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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柿土壤與肥培之管理 

賴文龍 

果園土壤管理 
甜柿係深根性落葉果樹，生長土壤pH值以微酸性土壤最佳，甜柿對土壤

質地適應性很廣，但最理想的為土層深厚之粘質壤土或砂質壤土。目前本省栽

培面積較集中為台中縣和平鄉摩天嶺地區，土層條件極適合甜柿栽培。而部分

栽培於淺土之岩石層或石礫層其均為淺土層含水分較少土壤，甜柿果樹枝梢不

易生長，樹冠不易擴張，營養吸收受限制而產生小形果，甜味濃，收量較少。

而栽培於過量腐植土土層肥沃之土壤，因含較多養分及水量，使甜柿枝條極易

徒長，易造成落花、落果，降低著果率。因此甜柿栽培於土層深厚含有適量腐

植質之壤土，甜柿生育良好，著果率適中，能生產大形果實而豐產，果品品質

優，口感佳。 

摩天嶺地區栽培地形坡相以南向或西南向坡度在20度以下緩傾斜之山坡

地較適宜，土層為深厚之壤土，土層內部排水良好適合甜柿栽培。坡地傾斜有

利於甜柿全年生長期皆可充分享受陽光照射行光合作用，充分製造養分輸送有

利果實肥大甜柿品質提升。栽培於地形徒峻或河川沿岸及地形凹地易積水地

區，地下水位高，甜柿根群易遭受缺氧窒息而枯萎危害，影響正常生育及開花

結果。 

土層結構對果樹生育影響 
土壤是提供水分與養分供給果樹栽培生長結果實之基礎，果樹根主要是在

土壤中生長與固定樹體，根群在土壤中分枝愈多與土壤接觸面愈大，支持力與

吸收力愈強，使甜柿果樹根系深入土層內伸展，根群分布深層土壤中吸收水分

和養分，使果樹地上部生長旺盛，有利果樹正常營養吸收，果粒肥大，果品品

質提升。反之果樹栽培於淺土層而貧瘠土壤，則果樹根群分佈於淺土層中，根

群伸展受限生長不良，時常有缺水而萎凋症狀發生，以致果樹地上部生長不良

無法生產大形果，均以小形果居多，降低生產品質影響市場銷售價位。 

土層質地結構緊密，使果樹根系伸長土層受到限制，土壤空氣不流通，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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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含量低，影響根系呼吸作用，不利果樹根系生長，以致果樹枝葉生長不良，

影響開花結果。土層土壤疏鬆果樹根系易伸入土層中，土壤空氣流通，提供充

足氧氣，利於根系生長，且能適時提供養分及水分，有利果樹正常生長。因此

果樹開溝、穴施施肥後滲透到土層中，誘導果樹根群深入土層，吸收深土層的

礦物養分及水分，以增加肥料利用率，相對減少肥料損失，促使果樹正常發育；

淺土層土壤常受礫石層或岩石層阻隔果樹根群向深土層伸入生長，易使果樹養

分吸收受限樹體生長不良而衰弱，縮短樹齡，降低果實產量。 

果園土壤水分管理 
果樹根群需氧氣進行呼吸作用，致果園地下水位高低，會影響果樹生長與

產量。地下水位高或地下水位停滯淺土層中使根群無法伸入生長，而不利果樹

樹體生長。部分地區土層剖面因存有保水力差之砂土層，易因下雨或灌溉積水

而缺氧根群窒息而影響根群生長。欲改善該不利土層土壤，利用深耕打破硬盤

之土層，有利土壤空氣流暢增加通氣性，或施用有機質肥料及生物性肥料等改

善土壤結構、理化性、生物性，促使土壤形成團粒構造，增加土壤孔隙量，增

加通氣及保水力，利於果樹生長發育，以提高果園土壤肥力，提升生產潛力。 

由於過去果園土壤管理缺水灌溉而乾旱或葉片水分過度蒸發，往往造成甜

柿果樹葉片缺水而捲葉，影響葉片行光合作用養分製造。因此，本場於轄區內

之果園進行草生栽培試驗觀察，以豆科綠肥作物苕子覆蓋果園地被防止果園土

壤沖蝕流失，並具有保水、保肥及抑制雜草滋生等功用。同時覆蓋雜草可增加

土壤累積有機物，其與土壤結合而形成團粒構造及增加土壤有機物質含量，以

提高土壤肥力。果園草生栽培可選擇適合當地果園生長優勢而矮性之草種或本

場推廣之豆科綠肥作物如苕子栽培，則可節省甜柿果園每年割草次數之勞力支

出及殺草劑使用，降低生產成本。 

甜柿耐旱力較差，果園生育期間土壤過於乾旱，生長結果不良，因此，甜

柿果園設置灌溉系統，可以適時充分噴灌補充，如果水源不足地區，可利用滴

灌，使水分直接向下滲透根群節省用水量。一般土壤含水量約40%左右，提供

甜柿根群伸入土層中吸收。因此，利用深耕、施用有機肥料、草生栽培、覆蓋

等資材來降低水分蒸發，有利甜柿果樹枝葉生長，果實均勻肥大，否則會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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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缺水甜柿葉片捲縮、果實產生裂萼、裂果等徵狀發生。 

