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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4 年、 74 年、 84 年與 89 年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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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是臺灣的重要常綠果樹，根據行政

面積均為果樹類第一名。早年曾和鳳梨、香

院農業委員會89年農產統計要覽，柑橘類的

蕉為重要外銷三大青果，自 76 年(1978 年)以

栽培面積為35,208公頃，為全年果樹栽培面

後出口量請見表2。

積 224,431 公頃的 15.7%，產量為 440,382 公

目前臺灣柑橘類的主要品種與產地分

噸，為全年果樹產量2,447,115公噸的20%。

布：臺南縣、嘉義縣及雲林縣以柳橙為主，

產值 7,613,029,000 元，為全年果樹產值

椪柑為輔；臺中縣、苗栗縣以椪柑為主，桶

57,787,587000元的13.2%。主要栽培品種的栽

柑次之；苗栗縣、新竹縣、苗栗縣以桶柑與

培面積產量及產值列於表一。

海梨柑為主要品種。麻豆文旦則分布在臺南

柑
種
柑 橘 類
椪
柑
桶
柑
柳
橙
檸
檬
麻豆文旦
葡 萄 柚
其
他

表一、89年柑橘類栽培面積、產量及產值
栽培面積(公頃)
產量(公噸)
35,208
440,382
8,491
114,707
4,978
53,258
8,645
126,631
1,543
20,612
6,491
59,576
767
11,570
4,293
54,028

產值(千元)
7,613,029
2,179,433
836,151
1,620,877
371,016
1,394,078
194,376
1,017,098

註：(1)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9年農產統計要覽
(2)其他柑橘包括近年來推廣種植的少量品種如茂谷柑、明尼橘柚、臍橙、無酸橙、福利蒙橘、蜜柚、西施
柚、四季橘以及宜蘭地區種植的金柑。

圖一：椪柑果實。（徐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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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桶柑果實。（徐信次）

圖三：海梨柑果實。（徐信次）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年 柑種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表二、臺灣柑橘出口量
椪 柑
21,802
20,632
17,089
19,075
16,871
11,076
4,615
1,752
1,460
1,125

單位：公噸

柳 橙
1,542
814
553
379
453
401
178
228
160
72

桶 柑
2,288
1,001
651
18
58
31
32
118
226

註：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2001

縣、嘉義縣、苗栗縣、雲林縣、宜蘭縣、花
蓮縣及臺東縣。最近發展的西施柚、蜜柚，
以南部的高雄縣、臺南縣、嘉義縣、雲林縣
等縣的平地表現較好。葡萄柚在嘉義縣
和雲林縣種植較多。檸檬、四季橘則
以南部的屏東縣為主要產地。茂谷
柑及明尼橘柚在雲林縣、嘉義縣
種植較多。金柑主要產地在宜蘭
縣。
酸橘、廣東檸檬、苦柚為常見
的砧木。其表現因接穗品種不同而
異。果實的品質因採用砧木而有所不
同。每年間植株可抽春梢、五月梢、夏
梢、秋梢及冬梢。健壯的幼齡樹一年抽梢4圖四：柳橙果實。（徐信次）

5 次，成齡樹則依整枝修剪的方式、施肥
量、灌溉量及結果量的多少，每年抽生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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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別
氮肥
磷肥
鉀肥

表三、柑橘結果樹的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採收後至春芽萌發前
開花至著果
40
40
40或100
40或0
30
30

果實發育期
20
20或0
40

註：施肥時期視生育情形及品種酌予提前或延後。

新梢。結果多及衰老的樹，一年可能只抽梢

要素包括碳、氫、氧、氮、磷、鉀、鈣、

一次，甚至不抽梢。開花期二∼三月間。果

鎂、硫等九種主要元素，以及鐵、錳、銅、

實採收期依品種而異，從十一月至翌年三月

鋅、硼、鉬、氯等七種次要元素。一至五年

間。砂質壤土最適種植柑橘類，果園土壤的

生的幼齡樹三要素的施用比為氮素：磷酐：

酸鹼值以 pH 5.5 至 pH 6.5 最佳。所需的營養

氧化鉀 =1:1:1 ，成樹的施肥則依單株收獲量
的多少而決定施肥量，其三要素的施用比則
為 2:1:1.5 。結果樹施肥期及分配率列於表
3。
綜言之，柑橘栽培應就接穗品種的不
同，選擇適宜的地區，栽培生產高品質的果
實。以合理化的栽培管理，如整枝、修剪、
施肥、噴藥灑水灌溉等，並配合果園機械
化，降低生產成本，以提高產業的競爭力。
（作者：徐信次）

