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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下位葉往上位葉發展，藉由葉片逐漸

黃化落葉，降低水分喪失。當根系受損嚴

重時，則不待黃化落葉，短時間便造成全

木瓜是半草本熱帶果樹，根系屬於肉

質根，臺灣每年梅雨季至颱風季帶來的霪

雨或豪雨，使果園積水無法短時間排除，

甚至使土壤處於高含水量情況，促使木瓜

根系受損腐爛或病害感染，輕者導致樹勢

衰弱，嚴重者則植株死亡，因而造成農民

莫大損失。因此若能在淹水災害發生前採

取相關預防措施，不但能降低災害的受損

程度，最重要的是，一旦發生災害後，若能

及時根據木瓜淹水後的反應，進而判斷植

株受損的程度，並採取適當復耕措施，促

進植株恢復正常生長，就能將損失降到最

低，而達到穩定生產的目的。   

木瓜淹水受損反應

由歷年天然災害統計資料顯示，風害 

(颱風) 及雨害 (豪雨) 是木瓜最主要的災

損，過多雨水淹漫使土壤水分過飽和，甚

至呈現積水，木瓜根部因長時間浸水缺氧

造成腐爛，因而無法吸收水分，供應植株

生理代謝及蒸散作用所需，因此葉片開始

下垂、黃化萎凋，甚至掉落，通常受損反應

文／圖 ■  黃士晃

1  木瓜根部因長時間浸水缺氧造成腐爛，使根部
無法吸收水分

2  番木瓜淹水後由下位葉開始產生黃化萎凋(下位
葉至上位葉由左上至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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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葉片急速萎凋皺縮，因失水而呈現淺綠

色；淹水結束後第7日，植株逐漸調節生理

機能，其受害程度會依根系受損程度而趨

緩或加重，受損較微者主根或支根處已開

始萌生新根，受害嚴重植株，因主根腐爛

嚴重，造成植株傾倒，不易萌發新根，因而

持續萎凋及大量落葉；淹水結束後後第14
日，受損輕微者新根大量萌生，葉片停止

掉落及萎凋，植株開始恢復生長，然受害

嚴重植株，僅存心部數片萎凋葉，因難以

恢復，終至死亡。

影響木瓜淹水受損程度的因子

木瓜植株呈現淹水受害程度會因為不

同因子影響而有所不同，主要影響因子如

下：

1.淹水時間與水流狀態

木瓜淹水時間越長，根系缺氧腐爛的

情形會越嚴重，通常淹水24小時以上，細

根即會腐爛，淹水48小時則會造成支根，

甚 或 主 根 的 腐

爛。水流狀況方

面，以靜止淹水

與 流 動 淹 水 相

比，因靜止水中

溶氧量較流動水

低，因此根系容

易缺氧，相同淹

水時間下，受害

會較為嚴重。

株葉片急速萎凋，此類植株多難以恢復，

終至枯萎死亡。

由木瓜幼苗的淹水試驗中發現，淹水

24～48小時以上，即會造成細根的腐爛，

受害表現會依時間及受損輕重而有不同

進程，淹水結束後的第3日，即會明顯出

現受害徵狀，受害較輕者僅中下位葉葉柄

下垂，葉片葉綠素降解，並伴隨黃化萎凋

現象，少數落葉，中上位葉仍維持部分膨

壓及綠色，白天呈半萎凋狀；受害嚴重植

3  淹水造成木瓜根系嚴重受損，全株葉片急速萎
凋，因難以恢復而枯萎死亡

4  淹水受損較嚴重植株除葉片黃化萎凋外，果
實也會快速提早黃化，且因成熟度不足而品
質不佳

5  淹水導致葉片喪失膨壓而下垂或折葉，失水
也造成花苞或幼果褐化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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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株樹勢及結果狀況

