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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之整枝與修剪 

林嘉興  

前  言 
柿為溫帶落葉性喬木果樹，結果樹齡長達數十年(2,3,9)，樹體高度隨樹齡持

續增長，若放任栽培時樹形高大管理作業不方便，枝條雜亂，果實大小與品質

不均，且容易引起生理落果及隔年結果現象(19,22)。尤以幼樹期未建立完整之主

枝、亞主枝骨幹之植株，分枝角度過於狹小或不平均，分枝距離過短，呈車輪

狀枝，到盛產樹齡期間枝條承受果實重量而下垂，枝條下垂彎曲處會防礙水、

養分輸導作用，影響果實肥大與品質，且遇到強風（颱風）時容易發生裂枝(19)。

為維持柿樹穩定生產及增加優良果品比例，應自幼樹期起依品種之生理持性，

逐步建立樹形架構，並配合每年休眠期之整枝與修剪，控制植株適當的生長空

間及塑造良好的樹姿，不但可減少管理作業勞力，同時能夠適時掌握作業時效
(14,15,18,19)，並穩定每年的產量與品質。 

柿樹之生育特性與整枝修剪 
柿樹的整枝與修剪作業必須依據各品種之生長習性，如樹冠擴大與枝條生

育程度進行修剪，樹冠密度與結果面積之比值，提高葉片截光效率之葉面積指

數，並限制木材部份的增長率，以提高葉片光合成產物運移至果實(12,20)。同時

需要考慮到全樹體之新梢生長均衡，並配合適當的修剪時期等，才能發揮最大

的整枝修剪效果。 

一、枝幹生長特性 

1.樹齡長與樹形高大的喬木性：柿樹幼齡期間之生長勢強，新梢及枝條較直立

性，為樹形高大的喬木特徵。進入結果樹齡後，枝條末端因承受果實重量而

下垂，主枝、亞主枝因承受先端果實重量的引拉作用，隨樹冠擴大而逐漸下

降，導致上下層枝條之間或鄰樹重疊，樹冠內部或重疊部日照不足而枯枝，

結果部位往樹冠表層上升，使結果面積減少，產量下降，且枝條重疊後果園

作業不方便，尤其在幼樹期未逐步構成骨幹架構之樹，更容易發生此種現象
(6,7,22,23)。因此，在幼樹期必須建立樹形架構，並配合每年適時的整枝修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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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在樹冠葉面積指數達到最高值之前，必須進行間伐或疏枝，使全樹冠

