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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業新世代，秋茂以進化創新的新農業思維，來思考研究植物絕

症治理，跳開狹隘“病理學”，更著重於“生理學”之研究，因為秋

茂意識到， 植物不再產生「植物抗體素」才是植物絕症的關鍵主因。 

而植物抗體素的產生源，正是植物命脈“根系”，如何在各種不

同的惡劣環境中，讓根系仍可建康發展，就成為秋茂最主要的研究課

題。高抗性微生物、酵素菌土、腐植酸及生物炭，都是農業新科技，

秋茂依需要，匹配特調出功能有機質肥料，更異於過去，提倡於膨瓜

初期，絕對必需再補及必要有機肥。另，亦以抗體素思維，研發以台

灣國寶牛樟芝，萃取製得外供之植物抗體，於殺菌同時外加補充。 

過去，秋茂於台灣治理柑橘黃龍病經驗，3年可達穩定控制，第

一年 40%~50%治癒率，第二年 70%~80%治癒率，第三年即可達到穩定。

秋茂安遠基地，迄今 1年 5個月時間(2017年 3月~2018年 8月)，199

顆臍橙病株，約有 156株已恢復正常，36株保持中等樹勢，仍還有 7

株體弱嚴重，治癒成功率約 78%。  

如同人體癌症理論，「癌細胞」其實一直存我們體內，只是我們

健康，抗體不斷，就不發病。植物也是一樣，所以不要只怪木蝨、土

壤、氣候，是我們的農業思維該進化，農業管理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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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黃龍病即柑橘類絕症，其惡名就不再多做贅述。綜合眾多

文獻及實場觀察，黃龍病發生之柑橘園區，常拌隨有土壤酸化，根系

褐黑化，甚至腐爛現象，土表上之植株則呈現「綜合微量元素缺乏」

之症狀。 

黃龍病目前治療方式，則是以抗生素類藥劑灌注樹幹，但只可延

緩病勢發展，卻無法根治，施藥停止，即又發病。另，新型防治方法，

則是以網室栽培之觀念，搭網將柑橘植株保護種植，但，非但沒明顯

病況改善現象，加上建設成本及損壞率之高，往往造成柑橘產業更快

速沒落。 

鑑於諸方先進，均朝向如何殺死黃龍病病源菌，及如何防堵木蝨

傳播之方向研究，卻苦於無法突破。秋茂因而逆向思考，朝向以「植

物抗體素」方向研究。即假設，其實所有植株均帶病源菌，而發病原

因是因施肥不當、土壤病菌或土壤礦物釋出量不足等因素，造成植株

根系受損，再而抗體元素無法產生，進而植株免疫力下降，使得病源

菌順勢而起。若能健全根系，使營養元素能夠平衡吸收，抗體自然健

全，無藥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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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思維該進化 

你可曾想過，柑橘黃龍病、檳榔黃化病、香蕉黃葉病、黃桃桃膠

病、獼猴桃潰瘍病、蕃茄小耳病、百香果萎凋病，這此作物絕症，真

的是“病理學”定義的病嗎？有沒有可能只是，“生理學”的生理失

衡或荷爾蒙失調呢？ 

現今農業悲歌，大家從同一專家，學得同一套農業管理，大家也

同時遇到同樣負面問題，但仍蒙敝自己，方法是對的，是不可動搖的。

葉大、葉色濃綠，就是健康嗎?甜度高就是優果嗎?專家學者說的就是

絕對嗎? 含微生物的有機肥就是最好的嗎?加了腐植酸的資材就是高

檔的嗎? 

還有更可怕的，大家管理的作物不正常久了，麻痺自己的認為那

才是對的，連正常標準的葉子該是長怎樣，都給忘了。另外，關於農

業，連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普偏存在農民、開發商、資材銷售商，

甚至專家、官員及碩博士等身上。 

我們應該學會思考，既你所學的、用的都是最好的，那為什麼還

會出現問題呢?為何還故步自封，不求創新呢?農業思維應該進化，捨

舊納新，只有更好，沒有最好，有果必有因，跳脫現有的框架，農業

才有機會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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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柑橘黃龍病 

