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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栽培土壤及施肥管理技術

甜柿清脆爽口，甜而不膩，是近年

來最受大眾喜愛之高經濟水果，栽培面

積逐年增加。因甜柿栽培生產有低溫需

求，只在中、高海拔山區栽培，台南場

轄區內以嘉義縣番路鄉、竹崎鄉、梅山

鄉為主要生產地。

柿子的功能據本草綱目所載：「柿

子味乾性寒，能消熱去煩、止渴生津、

潤肺化痰、治療熱咳。」。對高血壓患

者、痔瘡出血、大便乾燥者，有降壓、

止血、防中風的作用，甲狀腺腫亦可多

吃。柿子中之硫基丙氨酸能提高肝臟對

酒精之解毒功效，能防止宿醉。且營養

價值很高，每100公克的柿果中含有蔗

糖、葡萄糖、等醣類15公克，蛋白質1.2

公克，脂肪0.2公克及果膠、單寧酸、

磷、鐵、鈣、碘等礦物質；維他命A、

B、C含量遠高於蘋果、梨、桃等，尤其

維他命C和糖份比一般水果高1～2倍，且

糖度可高達18度，其甜而不膩之口感廣

受大眾喜愛，成為現今水果消費市場上

最亮眼的新星之一。

影響甜柿生育及肥培管理因素

甜柿之栽培受到栽培園區之土壤環

境、肥料特性及施用時期、施用量及施

用方式、氣候環境因素及甜柿生育特性

等影響甚巨，決定日後之產量與品質。

因此，必須對栽培環境作通盤檢討，擬

定完整解決方案及施肥計畫，針對問題

作妥善有效率之處理，方能得到最大之

經濟效益。

▲ 嘉義地區的牛心柿供為脆柿食用 ▲ 富有甜柿果實大，色澤美，脫澀早，成熟
時果實不殘留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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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環境

甜柿對土壤適應性廣，土壤以土

層較深、保水力強、排水良好且富含有

機質的粘質與砂質壤土為佳，土壤酸鹼

度以pH5.5～6.8為優。若排水不良易引

起生理障礙，根群受到限制，影響植株

生長，果實品質低劣。因甜柿栽培有低

溫需求，故多栽培於海拔在600～1500

公尺之坡地果園。在嘉義縣番路鄉、竹

崎鄉、梅山鄉等地區之坡地果園土壤幾

乎均為強酸性土壤，酸鹼值常介於3.5～

5.0間，強酸性之土壤環境易造成大量元

素之吸收利用效率降低及鈣、鎂元素之

缺乏，以致甜柿果實因營養生理障礙所

造成之果頂軟果、蒂部裂果及著色不良

等問題，嚴重影響產量品質及收益，因

此進行肥培管理之前必需先進行土壤改

良。

(一) 坡地果園土壤酸化之原因

1. 酸性土產生於高溫多雨區，土壤母質

風化速度快，降雨將土壤中風化生成

之鈣鎂等鹼性鹽基物質淋洗而流失。

或土壤母質所含硫化物多，經微生物

氧化後產生硫酸，使土壤呈現酸性。

2. 長期不當施用酸性肥料，會使土壤pH

值 降 低 。 如 過 磷 酸 鈣 中 含 有 游 離 硫

酸，施入土中產生硫酸根，氯化鉀施

入土中產生鹽基與氯離子等酸根殘留

土壤中，使土壤逐漸酸化。

(二) 酸性土壤對植物養分有效性之影響

1. 大量元素：

在強酸性土壤之微生物對有機氮

的分解能力顯著降低，硝化細菌對酸性

甚敏感，pH 6以下時硝化作用降低。固

氮菌活性在pH 6以下也降低。氮素有效

性以土壤pH值6～7.5時最佳；當pH低於

5.5時會引起磷被固定而成磷酸鐵和磷酸

鋁，土壤中磷的有效性降低；而酸性土

壤中鉀易淋洗流失而含量低，作物無法

充分吸收利用。施用石灰使鈣替換吸附

性鉀而釋放於土壤溶液中供作物吸收。

但如施用過量石灰資材，反而會引起鈣

與鉀產生拮抗作用，鈣多時會影響作物

對鉀之吸收量減少； 鈣、鎂在土壤pH值

在5.5以下時易流失，無法充分供果樹所

需，施用石灰資材可改善。

2. 微量元素：

強酸性土壤中，鐵、錳溶解度大，

易過量而發生毒害，pH增加溶解度隨之

降低，pH值達7.0以上時，鐵、錳活性

低，易產生缺乏；酸性砂質土壤的鋅易

被淋洗流失，引起缺鋅現象，此時，過

量施磷肥會發生缺鋅之症狀；酸性土壤

環境下，硼易遭淋洗流失，且B／Ca臨界

比值為1／1500，故酸性土壤若施用過量

石灰可能導致硼缺乏。各養分要素在pH

值約6.0～6.5範圍有效性最佳，因此若施

用石灰資材改良酸性土壤須注意不可過

量，可避免因而造成微量元素缺乏之負

面影響。

(三) 石灰資材之施用功效及時期與方法

酸性土壤之改良，除施用肥料補

充土壤中作物所需之不足養分外，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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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資材及有機肥料，可改善土壤理化

