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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修對枇杷開花之影響
邱禮弘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
摘

要

本研究分別於民國84年5月8日（處理A）、5月25日（處理B），6月9日（處理C）及6
月27日（處理D）等四個時期進行去頂留二側芽之修剪方式，並以一般傳統修剪管理（處
理E）為對照、試驗結果顯示，其開花率分別為89.9%、95.6%、97.5%、87.2%及81.6%；
但因A、B、C、D四處理留二芽為假性果痕枝，因而造成其開花比值增高，依序為1.435、
1.778、1.775與1.596，而E處理則仍為0.816。因此由試驗得知5～6月之去頂修剪處理，能
提高強壯生育枝之開花率，其開花比值約為一般管理的二倍，可有效提高產量。
關鍵字：枇杷、修剪、開花。

前

言

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英名loquat，為薔薇科（Rosaceae）枇杷屬（Eriobotrya
Lindl.）的常綠性喬木，原產於中國大陸華南地區，主要分佈於東亞南部溫帶至亞熱地區 (8)。
本省俗稱枇杷為“果子頭”，意指枇杷為當年果樹中最早採收上市者，因同時期缺乏競爭之
果品，故售價頗高，屬於高經濟果樹之一 (9) 。由於其開花率的多寡，直接關係到產量，因此
枇杷當年開花狀況對農家的收入影響頗鉅。由於氮肥與水分極易左右其開花率 (6) ；因此一些
重要產區如鹿野、新社鄉、太平鄉等，若其土壤肥沃、保水力佳者，但施肥管理不當，則容
易造成生育枝徒長，不易形成結果枝，因而開花率低。如果6～9月之花芽分化時期過上雨期，
其開花情形更不理想，因此如何穩定開花率實為當務之急。
依蘇等（1990）研究，土壤施用過多之氮肥會顯著降低枇杷開花率 (14)，而施（1994）也
強調水分生理對枇杷生育之重要性 (5) 。雖然6～9月利用葉面噴施磷酸一鉀可適度抑制枇杷枝
梢徒長，但其效果仍不穩定；而邱（1994）利用夜間燈照雖可有效提高開花率達100% (7)，但
此技術尚待進一步開發且其經濟效益仍待評估。
由於修剪不僅影響光照在樹冠內的分佈情形，也影響一般果樹的花芽分化 (17,18)，如能加
強一般修剪管理技術，使其達到自然提高開花率的效果，是最為經濟的作法；如Greene及Autio
（1994）在蘋果芽體上方利用刻傷可有效誘發側枝 (16)，省去植物生長調節劑的施用，或荔枝
之花穗修剪促進著果 (4) ，都是極佳的生產技術改進方法，而且往往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果。目
前利用修剪來達到產期調節或促進開花為目的之運用實例相當多，如番荔枝、荔枝、葡萄、
印度棗、番石榴、蓮霧等等 (1,2,3,10,11,12,13,15)。
而台東場分別連續於民國81、82兩年利用去年未開花結果之充實生育枝或當年生強壯春
梢，以去頂修剪方式，造成假性果痕枝以增加結果枝數的形成，而有效提高開花率，進而穩
定產量 (6) ；因此利用這種改良的修剪打芽方式，可分散、降低徒長枝之養分、水分進而誘發
其形成結果枝，是值得進一步探討其適當的實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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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試驗材料為10年生茂木種枇杷，選取去年未開花結果之充實生育枝或當年生之強壯梢為
去頂對象。試驗處理分別於5月上旬、5月下旬、6月上旬、6月下旬等四個時期行去頂修剪作
業，並留二側梢為假性果痕枝，另以不去頂修剪之一般管理為對照，計5處理，每處理8株，
共計40株。以花芽形成始期階段為計算該生育枝進入生殖階段的時期，此時視其為可穩定開
花的結果枝。調查項目為花芽形成始期、開花率、平均果重、糖度、酸度等。