在同樣的淹水條件下，樹勢較強者其

根系強健且莖幹蓄積養分充足，淹水後根

系快速恢復生長，受損較輕微，反之樹勢

偏弱植株，根系原就不佳，經淹水後根系

大量腐爛，恢復力弱，此外，相較於未結果

植株，結果株因光合成養分大量優先供給

果實生長，因此結果負荷越重，在供源-積

儲之嚴重不平衡下，越易加劇受損程度，

也越不利於木瓜生長勢恢復。

3.季節及氣候條件

在不同季節及氣候之下，植株受害程

度會有明顯差異，以木瓜幼苗同樣淹水24

小時，在高溫季節下根部嚴重受損，甚至

因感染病害根腐死亡，但在低溫季節則可

能未見明顯受損情形，主要原因在於低溫

季節之溫度和日照強度相對

較低，植株淹水後之葉片水

分蒸散和緩、根部呼吸率較

低且病害不易發生，因此受

損程度較為輕微。此外，在

田間淹水後之天氣，放晴之

豔陽天相較於陰天，通常木

瓜受損反應會更為快速及劇

烈，更易造成嚴重之損害。

4.土壤質地與通氣性

土壤質地也會影響淹水

受損程度，黏重土壤雨後飽

含水分，若有機質不足，團粒

結構不良，通氣性差，根系持續缺氧，將嚴

重影響新根萌生，導致受損情形加劇或恢

復時間延長。

木瓜淹水損害指標

由於在不同環境條件下，木瓜淹水受

損反應皆有所不同，亦會隨淹水後時間而

有不同變化，為利於針對不同程度受損植

株採取適當復育措施，並利用地上部損害

情形來評估根系受損情況，需建立木瓜淹

水受損指標，利用指標可針對不同淹水程

度植株，採取適合之復育處理條件，提供

農民執行復耕作業時明確的判斷依據。

一般而言，根系受損情形與地上部受

損情形為正比關係，根據觀察木瓜幼苗淹

水受損反應，可建立以下5級損害指標。

6  木瓜幼苗淹水受損指標(由左至右為1至5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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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淹水受損復育措施

木瓜淹水後之主要受損反應源自植

株缺水，因此初期復育著重在降低植株及

葉片失水，並促進根系恢復正常吸收水分

功能，以維持基本生理機能，隨後則要降

低樹體負擔，促進植株葉片及根系持續生

長，以利樹勢及早恢復，此外，降雨及淹水

也容易造成病害的傳播及感染，受損植株

更需注意降低感染及殺菌防治，以免加重

受損情形，因此對於木瓜復育管理應以全

面性的思維去看待，以下便提出相關復育

措施，提供農友作為復育管理之參考。

1.降低植株蒸散-

除葉與遮陰覆蓋

木瓜葉片寬大

且數量多，淹水受損

植株根部水分補給

中斷，木瓜葉片因蒸

散作用不斷喪失水

分及膨壓，導致葉片

下垂折葉、萎凋或提

早黃化落葉，以調節

植株水分供需，因此

若於淹水後提早去

除下垂萎凋及黃化

8  淹水後下垂萎凋及黃化葉應
及早疏除，並依受損情形疏
除部分或全部果實，以減低
樹體負擔，促進樹勢恢復

7  木瓜成株淹水受損等級判斷標準(由左至右為1-5級)

1級 2級 3級 4級 5級7

8

木瓜淹水損害指標

級數 受損程度 地上部受害情形 根系狀況

1級 正常 葉片具膨壓，無明顯黃化或下垂現象。 根系正常

2級 輕度受損
葉片具膨壓，未明顯萎凋，部份中位葉下垂或下位
葉提早黃化。

新根部分腐爛

3級 中度受損
中下位葉下垂萎凋及明顯黃化，並伴隨落葉，上位
葉葉片仍具有部分膨壓，略呈半萎凋狀，中午萎凋
情形較為明顯。

新根及支根半數腐
爛

4級 重度受損
葉片完全喪失膨壓，全株葉片萎凋及葉片黃化，並
伴隨嚴重落葉，心葉葉柄軟垂。 

新根及支根全數腐
爛

5級 死亡 嚴重落葉並枯萎死亡 主根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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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下位葉，即可降低蒸散面積，避免養

