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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隨著鳳梨外銷量不斷攀升 (108年7月
已突破49,000公噸)，栽培面積和產量也隨之
大幅增加，臺灣鳳梨產地主要分布於屏東縣、

高雄市、臺南市、嘉義縣及南投縣等地區，一

般產期由南至北一路展開，主要集中於每年

3～7月間，其中3～5月間品質穩定，是外銷主

要時期，因此產量雖高但價格平穩，然而6～7
月間受高溫多雨氣候影響品質，以及其他水果

上市互相競爭，因此價格普遍偏低，8～10月
則因產量銳減而使價格相對提升 (圖1)。有鑑
於產期集中常導致量多價跌，因此應適度調整

分散產期，達到週年穩定供貨，以避免產銷失

衡。以目前主要品種–臺農17號而言，雲嘉地

區早期生產的品質不如高屏地區，盛產期又因

量多或氣候不良而導致價格下滑，7月下旬後
因市場量少，價格平穩，同期果實品質亦較南

部佳，具有優勢，因此建立有效且穩定的秋果

產期調節技術，引導雲嘉地區農友部分進行

秋果生產，將有助於緩解盛產期的銷貨壓力，

也能藉以分散市場風險。

臺灣鳳梨秋果生產之瓶頸

臺灣鳳梨的栽培模式，

一般於田間定植栽種約8～12
個月，植株達到適當大小 (35
片葉以上)時，利用電石水 (產
生乙炔) 或益收生長素 (產生
乙烯) 等藥劑進行人工催花，

一般處理4～6週後即見抽穗
開花 (紅喉)，自催花至採收時
間視季節與溫度而異，平均約

需6個月左右，栽培全期約為

一年半的時間，因此可依採收

期往前推算定植時期及催花

期，在臺灣利用產期調節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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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98∼107年臺農17號鳳梨各市場每月平均交易量及價格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產品交易行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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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酶 (ACC synthase) 活性，因而可降低

內生乙烯的生合成，達到抑制鳳梨抽穗的目

的，該藥劑經委託試驗確立施用方式，登錄

於植物保護手冊 (表一) 並可合法施用，且

對抑制抽穗效果相對穩定且有效。

秋果產期調節示範試驗成果

本場在100～101年間曾於關廟區進行
艾維激素藥劑委託試驗，已確認其抽穗抑制

效果佳且穩定，並對後期生育無不良影響；

107～108年間本場再次於古坑鄉及大林鎮進
行示範試驗，分別於108年5月及8月在當地召
開示範觀摩會。兩試區於11月下旬開始處理
藥劑，分別於1月下旬 (6次處理) 及2月中旬 (7
次處理)停止施藥 (表二)，3月底調查時，相較

於對照組 (未處理藥劑, CK) 植株有9成以上的
自然抽穗開花率，處理組 (包括6次及7次處理)
僅有1成以下的抽穗率，其抑制效果顯著，兩

試驗田區分別於3月11日及4月2日進行人工催
花，植株分別在4月下旬及5月上旬順利抽穗
(圖2及3)，顯示該藥劑抑制抽穗效果顯著，也

不會影響正常催花作業之效果。兩試區果實

多將產期調整於3～5月生產春果，若要調節

秋果生產，約在3～5月定植，隔年3～5月再進
行催花，然而當植株生長至冬季時，已達6個
月以上苗齡，易受低溫等環境刺激影響，而提

早在2～3月間自然抽穗開花，抽穗率甚至達到

80%以上，導致產期提早落在6月中旬～7月上
旬 (正期夏果)，因此無法按照既定生產時程來
生產秋果，故臺灣農民在無法克服自然抽穗問

題下，成功生產秋果的比率並不高。

鳳梨自然抽穗抑制技術

根據前人研究指出，鳳梨植株達一定大

小 (重量1公斤以上)，便能感受低溫 (尤其是低
夜溫) 及短日 (相對短日) 等條件誘導自然抽穗
開花，且植株越大敏感度越高，為避免鳳梨自

然抽穗開花影響秋果生產，便須於低溫期實

施自然抽穗抑制技術。常見的使用方法為

1.栽培技術改善：利用定植小苗或延後種植來

避免低溫期苗株過大，或於冬季加強施肥 
(氮肥為主) 及定時灌溉 (約2～3周一次)，以
及遮黑網等，使植株維持營養生長樣態，降

低植株碳氮比，以減少自然抽穗比率，然而

上述方法常受環境及植株狀

況影響，效果不穩定。

2.使用鳳梨抽穗推薦藥劑-艾維

激素 (Aminoethoxyvinylgly-
cine；AVG)：由於低溫等逆
境誘導鳳梨抽穗開花，主要

是由於逆境下促進鳳梨內生

乙烯的產生，因而誘導抽穗

開花，艾維激素藉由抑制乙

烯的生合成的關鍵酵素-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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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鳳梨抽穗抑制 (資料來源：植物保護手冊)
藥劑名稱 稀釋倍數(倍) 施藥方法 注意事項

15%艾維激素水溶性
粉劑 
(Aminoethoxyvi-
nylglycine)