黃龍病簡介 

黃龍病即柑橘類絕症，目前苦無較佳方式醫治，可以危

害各種柑橘樹種，此病因地區而有不同病名，中國大陸以

柑橘黃龍病發表，南非以 greening（綠化病）病名報告，台

灣稱為立枯病（ Likubin）名稱報告，菲律賓叫作黃萎病

（Leaf mottle yellows），在印度稱為柑桔梢枯病（ Citrus 

dieback），在印尼稱為柑橘葉脈韌皮部退化病（ Citrus vein 

phloem degeneration）。 

引起黃龍病之病源係不能培養的特殊細菌（fastidious bacteria 

= GFB），存於篩管，在病株中成為系統性，近年來亦暫時被命名為 

Libaerobacter asiaticum。 

現今主流說法，該病主要傳染媒介為嫁接及木蝨傳播，一般之

病徵為葉脈及附近組織黃化，其次為整個葉片黃化，或呈斑

紋，有時葉脈木栓化，其後則過早之落葉、枝條枯死，側根

及小根腐爛，生長力衰退，最後整株死亡。病株亦有葉片變

厚，並且向外捲曲，當過早落葉後長出較小而窄的新葉，並

且有缺鋅之徵狀，果實小而呈畸型，果皮厚而色淡（果皮轉

色不良，不能黃熟維持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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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黃龍病防治手段 

目前台面上預防及治療方式，包含有選擇健康接穗，注意木蝨的

藥物防治，甚至流行蓋起果園網室防蟲網，及時清除病株，年年持續

抗生素藥劑灌注樹幹治療等。更極端的是，由官方行政力量介入，疑

似病株者，全數砍除。但，這些，仍無法有效抑制柑橘黃龍病之漫延，

甚致錯殺了許多未得病者，使整個柑橘產業快速沒落。 

柑橘黃化可能因素分析 

一、水份不足，土壤養份無法傳導吸收 :1.天候因素(無澆灌設備，

只靠天然雨水種植法)。2.澆灌因素(水源不足，澆灌設備不良等)。 

二、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短缺 :1.土壤過於酸化或鹽碱化，元素相互拮

抗，2.土壤中植物所需微量元素不足 ，3.土壤中微量元素因淋洗而

流失，4.未合理化施肥管理。  

三、根系對養份吸收不佳:1.新根系生長勢(開根)差，2.根系健康程

度差，元素吸收不易，3.根系褐化、腐爛，根部功能失常，4.病蟲害，

如褐根病、立枯病、根瘤線蟲 及天牛等，破壞維管素。  

四、病毒病(黃龍病) :1.帶源病株，2. 木蝨等昆蟲叮咬傳播，3.人

為田間操作傳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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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茂創新黃龍病治理論點 

治理理論啟發 

秋茂將「黃龍病病毒」視為人體「癌細胞」一樣，其實他們一直

存在我們體內，只是我們的身體持續保持健康，源源不絕的提供足夠

抗體，所以不會發病。相反的，當我們體虛抗體弱時，癌細胞順勢而

生，癌症就上身了。 

黃龍病病毒是不是木蝨傳染，這不可否認。但，多數的黃化植物

病株共通特微，不僅侷限於柑橘類樹種，其他如蔬菜、茄科、豆類、

瓜類、橋木、灌木等，必伴隨著根系腐敗、褐黑化、木質化等現象。 

而植物“根系”是植物抗體主要產生來源，沒了根就沒了抗體，

也補充不了外來的營養元素，樹體必惡性循環似的虛弱下去，此時，

如同人體癌症理論，黃龍病等順勢而生。 

故植物健康管理，秋茂跳開於植物病理學之著墨，反而更著重於

植物生理、植物根系及植物抗體等鑽研，有無木蝨並不再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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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假說 

1.同一田區均被木蝨叮咬，該田區內所有植株均有病菌帶源，但並未

全數植株發病，假設未發病植株相對抗體較強。 

2.“植株抗體(免疫力)低落”，假設是由於植株營養不足或失衡，及

失去產出器官(根系)所引起。 

3.“綜合微量元素缺乏症”，假設是由發病植株根系褐黑化、腐爛及

木質化，根系無法吸收元素所產生。 

4.根系褐黑化、腐爛及木質化等，假設是由土壤環境(酸化、鹽碱化

及透氣性不佳等)所引起。 

5.種植地差異(開帶山區紅壤土、黃土、石灰質土等)，假設土壤中某

幾種礦物元素釋出量不足。 

 

治理研究方針 

1.在不同環境條件，如何促進根系健康發展。 

2.如何促使植物抗體素大量產生。 

3.如何促使土壤營養元素，充足且有效被利用吸收。 

4.如何正確進行植株健康管理(時間點、肥培管理、技術工法) 。 

5.如何由來在補充植物抗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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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學術理論 

