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營養要素缺乏、過多或毒害徵狀
Nutrient deficiency, excess or toxicity symptoms
˘ăໄኢ
作物生長所必需之營養元素（或稱為營

作物之營養狀況可由其表現之缺乏或過

養要素）有碳（C）、氫（H）、氧（O）、氮

多徵狀及葉片分析來診斷。各營養要素之缺

（ N ）、 磷 （ P ）、 鉀 （ K ）、 鈣 （ C a ）、 鎂

乏與過多徵狀因作物不同而異，有賴相當之

（Mg）、硫（S）、鐵（Fe）、錳（Mn）、銅

經驗才可判斷，又若同時缺乏多種要素則不

（Cu）、鋅（Zn）、硼（B）、鉬（Mo）、氯

易僅憑外觀徵狀診斷，且對於潛在之營養缺

（Cl）等十六種，其中除碳、氫、氧係由空

乏或過多亦無法預防；故植物分析實為較準

氣和水供給外，其餘均靠土壤供給。當土壤

確之診斷方法，但需要建立診斷之標準濃度

供給量不足時，作物及呈現缺乏症，生育受

及分析技術與設備，非一般農民可採行。

阻，必須施以所缺乏之要素才可矯正。反

張淑賢等人所建立之臺灣地區柑橘之五

之，當某種營養要素過多時，亦可能造成毒

至六個月月齡春梢非結果枝葉片分析營養診

害或引起其他要素之缺乏，故每一要素均需

斷標準濃度範圍如表一。當葉片要素分析值

適量供給。

低於上述標準濃度範圍，即為要素缺乏；反

作物對各要素之需求量不同，需求量較

之，當葉片要素分析值高於上述標準濃度範

大者如氮、磷、鉀、鈣、鎂、硫等，合稱

圍，即為要素過多。當要素含量嚴重缺乏或

「大量要素」
（其中氮、磷、鉀合稱「肥料三

過多時，即出現明顯病徵。

要素」），在植物體之含量約為 0.5 ∼ 6.0%

茲列舉臺灣地區常見之柑橘營養要素缺

（百分之一）
，其中氮、磷、硫為細胞物質如

乏或過多症之圖片、發生之誘因及對策，提

蛋白質和核酸等之構造成分；鉀、鈣、鎂則

供農友參考，並先摘述以下幾個大原則，以

主要在維持細胞之電價平衡及膨壓，並為多

助病徵之診斷：

種生理生化反應所必需。需求量較小者稱

(一)氮、磷、鉀、鎂在植物體內之再轉移性

「微量要素」
，如鐵、錳、銅、鋅、硼、鉬、

佳，如果土壤供應不足，則新梢及果實

氯等，在植物體之含量約在 0.5 ∼ 2,000ppm

生長所需之要素可由老枝葉供應，因此

（百萬分之一）間，除硼與氯外，均為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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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輔㤲之構造成分。

其缺乏症首先發生於老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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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灣地區柑橘之五至六個月月齡春梢非結
果枝葉片分析營養診斷標準濃度範圍
要
品 種
別

素

別

氮
(%)

磷
(%)

鉀
(%)

0.12 ~
0.18

1.40 ~
1.70

鈣
(%)

鎂
(%)

鐵
(ppm)

錳
(ppm)

60 ~
120

25 ~
200

銅
(ppm)

鋅
(ppm)

硼
(ppm)

椪柑、桶柑 3.00 ~
3.20
柳橙

2.90 ~
3.10

文旦柚

2.25~
2.50

2.50 ~
4.50

0.26 ~
0.50

5.0 ~
16.0

25 ~
100

25 ~
150

(二)鈣、鐵、錳、銅、鋅、硼在植物體內之
再轉移性差，故新梢及果實生長所需之
要素都由根部吸收直接供應，缺乏症乃
發生於新葉和果實。
(三)過多症無特定之徵狀，但毒害之徵狀通
常首見於老葉。
(四)酸性土壤易缺乏磷、鈣、鎂、鉬、硼，
且可能有錳及鋁毒害。
(五)石灰質土壤易缺乏鐵、錳、銅、鋅等微
量要素。