性質，提高土壤pH值，增加土壤中礦物

元素的有效性，有利作物生長。石灰資

材種類多，如蚵殼粉、苦土石灰、石灰

爐渣等均是，各有其特性。石灰資材之

施用，可增加土壤中之鈣、鎂元素，酸

性土壤中難溶性磷酸鐵及磷酸鋁等磷化

合物，可利用土壤施用石灰資材及有機

肥料，使難溶性磷化合物轉變成磷酸一

鈣及磷酸二鈣之化合物有利於作物磷吸

收，且可增加土壤微生物之活性，促進

有機物質分解，釋放養分供作物吸收。

此外施用石灰資材可提高鉬之溶解度，

有利作物吸收及減輕強酸性土壤中鐵、

鋁、錳過量對作物之毒害。施用石灰資

材之需要量多少，與土壤pH值、質地、

有機物質含量、粘粒之含量，均有密切

相關，應視不同之土壤狀況進行施用量

調整。施用石灰資材時應注意，避免施

用過多，若施用過量石灰易造成某些微

量元素成為無效狀態，易使作物發生營

養元素缺乏障礙。

酸性土壤甜柿果園施用石灰資材的

最佳時期可於採收後與含低氮量之有機

堆肥一同施用，施用時最好撒佈均勻，

因石灰資材在土壤中移動性極低，不易

流失，均勻撒施且最好與土壤完全混

合。施用後併行耕耘或翻土等作業，使

◎ 不同質地土壤的石灰需要估算量（公噸/公頃，改良20公分土層厚度）

pH值
砂土及

壤質砂土
砂質壤土 壤土 坋質壤土 粘土 有機土

4.5增至5.5 0.7 1.2 1.8 2.8 3.7 8.2

5.5增至6.5 1.0 1.7 2.4 3.5 4.7 8.5

▲ 甜柿果園行草生栽培具有維護及改善土壤
肥力之效果

▲ 著果數多時應行疏果處理以提升果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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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資材和土壤能充分完全混合，並施