內部保持適度光照量，才能維持長遠性的高度生產力(12,19)。 

2.頂端優勢性強：柿樹達到適當的高度後先端部之新梢生長勢較強，樹冠內部

或低層枝日照差新梢生育較弱。通常已經完成骨幹結構的老枝不再萌發徒長

枝（圖1），但在日照良好處之粗大老枝，經輕微刺激容易誘發生育枝或徒長

枝，在適當部位時可利用此新梢培養成為未來更新枝。 

樹冠頂部結果母枝先端之新梢生長勢較強，基部附近則成為弱陰芽或不

萌芽，這種頂端生長優勢現象會加速結果部位上升速度。可利用更新枝條或

修剪時加以調整（圖2），以延緩結果部位每年上升速度，或維持結果部位在

適當高度以利管理作業。 

3.枝條分枝角度與枝幹斷裂：幼樹期頂端生長優勢強，在頂端發生之新梢呈銳

角時生長勢梢強，基部附近之新梢呈鈍角。銳角枝隨樹齡增加而粗大，導致

分枝部互擠而裂開或感病心部腐朽現象（圖3）。幼樹期整枝時應選擇分枝角

度大呈鈍角狀之枝條，做為主枝或亞主枝，可防止成樹後枝條斷裂，並保持

枝條適當的間距，避免呈車輪狀分枝，以減少建立樹形期間枝條互相競爭養

分而影響樹體生長均勢。 

4.結果母枝形態與結果習性：充實的當年生枝新梢末端部花芽形成率較高（頂

芽及頂芽下2∼3芽），開花著果率高，新梢基部芽形成率較低。但豐產年營

養蓄積較少，枝條不充實，花芽形成率較低，致翌年花芽數不足（圖4），修

剪時應疏剪花芽不良之過密枝。 

5.強剪與根部障礙：許多果樹在冬季強剪或截短枝幹後會發生根部障礙，新梢

生長一段時間後停止生長，在外觀上可發現樹勢衰弱現象。柿樹截枝或強剪

亦有相同情形，故樹冠過密截剪大枝時應分年度進行，避免修剪過量而引起

根部障礙，致樹勢衰弱而影響生產力。 

6.下垂枝生長勢弱，向上枝強勢生長：柿樹具有頂端生長優勢，進入盛產樹齡

後受到承擔果實重量之影響，而加速枝條末端下垂度，當主枝、亞主枝下垂

後末端部急遽衰弱，雖可增加其花芽數與著果率，但果粒小商品價值較低。

在修剪時應觀察結果枝能夠承受支撐力量，在亞主枝末端適度的修剪，並注

意側枝及預備枝修剪後芽體方向，可減少下年度著果後結果母枝的下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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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7.彎曲枝容易發生徒長枝：枝條受到果重下垂，彎曲部份容易發生徒長枝，造

成徒長枝與枝條末端競爭養分，結果部位衰弱而影響果重與品質。主枝、亞

主枝骨架發生變化，致樹形雜亂不利於生產，需注意枝條末端的修剪，或更

新末端枝，避免枝條中段超強的生長勢，而影響全樹冠的生長均勢。 

8.增加日照，促進陰芽及不定芽的萌發：樹冠內日照較少部份之葉片較小，同

化能力低，影響產量與品質，並容易引起枯枝，使結果部位逐年增高，造成

管理作業上的困擾。光透過率高之老枝容易發生不定芽，密植園應隨樹齡進

行間伐，以增加樹體內部枝條的光照量，並防止側枝升高的修剪，使老枝萌

發新芽培養未來更新枝條，並維持植株之間適當距離或形成獨立樹冠之樹形
(15)。 

9.雄花著生在弱枝上的修剪：經濟價值高的甜柿品種（如富有、次郎等），雄

花數較少，大部份在弱枝上形成雄花，必須疏剪枝徑大的結果母枝，增加生

長勢弱之結果母枝的修剪，以提高雄花數比例，或選擇雄花數多的品種高接

（禪寺丸、正月、亦柿），或混植在園內當授粉樹，以提高著果率及防止生

理落果。 

二、柿之結果特性 

1.隔年結果：放任栽培或修剪不當時，大年與小年之產量差距甚大，尤其是修

剪量不足之樹，生育期枝葉密度過高或日照不足之枝條花芽分化率低，結果

量過高或採收期過晚等，均容易造成隔年結果現象。通常密植園達到枝條重

疊之前，應疏剪大枝或提早間伐，以保持適當距離外，在開花前摘除部份花

蕾，於生理落果結束後徹底疏果，每果實之葉數保持在15∼20葉以上，配合

冬季落葉期之修剪量與施肥調節新梢生長量。如盛產年在修剪時將部份結果

母枝從基部剪除，以減少結果母枝數及花芽數，修剪傷口萌生之新梢，在夏

季生育期進行誘引、疏剪、生長控制等作業，以培養新梢做為下年度的結果

母枝，增加小年之結果枝及花芽數，可防止隔年結果現象。 

2.生理落果偏高：柿之生理落果大部份是因強剪誘發大量新梢，或施用過量氮

肥，使新梢徒長，在開花至幼果期間激遽競爭養分，影響開花不授粉、花粉

發芽後在花粉管夭折，或著果後胚不發育而落果。應於冬季疏剪大枝時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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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徒長枝的輸導方法，植株過密時預定間伐樹縮短枝條，固定樹主枝末端

