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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芒果是近年來積極推動外銷的果品之一，年產值超過 17,000仟美元以上。芒

果產業的發展歸功於‘愛文’等改良種芒果的引進，與當時為了改善山地農村經濟而推

動「芒果生產專區」等政策輔導有關，促使芒果產業發展，生產面積劇增而超過 15,000

公頃，成為單一果樹種類面積最大者。然而，芒果產期相當集中，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於是開發了一些產期調節技術以延長供貨期。現今臺灣芒果產期調節技術大致上可分為

利用地理環境的差異、品種、栽培技術等三種方法，地理環境是利用種植地區南北地域

性或利用不同海拔高度的氣候差異性，品種則有早、晚生的區別，栽培技術則是利用環

剝、摘花、水分控制、設施栽培、藥劑處理等方法，藉由此三種方法的互相配合，臺灣

芒果的產期可由 3月直到 11月。然而，基於芒果本身的生理特性與臺灣地域性的狹小

等限制，若欲達到全年穩定生產的目標有其相對的難度，其間仍有待試驗研究及其商榷

的必要性。

 

關鍵字：芒果、芒果產業、產期調節、植物生長調節劑

前 言

芒果原產於印度，據文獻記載在荷蘭據臺期間自東南亞引進臺灣 (15)，包含肉檨、

香檨、柴檨等多種相近品系，由於形態與生育特性相近，故統稱為「土檨仔」(本地種 )，

當時大多是小面積栽培，少有產業規模，總生產面積不到 1,000公頃，直到 1954-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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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農復會派員至美國佛羅里達州帶回了‘愛文’等芒果品種 (改良種 )，經由試種、

馴化後，在臺南地區成功推廣了‘愛文’、‘海頓’、‘凱特’、‘聖心’等芒果品種

的種植，生產面積大增而漸漸形成產業。因此，芒果產業發展首先應歸功於品種的多樣

化，早期臺灣種植土芒果及相關東南亞品系的芒果，產期較早且集中，僅在 4-6月間生

產，自成功引進栽種這些改良種芒果後，生產由 5-8月的‘愛文’芒果，直到 8-9月的

晚生種‘凱特’，延續了當時整個芒果產業的產期；其次與當時為了改善山地農村經濟

而推動「芒果生產專區」等政策的輔導有關，因當時芒果經濟效益相對高於其它作物，

又適合山坡地貧瘠土壤，誘使大批農民改種。故自 1974年生產面積開始一路攀升，到

達 10,000公頃。但隨著產業急遽發展發生了「芒果開花不結果」的事件 (11)，卻也形成

重要轉機，例如：此時期造就了屏東地區芒果產業發展，改變了整個芒果產業結構；學

術界對芒果產業更加重視，加強了對其開花生理之研究，建立其花期調節的理論基礎；

芒果品種選育工作進展快速，眾多本土芒果品種如‘台農1號’、‘金煌’、‘玉文’、‘金

興’等育出，豐富了芒果產業的多樣化。最後在找到「芒果開花不結果」的原因，解決

了單位面積產量不彰的問題，終使產業蓬勃發展，在 1992年生產面積突破 20,000公頃。

如今芒果生產面積雖逐年降至 15,465公頃 (1)，總年產值初估達 17,000仟美元以上，仍

是臺灣單一果樹產業第一的地位。

產期調節

芒果產期調節的方法不外乎有三種：利用地理環境的差異、品種及栽培技術。臺灣

芒果產區依南北地理環境的差異，屏東地區盛產主要在 5月，臺南地區產期則集中於 7

月，又可利用不同海拔高度等氣候差異性，配合不同芒果品種，如 9月生產的晚生種‘凱

特’等，產期已不同於 50年前僅能 4-6月間生產了。最後是芒果產調的栽培技術導入，

一如臺灣芒果品種的發展與地域性的關係，較南部的屏東地區以提早產期為主，如環剝

配合藥劑處理技術；相對的，較北部的臺南地區則以延後產期，如摘花處理等，產期往

前、往後延伸，由 3-11月皆有芒果可供應市場。現今芒果產期調節試驗研究及其運用

的情形如下：

一、環剝 (girdling)

 　　環剝作用在阻斷韌皮部養分與相關物質的運送，而改變碳水化合物與荷爾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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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或分佈情形。在果樹上主要應用於矮化、控制樹勢、抑制營養生長、促進開花