 上開柑橘黃化因素，水份和肥份之缺乏，病蟲害及人為干擾等因

素，均可透過設備及人員教育進而改善，唯土壤改良，尤以酸化調整

是最難以拿捏準確的，嚴重影響根系發展及抗體元素之吸收和功效發

揮。 

以大陸地區柑橘種植區域，均以山區開帶種植居多，其中以紅壤

及磚紅壤土層最多，更為複雜。其特性因化學風化強烈，酸鹼度多落

在 pH4.5~5.5之間。聚鐵鋁化作用、淋溶作用盛，肥沃度低。溶解性

的鐵、鋁及錳含量增加，高於生理需求下，因此對植物造成毒害。磷

也會因與鐵及鋁結合成為不溶性的磷酸鹽沉澱物，導致植物對磷的吸

收困難。酸鹼值太低時，亦表示土壤中陽離子，如鉀、鎂及鈣等容易

流失，同時硼、鋅、銅及鉬等元素也會缺乏。酸性土壤，對根圈微生

物活動，亦有著不同程度之抑制或促進之影響，細菌的活力將明顯受

到抑制，而真菌卻明顯活躍，例如褐根病等真菌病害都常見於嚴重酸

化之土壤。當然元素之缺乏，例如磷、硼及鈣為核酸及新生組織生成

的重要關鍵，鉀、鋅、銅及鉬等，則關係著酵素酶之合成等生理代謝

要角。根圈菌族群興盛，關係著根系發展成敗之關鍵。所以，酸化土

壤環境中根系發展必定不好，養份元素吸收必定不佳，而根系卻又貴

為植物抗體產生之發啟地，意味著沒根就會沒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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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探討，元素「硒」更是植物抗體的重要因子，硒能透過與

其他營養或污染元素的協調平衡機制，增強植物對重金屬毒害、環境

污染和生理逆境的抵抗力。硒的高抗氧化性，提高植物體過氧化物酶

活性，增強了植物的抗逆性、抗老化及抗病毒性等。所以「硒」可視

為植物重要的必需元素，植物對其吸收率，正比著植物抵抗力。諷刺

的是紅壤及磚紅壤含硒量更高，卻在酸性土壤中，「硒」常以難溶性

的鹼性亞硒酸鐵存在，不易被植物利用和吸收。因為與氧化鐵結合，

與硫酸根拮抗及少了磷酸根的協同作用而降低有效性。 

一般酸性土壤調節劑不外手就是石灰、苦土石灰、矽酸爐渣及蚵

殼粉等鹼性資材，但土層之廣大需要多少量才能全區改善呢?再者，

常發現這些資材造成土壤板結等土壤污染之二次傷害。酸化問題無法

有效解決。 

治理研究特殊有機肥開發 

鑑於上述學術理論困境，秋茂针对臍橙生长三大阶段，研究開發

出廣用型三大有機肥，暫以「行大师」为商品名，分别是土壤改良专

用的“1行大师 “，以酵素菌土及生物炭为主，以活性鈣果酸因子

为辅制得。二是“2行大师”，营养生长期专用高氮型有机肥，作用

於开根、长叶、冒芽及伸蔓等。三是“3行大师”，生殖生长期专用

微量元素有机肥，作用於催花、保果、膨瓜、转色及转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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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客製化酵素菌有机肥简介 

1行大师 

一、肥料定义:酵素菌土壤改良土 

二、主要成分:酵素菌土、生物炭、活性鈣果酸因子 

三、作用说明:  

针酸性土壤，施肥过量高 EC土壤，连作障碍土壤等，重金属毒

害等改良。不用硷土矿物，不用腐植酸，使用活化酵素(生物酶)、阳

离子活性鈣果酸因子及微生物菌，无效肥分(盐类)有效化，中和土壤

酸根(阴)离子，酵素胶质黏合土壤质地，疏松土壤，增加根圈气流，

有机螯合或还原重金属，降低重金属毒性，降解还原态毒气分子(硫

化氢、氨氮等)，建立优势益菌族群，抵制病源菌繁殖，平衡土壤矿

物质，植物平均吸收。 

五、适用作物: 全部作物均适用 

2行大师 

一、肥料定义: 营养生长期专用高氮型有机肥(开花前) 

二、主要成分:酵素菌土、生物炭、特调胺基酸(植物性玉米酵素、

动物性富硒高蛋白素等)、专利促根护根型微生物菌群 

三、作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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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生长荷尔蒙(生长素、细肥分裂素、勃激素等)，利用有机

质酵素氮及富硒高蛋白，促根发展，细白毛盛，叶面细胞分裂紧实，

冒芽顺利不畸形、不停滞，叶茂、叶厚、叶亮、茎粗，色泽天然，

茎叶储存足多营养及能量，供开花结果时消耗。避免硝酸态氮的节

间过长徒长、避免有机态氮(二缩脲)的叶色墨绿宽薄，避免铵态氮

的蒸薰毒害，不发生茎弱倒伏，重负折损，叶细胞松薄，风吹破损，

病虫易侵。幼苗期、萌芽、抽芽、长叶、伸(分)蔓、叶片沔绿、肥

厚、色泽光高，提早收成。 

五、适用作物: 长叶为主的蔬菜类(甘蓝、芥菜、包心白菜、菜心、

奶油白菜等)，果树幼龄期，果树(苹果、桃、李、梨、枣、龙眼、

荔枝、芒果、柑橘、弥猴桃、百香果等)春梢萌期，茶叶，芦荀，菸

草，需养枝条的火龙果，快速高产瓜果作物(丝瓜、苦瓜、小黄瓜、

胡瓜、越瓜等)，玉米，豆科作物(四季豆、虹豆、扁豆等) 

