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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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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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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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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ዘĞ[jodĎ[o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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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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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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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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ϡ͛ᚥ
1.王銀波等編著。1992。臺灣地區常見之作
物營養障礙圖鑑。國立中興大學土壤學
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中華民國土壤
肥料學會編印。94p。
2.邱再發、張淑賢。1983。柑橘園缺硼之診
斷與防治研究。中華農業研究 32(2):16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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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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淑賢、黃維廷、連深、吳婉麗。1992。
土壤及葉片分析營養診斷應用於柑橘園
肥培管理之研究。 pp.167-195 。八十一年
度土壤肥料試驗報告。臺灣省政府農林
廳編印。
4.張淑賢。1993。柑橘土壤與肥料抽印本。
降低柑橘產銷成本推廣手冊。臺灣省政
府農林廳編印。47p。
5.Chang, Su-San, Wei-Ting Huang, Shen Lian, AiHwa Chang and Woan-Lih Wu. 1994. Research
on leaf diagnosis criteria and its application to
fertiliz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citrus orchards
in Taiwan. Food and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Extension Bulletin 396:1-17.
6.Chapman, H. D.(ed.). 1966.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Plants and Soils. Published by Univ. Calif.
Davis. 693p.
7.Embleton,

T.W.,

W.W.

Jones,

C.K.

Labanauskas, and W. Reuther. 1973. Leaf
analysis as a diagnostic tool and guide to fertilization. In ： W. Reuther, ed. The Citrus
Industry, 3rd ed., Chap. 6, pp.183-210.
（作者：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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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害
Damages caused by pesticides
˘ăᘽच൴Ϡ̝ࣧЯ
一般作物於噴施農藥後，植株對於外加

過高易造成柑橘幼果期之藥害。石灰硫磺混

的化學物質具有代謝、區隔等解毒特性，然

合劑添加水溶性砷劑，易造成蜜柑葉片褪色

而不同生育時期及組織器官之解毒速率不

及落葉。得脫㤈添加苯氧基化合物則易造成

同，當作物解毒速率慢於藥液吸收傳導至藥

蜜柑新葉葉脈黃化、果實肥大受阻及果梗肥

劑於細胞的作用位置，即可能產生藥害問

大龜裂等現象。此外夏油、毆殺滅及新殺㤈

題。因此造成柑橘藥害發生之主要原因有下

與甲基多保淨混用；波爾多液及錫㤈丹與夏

列五種：

油混用，皆易發生柳橙之藥害。因此混合施

(一)藥劑類型

藥宜小心，任意混合藥劑除了藥效可能減低

一般除草劑噴施於作物皆會造成傷害，

以外，亦可能造成藥害問題，一般而言，酸

除草劑對於柑橘植株的毒性大於殺蟲劑或殺

性藥劑不可與鹼性藥劑混用，強鹼性藥劑例

菌劑，其次是砷劑、銅劑及有機磷劑。銅劑

如石灰硫磺劑、氫氧化銅等，宜單獨施用。

易經由氣孔或茸毛進入植物體內，造成蜜柑

(三)作物品種及株齡與藥劑敏感度差異

落葉、果實產生黑色斑點。甲基鋅乃浦混合

一般而言，柑橘幼齡植株對藥劑較成株

石灰波爾多液等含銅劑藥劑會造成藥害。柳

敏感，幼葉較老葉易產生藥害。例如毆㤈多

橙、蜜柑及柚子連續噴施砷酸鉛三年以上，

易造成溫州蜜柑以外之柑橘品種於結果期形

植株葉片易脫落及形成枯枝。農藥的劑型可

成藥害。大滅松及甲基鋅乃浦易造成新生展

區分為溶液、粉劑、粒劑、乳劑、可濕性粉

開葉著色延遲、影響植株生育。因此施用農

劑、片劑等多種型態。其中於乳劑中添加之

藥時應配合作物品種及生育時期，選用藥效

溶劑較易造成作物之藥害，高溫強光下噴施

相同之安全藥劑，降低藥害之風險。

乳劑容易發生植物葉燒之徵狀。粉劑、粒劑

(四)栽培管理方式

及片劑較安全。
(二)藥劑處理方式
藥劑噴施不均勻、藥劑濃度過高或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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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農藥皆易產生柑橘之藥害。福木松濃度