再生長的修剪，樹冠內部側枝的更新修剪等作業，使樹冠內外能得充足光

照，並混植或高接授粉樹，增加媒介昆蟲授粉，或進行人工授粉等集約管理

方法，可減少生理落果。 

建立基本樹型 
柿樹具有頂端生長優勢的特性，自然放任狀態下枝條主幹呈直立性，在生

長期光照需求量高，日照不足時內部容易發生枯枝，此種特性不利於產量及果

實品質。尤其是植株間隔不足，或強剪後結果部位外移至樹冠表層，使結果面

積減少，並容易發生病蟲害及生理落果。於幼樹期依品種特性、土壤條件、地

形及氣候環境等，事先規劃栽培密度，隨樹齡成長逐步建立基本樹型，並於每

年適度的修剪，保持樹體內部合理的日照量，為穩定柿樹高度生產力的前驅管

理作業。 

柿樹之整枝與樹型依品種特性而定，枝條較張開性品種以自然開心形整

枝，直立性品種以變則主幹形整枝。但栽培土壤肥力、深淺及氣候環境會改變

品種原有之生長習性，整枝法亦隨栽培環境而改變樹形。如直立性品種栽培在

土層淺或地力差之園，以變則主幹形整枝法，在構成主枝後發現主幹基部之主

枝先端生育稍差，在未構成第4主枝之前除去主幹頂端成為自然開心形。土壤

深厚肥力佳之自然開心整枝，可在第3主枝上端再留第4第5主枝成為變則主幹

形，以因應生長環境與樹勢之變化而改變整枝的樹型。 

建立樹型之整枝與修剪，必須考慮園地之土壤、地力、砧木、氣候、栽培

品種特性（直立性或張開性）再決定整枝之樹型。柿樹之整枝大部份採用自然

開心形與變則主幹形二種，目前甜柿栽培大部份採用自然開心形。 

自然開心形整枝法： 

1.主枝之形成：幼樹期在適當位置留3枝固定主枝，使側枝有充分生長空間，

若主枝數過多呈輪狀，各主枝間生長競爭性強，樹勢生長無法平衡，且側枝

重疊日照不均，不易確立亞主枝部位而造成樹形雜亂。因此在幼苗生長至1

公尺左右進行修剪，消解頂端生長優勢促進形成側芽，培養4∼5枝側芽做為

預備主枝，第2年修剪成為3枝固定主枝（圖6），此後逐年完成主枝及亞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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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完整樹形。 