1,500 1.溫度低於15℃前2-3天處理第一
次，之後每隔14天使用一次，
連續6次，或在預計催花前3週
停止用藥。

2.每株每次灌注10ml於植株心
部。

1.本藥劑試驗時加展著劑「豐展」
500倍。

2.施藥後可能引起心葉局部輕微黃
化或壞疽現象。

3.具呼吸中等毒，鳥類中等毒性。

表二、古坑及大林試區艾維激素處理時間表 (施藥間隔為2週或以內)
處理

次數

第一次

處理日期

第二次

處理日期

第三次

處理日期

第四次

處理日期

第五次

處理日期

第六次

處理日期

第七次

處理日期

古坑 107/11/27 12/11 12/24 108/1/7 1/17 1/31 2/14 

大林 107/11/23 12/7 12/21 108/1/3 1/17 1/31 2/14 

分別於7月下旬以及8月中下旬開始採收，果實

符合正常品質範圍，並以鼓聲果為主，以108
年鳳梨市場平均價格而言，正期夏果價格約

17～20元/公斤，秋果平均價格介於26～30元
/公斤，秋果價格相較優於夏果，且相對平穩。

秋果產期調節生產技術

秋果產期調節技術係整合自然抽穗抑制

技術及栽培管理技術，其生產排程及要點，以

及抽穗抑制藥劑處理方式與注意要點分述如

下：

一、春植秋果生產排程及要點

以臺農17號鳳梨為例，應選擇排水良好

園地，進行土壤檢測，再進行整地與基肥施用

等作業，可選擇在前一年3～5月雨季前定植
小苗，或於7～8月無雨期間定植大苗，繁殖苗

大小應挑選均一且健康，苗期依合理化施肥

方式進行肥培管理；低溫期前依照推薦方式

2  古坑試區鳳梨抽穗開花率之變化 (3月11日人工催花-   ) 3  大林試區鳳梨抽穗開花率之變化 (4月2日人工催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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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8

6 7對照組 處理組 對照組 處理組

9
4  利用電動定量注藥機，每株灌注10ml艾維激
素於鳳梨心部進行處理，以抑制鳳梨自然抽
穗，調節鳳梨秋果生產

5  艾維激素需添加展著劑進行處理，處理後初
期會有新葉黃化現象，會於停藥後逐漸恢復

6  對照組  (左排 )  自然抽穗結果比例達9成以
上，艾維激素處理 (右排) 僅1成左右，抑制
效果顯著。(大林試區5/2拍攝)

7  艾維激素處理 (右排) 停藥後人工催花效果。(古坑試區
5/30拍攝，左排為對照組)

8  臺農17號鳳梨於3∼5月催花，需補充微量元素或於紅喉
期施用藥劑，預防鳳梨裂柄問題

9  臺農17號鳳梨秋果生產，果實生長期溫度較高，應提早
以遮黑網及戴果帽等方式進行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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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進行藥劑處理，並可配合施用液肥或灌

溉加強抑制效果，隔年3～5月催花後，由於臺

農17號鳳梨在此時期容易發生裂梗症狀，因

此需在紅喉期前後補充綜合微量元素 (含硼)
及鈣肥等，或施用預防裂梗藥劑；雨季期間注

意加強排水，果實謝花後提早進行遮網等防

曬處理，一般於催花後4個半月至5個月後果
實即可採收，可分批調整產期落在當年7月下
旬～10月左右，亦可延後催花生產冬期果，

依歷年資料顯示，以7月下旬至9月之價格較
佳，可適當增加分配此時期比重。臺農17號鳳
梨因品種特性所致，秋果品質不如春果，未來

建議可逐漸調整選擇秋果品質較優良之新品

種，採行冬季抑制抽穗技術，搭配該品種適當

栽培條件，來做秋果調節接力生產。

二、抽穗抑制藥劑處理方式

1. 施用時機及次數：每年低溫期或溫差增大

時鳳梨便容易受環境影響而自然抽穗，因

此種植區越往北部第一次處理時間應適當

提早，雲嘉地區建議11月中下旬左右開始處
理，每2週處理1次，連續處理至隔年2月上
中旬左右，藥劑處理次數視氣候條件及預

定催花時間而進行增減，建議至少處理6次
以上。

2. 藥劑配置與施用：注意安全防護，務必配戴

口罩與手套，配置1,500倍艾維激素溶液並
添加500倍展著劑，溶液建議裝於電動定量

注藥機，調整旋鈕校正出水量為按壓開關

出水10 ml，每株按壓一次灌注溶液於鳳梨
心部，1桶若裝15L約可處理1,500株，所需

時間約20～30分鐘。

3. 藥劑處理成本：依目前藥劑價格 (3,750元
/50g/包) 及人工費用 (1,200元/8小時)，經計
算每株每次處理之藥劑成本約為0.5元，人

工費用約為0.05元，因此使用6次之單株成
本總計為3.3元。

三、藥劑使用注意要點

艾維激素之使用，務必要在冬季低溫或

溫差增大前開始使用，且其在植體內藥效會隨

時間逐漸下降，推薦倍數的有效期約為兩周，

需連續使用不能間斷，亦不能任意拉長處理間

隔天數，才能確保抑制效果，避免前功盡棄。

使用艾維激素請務必添加所配合的展著

劑 (豐展)，使用後新葉會有輕微黃化現象，會

於停藥後逐漸恢復，不會影響後續植株生長，

停藥3周待藥效消退後即可人工催花，不會影

響後續催花效果及果實品質。

結語

目前鳳梨栽培仍普遍存在品種單一及產

期過於集中之問題，生產量過大往往造成價

格不佳，應思考以不同品種、不同產區及分批

催花來調節分散供果時期。由於鳳梨受環境

影響而自然抽穗是秋果產期調節上的一大阻

礙，若能利用抽穗抑制藥劑等方式建立穩定有

效之秋果產期調節技術，提供農民更多的產

期調節空間，將部份鳳梨產期挪移至秋季或

冬季生產，除了可提供水果淡季的國內市場所

需外，也能解決秋冬加工原料果短缺問題，更

能確保外銷周年供果的穩定貨源，如此一來，

將有助於鳳梨產業永續發展，也讓農民能藉

由產期調節的分配利用，獲致穩定合理的利潤

收入，降低生產上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