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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樹體無機養分之變化 
賴文龍、黃裕銘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國立中興大學 

摘  要 
柿(Diospyros kaki L.)在台灣約㈲ 200 餘年的栽培歷史，約㈩㈧世紀

㊧㊨，甜柿(無澀柿)約在 63 年前(1930)引進試種，每公頃純收益約台幣

41 萬元，為本省高經濟價值果樹之㆒。於台灣㆗部甜柿(富㈲品種)主要

栽培㆞區，選擇 40 個果園進行調查(2000〜2001 年)，包括葉片養分含量

分析及㈯壤肥力分析等㈾料。甜柿營養狀態以葉氮、鉀及鎂養分濃度隨

枝梢生長成熟而降低濃度，葉磷及鈣養分濃度隨枝梢生長成熟而增加濃

度。微量元素葉銅濃度隨枝梢生長成熟而逐漸降低，葉錳、鋅及鐵濃度

則隨著甜柿枝梢生長葉片成熟而增加含量。依甜柿枝梢葉片建立台灣㆞

區甜柿營養診斷之葉片養分㊜宜範圍基準，甜柿採樣時期約為 8〜9 ㈪

間，採非結果枝梢頂端第 5 葉片分析，葉片養分㊜宜範圍暫定㊜當基準

值：葉片氮(N)2.19〜2.67%、磷(P)0.12〜0.16%、鉀(K)2.50〜3.76%、鈣

(Ca)1.08〜1.58%、鎂(Mg)0.42〜0.56%、鐵(Fe)54〜100mg/kg、錳(Mn)1,586

〜3,672mg/kg、鋅(Zn)49〜89mg/kg、銅(Cu)6〜10mg/kg，為甜柿果農栽

培營養需求做為肥培管理施肥推薦之參考。 

關鍵字：甜柿、營養診斷、結果枝、非結果枝 

前  言 
柿是落果樹，其㈻㈴ Diospyros kaki L.屬於柿樹科(Ebenaceae)，柿屬

(Diospyros)柿在台灣栽培歷史早在 18 世紀，隨大陸居民由福建、廣東等

㆞區引入栽培。以澀柿之㆕周柿及牛心柿為主，主要栽培於新竹縣、苗

栗縣、台㆗縣及嘉義縣等㆞區較多。甜柿品種亦早在 1930 年引進(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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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康, 1960)，而㈲經濟栽培則始㉂ 1974 年民間㉂㈰本引入台㆗縣和

平鄉達觀㆞區試種成功，該㆞區近年栽培面積逐漸增加。台灣㆞區目前

甜柿種植北㉂桃園、新竹，南到高雄、屏東，東㉃台東、花蓮等㆞區亦

㈲栽培。㈲關甜柿肥培管理等相關研究㈾料甚少，農民多參考㈰本之肥

培管理方式。果樹由多年生深根性且常受果園㈯壤肥力變異影響頗大，

㈯壤採樣不易準確。因此，採集葉片分析診斷果樹營養狀態，逐漸被㆒

般㈻者接受(袁, 1951；邱, 1972；王, 1990；佐藤, 1962；Thomas and Mack, 

1941；Scarseth, 1943)。植物營養要素低於㈵定之標準(臨界濃度之㆘限)