主枝自主幹分枝部位高低會影響樹勢與枝條之生長，分枝低生長勢弱，

分枝高生長勢強，必須以分枝角度再調整。第1主枝之高度依果園狀態、地

形、地力及機械作業程度而定。平地栽培園自地面40公分開始分枝，第2、3

主枝分枝部位不能太接近第1主枝，否則會呈車輪狀枝（圖7），結果後在分

枝處易裂枝，影響樹液流動，且內部側枝混亂枝葉重疊，各主枝之間隔應20

∼30公分以上（圖8），否則到盛產期後各主枝間生長勢不衡，新梢生育不容

易控制，影響果實生長與品質。 

主枝生長方向各呈120度，各主枝間占有相同比例之面積，主枝生長方

向不正確時可利用支柱誘引。斜坡地第1主枝應在向下斜坡方向生長，同時

可維持第3主枝較強生長勢。 

柿之主枝或亞主枝處容易裂枝，一般枝條生長後兩枝同時生長使枝條變

粗互擠，在夾枝外樹皮腐朽感病而裂枝（圖9）。在建立主枝、亞主枝骨幹時

必須事先考慮分枝角度，預留枝條肥大空間，避免盛產年發生裂枝現象（圖

10）。第1主枝與主幹的角度在50度以上，第2主枝為45度，第3主枝40度以上，

使各主枝間形成均等的生長勢。 

主枝為構成樹體的主要基礎在幼樹期可同時培養3主枝（圖11），在培養

期間必須注意誘引、修剪、疏果等促進枝條生長與充實度，主枝未構成前每

年末端修剪20%，以充實枝條，並調整生長方向的誘引及修剪後芽之方向（選

擇上芽、下芽、側芽），以利延長枝正確生長方向與枝條充實。夏季修剪時

將突發枝、徒長枝、密生枝、競爭枝（側枝或預備枝除外）剪除，並摘除不

定芽，以培養健狀的主枝。 

2.亞主枝之形成：柿樹之主枝上以2枝亞主枝為原則（密植樹），隨樹冠擴大與

間伐後有適當生長空間時可配置3枝亞主枝。第1主枝部位對主枝生長強弱與

內部採光量有密切關係。距主枝分枝點愈近之亞主枝生長勢愈強，致主枝以

後生長勢衰弱。在枝背上形成之亞主枝或側枝較具徒長性，枝條生長勢超過

主枝而破壞原來的整枝形式，使主枝末端衰弱成為兩主枝狀。一般利用主枝

兩側形成之生育枝培養成為亞主枝（圖12），第1亞主枝距離主枝分枝處50

∼60公分，第2亞主枝在第1亞主枝對側，枝距約30公分以上（圖13），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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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生長逐步構成立體樹形，種植在肥沃土地之柿樹，幼年期生長勢強，留亞

主枝時可預留較多的側向預備亞主枝，並於夏季剪除多餘枝條，經整枝後枝

條在主枝兩側生長，到冬季修剪時剪除過密枝，並將預定亞主枝強修剪，留

部份弱枝開始少量結果，以提早進入結果期，為密植園限制幼樹生長的方法

（圖14）。 

3.側枝、結果母枝的配置與修剪：建立主枝、亞主枝的樹形骨架後，配置側枝

做為穩定生產基礎。側枝配置在亞主枝上的部位，誘引角度對其生長勢有很

大差異。亞主枝下側形成之側枝，日照不足、品質差，並容易枯枝，無法直

接當做結果母枝，樹冠側枝不足時，經冬季更新修剪強化枝條生長後到第二

年才培養結果母枝。亞主枝上部（枝背）在日照充足處容易發生徒長枝，若

將生長勢過強枝做為側枝，其新梢不充實花芽分化不良，著果率低。且徒長

枝之營養競爭力強，當側枝時枝徑粗大，利用年限低，並使主枝、亞主枝末

端衰弱，為柿樹結果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主枝、亞主枝形成後，各種枝條間維持適當的距離配置側枝，利用修剪

及更新側枝方法，在主枝、亞主枝上側枝分佈呈三角形，日照良好，有利於

花芽形成及穩定結果。過去冬季整枝修剪大都不重視側枝配置與更新修剪，

枝條上側枝較少，樹冠內部日照不良容易發生枯枝，枝條分佈雜亂新梢生育

不均，造成結果不穩定，主枝、亞主枝末端結果枝分佈量多（枝條尾部大多

呈倒三角形）受果實影響枝條下垂，果實生長期必須以竹杆支撐或掉掛結果

部位，否則發生裂枝，且會在枝條支撐果實彎曲部發生徒長枝，影響果實生

長，並造成管理作業的困擾。在未完成樹形之前的整枝與修剪，應著重在側

枝與結果母枝的修剪量或更新枝條，以增減新梢數及葉面積來調整各枝條間

的生長勢。主枝、亞主枝上之側枝不足部位，選擇側向生長之側枝回剪，更

新成為強健的側枝或培養成為下年度之結果母枝，改善側枝與結果枝分佈結

構，並促進勢生長之平衡。 

成樹之修剪 
柿樹隨樹齡增長使葉量及材積增加，幼樹期之材積量以側枝最高，樹冠擴

展到密閉狀態之前葉量不再增加，但材積量繼續增長。據和歌山果樹試驗場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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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1969），幼樹期之葉材比為150左右，30年生為90，40年生為70，植株越老

