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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長調節劑在枇杷栽培上之應用 

林嘉興 張林仁 林信山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摘  要 

枇杷為常綠喬木性果樹，原生種分佈於東亞溫帶南部及亞熱帶。台灣氣候溫暖，適合枇

杷生長，目前之矮化整枝栽培方式導致枝條生長旺盛，並誘發不定芽及腋芽的生長，果農須

以人力摘除，耗費勞力且無法較大規模經營。在腋芽生長期噴施Embark-2S或MH-30兩種生長

調節劑，其效果隨濃度提高和施藥次數增加而顯著提高。 
夏季高溫多濕期間枝條生育旺盛，不利花芽之形成，噴施paclobutrazol或NAA可抑制枝

條生長，提高早期花芽形成率。唯在高溫期施藥容易引起藥害，應繼續試驗尋求其他藥劑或

施藥方式，以提高花芽形成率並提早花期。 
枇杷花穗生長後噴施gibberellin 250ppm或於盛花時施以NAA 20ppm可產生無籽枇杷，處

理gibberellin可同時增長花穗及增加著果率。無籽果實呈長型，果粒較小，較有籽果實提早4
～5星期成熟。 

前  言 

枇杷屬（Eriobotrya Lindl.）為常綠小喬木或喬木，原生種約有20種，分佈於東亞溫帶南

部至亞熱帶，特性較明顯的品種有11種，其中原生於我國東南至西南地區者約有10種 (6)。本

省早年栽培的在來種枇杷，是由大陸引進，經實生繁殖而成 (5,6)，多栽培於中北部淺山地區，

由於果粒小，果肉薄、酸度高等不良特性，目前栽培種均已改為“茂木”及“田中”兩品種。

上述二品種為從與中國華南系統相同之日本原生種枇杷（Ey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ndl.）品系 (2,5,6,9)，經實生變異選種而成，在光復前自日本引進，由於具有果粒大、果汁多、

酸度低等適合國人口味之條件，生產季節又正值各種水果短缺的時間，使其價格較其他水果

為高，遂發展成為本省經濟果樹之一。 
枇杷為多年生常綠果樹，每年必需維持適當的營養生長，才能有足夠的葉片合成養分供

生殖生長之需。目前栽培採用矮化整枝方式，結果期無法留大量的生育枝當翌年的結果枝，

而以果實採收後在果穗基部萌發之側枝培養成果痕枝做為結果枝 (1,2)。側枝自5月開始生長到7
～8月間開始花芽分化，只有3個月左右。果農為使果痕枝在花芽分化期之前達到適當的葉數，

經常施用大量肥料以促進枝條生長，但無機養分過量的供給，使新梢生長過量而錯失花芽分

化時機，導致花穗率低。橫田 (22)指出，在果樹生長期應用植物生長調節劑抑制新梢生長，可

促進花芽形成及提高著果率，在本省已經廣泛被果農應用於葡萄、蓮霧等果樹，而國內外文

獻極少有應用在枇杷栽培上的報告，今後尚待繼續研究探討。 
台灣枇杷栽培為便於田間管理及避免颱風的災害，採用矮化整枝方式，致使側芽生長旺

盛，枝葉繁茂而分散養分，影響果實發育及結果枝的培養。果農每年必需以人工除芽4次以上，

在農村人力日漸老化且工資高昂的條件下，造成枇杷栽培上的困難，但若讓枇杷腋芽放任生

長對新梢之花芽分化及果實生長影響甚大 (5,9,14,16,24,25)。莊等 (8)利用Alar，Embark-2S，Eth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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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30及Tamex等5種植物生長調節劑處理，其中以Embark-2S及MH-30兩種可有效地抑制腋