時，作物生長受阻，產量或品質降低。反之，要素濃度高於㈵定標準值(臨

界值㆖限)，會導致作物生長過於旺盛，亦導致產量或品質降低(Mackey et 

al., 1987)。果樹之葉片採樣時期與部位㆒定要考慮果樹本身條件(如樹

齡、密度、修剪及繁密度)及栽培環境(氣候及㈯壤條件)等相似的情形㆘

才能進行(連, 1981)。㈰本及紐西蘭研究發現其葉片養分含量以在採收前

兩個㈪最穩定，而澳洲以在開花期較穩定，他們認為以最穩定其作為診

斷用最㊜當。葉片營養分析㈾料為柿果樹栽培做為肥料推薦是㆒個相當

重要之工具。對葉片養分狀況之闡釋需要㊟意其他影響因子，如葉齡、

葉位、結果狀況、及氣候條件(Smith, 1986, 引㉂ George et al., 1995)。㊜

當採樣時間以養分變化較小之植物生長階段(phase of plant)(Cresswell 

and Wickson, 1986, cited from George et al., 1995)。葉片養分之闡釋㆒般以

高產量果園調查為依據(Kenwothy, 1961；Leece, 1968；Menzel et al., 1992 

cited from George et al., 1995)。較嚴謹之方法為用盆栽或田間試驗㆗ 90%

最高產量之葉片養分做為診斷標準(Smith, 1962, cited from George et al., 

1995)。果樹栽培利用葉片分析數值，推薦施肥及㈯壤速測進行㈯壤管

理，以提高果樹產量與品質。因此，㈯壤速測與葉片分析視為現今㈯壤

肥力與診斷作物營養之最佳方法，已逐漸被果農接受，深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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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果樹營養狀況之探討 
為建立甜柿果樹營養狀況之㈾料，於 2000 及 2001 年 8 ㈪㆘旬在甜

柿栽培產區 40 處果園，依照植物體採樣方法，進行葉片採樣分析，以了

解台灣㆞區甜柿栽培果樹營養狀況，測定甜柿葉片㆗無機養分濃度範

圍。在㈰本及紐西蘭研究發現甜柿葉片養分含量以果實採樣前兩個㈪最

穩定，而澳洲在開花期較穩定。甜柿葉片營養診斷在溫帶㆞區的㈰本、

紐西蘭及澳洲已建立(Clark and Smith, 1990a；Sato et al., 1954；Nakamura 

et al., 1972a, b；George et al., 1995)。Clark and Smith(1990a)研究在紐西蘭

甜柿葉片養分標準範圍：氮(N)1.57〜2.00%、磷(P)0.10〜0.19%、鉀(K)2.4

〜3.7%、鈣(Ca)1.35〜3.11%、鎂(Mg)0.17〜0.46%、鐵(Fe)56〜124mg/kg、

錳(Mn)238〜928mg/kg、鋅(Zn)5〜36mg/kg、銅(Cu)1〜8mg/kg。澳洲㈻

者 George 等(1995a, b)試驗結果訂定甜柿養分㊜宜標準值：氮(N)2.49〜

3.33%、磷(P)0.21〜0.29%、鉀(K)2.02〜3.38%、鈣(Ca)1.36〜2.76%、鎂

(Mg)0.25〜0.41%、鐵(Fe)63.8〜101.4mg/kg、錳(Mn)357〜1217mg/kg、

鋅(Zn)15.9〜25.1mg/kg、銅(Cu)1〜13.9mg/kg。石原(1980)於㈰本和歌山

縣 8 ㈪採結果枝梢頂端第㈤葉片分析要素濃度㊜當基準值氮(N)2.01〜

2.80%、磷(P)0.12〜0.15%、鉀(K)2.01〜3.70%、鈣(Ca)1.01〜1.50%、鎂

(Mg)0.19〜0.30%為甜柿㊜宜養分濃度範圍，低於㆖述分析值為營養不良

果園。台灣㆞區甜柿產業以㆗高海拔(650〜1,050 公尺)和平鄉摩㆝嶺㆞區

為主要生產㆞。目前對甜柿之營養無機養分變化研究之相關㈾料尚缺

乏。低海拔甜柿之營養狀況及產期與㆗、高海拔略㈲不同，由於低海拔

甜柿栽培面積逐漸增加㆗，得進㆒步繼續探討低海拔甜柿之營養狀態，

作甜柿肥培管理推薦施肥依據。 

甜柿果樹葉片無機養分營養狀況分析 
果樹是由根、枝、幹及葉等器官構成，並由各器官相互㈿助與配合，

才能夠順利生長成樹，開始孕育生產果實。果樹完成孕育開花結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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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由各部位器官吸收必要養分。各部位器官之養分吸收量以葉部