材積量越高，使生產力下降。由於樹體材積量增長，必須增加葉片光合成產物

運移至材積部份，致運移至果實部份相對減少，果實生長所需之葉果比需隨材

積增長量而增加，以果重200公克所需葉數，在8年生約需15葉，成樹後需要22

葉以上，45年生需要25葉以上，果重越大所需葉面積越高（岐阜農試1970）。

因此，每年冬季應用修剪方法控制材積等非同化器官的增長；保持葉片量比材

積量高及有效容積率，並提高葉片截光量與光合成能力，使維持長期年青健壯

的樹勢，才能發揮樹體高度生產力。 

柿在樹齡25年左右營養生長開始減退，樹體轉換成生殖生長旺盛期，結果

面逐漸上升，樹冠內部日照不足發生枯枝，冬季修剪時必須依枝條分佈情形，

進行疏剪枝條或更新側枝，保持內部枝的日照量，防止結果層上升至樹頂部，

並維持營養生殖與生長之平衡，以延長盛產樹齡。 

1.修剪時期：修剪時期可分為冬季修剪及夏季修剪兩種，冬季修剪在自然落葉

後之休眠期，進行結果枝疏剪、更新側枝及側枝調節樹勢等作業。夏季修剪

在生育期間進行除芽、稔枝、剪除徒長枝及過密枝。 

冬季修剪在健全葉片完全脫落後至萌芽前之間，若在葉片未完全落葉時

修剪，枝葉養分未完全運移到樹體內蓄積，在進入環境休眠期之樹體產生許

多抑制物質會影響傷口癒合組織的形成，致翌春萌芽不整齊，新梢生長後花

蕾退化，授粉不良，著果率低。樹液開始流動後修剪，結果母枝上樹液水分

多，容易受到晚霜害，且傷口樹液流出過多會影響花芽之發育，著果率低，

尤其在霜害較嚴重地區或低溫後溫度急遽上升地區，應於適當時間內修剪。

夏季修剪在萌芽後到新梢硬化充實期，通常在傷口附近隱芽逐漸萌發後，樹

冠內部過密，應摘除不必要新梢，以增加光照量，促進花芽形成，並可減少

叢生枝發生病蟲害及其防治工作。 

2.修剪要點： 

(1)修剪順序：修剪時以增加樹冠內部截光量及通風為原則。當枝條與鄰樹交

叉處日照不足，應縮短預定間伐樹之主枝或亞主枝，使固定樹枝條有充分

伸長的空間。預定間伐樹在修剪後樹冠內大部份成為側枝及結果母枝，但

需配合斷根、環狀剝皮及減少施用氮肥量等作業，才能穩定著果率。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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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徒長枝過多，生育枝過長，枝條過密，樹冠內部枝及下部枝不充實會