˟ăധĞOjusphfoĎOğ

圖一：左側為柳橙正常植株，右側為缺氮植
株，八月間缺氮植株之春梢非結果之氮
素含量低於2.5%。（張淑賢）

(一)缺乏症：植株生長勢弱，枝條數及葉片
數均少，全株呈淡綠色，葉小，老葉提

茂盛，葉色濃綠，夏秋梢旺盛（圖四、

早掉落（圖一、圖二），果實早熟，產

圖 五 ）， 柳 橙 則 果 實 變 小 ， 皮 厚 且 粗

量降低；另柑橘受到根腐線蟲為害時，

糙，椪柑則易浮皮，糖度低且不易轉色

植株亦呈現缺氮及缺水徵狀，葉片微捲
（圖三）
。
(二)過多症：氮肥施用過量易造成枝葉過於

（圖六、圖七）
，不耐貯藏。
(三)誘因：柑橘植株之氮素營養狀況受氮肥
施用量、土壤肥力、土壤水分狀況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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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柳橙缺氮枝條，葉片呈淡綠色，葉
小，老葉提早掉落。（張淑賢）

圖四：椪柑植株氮素過多，使夏秋梢過於旺
盛，全株葉色濃綠。（張淑賢）

圖三：椪柑根部遭受根腐線蟲危害，植株呈現

圖五：左側之柳橙植株為氮過多，其八月間

缺氮徵狀，但亦呈現缺水徵狀，葉片微

春梢非結果枝葉片氮含量為3.3%；右

捲。（張淑賢）

側植株為氮適中，其葉片氮含量為
3.1%。（張淑賢）

果量等因子所影響。臺灣地區柑農多慣
於施用多量氮肥，故少見柑橘缺氮，常

株年產 60 公斤果實之柑樹約需施用 1.3

是氮素過多。如有疑似缺氮徵狀，需先

公斤尿素，但實際施肥適量則依土壤肥

檢查根系有無病蟲害發生。

力、土壤水分、施肥方法、樹體營養狀

(四)對策：調整氮肥施用量及灌水量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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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結果量等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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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柳橙植株氮過多，使果皮增厚、糖

圖七：椪柑植株氮過多，使果實浮皮、糖

度降低、轉色延遲、不耐貯藏。

度降低、轉色延遲、不耐貯藏。

（張淑賢）

（張淑賢）

ˬăᒤĞQiptqipsvtĎQğ
(一)缺乏症：植株生長勢弱、葉小呈灰暗綠
色且無光澤，花芽分化減少；桶柑及葡
萄柚果實皮厚心粗，甜橙類則呈汁少之
浮皮果，果實之糖度及酸度皆低。
(二)過多症：磷過多無明顯徵狀，惟容易引
起銅及鋅之缺乏。
(三)誘因：強酸性、高度風化或火山灰之土
壤，磷易被固定而使其有效性降低，植
株易缺磷。氣溫低時，磷的吸收受阻，
更易缺磷。長年施用過多雞糞或過磷酸
石灰等磷肥，易造成磷過多。
(四)對策： pH 值 5.0 以下之強酸性土壤應施
用石灰石粉或白雲石粉，以中和土壤酸
度，提高磷的有效性。石灰資材施用量
約為2∼4公斤／株／年，施用法請參見

缺鈣之對策。磷過多者，應暫時停施磷
肥，如葉片呈缺銅、缺鋅徵狀，應行葉
片噴施該等微量要素肥料來矯正。每株
年產 60 公斤果實之柑樹約需施用 1.7 公
斤過磷酸石灰，但實際施肥適量則依土
壤肥力、土壤水分、施肥方法、樹體營
養狀況、結果量等因素而定。