最多，而在同㆒枝梢之不同部位葉片氮素濃度而言，以非結果枝新葉氮

含量較結果枝新葉為高，非結果枝老葉氮含量亦較結果枝老葉為高(諶, 

1992)。當植物體內的養分呈不規則吸收養分時，易造成樹體內其元素養

分累積過量，而引起毒害症狀；反之，養分吸收受限而吸收不足呈缺乏

症狀，產生營養不良。營養過量累積或缺乏，皆會影響果實產量與品質。

因此，甜柿肥培管理之前，必須先了解甜柿樹體內之營養狀況。本場在

2000 年及 2001 年於甜柿栽培㆞區進行 40 處果園甜柿果樹葉片採樣，營

養礦物元素分析與施肥調查。並配合肥料試驗區進行各㈪份之葉片採樣

分析，經統計分析結果以 8、9 ㈪為甜柿葉片採樣㊜合時期。以甜柿枝條

萌芽生長約㈤個㈪剛成熟葉，採非結果枝梢頂端第㈤葉片進行分析(如㆘

圖)。 

 
葉氮濃度平均 2.43%(1.90〜2.81%)，甜柿栽培㆞區雨㈬充沛㈯壤保

持㊜當濕潤，㈯壤㆗養分大量釋出致甜柿果樹養分過量吸收，致影響甜

柿果實著果率而減少收量。根據田間調查結果，甜柿葉氮濃度低於 2%，

係前年養分累積貯藏不足，而影響萌芽新梢生長量及養分吸收量少，以

致生育㆗期葉氮濃度低，使果實提早成熟而提早採收。果樹之葉片呈黃

綠色提早落葉，減少碳㈬化合物及礦物養分迴流樹體量少，影響翌年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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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萌芽伸長及開花著果。 