等 (13, 20)。環剝對於芒果生理影響層面包括抽梢、開花等期間組織器官的發育、營養

物質分配與光合作用效率的改變等 (13)，至於田間實際運用上，環剝處理確可有效

提早枝梢成熟與促進花芽分化的情形 (14, 20)，但環剝處理易造成樹勢衰弱，尤其以

長期環剝為甚，而且不同時間、地區所處理效果並不一致，尚需其它栽培措施的配

合。

二、摘花處理

 　　芒果部分品種例如‘愛文’、‘凱特’、‘聖心’等之花穗摘除後，其側芽具

有發育為花芽而開花的能力 (2, 9, 12, 16)，此一技術用於延後產期，但需季節、氣候與

植株生理條件的配合，例如高海拔地區種植的晚生種‘凱特’進行摘花處理，可成

功延後產期到 11月，但有隔年結果之疑慮及遭受天然災害之風險。

三、水分控制

 　　適度的乾旱可抑制營養生長而可促進芒果花芽分化，因此土壤水分含量可影響

開花頻率、開花量、結果量與品質等 (7)。研究顯示，部份芒果品種乾旱處理可有效

控制過度的營養生長，促進花芽分化而提早花期或增加開花率 (26)，但臺灣屬於季

風氣候區，雨季從 4-5月的梅雨季開始至 9月，其它季節都有陣雨發生的可能，因

此露天下栽種的芒果，利用水分控制花期的難度甚高，必須配合防雨設施進行水分

控制才能有效控制芒果開花 (7)。

四、設施栽培

 　　臺灣早年曾發生芒果開花不結果的事件，為解決此問題，曾設計試驗研究以簡

易溫網室進行花期保護，結果發現不僅有提昇開花與結果率外，亦有提早產期的效

果 (8)。如今設施芒果的發展以日本為宗，利用設施的環控效果可達到提早或延後產

期效果。雖然臺灣地區利用設施加上慎選品種種植，亦可能達到周年生產的目標

(3)，但設施運用於地屬熱帶的南臺灣，高溫問題對花期調控產生的影響，在技術上

仍有待解決。然而利用設施內的高溫加速果實生長發育而提早產期功能，若在成本

效益許可下，亦是可列入考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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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藥劑處理

　　(一 )硝酸鉀 (KNO3)

　　在熱帶地區利用硝酸鉀可誘導芒果花芽分化 (23)，但在熱帶高海拔或亞熱

帶地區生長的部份芒果品種，噴施硝酸鉀的結果很可能會導致大量營養梢的

萌發，而得到反效果 (18)，這是因為硝酸鉀是屬高含氮物質，處理不當容易誘

發枝梢萌發生長。早期國內曾進行硝酸鉀促進芒果開花試驗，但效果並不是

很顯著 (2, 16)。

　　(二 )高磷鉀鹽類

　　對於高磷鉀鹽類對芒果開花是否具有調節能力，目前較少有這一方面的

文獻記載，不過在臺灣業界一直相信施用高磷鉀鹽類具有控制開花的能力，

也有一些相關試驗研究 (4, 17)。其理論基礎在於磷是細胞核主要成分，有促進

細胞分裂與分化的功能，於是磷肥與促進生殖生長畫上等號，故認為其可以

控制營養生長而轉化為花芽。但經多年的試驗結果，高磷鉀鹽類對芒果枝梢

成熟與調節花期的效果每年的差異性相當大，對提早花期與增加開花量效果

有限。

　　(三 )乙烯 (ethylene)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乙烯可促進熱帶較低緯度地區的芒果開花 (19, 23)，其

可能的作用機制在於抑制新梢的生長，間接抑制生長荷爾蒙類與碳水化合物

的生合成與運移，而促進花芽分化。在國內主要是以益收 (ethephon)藥劑進

行處理，但其反應效果不一 (2, 5, 16)，而處理不當時尚有心芽萎縮、落葉與植株

老化等不良影響。前項述及運用硝酸鉀對於芒果催花的效用，其機制可能是

間接誘導植體內生乙烯生合成所導致的結果 (23)。另外，利用益收催熟提早果

實採收 (5)，因此除了調控花期外，縮短果實生育期亦可視為調控芒果產期的

另一種模式。

　　(四 )生長抑制劑 (plant growth retardants)

　　在所有處理方法中，藥劑處理在芒果花期調節的效果是最為顯著的，也

是國內外最普遍使用的方法 (14, 15, 21, 22, 25)。生長抑制劑的種類相當繁多，其中

以 GAs類的抑制物質 PP333 (S-7)最為有效，利用土壤灌注或葉面噴施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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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效果，然而其在土壤與植體間的殘留與對人體危害是必須審慎考慮的

(24)。

　　整體而言，欲進行芒果的產期調節應了解其開花生理。芒果開花機制有

一系列的假說及其理論基礎 (18)，各種影響開花的因子似乎必須共同存在，彼

此間似乎有加成的效果，卻又似乎各自獨立，其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因此，

同一處理在不同時空背景下進行花期調控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無論多重因子

或單一處理，這也是造成芒果開花生理難以理解的地方。總結芒果花芽分化

的條件，二項最普遍被接受的要件是開花前期應具備：枝梢成熟 (aging)與感

受低溫。溫度需求是相當重要，尤其是臺灣芒果生產地區是接近亞熱帶，在

枝梢的休眠期間遭遇乾旱、感受低於 15℃以下氣溫，對花芽分化是有相當幫

助 (27)，這種需求則是對於臺灣臺南地區以北的芒果產區有利。但相對位於熱

帶或比較高溫、高濕的地區，這種環境氣候條件「低溫」通常是不存在的，

因此枝梢成熟度成為開花誘導主要因子，這成為屏東地區調控芒果開花的首

要條件。然而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二者總是相對立的，其間的動態平衡如何

調控，成了誘導芒果開花的關鍵。

產業調適

臺灣由於農村人力老化，芒果生產面積逐年減少，但至今仍有 15,000公頃以上，

也逐漸形成不同區域性特色。若就早晚生品種進行調適而言，早生的品種多為小果系

列，以土芒果為大宗，自然花期可早在 11月間，產期在 3-4月，但果形較小及果肉品

質為其缺陷，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其生產面積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相對大果系列引進，