αă࿔ĞQpubttjvnĎLğ
(一)缺乏症：果實之肥大極需鉀肥，當葉片
鉀含量低至 1.0%時，葉片尚未出現缺乏
徵狀而果實已變小且維生素Ｃ含量及酸
度均降低。嚴重缺鉀時，不僅影響果實
大小，且著果率低，老葉捲曲變形且有
壞疽斑點。柳橙葉片鉀含量在1.1∼1.9%
間時，果實重量隨葉片鉀含量升高而增
加（圖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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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多症：鉀過多無明顯之徵狀，但在缺
鈣、鎂之酸性土壤，鉀肥施用過量易加
重鈣、鎂缺乏症（圖九）。柑橘植株鉀
過多時，果實酸度增高、果皮較為粗厚
（圖十）
。
(三)誘因：鉀肥用量不足或土壤浸水而通氣
不良及土壤乾旱導致根系對鉀吸收不
良，均可引起鉀缺乏。而鉀肥施用過量
則引起植株鉀過多。
(四)對策：調整鉀肥用量，每株年產60公斤
果實之柑樹約需施用 0.75 公斤氯化鉀，
但實際施肥適量則依土壤肥力、土壤水
分、施肥方法、樹體營養狀況、結果量
等因素而定。植株吸收不良則應改善果
園土壤管理，如排水、灌水等。

圖八：柳橙葉鉀含量在1.1∼1.9%時，果實重
量隨葉片鉀含量升高而增加，惟果實酸
度及果皮厚度亦增加。（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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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酸性土壤之文旦柚因鉀肥施用過量而導
致缺鎂，葉脈中肋保持綠色，葉肉均黃
化，呈倒V字型。（張淑賢）

圖十：椪柑植株鉀含量過高（達2.0%）
，使果
皮粗厚、酸度增高。（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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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ถĞDbmdjvnĎDbğ

用硫銨或尿素等氮肥或其他複合肥料。

(一)缺乏症：嚴重缺鈣時，根尖壞死，地上

石灰資材如與堆肥同時施用可避免土壤

部生長停止，生長點及新葉壞疽，枝條

硬化。如為未種植之強酸性柑園，可於

枯死。田間很少見到柑橘嚴重缺鈣徵

種植前每公頃施用 3,000 ∼ 5,000 公斤石

狀，但葉片鈣含量低時，柑橘果實於貯

灰資材，全園撒布並翻入土中。

藏期間腐果率較高。
(二)過多症：鈣過多無明顯之徵狀，但土壤
鈣含量過高時，易引起植株鎂或鉀缺
乏。

̱ăᔡĞNbhoftjvnĎNhğ
(一)缺乏症：其徵狀首見於老葉，自葉尖及
中肋兩側之葉肉開始黃化，逐漸向基部

(三)誘因：強酸性土壤含鈣量低，柑橘易缺

擴大，最後呈倒 V 字型（圖十一∼十

鈣，若氮、鉀肥施用過量，則更易缺

三）。缺鎂易造成老葉提早落葉，果實

鈣。

較小且糖度、酸度及維生素 C 含量均降

(四)對策：強酸性土壤若未缺鎂，應施用石

低。因種子含鎂量較高，故果實多種子

灰石粉或硝石灰，以中和土壤酸度，並

之品種（如海梨、柳橙）結果量高之植

補充鈣；如土壤同時缺鈣和鎂，則應改

株或結果枝條較易見缺鎂症。

施白雲石粉或白雲石灰（苦土石灰）。

(二)過多症：植株鎂含量過多時無明顯徵

土壤 pH 值在 5.0 以下時，每年應施用石

狀，但土壤鎂含量過高易引起植株鈣或

灰石粉或白雲石粉，每公頃用量在砂質

鉀缺乏。

壤土為 1,000 公斤，壤土或砏質壤土為

(三)誘因：酸性土壤或石灰質土壤含鎂量

1,500 公斤，黏質壤土則施用 2,000 公斤
（即用量約為 2 ∼ 4 公斤／株／年）；如
施用消石灰或白雲石灰，則用量應減少
20%。每年檢查pH值一次，如超過6.0即
停止施用（通常需連續施用三到四
年 ）， 以 免 因 施 用 過 量 引 起 鐵 、 錳 、
銅、鋅等微量要素缺乏。石灰資材之施
用法為在冬季均勻撒施地面並混入15∼
30 公分土壤中，或於樹冠下採條施或穴
施（每年應更換地點），一個月才可施