柑橘施肥不足或是氮肥施用過多，常易
造成植株生長勢衰弱，對藥劑之敏感度增
加，容易發生藥害。因此適當的肥培管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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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藥劑對作物之傷害。
(五)氣候因素

˟ăੵਨ͔̝ᘽच
因殺草劑使用不當，常易造作柑橘果樹

多種藥劑於高溫強光下易發生藥害，高

產生藥害的主要類型有四種：用藥時期不

溫多濕的環境下噴施福賜米松，易造成柑橘

當、任意提高藥劑劑量、誤噴及藥液飄浮之

落葉及枝幹龜裂現象。㤈離丹、福木松於高

傷害。柑橘對於殺草劑的忍受性，依藥劑種

溫期亦對柑橘幼果具類似之藥害。石灰硫磺

類、劑量和土壤狀況而異，不同品種或不同

劑於30℃以上環境，易造成蜜柑及溫州蜜柑

生長時期的柑橘，對同一藥劑的忍受性亦不

之果燒以及蜜柑之急性落葉現象。夏季正午

同。一般而言，成齡果樹較幼齡果樹對藥劑

噴施乳劑之農藥也較容易發生藥害。農業用

的忍受性強，葉片臘質較厚者，對藥劑的敏

油易於植株表面形成膜系，阻塞氣孔，因此

感性較低，樹幹對藥劑的忍受性較葉片、花

於高溫下，油劑易快速引起柑橘果實藥斑、

及幼果者強。萌前藥劑如克草（圖一）、達

葉燒或果實著色延遲、糖度降低、著花數減

有龍（圖二）、復祿芬（圖三）噴施於於砂

少、落葉等現象；機械油則使蜜柑果實著色

質土壤，藥液易被雨水沖刷、淋洗而造成柑

受阻，因此選擇於清晨或傍晚施藥可避免乳

橘葉片之葉脈黃化。萌後藥劑如巴拉刈屬接

劑、銅劑及油劑之傷害。

觸型藥劑，噴施於植物體可自光合系統劫取
電子，形成自由基，破壞細胞的膜系構造，
因此被噴施之植株部位產生黃化褐化現象
（圖四）
。嘉磷塞屬系統性藥劑，藥液可由噴

圖一：克草於砂質土壤易造成柑橘葉片之葉脈
黃化。（袁秋英）
圖二：達有龍於砂質土壤易造成柑橘葉片之葉
脈黃化。（袁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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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復祿芬於砂質土壤易
造成柑橘葉片之葉脈
黃化。（袁秋英）

圖五：嘉磷塞屬系統性藥劑，噴施造成黃化落
葉，類似生長素類荷爾蒙的作用。
（袁秋英）

圖四：巴拉刈屬接觸型藥劑，被噴施之部位產
生黃化褐化現象。（袁秋英）
圖六：植株接觸藥劑者再生葉片呈短小狹長畸
形。（袁秋英）

施部位傳導至植物全株，嘉磷塞主要作用機
制為抑制氨基酸合成酵素，同時間接抑制植
物荷爾蒙IAA的生合成而造成植物傷害，因
此嘉磷塞噴施於柑橘枝條或葉片，會造成類
似荷爾蒙缺乏現象，其徵狀包括黃化落葉
（ 圖 五 ）、 再 生 葉 片 呈 短 小 狹 長 畸 形 （ 圖
六），且芽接時，接穗與根砧間之癒傷組織
生長被抑制。大多之系統性殺草劑或土壤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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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藥劑，如果不當使用造成柑橘藥害，則
難於短時期內恢復正常生長，亦無任何有效
之補救方法，故對此類藥劑之使用必須十分
慎重。
（作者：袁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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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分缺乏或過多
Water deficiency or excess
平均年降雨量雖高達 2,500 公釐，但全年雨