圖五：麻豆文旦果實。（徐信次）

圖六：星紅寶石葡萄柚(Star
ruby)葡萄柚果實。
（徐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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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 茂 谷 (Murcott tan
gor)果實。
（徐信次）

圖八：明尼橘柚(Minneo
latangelo)果實。
（徐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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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影響很大。其他經常發生的病害，包括

(一)病害

感染葉部與果實的瘡痂病、油斑病、白粉病

我國有紀錄的柑橘病害達百餘種，主要

及煤煙病；採收後貯藏期經常發生的綠黴病

的傳染性病害可分為真菌性病害（fungal dis-

與青黴病、蒂腐病及炭疽病；危害枝幹的赤

eases）
、藻類病害 （algal diseases）
、藻類與真

衣病、地衣；造成幼苗死亡與根系腐敗的猝

菌共生病害、細菌性病害（bacterial dis-

倒病及多種根部腐敗與腐朽病。真菌病害的

eases）、病毒與類病毒病害（viral and viroid

感染源多為孢子，主要靠空氣與雨水傳播，

diseases）及線蟲病害（nematode diseases）

因此注意田間衛生、加強整枝修剪與肥培管

等。生理障礙有日燒、營養缺乏、水分失調

理，適時施用適當的預防性保護藥劑與非農

及藥害等。

藥防治技術等綜合防治措施，為管理柑橘葉

在臺灣，真菌病害以疫病（Phytophthora

部與果實病害的共同原則。管理土壤傳播性

diseases）（危害果實、新梢、樹幹基部及根

病害時，除了依循上述要領外，尚須在育苗

系 ）、 黑 星 病 （ black spot）、 黑 點 病

期與種植柑橘苗於田間前，即應選用清潔健

（Melanose）最為重要，病害嚴重時，對柑橘

康的種子與苗木、使用乾淨的栽培介質與容
器及注意土地連作問題與田間排水狀況，育
苗場須有防雨設施，且通風良好，苗木
定植後則需加強田間的水分管理
等。尤其是疫病菌一旦侵入
苗圃或果園後，便無法
根除，它除了危害根
系外，尚可於降雨
季節侵染果實與新
梢，狂風豪雨後病
害蔓延極為迅速，
經常造成嚴重的損
失。
細菌性病害在臺灣有
兩種，包括潰瘍病（canker）
與立枯病（likubin），兩種病害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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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棘手。潰瘍病除了造成柑橘嚴重減產與