圖十一：椪柑植株缺鎂黃化徵狀。（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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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春夏季加施氧化鎂 150 ∼ 250 克／
株，或施用硫酸鎂1公斤／株，或以2∼
3%硫酸鎂或硝酸鎂水溶液噴施於葉面，
以藥液不滴下為原則。石灰質土壤缺
鎂，則施用硫酸鎂 1 公斤／株，或同時
以 2 ∼ 3%硫酸鎂或硝酸鎂水溶液噴施於
葉面。
圖十二：強酸性土壤之桶柑植株缺鎂（八月間

˛ăĞTvmgvsĎTğ

春梢非結果枝之葉片鎂含量低於

(一)缺乏症：缺硫徵狀似缺氮，葉片呈均勻

0.25%）
，結果枝之老葉呈現缺鎂黃化

黃化，全株呈淡綠色，但如於短時間內

症。（張淑賢）

缺硫，則新葉首先出現黃化症。
(二)誘因：土壤含硫量低且長期未施用含硫
之肥料如硫銨、過磷酸石灰、硫酸鉀、
硫酸鎂等。
(三)對策：可改施上述含硫肥料加以改善。
臺灣地區之柑農一般均施用過磷酸石
灰，故甚少見柑園缺硫。

ˣăᜠĞJspoĎGfğ
圖十三：強酸性土壤之椪柑植株嚴重缺鎂，老
葉提早落葉，樹勢衰弱。（張淑賢）

(一)缺乏症：一般缺鐵症均發生於新葉，首
先為葉脈間呈淡綠再轉為淡黃或深黃，
但葉脈仍保持綠色，如持續缺鐵，則新
葉完全變白且小而薄（圖十四）
。

低，或施鉀過多之果園均易缺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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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誘因：石灰質土壤或石灰資材施用過量

(四)對策：強酸性土壤缺鎂應以白雲石粉或

之土壤，因土壤pH值高而使鐵之氫氧化

白雲石灰中和土壤酸度並補充鈣、鎂，

物溶解度降低（每提高一單位pH值，二

其施用法及用量請參見缺鈣之對策；嚴

價鐵離子溶解度即降低100倍）
，使土壤

重缺鎂之果園，除施用白雲石粉外，尚

溶液中有效鐵含量極低，且溶液中之碳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酸氫根離子亦抑制根部對鐵的吸收，而
使作物呈缺鐵症。
(三)對策：應施硫磺以中和土壤鹼度，降低
pH 值，每公頃用量為 1,000 ∼ 2,000 公
斤，視土壤質地、pH值及游離碳酸鈣含
量而定，冬季時於樹冠下條施或穴施。
亦可於新梢生長期間，每隔 7 ∼ 10 天以
0.5%硫酸亞鐵銨水溶液（加入等量生石
灰使其濃度亦為0.5%）或EDTA鐵50ppm

圖十四：文旦葉片不同程度缺鐵之徵狀。

水溶液噴施葉面，一年3∼4次。另氮肥

（張淑賢）

宜改用硫酸銨。

˝ăᏽĞNbohboftfĎNoğ
(一)缺乏症：缺錳症亦發生於新葉，葉脈保
持綠色，葉脈間呈淡綠色或黃化斑，惟
不似缺鐵，其新葉不會變小及變白（圖
十五∼圖十八）
。
(二)毒害症：錳毒害時，老葉因累積多量錳
而呈㝮斑壞疽。
(三)誘因：砂質土壤因本身錳含量低，或石
灰質土壤或石灰資材施用過量之土壤，
因土壤pH值高使土壤溶液中有效錳含量
降低，均可導致作物呈缺錳症。反之，