芽生長，如能適當的推廣應用可減少田間作業勞力並節省管理成本。 

內  容 

一、植物生長調節劑對枇杷腋芽生長之影響 
台灣枇杷栽培受到整枝型式及氣候環境因素的影響，腋芽生長旺盛而分散養分，不利花

芽形成及果實生長。果農必須每月以人工摘除腋芽，在勞力日趨缺乏的農村，將造成枇杷栽

培上的困難。利用化學藥劑控制腋芽生長，可以達到節制勞力的目的。 

(一)MH-30及Embark-2S處理對抑制腋芽生長的效果 
枇杷花芽形成後，為避免腋芽生長而影響結果及果實的生長，許等 (3)在10月間以MH-30 

5640ppm及Embark-2S 2400ppm分別噴施枇杷全株，結果顯示MH-30處理4個月後（130天）仍

可達到99.2%腋芽抑制效果，而Embark-2S處理為41.1%（圖1）。自130天以後二處理之藥效

逐漸解除，尤其在164天以後腋芽急驟生長，藥劑處理後191天時二種藥劑處理與對照株之芽

數相等。（圖2） 
枇杷葉片內之可溶性糖類隨不同生長期之生理變化而有所改變 (8)，3月間腋芽及生育枝開

始旺盛生長，葉片可溶性糖類含量隨著下降，在6月下旬時其含量最低，7月以後部份枝條生

長停止，葉片糖類含量回昇。經MH-30處理後，腋芽生長受到抑制，糖類下降的趨勢比對照

組緩和（圖3），顯示MH-30處理可能阻止葉片內可溶性糖類之轉化而抑制腋芽生長。 

 

圖 1. MH-30及 Embark-2S處理對枇杷腋芽生長之抑制效果(3) 

Fig. 1. Effects of MH-30 and Embark-2S on lateral bud growth of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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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H-30及 Embark-2S處理對枇杷新生腋芽數目之影響(3) 

Fig. 2. Effects of MH-30 and Embark-2S on alteral bud number of loquat. 

 

圖 3. MH-30 處理枇杷葉內可溶性糖類的消長（林金和等，1980，未發表） 

Fig. 3. Effects of MH-30 on leaf soluble carbohydrate of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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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等 (8)探討MH-30對不同季節腋液之控制效果，分別於11月～3月及3月～7月處理

MH-30，結果顯示，雖然夏季腋芽之生長比冬季迅速，MH-30處理株均有相同的抑制趨勢，

並且該劑對抑制腋芽生長不受季節之影響，其抑制效果隨著時間之延長而逐漸消失，增加施

藥次數可延長藥劑抑制效果（圖4、5）。因此，在栽培管理上可隨著腋芽生長情形而調整施

藥時期以求達到控制腋芽生長的效果。 
枇杷經MH-30處理後雖可以有效抑制腋芽生長，其抑制機制尚未明瞭，但於開花結果期

噴施植株會有促進落果趨勢 (3,8)。且新生腋芽噴施藥劑後葉片會捲曲、變小，莊等 (8)觀察解剖

形態發現莖頂分生組織之形態與對照無可辨認之差異，其表皮細胞與髓細胞之大小僅細胞縱

向變小及表層組織內有細胞間隙，上下表皮組織及海綿組織之細胞大小及總厚度未受影響，

只是促進柵狀組織之厚度減小使葉片之總厚度變密。 

(二)Alar處理對抑制腋芽生長的效果 

Alar具有抗GA合作的作用而抑制次級頂端分生組織之活性 (4)，而使植株矮化或抑制枝條

的伸長，本省已經應用在梨及葡萄等果樹上，抑制效應隨施藥次數或濃度增加而增強。莊等
(8)之試驗顯示Alar處理對抑制枇杷腋芽生長效果不穩定，以Alar 2833或5677ppm處理一次時可

顯示抑制腋芽生長的效果，但兩種濃度重複第二次施藥時，反而會有促進側芽生長的作用。

（圖6）。由此試驗可以看出枇杷噴施Alar無法得到穩定的抑制腋芽生長效果。 

 

圖 4. MH-30 不同濃度處理 3次對枇杷腋芽生長之抑制效果(8) 

Fig. 4. The effect of three applications of MH-30 on lateral bud growth of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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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MH-30 不同濃度及不同處理次數對枇杷腋芽生長之抑制效果(3) 

Fig. 5. The effect of MH-30 on lateral bud growth of loquat. 

 

圖 6. Alar 不同濃度處理 2次對枇杷腋芽生長之抑制效果(8) 

Fig. 6. The effect of two applications of Alar on lateral bud growth of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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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threl處理對抑制腋芽生長的效果 
Ethrel為縱向生長的抑制物理，與auxin有互相調節的作用，噴施Ethrel會阻礙auxin極性

移動而抑制生長 (21)。據橫田 (22)指出，蘋果噴施Ethrel可縮短節間達到矮化的效果，並且應用

於日本梨，結果中期噴施梨樹可抑制徒長枝的生長及促進果實的成熟。枇杷應用Ethrel處理對

抑制腋芽生長效果不穩定，據莊等在1978年以Ethrel 90ppm，120ppm及240ppm等三種濃度處

理結果，噴施一次時以240ppm之效果最佳，其餘各濃度之效果不顯著，而噴施二次株者240ppm
處理反而有促進腋芽生長的作用（圖7） (8)。外加Ethrel之量對刺制腋芽生長似無直接關係，

或該試驗之濃度未達到調節腋芽生長之效果。 

 

圖 7. Ethrel不同濃度處理 2 次對枇杷腋芽生長之抑制效果(8) 

Fig. 7. The effect of two applications of Ethrel on lateral bud growth of loquat. 