發生枯枝，應疏剪較多的枝條以促進內部光照量。修剪順序應考慮主枝、

亞主枝及結果母枝在樹冠內之分佈情形，以保持適當的部位，生產大果粒

及高品質為目標。已構成完整樹形之樹，通常自枝條末端往基部修剪結果

母枝，更新或縮短側枝（圖15），使修剪之主枝、亞主枝上的結果分佈呈三

角形（圖16）。若主枝、亞主枝過多時則先疏剪大枝（圖17），再疏剪側枝

及結果母枝，以免修剪後結果母枝分佈不平均，影響果實生長期均衡的樹

勢。 

(2)除枝與樹體反應：樹冠擴展以整枝為主期間內之修剪方法，以強修剪或疏

剪結果母枝來減少花蕾數，萌芽數及著果枝較少，新梢生長量大，形成強

樹勢的營養生長。密植栽培園為提高初期產量，強修剪樹之營養生長過盛，

花芽形成率低，應於預定間伐樹留新梢未端之花芽的疏枝修剪。樹齡經過

幼年期轉入生殖生長期，以主枝、亞主枝間之側枝縮短修剪與疏枝二種配

合，使全樹有適當的結果枝與生育枝之比例，保持長期性的健壯樹勢。 

切枝、誘引、修剪、枝條回剪及更新等方法會影響樹體的生長勢。一

年生枝發生在不當位置，將其自基部剪除後，切口附近隱芽會發生多數新

梢，與結果枝競爭養分，萌芽後應即摘除，以減少新梢生長所消耗養分。

主枝、亞主枝中段無側枝及結果母枝無遮光枝條容易發生日燒，影響養分

輸導作用，在果實生長期應誘引側向枝條遮光，可防止大枝條的日燒，誘

引枝可做為下年度之結果母枝。幼木整枝期間在適當的結果母枝上無花芽

處修剪，可促進新梢伸長量。側枝生長勢過強或結果母枝過少，夏季容易

發生生長過盛，致超過亞主枝末端生長量，應切除1/3∼1/2的枝數，減少全

側枝之葉面積可緩和枝徑的增長。遇到病蟲害或天然災害損害到老枝時，

必須剪除更新時應選擇有新枝部位剪除，以促進新梢生長。 

(3)修剪傷口部位：枝徑大小與修剪部位及切口方向不同，粗大的枝條剪除後

傷口大，樹液流動後在傷口外側形成層產生癒合組織木質部內縮不良，切

口無法完全癒合，傷口容易感染雜菌而枯枝。通常在更新主枝或亞主枝時，

應分2∼3年截斷大枝末端，切口附近必須有生長勢稍強的亞主枝或側枝，

枝條剪除後可增強附近枝條的生長，促進傷口癒合。更新側枝的修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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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發育枝附近，使修剪枝能快速萌發新梢培養成下年度的結果母枝。直

立向上枝之枝徑較粗大時，修剪呈水平狀剪口癒合稍差，切口乾枯至大枝

的木質部，略為斜向的剪口則乾枯較少。枝徑小的背枝或側向枝以切口最

小限度為宜，則需呈水平狀剪口。大枝附近的側向枝或生育枝的修剪，應

與枝背呈水平狀的斜切口，殘留部份基部之隱芽，促使隱芽萌發後呈弓形

狀的新梢，做為更新側枝或培養成為結果母枝。枝徑在1元硬幣以上的傷口

不容易癒合，修剪後即需塗佈殺菌劑（甲基多保淨等）及癒合劑，防止雜

菌侵入及保護傷口。 

3.各部位的修剪： 

(1)主枝、亞主枝之配置與修剪：密植栽培理想的樹型，以每樹3主枝配置6枝

亞主枝，主枝或亞主枝過多則樹冠內雜亂管理不方便，結果枝生育不平均

無法生產規格化果品，且結果層容易上升至樹冠表層（圖18），使結果層減

少而降低產量。應分年度疏剪多餘的主枝或候補亞主枝，以穩定結果層在

最大範圍內。每年疏剪大枝應在2枝以內，疏枝過量不但影響產量，並且會

引起枝條之間生育不平衡，需增加夏季修剪量，並防止枝條下垂後在彎曲

處發生徒長枝或側枝粗大化。枝條末端向上生長之一年生充實枝之修剪部

位，在一年生枝上選擇芽體與枝條延伸相同方向之向上芽或側向芽，剪除

20%以上，剪除量越多新梢再生長勢越強。修剪枝附近若有生長勢稍強的側

枝，其生長競爭性強會影響修剪枝再生長勢，應將側枝更新修剪，以舒解

枝條末端修剪枝與側枝的生長競爭。主枝、亞主枝末端修剪後，在果實生

長期必須配合疏果與誘引枝條，才能保持主枝、亞主枝的生長優勢。 

(2)側枝修剪：側枝大部份在亞主枝上形成，少數在末端，亞主枝間隔較大時

樹冠內之側枝有寬廣生長空間，樹體有效容積較大。固定亞主枝誘引定型

後建立理想均衡樹勢的修剪，採用從大枝漸小枝的修剪（依枝條骨架組合

強弱順序，主枝→亞主枝→側枝），主枝基部寬大而末端縮小呈三角形，側

枝均勻分佈於各部位。側枝之分枝位置、枝齡別及方向無規則時，樹冠有

效容積率低，其結果母枝之利用效率低，在適當容積範圍內修剪在葉芽處，

萌芽後培養成預備側枝。結果母枝上的側枝著果數年後枝條下垂，彎曲處

防礙養分輸送形成不良的結果母枝，且會在彎曲處形成強勢的徒長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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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生長期有各不同生長程度之新梢存在，生育調節困難，將會影響果實肥