圖十五：強酸性土壤之柳橙植株因施用石灰資
材過多而導致缺錳（其八月間春梢非
結果枝葉片錳含量低於25ppm）
，新
葉葉脈保持綠色，葉脈間呈淡綠色。
（張淑賢）

強酸性土壤，因土壤pH值低，使土壤溶
液中錳之氫氧化物溶解度提高，植株易
因錳吸收過多而造成錳毒害。

性之砂質土壤缺錳，則可施用硫酸錳每

(四)對策：石灰質土壤缺錳應施硫磺以中和

株 300 克加以改善，或於新梢生長期

土壤鹼度，提高土壤中錳的有效性，施

間，每隔7∼10天，以0.25%硫酸錳水溶

用量及施用法參見缺鐵之對策；非石灰

液（加入等量生石灰使其濃度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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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石灰質土壤之柳橙缺錳徵狀。
（張淑賢）

圖十八：椪柑植株缺錳徵狀。（張淑賢）

不平，中肋向上弓起，小枝條同時多芽
萌發產生葉小之新梢，其尖端壞死，小
枝上有大塊之紅色分泌物，果實表面凹
凸不平，果皮內有紅棕色分泌物且易裂
果，果汁酸度低。
(二)毒害症：根系粗短，植株生長受阻，新
葉葉片黃化。
(三)誘因：
圖十七：葡萄柚植株缺錳徵狀。（張淑賢）

0.25%）或EDTA錳50 ppm水溶液噴施於
葉面，共3∼4次，另殺菌劑鋅錳乃浦之
施用亦可部分改善缺錳及缺鋅。

1.石灰質土壤或石灰資材施用過量之土
壤，因土壤pH值高使土壤溶液中有效銅
含量降低，而導致作物呈缺銅症。
2.砂質土壤因本身銅含量低，導致作物缺
銅。
3.泥炭土或施用過多新鮮有機物之土壤，

˩ăᅚĞDpqqfsĎDvğ

在低溫季節有機物被分解產生之有機分

(一)缺乏症：新葉葉脈保持綠色，但葉脈間

子與銅形成穩定之化合物，使作物根部

葉肉黃化（圖十九）；嚴重缺銅時新梢
生長點壞死，徒長枝之葉大且葉面凹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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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吸收銅而呈缺乏症。
4.強酸性土壤或砂質土壤之柑園所施入之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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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症：缺鋅症亦首先發生於新葉，葉
脈保持綠色，葉脈間呈黃化斑，葉片變
小且呈細長形，節間縮短，呈小葉簇生
狀（圖廿十∼圖廿三）。惟當柑橘植株
罹患立枯病時，部分枝條之新葉亦呈現
缺鋅徵狀（圖廿三）
。
(二)誘因：
圖十九：文旦柚缺銅徵狀（其八月間春梢非

1.石灰質土壤或石灰資材施用過量之土

結果枝葉片銅含量僅3ppm）
，新葉

壤，因土壤pH值高使土壤溶液中有效鋅

之葉脈保持綠色，葉脈間葉肉黃
化。（張淑賢）

有效性高，若長期施用波爾多液等銅劑，
則土壤可能累積多量殘留銅劑而導致柑橘
植株易因銅吸收過多而造成毒害。
(四)對策：石灰質土壤缺銅，應施硫磺以中
和土壤鹼度，提高銅之有效性，施用量

含量降低，而導致作物呈缺鋅症。
2.砂質土壤因本身鋅含量低，導致作物缺
鋅。
3.施用過量磷肥使土壤及植株內鋅之有效
性降低。
4.罹患立枯病之柑橘，因鋅之吸收及運輸
受阻而呈缺鋅症。