(四)Tamex處理對抑制腋芽生長的效果 
Tamex為一種新興的植物生長調節劑，目前已經應用於菸草之抑制腋芽生長，在枇杷應

用上尚缺乏完整的報告。莊等 (8)在1978年11月以Tamex 1800ppm，3600ppm及7200ppm噴施於

十年生之枇杷樹，結果Tamex處理後不能抑制枇杷腋芽，反而有促進生長的作用，處理濃度

愈高，促進腋芽生長的效果愈顯著。（圖8） 

(五)NAA處理對抑制腋芽生長的效果 
蘇（未發表）在新梢生長旺盛期（6月下旬）噴施NAA 50ppm可抑制側芽的形成，但生

長勢強之新梢經拉枝後以相同濃度之NAA處理對抑制側芽之功效喪失。若與人工疏芽工作配

合可節省三分之一的勞力及成本，並可減少樹體養分不必要的消耗，對果園經營效益頗大。 

二、噴施植物生長調節劑抑制枇杷新梢生長促進花芽形成 
台位於亞熱帶及副熱帶，枇杷之生長異於溫帶地區，枝條抽梢次數多，植株生長過於旺

盛，只要施用少量的氮肥就可抽梢，為了節省樹體養分，應該控制氮肥施用量以減少抽梢次

數。但本省枇杷採用矮化樹型的整枝型式，生育枝留數少，大部份利用果穗基部萌發之側芽，

留一枝新梢培養成果痕枝誘導花芽形成 (2,11,13,15,16,23,26)，施肥量低時抽梢次數少，結果期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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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Tamex不同濃度處理 2 次對枇杷腋芽生長之抑制效果(8) 

Fig. 8. The effect of two applications of Tamex on lateral bud growth of loquat. 

 

無法達到適當的葉果比，果實發育不良，品質低 (2,12,13,14,17,23,26)。故於果實採收後果農必須施

用多次的氮肥，使果痕枝在7月至9月間達到所需的葉數。但無機養分過量的供給使新梢生育

過於旺盛，導致花芽分化不良，抽穗率低 (5,10)。因此，如何控制營養梢並引導進入生殖生長，

誠為枇杷栽培與研究之主要課題。應用植物生長調節劑抑制新梢的生長，促進花芽形成，已

經廣泛被果農應用於葡萄、蓮霧等果樹。為探討在枇杷栽培上應用生長調節劑的可行性，筆

者在1986年7月選擇生育強盛植株以paclobutrazol 1000ppm，500ppm及NAA 25ppm等藥劑處

理，結果在施藥後1個月（8月上旬）新梢抑制效果尚不顯著，再以相同藥劑重複施藥一次，

到8月中旬以後已有部份新梢外觀形成花芽，但在8月下旬以後paclobutrazol高濃度處理株提早

花芽形成之花穗發生藥害，尤其生育弱株之花穗變成黃褐色而萎縮更為嚴重，新梢花穗數反

而較無處理株少（圖9、表1）。故應用生長調節劑抑制新梢生長促進花芽形成的藥劑及方法

尚待繼續試驗。 

表 1. 不同藥劑處理對枇杷果實品質之影響 

Table 1. Effects of chemicals on fruit qaulity of loquat. 

Treatments 
Fruit wt. 

(g) 
Seed 

number 
Sugar 
Brix % 

Acidity 
(%) 

Control 27.78 1.75 14.10 0.43 
Paclobutrazol 1000ppm 37.12 1.88 15.40 0.52 
Paclobutrazol 500ppm 30.92 1.56 13.90 0.60 
NAA 25ppm 27.44 1.50 14.35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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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不同生長抑制劑處理對花芽形成的效果 

Fig. 9. Effect of chemicals on flower bud formation of loquat. 