大與品質。通常側枝在6年生以上必須更新，以維持健壯的結果母枝，並防

止側枝粗大而超過亞主枝生長與控制材積增長量。側枝二枝以上在同一方

向或側向枝距離過近，在生長期容易互相競爭養分，應於不同年代更新殘

留側枝增加結果母枝的花芽數，以免更新過多側枝造成營養生長過盛，或

影響當年的產量。 

(3)結果母枝之修剪：結果母枝大部份自側枝上的引伸枝，少數自主枝、亞主

枝末端處形成，修剪時以調整結果枝與生育枝之比例，提高樹冠內生產果

實的有效容積為修剪目標。 

��結果母枝之結果習性與形態：新梢自春天生長後到落葉後的枝條，通常

在末端部份形成2∼3個花芽，基部數個葉芽，為優良的結果母枝。在上

年度結果母枝截短形成生育枝（預備枝）之花芽數較多，近側枝基部萌

發之新梢較具徒長性，花芽數較少。上年度之結果枝因果實肥大需消耗

多量養分，使著生果實以後部份之枝條變細，而無法形成花芽，致產生

大小年結果現象（隔年結果）。葉數多留1粒果實之結果枝與無結果的生

育枝相似，枝條自基部至末端大小一致，梢頂可以形成花芽，遇到小年

花芽數少時還可當做結果母枝。 

��結果母枝之修剪方法：優良的結果母枝在芽體處略呈彎曲狀，枝基部至

末端大小一致，枝徑大小適中，枝皮具有光澤，芽體飽滿呈倒卵形，修

剪時以優良結果母枝數計算每樹預期產量。枝條殘留茸毛無光澤，芽體

不飽滿呈三角形等，為不充實的結果母枝，開花後著果率低，修剪時應

增加結果母枝數，才能穩定產量。修剪時以預期之結果母枝數為目標，

結果母枝較多時採用減少枝數或花芽數的疏剪，遇到花芽著生率高之盛

產年，可將部份結果母枝切短減少花芽數，或剪除末端2∼3個花芽部份

以減少疏果所費之勞力，並增加生育枝數量，防止隔年結果。若細部修

剪勞力不足時可增加更新側枝的比例，以減少修剪及疏果勞力，並降低

樹冠內之無效容積。 

4.防止隔年結果之修剪 

(1)結果少之年的修剪：上年度結果過量之樹，結果母枝較少，枝條形成花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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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少，若以正常的修剪方法無法達到目標產量，通稱為「結果小年」。修剪