危害臺灣柑橘的線蟲主要有兩種，包括

降低果品品質外，亦為水果外銷時的重要檢

根腐線蟲（root lesion nematode）與柑橘線蟲

疫病害。防治潰瘍病除了須定期施用預防性

（citrus nematode）
，嚴重時會造成柑橘慢性衰

藥劑外，尚應注意選用清潔無病斑苗木栽

弱，防治方法為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防治根

培、加強田間衛生管理，包括剪除與燒毀罹

腐線蟲可用拮抗菌＋ LT 土壤添加物；防治

病枝葉、勿施用過多的氮肥、加強防治潛葉

柑橘線蟲可用植物保護手冊上所推薦藥劑，

蛾、迎風面設防風林、耐病品種不得與感病

亦可使用土壤添加物。如果病情嚴重時再醫

品種混植、及雨季來臨前加強防治等，均可

治，則需要 3 ∼ 4 年的時間才能使病株恢復

減少潰瘍病造成的損失。而立枯病（俗稱黃

生機。

龍病）為我國柑橘最嚴重的病害，臺灣過去

藻類病害有藻斑病（algal spot）與藻類

不知有多少的柑橘園曾因該病害而廢耕。立

與真菌共生體－地衣（lichen）
，兩種病害都

枯病原為一種營養苛求細菌（fastidious bacte-

在潮濕的環境下發生嚴重，防治方法應注意

ria），生存於柑橘的輸導組織中，該病害主

果園管理與通風良好，亦可施用銅劑。

要的感染途徑經嫁接與媒介昆蟲木蝨傳播，

(二)蟲害

不經種子傳播。由於目前絕大部分的柑橘栽

臺灣有紀錄的柑橘害蟲多達 150 餘種，

培品種都對該病害十分感病，因此防治該病

如依動物自然分類可區分為二十三類：如蟋

害的方法就是選用清潔健康苗木，此外還須

蟀、螽㤋、蝗蟲、白蟻、薊馬、介殼蟲、蚜

適期施藥防治媒介昆蟲。

蟲、粉蝨、木蝨、蛾蠟蟬、葉蟬、蟬、椿

病毒與類病毒病害，在臺灣，有南美立

象、潛葉蛾、蛾、蝶、天牛、象鼻蟲、金龜

枯病（tristeza）、鱗砧病（excortis）、鱗皮病

子、吉丁蟲、小蠹蟲、果實蠅及㤈類等。在

（psorosis）
、破葉病及木孔病等，其中以南美

上述各種害蟲中，較重要且必須防治者有介

立枯病較重要而受農民重視。我國所有的柑

殼蟲、蚜蟲、粉蝨、木蝨、椿象、潛葉蛾、

橘栽培種幾乎都被該病毒感染，但一般品種

刺果夜蛾、鳳蝶、天牛、金龜子、東方果實

均甚耐病不表現病徵，僅有葡萄柚最為感

蠅、㝮㤈和葉㤈等。依其為害部位可分為根

病，受害嚴重。該病害的傳播途徑靠嫁接與

幹部害蟲、苗期或枝葉害蟲與果實害蟲等三

媒介昆蟲－蚜蟲傳播，但不會經種子傳播，

類。為害柑橘根幹之害蟲以根粉介殼蟲和斑

因此防治該病害的方法為種植耐病實生苗為

星天牛為最重要，根粉介殼蟲僅零星為害根

砧木、選用清潔健康苗木及適期施藥防治媒

部，目前有逐漸嚴重之勢；斑星天牛為害柑

介昆蟲。

橘之主幹基部，為最重要的柑橘害蟲。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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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期及枝葉主要害蟲有潛葉蛾、鳳蝶、蚜

實近成熟期為害較多；東方果實蠅對柑橘之

蟲、木蝨、粉蝨、介殼蟲類（包括吹綿介殼

為害率並不高，但此蠅為國際性檢疫大害

蟲、粉介殼蟲、軟體介殼蟲及有殼介殼蟲等

蟲，故對其防治應徹底執行，以免影響柑橘

四類）和葉㤈等，其中以潛葉蛾、蚜蟲、木

之外銷。

蝨、黃點介殼蟲、球粉介殼蟲和柑橘葉㤈較

臺灣已於今（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

重要。其中柑橘木蝨為柑橘立枯病之媒介昆

織（WTO），面對國外農產品大量進口之壓

蟲，而柑橘立枯病為影響臺灣柑橘產業的關

力，政府已大力推動降低柑橘產銷成本計

鍵病害。危害果實的主要害蟲有角肩椿象、

畫，並組織各產業之策略聯盟。又值消費者

㝮㤈、刺果夜蛾、東方果實蠅及黃點介殼蟲

意識及生態保育抬頭之今日，柑橘害蟲的防

等。角肩椿象主要分布於臺灣中北部，現在

治策略必然是慎用和少用農藥，降低農藥殘

柑橘產業南移，此蟲之重要性大減，對果實

留，並保育有益天敵。本圖鑑所提供之害蟲

品質影響最大的應屬㝮㤈和黃點介殼蟲；刺

及其天敵之資料，可供柑橘病蟲害綜合管理

果夜蛾僅分布於接近雜木林地之柑橘園，果

推行之依據，藉以達到生態保育，消除農藥
殘毒之顧慮，提高柑橘產品之品質和國際競
爭力，進而促進果品的大量外銷。
(三)草害
柑橘為臺灣最主要之果
樹產業，大部分柑橘栽
培於 10 度以上之陡坡
地，多屬小規模經
營，栽培管理之操
作多依賴人工作業
極其不便，一般柑
橘植株之株齡低於 10
年者，園區內光照充
足，易滋生雜草，近年來
農藥所田間調查結果顯示，臺
灣柑橘園雜草多達 100 種以上，以
禾本科、菊科為主。過去一般果農於園區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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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管理上多採用鐮刀割草或鋤頭耕犁。近20

分泌毒物質、具攀繞性、引發蟲害及火災等

年來殺草劑新產品之不斷開發，目前已有15

缺點，實際上很少被用於果園。如何適當的

種藥劑登記可使用於柑橘園，依殺草劑的土

利用殺草劑發展本土性草本植物之草生栽培

壤殘效及對防治對象選擇性等特性，可用於

體系，來建立符合環境需求之果園雜草管理

防除生長期長短不同的雜草或某特定雜草，

體系，是今後仍須努力之目標。

具高效率及省工之優點，因此以化學藥劑除
草為目前柑橘園最常使用之雜草防治方法。
然而藥劑使用不當或過度噴施非選擇性殺草
劑，極易造成土壤之裸露，對於廣大坡地柑
橘園之水土保育是一嚴重問題。適宜之柑橘
園管理，絕非將雜草完全除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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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以往推廣之覆蓋植物有山珠
豆、熱帶葛藤、白花三葉草及克育草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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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幹成、安寶貞、蔣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