 

三、促進花芽生長及誘導單為結果之生長調節劑 

新梢經化學藥劑抑制生長後，花芽抽穗期較無處理株緩慢，為提早花穗生長，蘇（未發

表）在花芽形成後（9月上旬）以2-氯乙醇（ethylene chlorohydrin），gibberellin及Ethrel等藥

劑處理枝梢生長點，2-氯乙醇處理可使花芽提早10～16天抽生花穗，但成熟期與對照組無顯

著差異，但2-氯乙醇濃度在1%以上會產生藥害，gibberellin及Ethrel各種濃度處理無任何效果。 
枇杷果實生長期種子之內生荷爾蒙，據村上（1981）研究，枇杷種子之gibberellins之活

性在未熟種子中以GA3、GA4、GA9等活性較高，成熟種子中大都以GA3之活性高（見湯田等
(19)）。湯田等測定枇杷未熟種子中主要之gibberellins與村上測得相同 (19)，並推測枇杷未熟種

子中既知及新gibberellins之代謝路徑如圖10，而新的gibberellins被確認為GA35、dehydro GA35

及GA50，存在於未熟種子中 (20)。野中（1986）指出枇杷幼果未熟種子及果肉有自生GA物質

等荷爾蒙存在；松井（1986）認為誘變單為結果為內生GA32，只要極低濃度即有顯著的效果

（均見酒田等 (19)）。范 (7)則認為枇杷在花苞期使用NAA 10ppm即有良好疏花效果，而在謝花

期使用NAA 20ppm效果固定。湯田等 (19,20)誘導枇杷無子果與果實肥大，以GA3之效果最佳。

Goubran及El-Zeftawi(27)在花穗抽出後噴射GA 250ppm（圖11）或於盛花期處理NAA 20ppm（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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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可使枇杷發生無籽果，若以低濃度藥劑處理使種子數減半，GA處理可促進花穗增長50%
及提高著果率，並且使無籽果提早4～5星期成熟。但無籽枇杷之果粒小，據Goubran及

El-Zeftawi推測果粒變小之原因，可能是枇杷成熟前果實生長量急速增加，而無子化之果實在

未進入生長後期之之期已經成熟，其確實原因待進一步之研究。 

 

圖 10. 枇杷果實中已知及新 gibberellins之推測代謝路徑(20) 

Fig. 10. The proposed pathway of known and new gibberellins in loguat fruit. 

表 2. 藥劑處理對枇杷果實大小及果肉比例之影響(27) 

Table 2. Effects of chemical treatment other than GA on fruit size an flesh content of 

loquats. Treatments with 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 0.05 

Treatment (ppm) Fruit size (q) Flesh content (%) 

Control 0 8.8a 68.3b 

NAA 10 9.8a 69.0b 

NAA 20 2.9d 100.0a 

Ethephon 500 7.5b 65.9b 

Carbaryl 800 5.6c 55.8c 

四、促進果實肥大與成熟 

應用生長調節劑促進果實肥大，據湯田等 (18)試驗，在果實生長初期處理GA有使胚發育

退化情形，果實生育中期以後使用GA 1000ppm處理會使果實發育不良，若將濃度提高到

10000ppm並混合cytokinin（BA）及auxin（NAA）等藥劑可以有效的改善果粒重。湯田等 (18)

在枇杷果實生育期中期以新發現的植物生長調節劑Brassinolide 2ppm處理或添加gibberellin，

cytokinin及auxin等混合液處理，結果對提高果實之縱徑及粒重效果甚為顯著，並可增加大果

之收量，但尚未在田間推廣應用。據濱口及岸野試驗，果實生育之日液溫度以20／10℃對果

實初期發育最佳，但後期停止生長期提早；日夜溫度15／5℃之處理區者果實初期發育較差，

生長後期則可持續生長，使成熟之果粒重差異小 (24,25)。因此，處理生長調節劑以外，必需配

合適當的生育溫度及田間管理作業才能達到促進枇杷果實肥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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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枇杷花穗抽出後噴施 GA 之效果(27) 

Fig. 11. Effects of GA application after the emergence of flower buds on lo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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枇杷果實發育初期種子重量急速增加，至生育後期種子生長停止果肉中之澱粉及蘋果酸