分消耗及樹體水分喪失，保留上部健康葉

片可繼續行光合作用，回饋根部營養以促

進新根持續發育，待成熟葉片數逐漸恢復

至15～18片葉以上時，植株便能重新開花

結果。

由於颱風及梅雨季節為5到9月，屬高

溫多濕氣候，淹水後之炎熱環境常加重木

瓜受損程度，易使受損樹體溫度增高，葉

片及果實產生日燒，因此夏季田間可使用

50%遮陰網進行植株遮陰降溫及減少蒸

散，維持葉片膨壓及光合成能力， 2～3週

後再視植株恢復情形逐漸卸網，另果實在

缺乏葉片遮蔽下，可使用牛皮紙或白色不

織布進行覆蓋保護，避免日燒。

2.增進根系生長-通氣與發根藥劑

木瓜淹水過後，土壤須盡速恢復通氣

性，才能增加溶氧量，有利新根萌發，因此

除儘速進行園區積水排除外，在無後續降

雨之虞下，應掀開覆蓋畦面之銀黑色塑膠

布，以利土壤多餘水分蒸發，加速土壤透

氣性恢復，之後可使用發根劑 (生長素類之

植物生長調節劑，如吲哚丁酸等) 進行土壤

灌注，受損越嚴重植株，灌注部位則越接

近植株基部，可加速誘導尚未腐爛之主根

與支根萌發新根，重新建立新生根群。

3.促進樹勢恢復-疏果與施肥

木瓜結果負載越多，在遭遇淹水受損

時，越容易加重受損情況，因此結果株若

受損較嚴重 (受損級數3級以上)，為減輕樹

體負擔，應考慮進行適當疏果，疏除果實

9  淹水後若無後續降雨，應掀開塑膠布以利土壤透氣，
隨後可灌注殺菌劑及發根劑，促進新根生長

10  受損嚴重之幼苗(4級以上)，建議直接移除後重新補植
11  受損嚴重之結果成株(4級以上)可於植株旁先行補植新

苗，若植株死亡後即可直接取而代之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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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依序為病害果、軟化果、不良果 (受傷