˘ă݈֏
柑橘和其他生物一樣，其生長和發育均

量分配不均，有明顯的乾季和雨季存在。因

離不開水，構成體質、葉面蒸散和營養素的

此，欲穩定柑橘的生產，提高果實品質，就

吸收與運送都需要水。因此，在柑橘生育期

必須在乾季能夠適時適量的灌溉，在雨季能

間土壤水分的供應是否適當，對於植株的生

夠排水良好，配合柑橘的生育時期將土壤水

育和果實產量與品質影響甚大。臺灣地區的

分含量控制在適當的範圍內。

圖一：椪柑園缺水，葉片捲曲。（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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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乾濕程度可以用土壤水分張力來

期之間，土壤最好保持濕潤，使30公分深度

表示，土壤浸水飽和時的水分張力為 0 大氣

的土壤水分張力計讀數維持在 30 ∼ 60 之

壓；而開始排水後的一兩天內，當大孔隙中

間。在果實肥大期至採收前的一個月為止，

的水經由重力完全排去時，這時的土壤水分

30公分深度的水分張力計讀數可維持在60至

張力約為0.33大氣壓力；而土壤乾到15大氣

90 之間，則夏秋梢的生長可以稍微受到抑

壓的張力時，即是作物的永久凋萎點。土壤

制，而果實的肥大也不致於受到太大的影

水分張力在 1 大氣壓以內時，可以用張力計

響。再果實採收前一個月，一般的果園即應

來測量，張力計的讀數由0至100，讀數100

停止灌溉。因為在果實成熟後期，土壤如果

即為1大氣壓張力。

過於濕潤，將使果實風味淡薄、糖度及酸度
降低、不耐貯藏。相反的，土壤倘能保持適

˟ă˿ᚓ̶ͪͻᇈې
在新梢生長期間，即便是輕微的缺水也
能使葉片變小、枝條節間縮短、新梢數目減

度的乾燥，但還不至於乾到葉片缺水捲曲的
程度，則可提高果實的風味並延長果實貯藏
的壽命。

少；在開花授粉期間缺水，則造成授粉不良

至於灌溉的水量和灌溉的次數則視土壤

而降低著果率；在果實發育期間缺水則果型

保水能力、土層深度、蒸發散量和降雨量而

變小，果汁率減低，但是糖度、酸度均提

定。灌溉的方式以樹冠下微噴灌和滴灌較全

高。如果乾旱的程度更嚴重，使葉片捲曲

園噴灌及淹灌省水。排水不良的土壤，倘係

（圖一）
、氣孔閉合、碳水化合物無法合成，

因土層中有硬盤層存在，則應以機械採條狀

則柑橘的生長將完全停止。

方式將硬盤層打破，或於土壤適當深度埋設
暗管以利排水。如係土壤質地過於粘重，則

ˬă˿ᚓ̶ͪ࿅кᇈې
當土壤在浸水飽和的狀態超過一至二天

勻，以改善土壤排水及通氣性。

以上，將使柑橘根部因缺氧而使水分及鉀的

此外，在每次施肥前，如果土壤太乾，

吸收受阻，地上部葉片呈現捲曲萎凋，如繼

則應先行灌溉，使土壤濕潤，以提高肥料的

續浸水時根部將腐爛，葉片將黃化並大量落

效率。但如果土壤水分過多時，營養要素，

葉，最後枯死。

特別是氮素，則易於流失。

αăߡፗ˿ᚓ̶ͪგநࣧ
自春梢生長、開花授粉、至果實發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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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全層施用堆肥等有機質、或客砂並充分混

（作者：張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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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
Damages caused by air pollutants
氧、過氧硝酸乙醯酯等。除上述的污染外，

