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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是木瓜栽培上的最大風

險，隨著近年氣候的變遷，極端氣

候發生頻率逐年上升，農友對於不

良氣候可能造成的損害，應詳細了

解，事先採取防災的策略及相關措

施，並研擬遭遇災害發生時的減災策

略，依受損程度，儘速採取適當的復

耕措施，以將損失降至最低為原則。木

瓜生長發育由幼苗、開花、結果至採收之

過程，遭遇災害均可能受損，但以結果盛期 
(掛果量最多時期) 最為敏感，更需避免或降低受

災。由於災害所帶來的傷口和環境，正好成為病原菌的

溫床，疫病、褐斑病、黑腐病及炭疽病等病害藉機散布

感染，設施毀損之空窗期也讓帶病毒蚜蟲趁隙傳播，因

此建立木瓜防減災觀念並非僅單就天災防患而已，相關

病蟲害的預防觀念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木瓜天然災害種類

一、風害 (颱風)
木瓜是半草本果樹，莖葉脆嫩易折，尤其在結果盛期，繁茂的葉片和果

實形成頭重腳輕的態勢，很容易遭受風害造成木瓜的損傷包括葉面破損、葉

柄下折或斷裂、主幹傾倒或折斷、花苞及果實擦傷或掉落，以及根部受風搖

動而受損等，這些主要為立即性的物理傷害，會導致木瓜生育不良，甚至減

產。此外，網室結構受強風影響，支柱傾倒彎折，紗網撕裂

破損，壓毀木瓜植株或使木瓜失去防護，也會引發感染木

瓜病毒病。

文圖／黃士晃

木瓜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技術專刊110-1│No.174│44

二、雨害 (豪雨或霪雨)
木瓜肉質根系不耐淹水，每年梅雨季至颱風季的

霪雨或豪雨，果園淹水或土壤處於含水量高之情況，

木瓜根部因缺氧造成腐爛，導致水分無法吸收運移至

地上部，供應植株生理代謝及蒸散作用所需，因此葉

片開始下垂、黃化及萎凋，甚或開始掉落，全株生長

及開花結果都會受到抑制，尤其在雨後轉晴時刻，高

溫及強光更會加速受損受害反應，這屬間接且漸進式

的生理性傷害，雨害也時常伴隨感染病害，造成受損

程度加劇，輕者樹勢衰弱，嚴重者植株死亡，導致農

民莫大損失。

三、高低溫、乾旱及低光等其他災害

高低溫：木瓜為熱帶作物，溫度過高及過低均會

導致木瓜生長停滯，或是造成傷害，如10℃以下長時

間低溫或霜害，會造成葉片邊緣、花朵及幼果焦枯，

以及果實寒斑增加等，40℃以上高溫則會造成花粉活

力下降或缺失，授粉及結果不良，以及幼苗生育不良

等。

乾旱：臺灣中南部10月至翌年4月為旱季，若長

期乾旱無降雨，缺乏灌溉水源，則會使植株生育遲

緩，下位葉提早黃化枯萎，產生落花及落果等現象。

低光：在結果較多時期，遭遇陰天及霪雨天氣，

光照不足情況下，也容易導致葉片光合產物碳源不

足，造成植株衰弱、折葉或果實不正常後熟現象。

木瓜防災策略與生產調適
木瓜防災策略應以全面性的思維去看待，首重適

地、適種及適時，挑選環境、土質及排水適合之種植

地點，選擇耐逆境且強健之品種或種苗，避開容易受

1

風害 (颱風) 造成木瓜葉果損傷或傾倒折幹1

颱風造成網室傾倒及破損2

雨害導致木瓜植株嚴重萎凋，甚至根腐死亡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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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之時間點，再者利用相關預防設施及資材來