果園肥培管理 
果樹之根系生長於淺土層或緊密壓實土層上，根群多向四周伸長，果樹樹

冠伸長量小、生長勢較差。果樹根系生長良好，樹勢生長旺盛，枝葉茂盛。因

此，如果果樹根系小，樹冠大，則果樹生長易衰弱；根系大，樹冠小時，果樹

生長茂盛。故種植在河床地淺土層或地下水位高的土地果園，果樹根系生長量

小，樹冠亦小，其栽培又可密植；種植在深土層或地下水位低的果園，其根系

生長量大，樹冠大，疏植增加行株距，利於果樹樹齡正常伸展，開花著果率增

加，有利於果樹果實生產。 

果樹根系生長過程中需經果樹萌芽、展葉、開花、著果、花芽分化、果實

肥大、成熟等過程並隨著果樹生育期對養分吸收需求，急需訂定果樹施肥培管

理要件。 

肥培管理要領 
果樹之施肥時期，甜柿生育期間對養分的需求階段不同，萌芽、新梢伸長、

開花著果至幼果發育期，其所需之養分係利用貯藏在樹體內之養分充分供應，

因此，於甜柿落葉休眠期施基肥，以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為主，並依甜柿枝

梢萌芽狀態適量施氮肥有助催芽。甜柿於生理落果後，果實肥大期間，需適時、

適量施肥，以少量氮肥及多量鉀肥供給，視甜柿果園生長勢及結果量分一或二

次施追肥，補充養分提供果實肥大所需之養分。 

甜柿於10月期間葉片光合作用機能強，果實肥大後期施肥防止葉片老化，

合成養分除提供果實肥大所需養分，且可貯藏養分蓄積於樹體內，提供次年萌

芽生長所需之養分。因此果樹生長季節中，可依據果樹樹勢和養分需求，分次

適時適量施肥，以滿足果樹生育期對營養養分的需求。 

三要素肥料需求 
甜柿對三要素肥料之需求，(一)氮素過多時則葉色濃綠、枝葉呈徒長狀

態，易造成甜柿大量生理落果，枝葉密集通氣不佳，易感染炭疽病，對果實成

熟延遲，著色不良，糖度降低，影響果品品質至鉅。氮素不足時，葉片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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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色呈淡黃綠色，枝葉短小，生長不良，果形以小形果居多，提早成熟，影響