˘ă݈֏
臺灣柑橘主要產地在嘉義以北，大多分
佈在丘陵地及山坡地，遠離都會區及工業
區，極少會有跟工廠毗鄰，受工廠污染影響
之情形較少，但國內柑橘仍有機會受大區域
或跨國性的污染為害

(3,6)

，特別是酸雨及臭

火力電廠及中北部小型磚場或燒窯場經由煙
囪或煙道釋出的污染，如二氧化硫及氟化物
(2)

，對鄰近地區的柑橘園略有影響，但未見

嚴重危害。

˟ăঽᇈ̈́൴ϠࣧЯ
(一)酸雨（污染）
國內酸雨是多年來影響較大的污染源之
一 ，酸雨主要分佈在臺灣的東北角， pH
(6)

值低於 4.5 ；桃竹苗等丘陵地區及中央山脈
以西，直到枋寮等近山地區及平原，皆出現
pH 值4.64的酸性雨，以阿里山山系與臺灣東
北角土壤酸化情形特別嚴重。因酸雨而被酸
化的土壤，初期常會出現氮、磷流失，隨後
因酸度漸增，則土壤中重金屬被溶出，鈣離
子流失，其中重金屬以鐵及鋁溶出較多，土
壤因鋁離子溶出，易造成金屬毒害。此外酸
雨亦會造成多種微量元素的吸收障礙，臺灣
土壤常有缺硼現象，酸雨則更加強植物缺硼
圖一：柑橘缺鈣、硼，葉片產生船形葉，新

的嚴重程度，經過酸雨酸化的柑橘果園，在

葉組織會皺縮，新葉節間縮短，新梢

柑橘果實上容易出現缺鈣現象，新葉葉形變

則形成新葉叢生狀。（林正忠）

小，葉緣呈不整齊狀，如果缺硼因素加重，
則新葉組織會皺縮，新葉節間縮短，新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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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光化污染物造成柑橘葉片正面組織呈白
色。（林正忠）

圖三：光化污染物造成柑橘葉片背面組織及表
皮褐化，呈小點狀。（林正忠）

形成新葉叢生狀（圖一）。果實表皮會出現

染造成農作物損失達 4,450 萬美元，其中柑

著色不均勻，或近果柄附近果皮組織皺縮、

橘即達 3,350 萬美元，臺灣則尚未有明顯的

凹陷及褐點

損失，但嘉義竹崎地區農友曾報知柑橘果皮

。

(7,8)

表面粗糙木栓，懷疑與光化污染物有關。受

(二)光化污染物
國內光化污染物主要有二種：臭氧及過

光化污染物為害地區的柑橘葉片葉肉組織在

，早期主要分佈在都市區

緊鄰上表皮下層的柵狀組織常可見到細胞呈

氧硝酸乙醯酯類

(3,5)

，在下表皮

及都市近緣，近年來在臺灣西部分佈極為廣

白化（圖二）
，分散於組織中

泛，北部以夏季為主要發生時期，南部則以

則見氣孔附近組織褐化，呈小點狀（圖

秋、冬及春季三季為主要發生時期，柑橘的

三），後期容易造成果實品質下降等現象。

收穫期一般在秋末，此時亦為中、南部臭氧

一般容易發生光化污染的因素包括有大氣條

主要發生時期，在西部平原與山區接壤地

件（強日照、高溫、低風速等）及氮氧化物

點，因地勢封閉，或季風進入臺灣陸地後風

或碳氫化合物的存在（特別是機動車之廢

速減弱，封閉地區會出現過氧硝酸乙醯酯等

氣）。在國內中部及南部都會區附近都有利

污染物，並對當地作物造成影響 。根據現

於此些條件的形成，故容易發生光化污染，

場調查，東勢及南投、雲林古坑地區臭氧發

再傳送到鄰近地區，影響農作物。

(1)

(9,10)