抵禦災害，並配合相關栽培方式，培育健康健

壯之木瓜植株，才能有效預防災害，相關預防

措施分述如下：

一、園區規劃

1. 選擇有天然地勢的避風處栽植，或於園區周
圍設置防風林或擋風網予以阻擋。

4

低溫造成木瓜寒害，葉片白化焦枯4

夏季高溫及降雨等造成授粉不良，產生無 
(少) 子小果

5

高溫造成木瓜苗根系及植株發育不良6

5

6

2. 選擇地勢較高、土壤通氣性及排水良好地種
植，以排水良好且富含有機質的砂質壤土為

首選，排水不良及黏重土壤不宜種植。

3. 避免種植於容易受到寒害及霜害地區，如臺
灣北部及中海拔山區。

4. 果園周圍挖較大且深之排水溝，採高畦栽培
(60公分以上)，畦面覆蓋塑膠布，防止雨水
過度沖刷及滲透，若為雙行植大畦中央宜高

於兩側以利排水，避免積水而爛根。

二、設施 (備) 資材
1. 搭設加強型網室或鋼構溫室設施，降低風害
對木瓜植株的直接侵襲；在不影響設施強度

下適當增加設施高度，溫室增設天窗及循環

扇，降低夏季高溫影響。

2. 設立穩固支柱，建議以錏管或鋁鋅管取代竹
柱，入土至少60公分，繩索固定莖幹至少兩
處，以防止莖幹折斷及倒伏。

3. 夏季高溫季進行活動式黑網遮陰、採用白色
塑膠布或裝設微噴霧等，以降低設施內高

溫。

4. 低漥地可於園區低處加裝抽水設備，雨季前
務必清理園外排水溝及畦溝，檢修排水設

施。

5. 增設儲水水塔確保旱季水源供  
應，畦面鋪設塑膠布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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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栽培管理

1. 分散種植時期，部分調整至春季種植或延後
開始著果時間，採收盛期盡量避開颱風及豪

雨季節。

2. 高溫期定植幼苗後可在植穴內植草、或加大
植穴、或半掀塑膠布、覆蓋白色不織布及黑

網遮陰等方式降低土溫。

3. 選擇根群旺盛的強健種苗，種苗種植前接種
菌根菌，雨季前進行適當疏果，避免不良季

節木瓜結果負載過多，強化樹勢及根系，提

高對逆境之耐受能力。

4. 採行倒株矮化栽培，使莖幹充實及緩和生
長，降低及分散莖幹受力，提高植株抗風能

力。

5. 維持充足的健康成熟葉片，降低高溫、豪 
(霪) 雨及陰雨前期掛果量，避免集中掛果，
以降低授粉不良小果比率及避免植株受災衰

弱。

6. 雨季時氮肥應減量施用，並增加磷鉀肥比例

及補充鈣肥，有助於木瓜植體組織充實、樹

勢及根系強健，提高對災害的耐受能力。

7. 低溫期保持土壤濕潤及噴水除霜，降低低溫
之影響。

8. 平日落實園區衛生管理，保持園區清潔與通
風，並於雨季前進行預防性藥劑防治，降低

病原菌密度。

9. 配製1,000倍亞磷酸再以1,000倍氫氧化鉀中
和之溶液，於3∼4月梅雨季來臨前，每周施
用1次，連續3∼4次，以提高植株對病害的
抵抗能力。

四 、乾旱及其節水灌溉
木瓜對土壤水分相當敏感，近年氣候變遷

下，降雨變化越趨極端，為因應旱季缺水危

搭設加強型網室，增加設施抗風能力7

支柱入土至少60公分，固定莖幹至少兩處，
以防止莖幹折斷及倒伏

8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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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提高木瓜果園水資源利用效率，應採行

節水灌溉方式。木瓜果園一般均有設置灌溉

系統，多數果園採用穿孔管 (水帶) 來進行噴
灌，可較淹灌減少30∼50%用水量，若採用滴
灌系統則能節省約50∼60%用水量。不同生育
期的水分需求有所差異但需充足的水分供應，

僅在採收期可適當降低水分含量來提高果實糖

度與品質。目前木瓜農友大都憑藉經驗法則進

行灌溉，無法穩定精準控制用水，噴灑逕流過

多也造成水源浪費。

1. 為達到節水及精準灌溉目的，田間可設置儲
水塔、馬達、注肥器及碟式過濾器等，或裝

設自動 (半自動) 控制器，配合滴灌管路進
行肥灌，設置土壤水分張力計或檢測儀器，

或定時採土確認土壤水分含量，適時適量補

充水分與肥分，可兼具省工、省肥及省水的

效果。

2. 田間埋設土壤水分張力計，隨時注意土壤水
分，生育期保持15∼30分巴，採收期可至50
分巴，適時灌溉補充水分，避免乾旱影響木

瓜生育。

3. 利用採土器採土，苗期採30公分內深度，開
花結果期採30∼60公分深度，採收期採60∼
90公分深度，確認根系附近土壤維持濕潤，
手握略可成形，若過乾鬆散無法成形，或土

壤乾旱硬實，則應灌溉補充水分。

4. 灌溉水源不穩定地區，應增設大型儲水水塔
確保旱季水源供應無虞，畦面鋪設塑膠布保

持土壤濕度，採用滴灌系統降低逕流，節省

水源。

設置儲水塔及配合馬

達、注肥器及碟式過

濾器等進行肥灌，可

達到省工、省肥及省

水的效果

9

木瓜採用滴灌管進行

灌溉，供水均勻穩

定，減少水源浪費

10

田間埋設土壤水分張力計，隨持注意土壤水分含量11

以採土器採土確認根系附近土壤，保持土壤濕潤，手握略可成形12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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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間設置環境感測器與灌溉控制器，搭配程
式智慧控制，更能精準利用水源，並使木瓜