及施用法參見缺鐵之對策。砂質土壤缺
銅，每公頃可施硫酸銅 5 公斤（不可多
施），泥炭土缺銅則每公頃施用量可提
高至50公斤。若欲快速改善缺銅徵狀，
亦可於葉面噴施 0.25%硫酸銅水溶液
（加入等量生石灰使其濃度亦為0.25%）
。
一般果園若噴施波爾多液則不易缺銅。
種植於酸性或砂質土壤之植株發生銅毒
害，應立即停施銅劑，並施石灰以提高

圖二十：椪柑輕微缺鋅徵狀（其八月間春梢非

土壤pH值，降低銅之有效性和毒害，惟

結果枝葉片新含量低於25ppm）
，新

應慎防引起其他微量要素之缺乏。

葉葉肉產生黃化斑。（張淑賢）

291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圖廿一：石灰質土壤柳橙缺鋅徵狀，新葉

圖廿三：柳橙植株罹患立枯病時（徵狀如圖右

葉肉黃化，葉型變為狹長，且枝

側，葉脈凸起，葉綠素分佈不均

條節間縮短，葉片呈簇生狀。

勻），由於鋅在植株體內之運送受

（張淑賢）

阻，部分枝條之新葉亦呈現缺鋅徵
狀。（張淑賢）

壤之柑橘植株缺鋅，則每公頃可施用氧
化鋅30∼50公斤加以改善。兩者均可於
新梢生長期間，每隔7∼10天，以0.25%
硫酸鋅水溶液（加入等量生石灰使其濃
度亦為 0.25%）噴施於葉面，共 3 ∼ 4
次，另殺菌劑鋅錳乃浦之施用亦可部分
改善缺錳及缺鋅。
圖廿二：砂質土壤柳橙缺鋅徵狀。（張淑賢）

˩˟ă༪ĞCpspoĎCğ
(一)缺乏症：新芽呈水浸狀斑點，葉柄或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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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策：種植於石灰質土壤之柑橘植株缺

脈裂開且木栓化（圖廿四、圖廿五），

鋅應施硫磺以中和土壤鹼度，提高土壤

開花期間若缺硼，則花粉管發育不良，

中鋅的有效性，施用量及施用法參見缺

著果率降低，果實肥大期間若缺硼，則

鐵之對策；或每公頃條施或穴施硫酸鋅

果實堅硬無汁（俗稱石頭柑），且果皮

80 ∼ 120 公斤。種植於非石灰性砂質土

乾裂並木栓化（圖廿六）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二)毒害症：自老葉之葉尖和葉肉黃化，嚴
重時老葉且呈褐色病斑而落葉（圖廿七

公分大小）
，中心處褐化（圖三十）
。
(二)誘因：強酸性土壤，鉬之有效性低所
致。

∼圖廿九）
。
(三)誘因：含硼量低之紅壤、砂質土壤或石

(三)對策：施用石灰石粉或白雲石粉以中和

礫地，柑橘易缺硼，若遇乾旱，硼之吸
收降低則更易缺硼。硼之毒害症通常因
施用過量所致。
(四)對策：缺硼之柑樹，可於樹冠下撒施硼
砂或硼酸，其用量為每公頃 5 ∼ 10 公
斤；或以每株果實收量為60公斤之柑樹
而言，其每株用量為50克，隨植株大小
和土壤質地而調整用量。又每施用一次
其殘效可維持四年以上，即四年內不可
再施，以免施用過量造成毒害。亦可於
四月至六月間以 0.25%硼酸水溶液行葉
面噴施，但不可連年噴施。