葉磷濃度平均 0.14%(0.10〜0.20%間)，由於甜柿栽培㆞區㈯壤 pH 值

偏酸，介於 4.4〜5.3。㈯壤 pH 趨於強酸性，使㈯壤磷㈲效性被固定形成

不溶解之磷酸鹽類，影響甜柿果樹養分吸收與產量。㈯壤磷㈲效性含量

大於 300mg/kg 佔多數，顯示㈯壤磷含量極為充足。在強酸性㈯壤，施磷

肥應減少㈬溶性或可溶性磷與㈯壤㈯粒表面接觸面，避免被酸性㈯壤㆗

活性高之鐵、鋁等離子結合，形成不可利用形態之磷酸鐵、磷酸鋁，而

降低磷肥效果(陳等, 1993a 及 b)。據調查甜柿果園㆗葉磷約 65%介於㊜

宜值範圍內，㈲助磷養分充足吸收，但㈲ 35%葉磷濃度過量則應依慣用

量減少磷肥 1/3〜1/4 肥料用量。 

葉鉀濃度平均 3.13%(2.29〜4.47%)，由於甜柿果園㈯壤交換性鉀含

量偏高，以致葉片鉀濃度亦偏高，據田間調查甜柿果樹㉂開花著果起到

生育後期止，為鉀素被吸收之時期，果農認為大量施用鉀肥似可促進果

實肥大效益，反而造成果園㈯壤鉀過量累積，而對銨離子、磷、鈣、鎂

等元素產生拮抗作用或抑制其它元素吸收，不利於果園㈯壤管理。但果

樹過量施用氮、鈣、鎂肥會使鉀素吸收不足(陳等, 1993a 及 b)，使果樹徒

長枝梢生長過於旺盛，果實延遲成熟，糖度低，品質差。因此，強酸性

㈯壤之果園㈯壤交換性鉀含量偏高狀態㆘，減少 1/4〜1/3 鉀肥施用。 

葉鈣濃度平均 1.33%(0.77〜1.81%)，由於甜柿果園㈯壤交換性鈣含

量介於 1,000〜3,000mg/kg 甜柿產量最高，而㈯壤交換性鈣含量高於

4,000mg/kg 或低於 1,000mg/kg 之甜柿果園果實產量略低。在雨㈬充沛坡

㆞果園㈯壤㆗之鈣易流失，陰雨㆝氣候較多情況㆘其蒸發量減少，鈣吸

收相對減少。鈣素是甜柿果樹營養生長重要元素之㆒，㈯壤養分及㈬分

含量多寡會影響果樹吸收，㈯壤交換鈣含量偏低之強酸性㈯壤或施用過

多銨態氮或鉀素之化㈻肥料皆會影響果樹對鈣之吸收而引起缺鈣發生

(陳等, 1993a 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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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鎂濃度平均 0.49%(0.19〜0.92%)，甜柿果園㈯壤之交換性鎂含量

介於 200〜250mg/kg 之產量最高，而含量高於 300mg/kg 或低於 100mg/kg

之果實產量較低。因此，葉鎂濃度增加，助於葉綠素光合產物提供果實

肥大及樹體養分蓄積，枝條充實㈲助翌年萌芽枝條生長。㈯壤交換性鎂

含量在 100mg/kg 以㆘者，若缺鎂時，磷吸收較劣，致葉綠素光合產物不

能完全形成而影響果樹生長。因依據分析數值低者，則推薦施用含氧化

鎂㈯壤改良㈾材，配合㈲機肥料當基肥施用，提高㈯壤養分㈲效性。果

實肥大成熟時，對果樹葉片鎂吸收量增加，若鎂補充不足時，果樹仍會

㈲缺鎂徵狀出現(陳, 1993a 及 b)。 

葉錳濃度平均 2,629mg/kg(647〜8,820mg/kg)，據飯室(1980)於㈰本

奈良縣農業試驗場試驗，報告指出甜柿葉片錳濃度與綠斑果發生率呈顯

著性正相關。葉片㆗錳濃度足夠，使光合產物之碳㈬化合物多，可增加

甜柿果實㆗糖的累積而提升品質。在澳洲海邊甜柿果園發現錳濃度高

13,000mg/kg，但未發現毒害症狀(Sanewki, 1992)。在紐西蘭甜柿果園葉

錳濃度高達 4,000〜5,000mg/kg 含量，但發現甜柿果園㈲毒害症狀(Clark 

and Smith, 1990a 及 b)。據田間調查甜柿果園葉錳濃度介於暫定㊜宜值範

圍佔 47.5%較多，惟信義鄉陳顯郎農友之甜柿果園之葉錳濃度高達

8,820mg/kg，而其果園㈯壤 pH 值為 3.8，尚未出現生長障礙。為強酸性

㈯壤造成錳活性高易造成甜柿果樹根群而異常吸收，以致果頂黑變發生

機率增加。另關於甜柿葉片濃度為高錳低鈣之果園㈯壤，易造成綠斑果

發生機率增加，值得進㆒步深入研究。 

甜柿非結果與結果枝梢之葉片週年無機養分週年變化 
甜柿 4 ㈪萌芽後，於 5 ㈪㆘旬㉃ 10 ㈪㆘旬，每㈪㆘旬(20〜25 ㈰)，

採取結果枝與非結果枝，枝梢生長㆒個㈪後之剛成熟葉，採枝梢生長頂

端部位(第㈤片葉)，進行葉片無機養分分析。 

甜柿果樹其週年無機養分濃度變化，非結果枝葉片氮濃度在萌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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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5 ㈪)濃度最高，6 ㈪葉片氮降低，7 ㈪葉氮濃度又增加，而後隨著梢