產量及品質達最佳化，達到節水及優化生產

管理效率之雙重效益。

木瓜減災策略與生產調適
木瓜減災策略需依序進行，首要為盡速排

除環境逆境及清園，隨後確認木瓜受損狀況，

依不同受損情況給予不同的復育措施，植株復

育重點為，先降低樹體營養及水分消耗，並降

低病蟲害感染風險，進而促進葉片及根部生

長，以利樹勢恢復，若無復育之可能或價值

時，則選擇重植或補植，相關減災復育措施分

述如下：

一、逆境排除與清園

1. 加強園區排水，避免木瓜根部長時間浸水缺
氧，造成根部腐爛；根部因沖刷造成裸露，

應進行培土並清除多餘淤泥。

2. 網室設施及網布破損應盡速修復，以有效隔
離帶病蚜蟲，避免感染木瓜病毒病。

3. 將受損或疏除的枝葉及果實撿拾清除至園
外，以避免病原菌潛伏及成為感染源，尤其

疫病 (俗稱水傷) 果實容易傳播感染，應盡
速移出果園外。

4. 土壤若含水率過高，於後續無降雨之虞下，
應掀開畦面塑膠布通氣，若土壤密實或結

皮，則進行淺耕鬆土或鑽少許透氣孔洞，以

利多餘水分蒸發及提高土壤透氣性。

5. 傾斜倒伏之植株趁土壤仍鬆軟時，儘速以支
柱支撐扶起約45度，避免強行扶正，勿使果
實接觸地面，根部裸露處則進行幹基培土。

13

14 15

雨季前噴施中性化亞磷酸可降低災後疫病發生13

園區衛生管理及預防性施藥可降低災後病害發生14

災後容易引發疫病等病害肆虐，應

落實清園及防治工作，以降低災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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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株復育措施

1. 木瓜葉片受損後，果實缺乏遮蔽，應以遮光
資材如報紙及牛皮紙等包覆，防止日燒發

生，若日燒嚴重者則建議及早摘除，避免養

分浪費及孳生病蟲。

2. 割除黃化之萎凋或受損葉片，減少樹體負擔
及水分蒸散，以利樹勢恢復。

3. 若根部腐爛導致樹勢衰弱或半萎凋，應依受
損程度進行適當疏果，以病果、軟化果、擦

傷果、畸形果及中小果為優先，淹水受損指

標達第2級以上，約疏1∼2成；若達第3級以
上，至少先疏3∼5成，嚴重時或欲加速復原
速度，則應疏5成以上至全疏果；若達4級以
上，新葉葉柄開始軟垂，則應全疏果，2周
內葉片未恢復正常生長，則可先進行補植。 

4. 木瓜經風雨搖動或浸水，造成根部斷裂受損
或腐爛，會影響養分吸收，且災後高濕利於

病原菌感染，清園後先以殺菌藥劑 (疫病登
記藥劑為主) 混合含氮較高的三要素液肥，
進行葉面噴施，促進樹勢恢復。

5. 雨害初期先於根基部土壤灌施開根劑 (混合
疫病登記藥劑)，加速誘導尚未腐爛之主根
與支根萌發新根，待新梢及新根恢復生長

後，逐漸以稀釋液肥澆灌，再進行地面固體

肥施肥，以促進植株持續生長。

6. 幼株遇災害嚴重者，應盡速補植，避免生育
期參差不齊；老株截斷後，除了欲留更新枝

繼續生產外，若受損嚴重，已無經濟效益

者，則砍除廢耕，避免植株成為病蟲害根

源，影響鄰近木瓜園。

1級 正常株

2級 輕度受損

3級 中度受損

4級 重度受損

5級 死亡株

木瓜淹水受損等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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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嚴重折損時，應進行疏果調節及覆蓋果實17

依淹水受損程度進行疏果，疏果量越多，植株

恢復速度越快

18

傾倒植株趁土壤未乾前扶起約45度，並立支柱固定19

雨後掀開塑膠布促進土壤水分蒸散，根部灌注開

根劑及疫病登記藥劑，避免根腐及促進新根萌生

20

畦面遭雨水沖刷，應進行培土整畦21

災後網布應盡速修補復原，避免病毒病及蟲害

趁隙危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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