾（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膠

蟲 （ Kerria lacca（ kerr））、 斑 星 天 牛

（Anoplophora macularia (Thomson)），及危

害葉片及花穗的荔枝銹 （又稱腫葉

病，Eriophyes litchi Keifer）及黃綠棉介殼

蟲 （Chloropulvinaria psidii (Maskell)）等。

2. 次要害蟲：其危害受氣候因子影響大，屬

常年危害，族群發生密度雖高，但其危

害部位對荔枝之品質和產量無多大影

響，如危害枝條之咖啡木蠹蛾（Zeuzera

coffeae Niether）、角蠟介殼蟲 （Ceroplastes

ceriferus Anderson）及危害花穗及葉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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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微害蟲：屬偶發性，多在枝葉部位危

害，其危害對作物產量無大礙。荔枝椿

象 （Tessaratona papillosa Drury）目前僅分

布於金門，必須杜絕其侵入臺灣本島。

目前臺灣地區農民防治荔枝害蟲以結果

期之荔枝細蛾、新梢期之銹 及危害枝條之

膠蟲為主，植物保護手冊也僅推薦此3種害

蟲之防治方法，由於荔枝為我國重要外銷農

產品，故須由田間病蟲管理做起，注意結果

後期荔枝細蛾防治用藥及殘毒問題，以符合

輸入國家之要求。

（二）病害

荔枝主要產期為5 ~ 7月，此時期正值臺

灣高溫多濕之梅雨季節，常遭受病蟲之危

害，導致產量及品質嚴重降低，使農民遭受

極大之損失。調查結果顯示，荔枝全年發生

之病害十餘種，但迄今正式記載僅有8種：

包括露疫病、酸腐病、炭疽病、果腐病、葉

枯病、煤煙病、銹病及褐根病，這些均屬真

菌性病害，對荔枝產業造成相當的影響與傷

害；此外經常於田間見到的尚包括赤衣病、

粗皮病、藻斑病、地衣等，在金門地區亦發

現簇葉病。影響荔枝產量與品質較嚴重者為

露疫病、酸腐病、炭疽病、果腐病及褐根病

等，尤其是露疫病（由Peronophythora litchii

引起）於梅雨季節連續降雨5 ~ 7天時，即產

生初次感染源，由接近地面之荔枝開始感

染，農民若疏於防治時，將造成大量落果，

甚而全園無收，造成嚴重之產量損失，此病

原菌主要是存活於土壤中，將來防治病害必

須加強田間衛生之管理；果實酸腐病（由

Geotrichum candidum 及G. ludwigii引起）在晚

熟品種如糯米與桂味發生較嚴重，該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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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次感染源存在土壤中，在田間靠果蠅傳

播，水份不均勻所造成裂果為誘引帶菌果蠅

感染之主因；荔枝炭疽病（由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引起）在花期與果實生育早期

極可能已經侵入，在果實轉色後才發病，為

潛伏感染，但農民一般在病徵出現後才開始

防治，為時已晚；果腐病主要由蒂腐病菌

Lasiodiplodia theobromae引起，導致果實不耐

儲運，縮短荔枝果實之櫥架壽命，目前亦無

良策；褐根病（由Phellinus noxius引起）為

土壤病害，出現病徵之果樹幾乎無法治癒，

造成農民極大損失。

在 次 要 病 害 中 ， 包 括 葉 枯 病 （ 由

Pestalotia litchii 引 起 ）、 煤 煙 病 （ 由

Phaeosaccardinula javanica引起）、銹病（由

Skierka nephelii引起）、赤衣病（由Erythricium

salmonicolor引起）、粗皮病（可能為生理病

害）、藻斑病（由綠藻Green algae引起）、地

衣（由藻類與真菌共生引起）等，其中葉枯

病、煤煙病、銹病、藻斑病主要危害葉片；

赤衣病、粗皮病、地衣主要危害枝條與樹

幹，在某些地區，這些次要病害對荔枝之品

質與產量亦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另簇葉病

（由病毒virus引起）目前在臺灣荔枝上並無

發生，但金門與中國地區則有發生，嚴重罹

病植株全無生產能力，病害傳播與媒介昆蟲

有關，在檢疫上應加強注意，勿使其侵入我

國。

荔枝病害絕大部分由真菌引起，而且大

部分重要病害的發生生態與防治方法尚未完

全建立，使農民無所參考與依從，在此編寫

此一保護手冊，希望對農民防治荔枝病害有

所助益。此外，更期望研究人員能育成較抗

主要病害之荔枝新品種，加強對重要病害之

發生生態調查，以明瞭病原菌之殘存場所、

存活構造、初次感染源及病害發生生態與氣

象因子之相關性，進而擬定有效之綜合管理

策略與篩選出有效之防治藥劑，供病害防治

用，並建立荔枝完善之資訊庫，修正舊有之

防治曆，供農民使用。

（三）草害

臺灣荔枝園約有80％分布於坡地，因此

園區內的栽培作業，不易行機械化管理。荔

枝採果後經由整枝修剪或乾旱季節的灌溉，

不僅增加園區內的日照及通風，同時雜草的

生長速率也倍增，所以荔枝園內的雜草成為

一重要的園區管理作業。全台的荔枝園雜草

有48科140種以上，以菊科、禾本科、豆科

及大戟科植物為主。新栽植及修剪後的荔枝

園，園區內外的雜草約有20 ~ 30種；栽種多

年的成株，由於樹冠茂密及落葉大面績的覆

蓋，園區內雜草種類常少於10種，經常性發

生的15種雜草包括野茼蒿、光果龍葵、大花

咸豐草、白花鬼針、紫花藿香薊、昭和草、

紫背草、一枝香、短穎馬唐、牛筋草、馬

唐、扛板歸、含羞草、野棉花、短角苦瓜

等，其形態及生態特性詳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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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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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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荔枝植株競爭養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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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登記於荔枝園使

用之除草劑為嘉磷塞（glyphosate），具非選

擇性除草及省工之優點，化學藥劑配合荔枝

之枯枝與落葉的覆蓋，為目前荔枝園最常使

用之雜草防治方法。

適宜之荔枝園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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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栽培為以人工

種植的覆蓋植物或綠肥植物，使土表保持草

生狀態的園區管理方式，自生性地被植物如

荷蓮豆草、鵝兒腸、蓮子草、節節花、單穗

水蜈蚣、闊葉鴨舌 舅、酢漿草、假扁蓄、

竹仔菜、霧水葛、通泉草及雷公根等植物，

具有株型低矮、莖節易生根的特性，可於園

區內自行選留為草生栽培植材。也可選用覆

蓋植物，如耐蔭性強的地毯草、兩耳草或百

喜草 A44 品系。適當之荔枝園雜草管理，需

配合果樹生長發育習性、栽培管理時期及氣

候土壤等因素，方能達成兼具果樹生產之經

濟效益與生態保育之目的。

（作者：溫宏治、安寶貞、袁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