急速下降，果實開始著色而成熟，外觀上可看出成熟現象時，可溶性糖類隨成熟度而增加。

據Hiral(28,29)稱，糖類的蓄積大部份來自果實以外組織移行而來，此期間樹體之代謝及果肉中

乙烯隨著增加，為影響果實品質最主要之時期。中井 (11)在枇杷著色前將果實套入塑膠袋中加

入乙烯，結果乙烯處理果糖急速增加，酸度也相對快速下降，而促進果實提早約10～11日成

熟。蘇（未發表）在幼果期以GA，NAA及Ethrel等藥劑處理，只使果形稍微加長，無法增加

果重，但GA 20～50ppm處理後之果實可提早7～10天採收。據推測可能栽培於缺水之坡地枇

杷，水分管理問題較外施生長調節劑促進果實肥大效果更為重要。 

結  論 

台灣栽培枇杷受到整枝型式限制，生育枝留數少，大部份採用當年結果枝基部培養成之

果痕枝誘導開花結果。果痕枝生長期腋芽生長旺盛，結果期間常因大量抽生腋芽而與果實競

爭養分，影響果實生長及品質，果農須利用人工摘除腋芽，耗時費工。為減少摘除腋芽的勞

力，在腋芽形成期噴施MH-30及Embark-2S可以有效地抑制腋芽的生長，MH-30並可改變葉片

可溶性糖類含量之消長，減少3～6月間糖類之下降，而促進花芽的形成。而Alar及Ethrel對控

制腋芽的效果不穩定，Tamex噴施後不但無法控制腋芽生長，反而有促進的作用。 
栽培於亞熱帶地區的枇杷生長異於溫帶，植株生長旺盛枝條抽梢次數多，在春夏只要施

用少量的氮肥就可以抽梢，經常因而錯失花芽形成的時機而影響結果。春夏季新梢生育盛期，

噴施paclobutrazol及NAA 可抑制新梢生長促進花芽提早形成，但在夏季高溫期容易引起藥

害，田間實用性尚待繼續試驗探討。 
枇杷抽穗後噴施GA 250ppm或於盛花期以NAA 20ppm處理，可誘導果實單為結果並提早

4～5星期成熟。GA處理並能增長在花穗長度及著果率，但單為結果之果粒少，產量低，若能

善加應用，可調節枇杷產期及果實生產多樣化而提高產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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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劉清淳問： 
用GA處理時，著果率情形如何？ 

林嘉興答： 
處理GA使枇杷無子化，在台灣沒有實驗過，文獻上也沒有提及著果率，只提到GA使果

穗增長的效果，及提早成熟4～5星期，並可使花穗長度增加50%，今年的試驗現在尚未調查。 
林宗賢問： 

1.MH-30在台灣是否禁止使用？ 
2.處理NAA後，無子之原因是否根本均受精，或者是受精以後胚珠因NAA處理而抑制其

繼續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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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興答： 
1.MH-30的處理效果良好，但現在已經禁止使用，以後可能要找其他藥劑來代替。 
2.推測NAA處理以後，可能會阻礙花粉管到達珠孔數減少，或陽礙胚珠繼續發育，形成

無籽果，與文獻記載有不同的差異，尚持下年度形態切片觀察。 
盧永露問： 

這些無子果是否是真正盛開花期噴藥後留下來的？同一花穗的各小花之開花期不盡相

同，有無可能是別的時期，或是其他因素而留下來的？ 
林嘉興答： 

一般有花穗時處理，大部份皆會結果。枇杷開花期很長，你噴下去，早花在7月那一段

時間，抑制下來還是會噴到，但在花穗還會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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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ON CULTIVATION OF LOQUAT 

Jia-Hsing Lin, Lin-Ren Chang, and Hsin-Shan Lin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Station 

ABSTRACT 

Loquat is an everygreen fruit tree, originated from Eastern Asia around temperate and 

subtropical area. Taiwan is very suitable for loquat growing, the current cultural and pruning 

methods often resulted in outgrowth of the branches and the occurrence of many axillary buds. It 

is a labor consuming practices for farmers to remove those buds. 

The application of Embark-2S and MH-30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axillary buds effectively. 

The effect is increase as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chemicals and application times. 

D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 weather in the summer, the branches grow so 

vigorous that unfavor for flower bud formation. Application of paclobutrazol and NAA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branches and increase the rate of flower bud formation, but the chemical damage 

happened easily during warm weather. Further trial on another kind of chemicals is needed. 

After the elongations of flower cluster, spraying gibberellin 250ppm or spraying NAA 

20ppm during full bloom stage can induce seedless loquat. Gibberellin application can also 

increase the length of flower cluster and the rate of fruit setting. Seedless fruit is longer in shape, 

smaller in size and mature 4−5 weeks earlier than seeded fru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