生普遍，且在秋末時期發生較為嚴重，指示
植物龍葵受害明顯，有時其病徵較附近平原
更嚴重。1969年美國加州農業部估算空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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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無適當而速效改善方法，近年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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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間成立組織研究跨國境空氣污染，了解酸
雨的成分及成因等，由各國降低二氧化硫等
物質，以降低產生酸雨的機會。已發生過酸
現象的土壤，則可用白雲石粉（或稱苦土石
灰，magnesium lime）等鹼性含鈣、鎂等物質

北。
6.孫岩章、吳瑞鈺。 1980 。臺灣地區的酸
雨。科學發展月刊 8：428-434。
7.蔡雲鵬。1985。柑桔保護手冊。pp.1-83。
興農雜誌社出版。臺中。

來提高土壤酸鹼度，恢復土壤的生產力 。

8.山口昭、大竹昭郎。1986。果樹の病害蟲

光化污染因牽涉國內環境問題無法立即獲至

害診斷と防除－柑桔の病害。pp.75-132。

改善，但過去國內曾利用抗壞血酸（Ascorbic

全國農村教育協會。日本。

(7)

acid）來防治瓜類及葉菜類的光化污染為
害，並收到良好的效果 (4)。

9.松崗義浩。1974。農業公害ハンドブツク
－第 1 篇大氣污染。地人書館，日本。
pp.1-52。

αă͔ϡ͛ᚥ

10.高 崎強。 1994 。日本大氣污染導致植物

1.石如茵、林正忠。2000。南部地區臭氧長

受害之案例研究。國際公害鑑定技術研

期監測調查。植病會刊 9(4)： 188（論文

討會專刊。行政院環保署，臺北。3-1~3-

摘要）
。

9。

2.李國欽、李貽華。1984。空氣污染為害植
物之診斷。臺灣植物保護中心。臺中。I-

（作者:林正忠、石如菌）

1~X-5。
3.林正忠、楊淑惠。1993。臺灣省空氣污染
及其對作物影響之現象。農業環境品質
整體規劃研討會專刊。東海大學，臺
中。1-65~1-71。
4.林正忠。1993。臺灣南部空氣污染類型及
農作物污染防治。臺灣地區空氣污染與
農業氣象對作物生產影響研討會專刊。
臺灣省農試所,臺中。pp.23-31。
5.孫岩章。1994。臺灣地區空氣污染對農作
物為害之鑑定。pp2.1-29。國際公害鑑定
技術研討會專刊。行政院環保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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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採收後果實生理障礙
Postharvest physiological disorders
˘ăڍ၁̼
英名： Granulation 或稱乾米、吊汁，中
國大陸稱枯水病。
(一)病徵
寬皮柑（包括雜交柑），如椪柑、桶柑
等，甜橙類、柚類在採收前後，靠近果梗部
之果肉汁胞失水、乾米、木質化，臍橙則在
靠果心之汁胞粒狀、乾化，日燒果容易發
生。在貯藏後大型果較中小型果容易發生。

圖一：椪柑粒化。（呂明雄）

影響果汁率及品質劣化（圖一），使果實失
去商品價值。
(二)發生原因
砧木與柑橘接穗品種有差異、冷涼品種
栽培於暖和地區、果實較晚採收、採收前土

英名：Puffiness
(一)病徵

壤潮濕及幼齡樹施用氮肥過量等，因生長旺

寬皮柑及其雜交種容易發生如椪柑、桶

盛形成徒長枝，其上形成的果實皆容易發生

柑，採收前後果皮、果肉分離形成空隙，造

果實粒化。

成果實堅實度低劣、變形，影響貯運（圖

(三)防治方法

二）
。

適地適作，生長季高溫地區宜利用矮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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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生原因

嫁接；注意田間修剪，避免過量施用氮肥及

一般晚採果實較易發生，田間氮肥施用

追肥施用過遲，造成夏秋梢過多，樹勢過

過量，追肥施用過遲均易發生，採收前後溫

旺；採收前土壤乾燥，採收貯藏間注意溫度

度太高易浮皮。果實貯藏環境溫度及相對濕

控制，避免高溫環境及長期貯藏。

度太高也易產生。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一)病徵
甜橙類最易發生，採收後貯運後期發
生，果梗部四周之果皮油胞褐色、乾死、組
織下陷，形成環狀斑點或斑塊，甚至由果梗
部腐爛，嚴重影響風味 （圖三）
。
(二)發生生態
果實長期貯藏，果皮細胞易老化，特別
果皮過度失水時容易發生。
圖二：椪柑浮皮症。（呂明雄）