結果與討論
枇杷對於氮肥和水分相當敏感，特別是6月～9月正值停梢花芽分化時期，若土壤中氮肥
含量過高或雨期過長，會造成營養生長旺盛而影響花芽分化，使開花率偏低而減少收成 (6) 。
因此本研究是對於採收後施肥不當或生長勢過於旺盛的果園，利用其強壯之生育枝以去頂留
二芽法，分散其養分，造成假性果痕枝，而於當年順利形成結果枝；因此利用於採收後之修
剪管理作業，將強壯之生育枝（此時已有側梢萌生），以去頂修剪方式，並留下開張角度最
佳之二側芽（梢），使其日後發育為分叉式的生育枝，而有助於形成結果枝。
經本年度試驗結果顯示，5月上旬、5月下旬、6月上旬及6月下旬之去頂修剪與對照組，
其開花率分別為89.9%、95.6%、97.5%、87.2%與81.6%，雖然處理組之平均開花率僅高於對
照組約11%，但因A、B、C、D四處理留二側芽，因而造成其開花比值增高，依序為1.435、
1.778、1.775與1.596，而E處理則仍為0.816。因此由試驗得知5～6月之去頂修剪處理，能提
高強壯生育枝之開花率，其開花比值約為一般管理的二倍，可有效提高枇杷總開花率，而各
處理組間之平均果重、糖度、酸度等枇杷果實品質特性，並不因去頂修剪留二側梢而使果品
明顯下降（表1）。
表 1. 不同時期修剪對茂木枇杷開花與品質之影響
Table 1. Effect of pruning time on improving flowering and quality in loquat cv. “Mogi”
Weight(g) 2
Flowering
Acidity % 3
°Brix 3
R.V. 1
(%)
(±s.d.)
(±s.d.)
(±s.d.)
1995/05/08
89.9
1.435
28.3±2.1
11.2±0.6
0.735±0.216
1995/05/25
95.6
1.778
27.8±1.8
11.7±0.8
0.674±0.307
1995/06/09
97.5
1.775
29.1±2.4
11.9±0.3
0.618±0.387
1995/06/27
87.2
1.596
28.7±1.9
12.1±0.9
0.701±0.186
Control
81.6
0.816
29.2±2.6
11.3±0.8
0.783±0.263
The relative value of flowering,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top-off pruning branches.
One hundred matured fruits sampled per treatment.
Thirty matured fruits sampled per treatment.
Date of sampling: mid-Mar. 1995.
Imvestigating at Panchieu Branch Station, Taitung Distr. Agr. Impr. Stn.

Pruning dates

1
2
3
4
5

由於本年度之試驗在台東場斑鳩分場枇杷園進行，其土壤為礫質壤土，排水性良好。一
般果園若無適當灌溉，其土壤較乾燥，生育枝徒長現象較少，而枇杷園之開花率明顯提高；
所以強壯生育枝仍有8成左右之開花率（表1）。若是果園土壤肥沃且土層深厚，保水力佳者，
如鹿野枇杷專業區；或於6～9月易因雨期過長導致生長枝過於徒長而不利花芽分化之地區，
如太麻里；則枇杷園開花率明顯受影響。因此，下年度之試驗處理，應加強易徒長之枇杷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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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頂修剪試驗，使土壤肥沃之產區能有較高之開花率，除可保障產量外，並能因其良好的
土壤環境，使品質也能相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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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uning Time on Improving
Flowering of Loquat
Li-Hung Chiu
Tait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Station
Summary
Top-off pruning with two lateral buds left uncut was exercised on different dates, 8 May
(treatment A), 25 May (treatment B), 9 June (treament C), 27 June (treatment D) in 1995, to
compare its effect on the flowering ofloquat. Conventional pruning (treatment E) was adopted as a
control.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flowering rates for treatments A, B, C, D, and E, were 89.9%,
95.6%, 97.5%, 87.2%, and 81.6%, respectively. Since two lateral buds were left uncut in ｔ
tresatments A, B, C, and D, the relative values of flowering for those treaments were 1.435, 1.778,
1.775, and 1.596,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higher than for treatment E, which was 0.86.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top-off pruning during May and June results in an increase in flowering rates of
vigorously developmental branches and the relative values of flowering of the treated loquat
plants can be promoted to be double thosee from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Accordingly, the
yield of treated plants would be expected to be increase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loquat, pruning, flowe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