商品價值。(二)磷酐缺乏時，葉色呈暗綠，失去光澤，葉小，葉脈黃化，有向

內側彎曲。(三)缺鉀時葉小，中部葉先黃化，繼而老葉，最後是新葉，葉尖首

先枯焦，然後葉緣呈赤褐色枯焦狀。所以甜柿對三要素需求可依樹齡及營養狀

況適當調整用量供給。 

施肥量對果樹生育之影響 
甜柿果園的肥料用量，應依果園的栽植品種（早生、中生、晚生種）、樹

齡、栽培環境、氣候因素、土壤管理、病蟲害防治等因素考慮會影響果樹對養

分及水分吸收，因此，應考慮生育期不同而斟酌調整化學肥料用量。如果氮肥

不足時，甜柿新梢生長提早停止，枝梢短、葉數不足、葉片小而硬，嚴重時乾

枯掉落；氮肥過多時新梢繼續生長延遲停止或促使徒長枝萌生嚴重，結果率不

佳，還會發生嚴重落花、落果及果實成熟期延遲、著色不良、糖度低、品質差。

因此，甜柿果樹生育所需之氮肥應觀察果樹生長狀況，適時適量增減氮肥用量

施用。 

磷在土壤中的移動或流失不容易發生，作物吸收磷主要是靠擴散作用到根

圈而吸收，因此，磷肥做基肥而施於果樹根群生長範圍內，因土壤磷的有效性

僅為總磷量的1%以下，磷肥施用提供作物吸收在10%左右。磷在植物營養中

可促進根部伸展，果實成熟，提高品質，增加抗旱力及病蟲害。果樹缺磷影響

開花、著果、果實肥大及品質。因此，利用營養診斷分析了解磷在土壤中的行

為，正確的施用磷肥，增加磷肥有效性。 

鉀在土壤中含量豐富，但大部分為無效態，僅有1∼3%為有效態。一般作

物生育期吸收的鉀，來自可交換態與土壤礦物分解釋放之鉀。鉀肥易為土壤組

成分所固定，因此，以深施或穴施至根群附近效果較佳。鉀肥的溶解度高，過

量施用極易造成鈣、鎂的缺乏。施用鉀肥可促進作物生長及抗病能力，其與作

物光合作用，蛋白質合成輸導作用及蒸散作用有調節的功能。 

化學肥料施入土壤後，並不是全部都移動至根部表面被吸收利用，因有部

份肥料養分會被土壤固定、流失、氣態發揮等途徑而損失，一般肥料施入土壤

中化學氮肥約40∼50%、磷肥約5∼20%、鉀肥約50∼60%等被作物吸收利用。 



 

 
89

果樹施肥位置 
果樹根群伸長集中分布於樹冠之下處，根群伸長常受人為施肥位置而移

轉。因此，果樹施肥位置應依果樹根生長分布範圍內施肥，利於果樹根群吸收

養分。同時深層施肥可誘導果樹根群生長伸入土層深處，吸收土層養分及水

分，增加果樹有耐旱逆境，有利果樹營養生長。 

果樹施肥方法 
由於果樹根群生長分布不同，利用下列各種施肥方法施肥，誘導根系深入

土層中，吸收養分及水分，同時需經常更換位置及各種施肥方法，使肥料在表

土層，分布趨於均勻，有利果樹根群對樹冠範圍內之養分均衡吸收。一般果樹

施肥方法如下：(1)全園撒施法；(2)穴施法；(3)條溝施肥法；(4)環狀溝施肥法；

(5)放射狀溝施肥法；(6)滴灌施肥法；(7)葉面施肥法。 

施肥時期與分配率 
甜柿果樹之施肥時期分為基肥、幼果生育期及果實肥大期施追肥，基肥以

有機質肥料為主，化學肥料用量之氮肥50%、磷肥100%及鉀肥40%用量於基肥

（1∼2月中旬）施用，餘為追肥用量。萌芽期間視萌芽情形給予少量氮肥補充，

有利萌芽生長，用量不可過量，以免使枝條徒長。追肥於6∼7月施用，促進果

實肥大，可增加鉀肥用量，果實肥大期（9∼10月上旬）施用氮、鉀肥，繼續

提供甜柿葉片養分有助於枝葉行光合作用，提供果粒養分及貯藏養分蓄積於樹

體內，利於甜柿翌年結果枝梢萌芽生育所需之養分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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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柿肥料三要素推薦量 

三要素用量(公斤/公頃) 
樹齡 

氮 磷酐 氧化鉀 
備 註 

1∼3年生 40~60 15 20 

4∼6年生 70∼90 30 40 

7∼9年生 90~120 50 80 

10∼12年生 120~150 70 120 

13∼15年生 150~180 75 120 

16∼18年生 180~200 75 160 

18年生以上 180~220 75 160 

1.每株施用堆肥 20∼30公斤。 

2.土壤 pH 值 5.5 以下時，每株

撒施 3∼5公斤苦土石灰以改良

土壤。 

3.肥培管理依生長與結果率，配

合土壤、氣候及營養診斷進行

合理施肥調整。 

4.每公頃以種植 400株計算。 

 

甜柿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肥料別 
落葉後 

(1∼2月中旬) 

幼果生長期 

(6∼7月) 

果實肥大期 

(9∼10月上旬) 

氮肥 50 30 20 

磷肥 100 -  -  

鉀肥 4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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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甜柿果園雜草滋生，人工割草增加生產成本。 

 

圖2.草生栽培，抑制雜草滋生，兼具水土保持功用。

 

圖3.甜柿生育期乾旱葉片捲縮，易造成樹勢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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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利用穴施誘導根系伸入土中，吸收養分及水分。

 
圖5.有機肥料環施於表土上易遭沖失降低效果。 

 
圖6.氮肥過量施用徒長枝梢萌生，降低果實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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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氮肥過量施用易造成落花、落果而降低著果率。

 
圖8.葉氮濃度過高，甜柿果實著色不良，延遲成熟 

 
圖9.缺鉀成熟葉尖葉緣焦壞死延至新葉，最後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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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缺鎂葉脈間黃化嚴重時褐變壞死致而落葉。 

 
圖11.管理不善樹勢衰弱，減低果樹經濟生產年限。 

 

圖12.合理化施肥管理，甜柿果實成熟著色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