(三)防治方法
避免晚採及長期貯藏，避免高溫貯運，
減少採收後貯運中過度失水。

αăರच
英名：Chilling injury
(一)病徵
容易在葡萄柚、檸檬、萊姆等好暖和溫
度生長之柑橘種類發生，甜橙類較少，而寬
皮柑及雜交柑介於兩類之間。果皮在果肩處
圖三：柳橙果實老化。（呂明雄）

(三)防治方法
合理化施肥不可偏施氮肥，避免樹勢太
旺，適時採收，注意貯藏環境之相對濕度及
溫度控制，果實發育期噴施碳酸鈣 1 ∼ 2 次
可減輕症狀。

ˬăڍ၁ҁ̼
英名：Aging , Stem-end Ring Breakdwown

形成褐色下陷斑點或小斑塊（pitting）
，嚴重
時瓤瓣膜呈水浸狀或褐色劣變 （圖四） 。
(二)發生原因
與柑橘種類本身遺傳特性、病害發生與
溫度高低及時間相關，如溫度愈低，短時間
即可發生，或移到常溫即形成。
(三)防治方法
注意貯運溫度，如葡萄柚、檸檬、萊姆
之貯運溫度宜在 10 ∼15 ℃，甜橙宜在 1 ∼5
℃，臺灣生產之柳橙不可低溫冷藏。果實打
腊、薄膜包裝可減輕寒害，如欲長期低溫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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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柳橙果實寒害。（呂明雄）

藏可在貯藏前先行高溫處理幾天，可以減輕
寒害。

̣ă͔ϡ͛ᚥ
1.Ryall , A.L., and W. T. Pentzer. 1974. Disease
and injuries of subtropical fruits. pp.490-516
In：Handling , transportation , and storage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 Vol.2. AVI Co.
Conneticut , 544p.
2.Snowdon , A. L. 1990. Citrus fruits. pp.54-90
In： A color atlas of post-harvest diseases and
disorder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Vol.1. Wolfe
Scientic Ltd . London , 31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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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生理障礙性裂果與皺皮病
Creasing and Splitting
˘ă݈֏
柑橘類的果實是一種特殊的漿果，稱之

生皺皮及裂果等非病原性的傷害。

為柑果（hesperidum）
，構造上分為外果皮、

˟ăሸϩঽĞDsfbtjohğ

中果皮與內果皮。外果皮是果實的最外層，

(一)病徵

包括色素層（flavedo）和油胞層的部分。中

果實發育後期，果皮上發生不規則凹陷

果皮在內果皮、外果皮之間，即白色的絨層

或溝紋的異常現象。果實切開後，凹陷處內

（albedo）部分。內果皮為可逐瓣分離的瓤

側，可見果皮內白色組織（即絨層）有斷裂

囊，即果肉。一般所稱之果皮（peel 或rind）

現象（圖一、二、三）
。

包括中果皮與外果皮，兩者間無明顯的界

(二)發生生態

線。果皮與果肉間則容易分離。由於內、

豐產之年，果實多而小容易發生皺皮

外、中果皮構造上的差異，及果實發育期間

病，病果與正常果主要的差異是病果較正常

環境與植株本身的因素，使得柑橘果皮易發

果皮薄、酸度稍高。但果皮薄、酸度高即為

圖二：柳橙縐皮病果實橫切面（右）。凹陷處內
圖一：柳橙縐皮病果實外觀。（黃阿賢）

側，果皮內白色組織(即絨層)有斷裂現
象。左邊為正常果。（黃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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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果皮絨層龜裂症。（黃阿賢）
圖四：茂谷柑之裂果。（黃阿賢）