圖廿五：文旦柚缺硼，其葉柄有橫向褐色木栓
化之龜裂。（張淑賢）

˩ˬă⟽ĞNpmzcefovnĎNpğ
(一)缺乏症：葉片呈圓形之黃色斑（直徑約1

圖廿六：椪柑缺硼之果實畸形（其八月間春梢
圖廿四：文旦柚缺硼，其翼葉有褐色壞疽，
葉柄有橫向褐色木栓化之龜裂。

非結果枝葉片硼含量低於 25ppm），
堅硬如石頭，俗稱石頭柑。（張淑賢）

（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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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九：椪柑因施硼過多造成硼毒害徵狀。
（張淑賢）

圖廿七：西施柚因施硼過多造成硼毒害（其葉
片硼含量高達 400ppm），全株自下
位葉起嚴重黃化。（張淑賢）

圖三十：強酸性土壤之柳橙缺鉬徵狀，老葉葉
片呈圓形之黃色斑，中心處褐化。
（張淑賢）

圖廿八：椪柑因施硼過多造成硼毒害（其葉片
硼含量高達 844ppm），老葉嚴重落
葉，部分葉片葉尖黃化或乾枯。
（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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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性並提高鉬之有效性，另可於葉
面噴施 0.05%之鉬酸銨水溶液以迅速改
善。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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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狀：圖三十一所示為一酸性砂質土壤
果園之異常葡萄柚植株，經葉片分析診
斷為錳、銅、鋅複合缺乏症，圖三十二
顯示其葉片呈現不同程度之錳、銅、鋅
缺乏徵狀。圖三十三則為石灰質土壤之
文旦柚植株同時呈現缺乏鐵、錳、鋅三
種要素之複合缺乏症。同一植株各個葉
片的缺乏徵狀不盡相同，有的新葉缺鐵

圖卅二：葡萄柚植株葉片呈現不同程度之錳、
銅、鋅缺乏徵狀，圖左上為正常葉、右

較明顯，全葉呈黃白色，且葉型變小；

上為缺錳、左下為缺錳和鋅、右下則同

有的葉片則呈缺錳或缺鋅徵狀。

時缺乏錳、銅和鋅。（張淑賢）

(二)誘因：由於石灰質土壤中微量要素的有
效性低，或強酸性砂質土壤其微量要素
含量極低，均易導致柑橘同時缺乏鐵、
錳、銅、鋅等微量要素。此外，當植株
之樹幹遭受病蟲害侵襲或機械傷害時，
新梢亦可能呈現多種微量要素缺乏症。

圖卅三：石灰質土壤之文旦柚植株同時缺乏鐵、
錳和鋅三種要素之徵狀，同一植株之新
葉各呈現不同缺乏徵狀。部分葉片缺鐵
徵狀明顯，全葉呈黃白色且葉型變小
（葉片含鐵 35ppm 、錳 9ppm 、鋅
圖卅一：酸性砂質土壤之葡萄柚同時缺乏錳、
銅及鋅徵狀。（張淑賢）

16ppm）；部分葉片則呈缺錳或缺鋅徵
狀。（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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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策：當作物同時缺乏多種要素時，不
易由病徵診斷，需佐以土壤及葉片分析

極具抑制作用，其毒害徵狀為葉尖黃化
（圖三十四、圖三十五）
。

來確定其肇因後，針對所缺乏之要素種

(二)誘因：當以含二縮㡳濃度過高之尿素水

類，參考個別要素缺乏症之對策加以改

溶液行葉面施肥時，則正生長中之新梢

善。

葉片極易產生毒害徵狀。
(三)對策：當柑橘以尿素水溶液行葉面施肥

˩̣ă˟ᒺ㡳߲चĞCjvsfuUpyjdjuzğ

時，其濃度以1%以內為宜。

(一)徵狀：二縮㡳係尿素合成過程所產生之
副產物，對作物的萌芽及作物的生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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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四：椪柑葉片因噴施尿素水溶液濃度
過高，致其所含二縮㡳濃度過高

圖卅五：椪柑葉片受二縮㡳毒害徵狀。

造成毒害徵狀，葉尖黃化。

（張淑賢）

（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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