以適度灌溉以利改良之效。

二、氣候環境及生育特性

在氣候條件上甜柿生育期間日照

必需充足，若開花時期多雨，易造成結

果枝及發育枝生長旺盛而引起落花；

在梅雨季節長期的日照不足，使得光合

成產物減少，導致大量落果。因此在

開花時期至著果初期應避免過量之氮素

施用，以免造成營養生長旺盛而導致嚴

重之落花落果，影響產量及收益。從

發芽到落葉這段時期，平均氣溫宜在

17℃以上，果實肥大停滯期間平均氣溫

宜在21～23℃，果實發育後期氣溫宜在

15～18℃，日夜溫差要大，避免有晚霜

的地區，如此條件下才能轉色良好，生

產高品質果實。氮肥施用量偏高，植株

營養生長旺盛，不利於果實著色，氮肥

施用量降低，則有利於甜柿果皮顏色轉

紅。當果實著色期時，施用鉀肥提高鉀

含量，有助於果實著色。台灣低海拔地

區，由於夏秋高溫，日夜溫差小，營養

生長旺盛，果粒也較小，果色呈淡黃色

無法轉紅，因此低海拔地區進行肥培管

理時其氮素施用量就須比中高海拔地區

少，以免因高溫下氮素的吸收利用率特

別快，出現生長旺盛及營養失調之現

象。

三、肥料特性及施肥原則

肥料依種類可分化學肥料、有機

肥料、微生物肥料；依性質可分單質肥

料、複合肥料、綜合肥料；依釋放速率

可分速效性肥料及緩效性肥料。市售肥

料種類千百種，何種才是適合使用之肥

料？才能適時適量地補充作物所需之營

養要素，以達到高產、高品質的目的。

一般有機肥料肥效較緩，要素成份含量

低，相對肥料價高，但含有廣泛之營養

要素，適合當基肥，且可改良土壤物理

性，然成份來源不定，難以精確掌控要

素比例及礦化釋放速率。化學肥料要素

成份含量高，但肥效迅速，適合當追

肥，然而若使用不當易造成肥傷。溶解

度高者適合葉面施肥，溶解度低者適合

土壤施肥。任何肥料均需有水分存在才

有肥效，亦即水是肥料溶解的必要溶

劑，唯有溶於水中之營養要素才能被作

物吸收利用。

甜柿果園進行肥培管理時應依照

土壤肥力狀況、樹齡及不同生育期營養

需求量、與環境氣候變化及病蟲害發生

情形，來調整肥料施用量或施肥方式。

如氮肥施用過量時，易引起甜柿枝梢徒

長，影響枝條充實及花芽分化、著果率

不佳、果實成熟期延遲、轉色不良、糖

度降低，品質差。部分果農施肥方式採

用撒施於果園表面而未覆土，大雨過後

易流失，肥效不彰。而果農為彌補果樹

肥效不足，常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及有機

肥料，以致栽培之肥料成本高且流失肥

料易造成污染，因此，坡地果園宜行條

施覆土、環施及穴施等施肥方式。坡地

栽培偶有水源不足時，可以液肥或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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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進行。砂質地或石礫地保水保肥力

不佳，緩衝性差，雨季時肥料易流失，

因此施肥宜少量多次分施較佳。以下為

甜柿栽培之三要素推薦量，實際施用量

仍須依土壤肥力狀況、樹齡及不同生育

期及生育狀況、與環境氣候變化及病蟲

害發生情形來調整。

◎ 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肥料別
落葉後

（基肥，1～2月中旬）
幼果生長期
（6～7月）

果實肥大期
（10～10月上旬）

氮肥 50 30 20

磷肥 100 － －

鉀肥 40 20 40

堆肥 100 － －

註：1. 每公頃以400株計算。

         2. 每株施用堆肥20～30公斤情況下施用推薦量。

         3. 施肥推薦量及施肥時期、分配率（%）摘錄自作物施肥手冊（94/12/01）

◎ 甜柿三要素推薦量（克／株／年）

樹齡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1～3年 100～150 40～75 50～75

4～6年 175～225 75～115 100～150

7～9年 225～300 123～165 200～250

10～12年 300～375 175～215 300～350

13～15年 375～450 190～225 300～350

16～18年 450～500 190～225 400～450

18年以上 450～500 190～225 400～450

四、甜柿生育環境控管及病蟲害防治

甜柿轉色是否良好與日照是否充足

有關，故應採用適當的整枝，使果實得

到適當的照光，且北向坡日照較短或受

遮光之地區，更要注意照光條件，避免

降低果實之著色程度；由於柿葉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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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條脆容易折斷，應避免風大的地區種

植。

為長久永續經營考量，坡地甜柿果

園地力維護顯得極為重要。過去果園栽

培管理，習慣將雜草完全除去而以裸露

地栽培，以致每逢颱風侵襲或豪大雨後

肥沃之表土大量沖蝕流失，土壤肥力漸

退而貧瘠，果樹生育不良，樹齡縮短，

對果樹永續栽培造成重大損失。甜柿栽

培於坡地行水土保持措施，栽植草生作

物如大豆綠肥、百喜草等作物覆蓋地被

以減少土壤沖蝕流失。果園行草生栽培

覆蓋利用具有維護土壤肥力、增加透氣

性、保水性，增加根群發育，改善土壤

結構、防止表土沖刷侵蝕及抑制雜草滋

生等效果。

此外，病蟲害若防治不當亦會造成

甜柿嚴重減產及品質劣化。常發生之主

要病害有灰黴病、炭疽病、角斑病、葉

枯病、白粉病、根朽立枯病等；蟲害有

毒蛾、避債蛾、粉介殼蟲、果實蠅等。

病蟲害的發生與植株的生育期、發生的

部位及氣候環境有密切關係。因此，除

依病蟲害防治曆注意防治外，栽培環境

應加強整枝修剪工作，以促進通風及日

照，徹底清除落葉殘枝以減少病源。

結論

由於甜柿果實成熟時在樹上可完

全脫澀，不須經過人為處理即可當脆柿

食用，具有果大、糖度高、果色美、耐

貯藏等優點，在經濟價值及產銷上較澀

柿為優，各地興起一片種植甜柿的風

氣，農戶栽培甜柿應對其生長習性與土

壤環境及氣候環境深入了解，配合土壤

改良、施肥調整及病蟲害防治，並把握

適地適作的原則，才能生產高品質之甜

柿，強化商品競爭力，降低生產成本，

增進收益。

▲ 幼果期土壤水分管理不當易引發生理性落
果

▲ 強酸性土壤之甜柿根部易發生病害而造成
植株損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