造就臺灣芒果產業的發展 (15)，其中以芒果‘愛文’的產期較早，加上近年來研發相當

多晚生品系對產期延長有所幫助，如芒果‘慢愛文’緊接‘愛文’盛產期即是一例。尚

有一些具不時花特性的品種，如‘農民黨一號’、‘卓安南’等開發與推廣可填補部份

空窗期，然該品種自然花期具有不穩定性，必須配合其它調控技術才有可能在其它產季

大量生產 (3)。另外，產調技術利用高海拔或高緯度種植芒果，目前臺南的楠西地區是摘

花最盛行的地方，該地區較北氣溫冷涼，芒果‘愛文’可延至 8-9月。高雄那瑪夏、桃

源等地區即是利用以海拔 500-700m的氣候導致芒果生育差異而延後產期，配合晚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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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凱特’、加上摘花處理延長產期到 11月，近來中部地區某些業者亦利用這種產期

優勢，開始嘗試種植芒果，但延後產期的方式有其相對的風險，結果期的颱風與開花期

的低溫、寒流等危害是必須考量的風險。

然而芒果‘愛文’仍是現今臺灣商業主力品種，深受國內外消費者的喜愛，為了滿

足市場的需求，生產者大都採取以化學藥劑配合環剝的方式進行調控，配合產區的地域

性，經過處理後雖可將產期提早至 3月或更早，但長年使用後的結果，其每年開花率表

現得相當不穩定。因此，芒果本身的「遺傳特性」與外在的「環境氣候」仍然是左右芒

果花芽分化與開花最大的因子，如何調整花期成為臺灣芒果產業發展的一大挑戰。

最後，產期調節的方法乃是在正常的栽培管理之中外加的一些操作技術，使其有別

於正常產季的反季節 (off-season)生產。一般而言，所謂正常產季是作物本身對於該地

環境條件的最大調適所得的結果，反季節則違反物性，常會與週遭環境生態產生衝擊，

近年來小黃薊馬 (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開始危害芒果即是一例，因此在作物本身、

環境與人為操作管理上必需支付額外的代價，不僅是產品品質與安全上有所疑慮，成本

效益更是一大考驗，如此的產品唯有終端高價市場才能吸收，若是為了佈局全球拓展國

際市場，利用臺灣有限空間進行產期調節，則是必須審慎考慮的。相對的，考慮「佈局

全球」，在成本考量與不危及國內農業等種種條件下，規劃異地種植 -利用南北緯地區

季節反差自然栽種再回銷臺灣或行銷全球，也是另一種產期調節的方法。

結 語

基於操作技術、人力、成本與效果等因素的考量，臺灣業者習慣利用藥物控制的方

便性來進行芒果產期調節。藥物控制不僅對作物、環境造成不良的影響，而過於濫用會

造成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的疑慮 (24)。然而，臺灣現有芒果品種的生理特性以及臺灣特

有氣候條件，仍無法達到全年生產，有鑑於現有生產條件及其利弊，除了應加強對於安

全合理的調控技術的研發之外，或許依臺灣現有的地理條件與品種特性進行規劃生產，

以果園經營合理化為基礎，生產優質安全的當令芒果果品以開拓市場，才是最佳的選擇

(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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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mango is selected among the fruits industry to be a vital importance fruit by 

government for the export plan. Thanks for introduced mango new varieties, including ‘Irwin’, 

‘Keitt’ etc., from USA and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velihood at hillside area’ 

plan by government during 1954-1973, the mango industry developed so fast that its planted 

area is up to 15,000 ha. And now, it is the biggest fruit industry and gross output value is more 

than 1,700,000 dollars. But the mango production period is concentrate almost on 2-3 months 

of a year in Taiwan. It must be regulated to match the demand of the market. There are three 

methods to forcing or regulate mango production period in Taiwan. First, we planted mango 

at different latitude area or altitude area which can slightly change their production period due 

to the climate difference. Secondly, more and more mango varieties such as early/late harvest 

varieties were bred and planted. Finally, the culture techniques, including girdling, panicle 

pruning, controlled water status, facility protection and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etc, were used 

to combine with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at different area, we can elongate the mango production 

period from March to November. However, those are not enough for the market demands. 

It should be need more research and plans to reach the goal for all-year-round production of 

mango in Taiwan.

Key words: mango, mango industry, forcing, plant growth regula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