時採用切除枯枝、細弱枝、徒長枝及芽體退化枝的疏剪，盡量減少疏剪結

果母枝，以提高花芽數。由於結果母枝修剪量較少，枝條密度高，必須增

加亞主枝之間的側枝修剪或更新枝條，以提高樹冠內之光照量及通風。 

(2)結果量多之年的修剪：上年度結果量較少之樹，充實的結果母枝較多，全

樹體內花芽數多，隨意修剪時會超過結果量，通稱「結果大年」。修剪時可

先切除大枝改造樹形，除枝後容易控制結果母枝數。除枝量較少結果母枝

過多時，可將部份結果母枝切除30∼40%（在葉芽部份）做為預備枝，以消

解花芽數過多需增加疏果勞力，並培養下年度有足夠的花芽數，於著果後

應徹底疏果，可防止隔年結果。 

(3)結果不良樹之修剪：結果不良樹可分為連年結果不良與隔年結果二種。連

年結果不良現象，有花芽形成不良及開花後生理落果。 

��花芽形成不良樹：樹冠內部日照不足或粗大徒長枝過多，無法形成良好

的結果母枝，應先誘引主枝、亞主枝及修剪側枝以改善樹形，並減少徒

長枝數，增加生育枝之日照量。密植樹之主枝、亞主枝末端與鄰樹接觸

後各部位枝條無再生長空間必須每年強剪，造成營養生長過盛，徒長枝

過多，花芽形成不良，以任何修剪方法無法控制樹勢，應先從預定間伐

樹之枝條末端截短，使固定樹之枝條末端有伸長空間，避免強剪，並配

合環狀剝皮、斷根、減少施用氮肥量等處理，才能控制營養生長及提高

花芽形成率。 

��落果引起著果不良樹：開花著果良好，到幼果期發生嚴重生理落果，此

種樹受修剪量的影響較少，應改善栽培管理，如環狀剝皮、高接授粉枝

或人工授粉、控制營養生長過盛、加強排水、防止地下水位上升，以減

少生理落果。 

��結果母枝與產量：冬季修剪之結果母枝數與結果母枝良否為決定產量的

主要因素。通常的計算方法以單位面積株數×1樹結果枝數。每樹平均結

果枝數＝主枝數×主枝結果枝數。每結果枝數留1果或2果（不同樹勢），

所得需留多少結果母枝數。單位面積產量為每果平均重×果數，因品種

間之果重不同，如富有、松本早生、前川次郎等平均果重為230公克；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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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等完全甜柿品種生產大果粒與脫涉無關，但果重超過200公克以上果肉

容易軟化；西村早生等半澀柿品種果重超過200公克以上時脫涉不完全。

由於平均果重與品種特性有關，疏果後之葉果此亦影響果粒大小，通常

每果之葉數為15∼20葉，即可達到預期果重，但樹齡增長後之材積量增

加，必須增加葉數因應材積需消耗的養分，才能達到目標果重。 

��更新修剪：樹冠隨樹齡增長而增高，結果部位亦隨主枝、亞主枝擴大外

移至樹冠外側，樹體內部老側枝因末端枝結果重力而逐漸下垂，使結果

母枝下垂至主枝、亞主枝以下，在側枝彎曲處發生徒長枝浪費養分，影

響果實生長，並造成樹冠內枝條過密，並擾亂樹勢生長均衡，應於側枝

下垂處修剪培養充實的生育枝，再更新側枝。通常側枝利用4∼6年後枝

條逐漸下垂老化，在基部附近發生之隱芽留1枝做為預備更新枝，翌年養

成充實枝後再剪除側枝。同一年代的側枝，應依生長方向，結果母枝形

成花芽情形，分年度進行更新。但日照不足的老枝上之隱芽、不定芽，

不一定會萌發在適當部位，可利用夏季修剪預留新芽做為更新枝。老樹

趨於生殖生長狀態不易發生新芽，必須加強改良土壤配合修剪量，以誘

導側枝及亞主枝上萌生新芽便於更新，才能維持高生產力的樹勢。 

結  語 
柿樹為溫帶落葉喬木性果樹，放任栽培時樹形高大管理作業不方便，樹冠

內部枝條雜亂枯枝多，果實大小與品質不平均，並容遭受起颱風災害。目前經

濟栽培之樹柿都採用矮化栽培，但樹型矮化後因消除頂端優勢後而改變生長

勢，若未經整枝因樹冠內部含有各種枝條，生長勢不平均致產量不穩定。為維

持柿樹穩定生產及增加優良果品比例，自幼樹期依品種特逐年建立樹形結構

外，每年修剪時應著重在樹冠密度與結果面積比值，提高葉片截光效率，調整

適當葉面積指數，並限制木材部份的增長率，提高葉片光合成產物運移至果實

比率，才能發揮整枝修剪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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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樹冠過密的老枝不再萌發徒長枝（次郎） 

 
圖2.枝條中段老側枝更新 

 
圖3.主枝分枝角度呈銳角，夾枝部容易感病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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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結果枝不充實萌芽後花芽數少 

 

圖5.未經縮短修剪之結果母枝下垂情形 

 

圖6.嫁接後植株生長至1∼1.2公尺摘心留3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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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車輪狀分影響樹勢生長之平衡 

 

圖8.開心自然型主枝間隔與主枝角度 

 

圖9.夾枝感病造成樹幹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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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分枝角度呈銳角到盛產年容易發生裂枝 

 

圖11.在幼樹期培養3主枝 

 
圖12.在主枝兩側預留培養亞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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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亞主枝發生位置與方向 

 

圖14.第三年疏芽預留下年度結果母枝 

 

圖15.縮短修剪部位應在有新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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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冬季修剪後主枝、亞主枝至側枝上枝條的配置 

 
圖17.側枝經4∼5年後須更新 

 

圖18.結果層上升至樹冠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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