一般小果的特徵；糖度、果汁率則無明顯差
別 (1,3)。發病時，同一園中多數植株均有病果
出現，但鄰近果園間差異大。樹冠下方是皺
皮病發生的主要區域，且病徵大部分發生在
果實朝內的一側，由樹冠外圍並不容易發現
(3)

，顯示栽培管理與微氣候影響該病的發

生。
構造上，許多柑橘品種在幼果時期，中
果皮內側可觀察到膨大的細胞。易發病品
種，這種細胞將逐漸膨大形成空腔，並隨著
果實發育空腔逐漸擴展，最後造成果皮的凹
陷

(4)

。絨層細胞在花謝後二個月即停止分

裂，色素層的細胞則繼續分裂至果實成熟
。果實發育期間如因環境因子如氣溫、土

(4,11)

壤水分大幅變化可導致絨層細胞間與組織間
的斷裂，導致果皮凹陷

。甜橙、橘橙是較

(14)

易發生本病的種類。臺灣栽培的品種中，柳
橙與茂谷柑較常發生，葡萄柚次之。

310

(三)防治方法
發生本病的原因並不甚明瞭，外觀上出
現病徵時多已屆轉色期，因而不易預防 (3)。
導致小果的因素包括豐產、砧木、氣候變化
乃至營養狀況，均可助長該病的發生

(5,14)

，

尤其是豐產。灌溉的多寡與本病的發生尚無
定論，惟適當的供水可維持植株良好生長，
應會減少本病的發生。減少小果發生的管理
措施，如大年時疏果、增施氮肥可減少本
病。某些地區，花謝後 70 ∼ 100 日施用約
10ppm Gibberellin可減少本病的發生 (9,13)。

ˬăෘڍĞTqmjuujohğ
(一)病徵
果實發育中後期發生果皮乃至瓤囊間裂
開的現象，裂果多數是縱裂，亦有橫裂。縱
裂者通常自果頂端開裂（圖四）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9

年份或不同果園乃至植株間，有相當的差
異，顯示諸多因素涉及本病的發生。比較明
顯的原因是，果肉在快速生長期間對果皮的
張力增加，造成皮薄者果皮乃至瓤囊間裂
開。當此時期，若土壤水分急速增加，裂果
現象更明顯且集中，如乾旱之後的大雨。但
少數品種，如 Ellendale 橘橙之裂果與降雨分
佈無明顯相關 (6)。臺灣栽培茂谷柑，裂果主
要在八、九月間之雨季發生。果實的構造與
型態亦與裂果有關 (8)。在Nova品種，花柱脫
落後留下的裂口，容易導致裂果。果形扁圓
者較之圓球形者，果皮所承受的張力較大，
因而容易裂果，如茂谷柑 (7)。
(三)防治方法
多雨的地區，在發生裂果期間，減低土
壤水分含量的變化，如適時的灌溉、良好的
排水、改良土壤質地、草生栽培與敷蓋，可
減少裂果 (2)。在乾燥或降雨較少的地區，果
實快速發育之中後期（八月至十月）減少灌
圖五：漢林(Hamlin)一容易裂果的甜橙品
種。（黃阿賢）

溉，降低果肉對果皮的張力，可減少裂果
。鉀含量低可導致小果與薄皮。增加果皮

(10)

厚度的管理措施，如幼果期疏果、適度增加
(二)發生原因
皮薄的甜橙與橘橙品種容易發生，如茂
谷柑、臍橙、晚崙西亞等。此外，
Ellendale、Nova、Ortanique及Hamlin等品種
也都有裂果的問題（圖五）。嚴重者，裂果
可能達50%。果皮較薄的品種或同一株中果
皮較薄者較容易發生。裂果的程度，在不同

鉀肥與氮肥，可減少裂果，但鉀肥與裂果現
象並無一致性的相關 (12)。

αă͔ϡ͛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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