果、畸形果、受粉不良果)、中小果、大果及

近成熟果，應依受損程度進行疏除，正常

木瓜葉片約可供養3～4粒果實生長，可依

葉片情況判斷留果數量，若勉強留下過多

果實，除影響植株生長恢復外，果實也會

提早黃化脫落，且因葉片光合成產物供應

不足，造成後續果實品質不佳。 

由於淹水後根系受損，肥分吸收不

良，在新根重新生長健全之前，應避免直

接追施肥料於土壤，以免新根因肥傷而造

成二度傷害，因此受損植株，可利用葉面

施肥方式進行施肥補充，以利植株快速恢

復樹勢，如噴施0.05～0.1%尿素或稀釋

800～1000倍三要素即溶肥料進行葉面施

肥，亦可配合殺菌藥劑一同施用，每隔7～

10天噴施1次，連續2～3次，待新梢恢復

生長後便可進行例行性的土壤施肥，以補

充因淹水或淋洗而流失的肥分，促進植株

持續生長。

4.避免病害感染-殺菌與清園

淹水後根系腐爛，土壤中的病原菌如

疫病菌，容易伺機侵入感染，造成根系染病

腐爛，因此除植株葉面進行殺菌防治外，亦

可配製殺菌藥劑混合發根藥劑進行土壤灌

注，若有病腐果或枝葉，也應盡速進行清園

管理，避免滋養病菌，造成二次感染。

木瓜不同除葉與疏果處理對受損植株生長恢復情形之比較

處理
項目

植株死亡率 生長恢復所需週數 重新開花所需週數 重新結果所需週數

A 0 4.0 5.0 6.7
B 0 5.0 6.7 7.7
C 33.3 7.0 9.0 10.0
D 33.3 7.0 -Z - Z

Z至調查結束仍未開花結果

13  未經復育及疏葉果處理植株會逐漸衰弱萎凋而死亡 14  淹水後1個月復育植株恢復正常生長

13 14



木瓜淹水受損反應及復育管理措施 農業新知與技術

臺南區農業專訊 94期2015年12月 11

受損情形惡化，且疏除之下折葉片數及果

數越多，越能促進樹勢提早恢復及重新開

花結果，但在經濟考量上，疏除下折萎凋

葉片及適量之中小果 (如B或C處理)，除

能有效降低樹體負擔，且因下方接近成熟

之果實品質較不受淹水影響，營養需求較

低，能在淹水後2週內採收販售，對農民而

言是較有利且可行之作法。

田間復育管理指南

綜合以上復育措施，實際田間應用

時，建議應於淹水後依據植株受損程度，

及早進行下折萎凋及黃化葉疏除，2級植株

尚不需疏果，3級或4級受損植株則視受損

情形進行疏果，果實缺乏葉片屏蔽時可利

田間結果株疏果除葉試驗處理

臺農2號定植10個月之木瓜結果植

株，成熟葉片數約30葉，單株結果60～80

顆，因颱風淹水1～2日，於淹水結束後第3

日，選取淹水損害指標第3級植株，分別進

行以下處理：(A)疏除所有下折萎凋葉及全

部果實 (B)疏除所有下折萎凋葉及1/2數量

之果實 (C)疏除黃化萎凋葉及1/3數量之果

實 (D)不除葉且不疏果，淹水後每週進行殺

菌劑、葉面肥及發根劑施用等復育措施，

連續3週，調查至第10週。試驗結果發現

A及B處理死亡率為0，且僅需4～5週即恢

復正常生長，且葉片快速增加，並於6～7

周後開始重新結果，反之C及D處理均有約

3成之死亡率，需7週後才恢復正常生長及

葉片數快速增加，並需10週以上才重新結

果。

由試驗可知，中度受損以上之木瓜植

株，藉由人為方式提早進行除葉及疏果處

理，可減輕樹體及根群之負擔，避免淹水

12  木瓜不同除葉與疏果處理對受損植株葉數變化之比較

12

 木瓜復育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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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牛皮紙等資材防止日燒，必要時可於植

株上方或網室上部裝設遮陰網遮陰，隨後

以殺菌藥劑配合液肥進行葉面噴施，放晴

後掀開塑膠布透氣，根部再以殺菌藥劑配

合發根藥劑進行灌注，上述相關措施連續

處理2～3次後，待新葉重新生長，再酌量

灌注稀釋液肥或施用粒肥於樹冠下方，以

利樹勢持續恢復。

對於4級以上嚴重受損植株，其根部已

嚴重腐爛，通常復育處理效果不彰，不但

恢復期長且存活率低，考量復育效益及木

瓜快速生長特性，已較無復育必要，若是

結果植株仍想搶救，建議疏除萎凋葉及全

疏果，若除葉疏果後1～2週，葉片仍未恢

復膨壓，即可於植株旁先行補植新苗，待

植株死亡後即可直接取而代之，縮短結果

生產之空窗期。

結語

處於全球氣候不斷變遷的趨勢下，無

法預料的極端氣候正考驗農民對災害的

危機處理，木瓜屬於天然災害高風險的果

樹，對於突如其來的颱風豪雨災害，我們

應了解木瓜受損情形，及時採取適當的應

變措施，將損失降為最低，並促進植株快

速恢復生長勢，未來農業的決勝點已經不

僅是高產及品質上的追求而已，能穩定生

產且避免極端氣候帶來的損傷，才是產業

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