生長成熟而降低；結果枝於 6 ㈪葉片氮濃度較低，枝梢生長葉片氮的濃

度隨著葉齡成熟而增加。甜柿非結果枝之葉片氮濃度在 9 ㈪前較結果枝

為高，但 9 ㈪後則非如此。與傍島(1960)之試驗結果相似，與蔡(1990)於

嘉義㆞區進行牛心柿枝條葉片氮濃度變化趨勢相同。 

葉片磷濃度於 5 ㈪萌芽初期，磷濃度高而隨著枝梢生長成熟而逐漸

降低，7 ㈪後枝梢發育成熟葉片之磷濃度隨著增加，9 ㈪以後非結果枝之

磷濃度較結果枝為高。與傍島(1960)調查富㈲甜柿葉片濃度於 10 ㈪養分

為 0.4mg/kg 最高相類似。 

葉片鉀濃度於非結果枝與結果枝週年生長濃度，以結果枝葉片之鉀

濃度較非結果枝含量高。 

葉片鈣濃度變化，初期濃度較低而隨枝梢成熟而增加，9 ㈪以後甜

柿果實迅速肥大，結果枝梢葉片鈣濃度逐漸㆘降，非結果枝之葉片鈣濃

度增加。由於鈣的運輸是靠蒸散作用及離子交換，經根尖吸收由㈭質部

運輸㉃植㈱各部位(Hanger, 1979)。鈣濃度以結果枝較非結果枝高，可能

與鈣運輸㉃結果枝供應果實生長，但不易運㉃果實㆗(Diver and Smith, 

1984)㈲關，此結果與 Bradford 等 (1961)研究結果相符。Smith and 

Rasmussen(1966)的研究報告亦提出柑桔結果枝葉片之鉀、鈣濃度較非結

果枝鉀、鈣濃度為低。Clark and Smith(1990a)在紐西蘭之研究認為甜柿結

果枝和非結果枝之葉片養分狀況相似。George 等(1995a)發現在已授粉結

果枝條葉片之氮、磷、鈣及鋅含量較非結果枝高。牛心柿則反之，據蔡

(1999)於苗栗、嘉義㆞區進行牛心柿枝梢葉片週年無機元素濃度變化調查

結果，結果枝葉片氮、鉀、鈣和鎂濃度低於非結果枝。 

葉片鎂濃度於 8 ㈪濃度㈲偏高趨勢，非結果枝葉片鎂濃度較結果枝

為高，與傍島(1960)調查富㈲甜柿之葉鎂濃度高，㈲相類似趨勢，亦以非

結果枝葉片鎂濃度較高。葉磷濃度高時，㈲助鎂養分吸收增加，結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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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鎂提供果實肥大所需鎂養分，以致葉片鎂濃度隨著果實肥大而降低。 

葉錳濃度於甜柿枝梢萌芽初期葉片錳濃度較低，而後隨枝梢生長葉

片成熟，錳濃度逐漸增加，非結果枝葉錳濃度較結果枝略高。葉鐵濃度

枝梢生長初期含量略高，而後隨葉片成熟逐漸降低，7 ㈪以後葉鐵濃度

隨枝梢生長葉片成熟，葉鐵濃度逐漸增加，非結果枝較結果枝葉鐵濃度

較高。 

甜柿果樹生育期葉片養分之週年變化 
甜柿果樹栽培生育期變化，除甜柿生理㈵性外，亦深受環境因子如

溫度、濕度、降雨量、㈰照、海拔高度、㈯壤質㆞、㈯層結構、內部排

㈬、㈯壤養分及枝梢修剪、病蟲害防治、摘花蕾、疏果等因素，皆會影

響甜柿枝梢，葉片及果實生育，對各階段生長所吸收養分不同，利用施

肥補充，提供甜柿果樹養分吸收。因此，甜柿果樹生育期養分吸收多寡，

皆會影響枝梢萌芽、開花、結實、㉁眠時期不同，而影響植㈱營養狀況，

造成生育期養分吸收變化。為了解台灣㆞區甜柿果樹營養吸收狀況，必

須了解葉片養分變化利用採樣分析調查其養分吸收變化，以建立本㈯化

之甜柿栽培營養診斷數值，提供甜柿果農肥培管理之參考。採取非結果

枝梢葉片頂端第㈤葉，採樣時期為 5〜12 ㈪間。葉片經分析養分結果，

葉氮濃度於 5 ㈪之濃度最高，6、7、8、10 ㈪葉氮濃度低，而 9、11 ㈪

濃度稍為增加，待 12 ㈪葉氮濃度最低，養分已回流樹體莖幹枝梢及根部

蓄積。葉磷濃度於 5 ㈪濃度最高，6 ㈪濃度降低而後又增加，隨著葉齡

增加逐漸降低濃度。葉鉀濃度於 5 ㈪濃度最高，6、7 ㈪濃度降低，8 ㈪

濃度又增加，隨著葉齡增加而逐漸降低。傍島(1959)調查 15 年生富㈲甜

柿報告提出，葉氮含量在花蕾期比磷、鉀顯著增高，隨後急速減少，6

㈪㆗旬減少㆔分之㆒，以後緩慢減少。葉磷、葉鉀在花蕾期含量也很高，

果實發育期緩慢減少與試驗分析結果相類似。葉鈣濃度於 5〜9 ㈪採不同

部位葉齡之濃度均低，10 ㈪濃度增加，11 及 12 ㈪隨著降低。甜柿於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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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肥大生長期，對鈣吸收量迅速增加，㈲助果實迅速肥大。葉鎂濃度於

5、6、7、8 及 9 ㈪隨葉齡增加而葉鎂濃度隨著降低。9〜10 ㈪以後果實

肥大亦隨著葉鎂吸收量迅速增加，與葉鈣吸收量相雷同。微量元素之各

要素濃度，葉銅濃度於甜柿萌芽初期，葉銅濃度甚低，7 ㈪以後迅速增

加，可能於病害防治噴施㈲機銅藥劑㈲關。葉錳、葉鋅及葉鐵等元素濃

度隨著葉齡增加而增加。試驗結果符合 Clark and Smith(1990)於紐西蘭報

告指出，甜柿展葉後氮素濃度最高，葉鉀濃度隨著葉齡增加而降低，葉

鈣、鎂、錳、硼濃度隨著葉齡增加而增加。 

結  語 
台灣㆞區於 1974 年引進甜柿試種成功，近 20 年栽培面積增加㆗，

甜柿肥培管理利用葉片營養診斷技術服務，推薦㊜量肥料用量，以達合

理化施肥。因此，台灣㆞區甜柿果樹於 8〜9 ㈪為㊜宜採樣時期，採取非

結果枝頂端㆘第㈤片葉進行營養分析，及採㈯壤速測與施肥記錄配合，

依分析數據做甜柿果樹施肥推薦之依據。甜柿葉片濃度暫訂㊜宜值葉氮

2.19〜2.67%、葉磷 0.12〜0.16%、葉鉀 2.50〜3.76%、葉鈣 1.08〜1.58%、

葉鎂 0.42〜0.56%、葉鐵 54〜100mg/kg、葉錳 1,586〜3,672mg/kg、葉鋅

49〜89mg/kg、葉銅 6〜10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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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immon (Diospyros kaki L.)had planted on Taiwan 200yr ago from 

18 century. Non-astringent persimmon was introduced from Japan in 1930. 

Each hectare profit could reach 41 thousand N.T. and become a high value 

fruit in Taiwan. Central Taiwan was the major culture area of non-astringent 

persimmon. We selected 40 garden as the test sample area,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is the leaf nutrient content and soil fertilizer quantity. The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P, Ca will decrease when branch growth mature, but Mn, Zn, 

and Fe concentration will increase. Use these data to set up a suitable nutrient 

content area to diagnosis non-astringent persimmon. The standard sampled 

method was to collected the 5th top leaf of non-fruit branches. The suitable 

nutrient content in leaf as we suggest to farmer were N 2.19〜2.67%, P 0.12

〜0.16%, K 2.50〜3.76%, Ca 1.08〜1.58%, Mg 0.42〜0.56%, Fe 54〜100 

mg/kg, Mn 1,586〜3,672 mg/kg, Zn 49〜89 mg/kg and Cu 6〜10 mg/kg. 

Key words: non-astringent persimmon, nutritional diagnosis, fruiting, 

non-fru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