3行大师 

一、肥料定义: 生殖生长期专用微量元素有机肥(开花后) 

二、主要成分:酵素菌土、生物炭、特调胺基酸(南洋木木醋液、精

萃天然矿质液、动物性富硒高蛋白素等)、专利高抗性秋茂 89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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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用说明:  

促进花芽分化，主要荷尔蒙为细肥分裂素及乙烯，当氮素过高

时会迫使生长素大於该两种荷尔蒙，促使植物只行营养生长(长叶伸

蔓)，迟迟未能进入生殖生长(开化结果)。花芽分化的主要微量元素，

硼酸，是一核酸(DNA)的主要启始组成因子，磷酸是构成细胞核酸

(DNA)的重要成分，作用於细胞分裂、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质之合成，

影响著花粉品质、受精与否，养份吸收及糖分运输等关系。膨瓜期

的碳醣来源，主要由氮、钾、镁、鈣及硫促成，铁、锌、铜、锰协助

碳醣有效转换及储存。另，挂果瞬间，原储存於植物根部及茎叶部分

之养份，大量输出，供给膨瓜所需，在营养补充不足情况下，往往造

成植株虚弱，快速老化，烂根染病。与细胞分裂花芽分化、促花结果、

保花保果、果实膨大、果实转色、果实增甜 

五、适用作物: 需长地下根茎作物(竹荀、萝卜、土豆、地瓜等)，

长地下根茎中药材(人参、沙参等)需转色茄科作物(蕃茄、茄子、彩

色甜椒等) ，需转风味瓜果作物(哈密瓜、香瓜、甜瓜等)，需颜色

艳丽花卉(玫瑰花、花鹤花、太阳菊、金针花等)、果树(苹果、桃、

李、梨、枣、龙眼、荔枝、芒果、柑橘弥猴桃、百香果等)开花结果

期促果实膨大转色转甜，风梨，产果期火龙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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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專利外供抗體素開發 

牛樟芝複方萃取液簡介 

牛樟芝富含類三萜化合物、水溶性多醣體、過氧化酶、腺苷、維

生素、蛋白質及 鋅、鎂、鐵、鈣等；牛樟芝重要生理活性，包括抗

發炎、抗氧化、抑菌及抗病毒、免疫調節等諸多功能。 

牛樟芝農業功能性說明 

牛樟芝所含多酚 (Polyphenols) 、類黃酮 (Flavonoids) 、固

醇類(麥角固醇)、馬鞭草檸檬桉、柑桔精油及橙花等具有抗病毒、細

菌及真菌的活性，起了殺菌抗病毒之作用。β-D- 葡聚醣 (β

-D-glucan)，免疫蛋白、樟菇酸 A、B、C、K ( Zhankuic acid：AntcinA、

B、C、K)等有優異免疫調節效果及解毒功能，安卓凱因 A(Antrocamphin 

A)能喚起多種抗質化與解毒酵素機制，進而提升了植株的免疫能力。

牛樟芝中的核酸類能使細胞正常運作並促進新陳代謝。，牛樟芝所含

微量元素(如:鈣、磷、鋅、鍺等元素)，補充柚子上提煉、鎂、鐵、

鈣、鉬等元素，增強病株之光合作用等生理代謝，植株在生病虛弱時

可即時補充營養，更具抗性。牛樟芝本身即含豐富、B3、B6、 B12，

輔以橙花萃取液補充更多的 B1 、 B6，另橙花也具極佳之抗菌功能，

期達開根、護根、防止爛根之目的，快速啟動正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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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茂臍橙黃龍病治理示範基地背景 

秋茂特選取，被喻為“中國臍橙之鄉”江西省安遠縣，做為臍橙

黃龍病治理示範基地，臨近被評為“贛南臍橙王”美名之三百山，正

確位置為，江西省安遠縣新龍鄉新龍村村民委員會 300米處(如圖)。 

佔地約 4畝，種植有 199株，原為橙皇農業公司技術領導之私有

園區，種植約 13年，常年使用化學肥料管理，樹體虛弱，病態嚴重，

年年收支失衡，廢棄不再經營。該園區為山坡開帶，貧瘠紅壤黏土質

地，酸性土壤 pH值 4~5(如圖)，土壤結構及透氣性不佳，冬季霜凍

嚴重(如圖)，依靠天然降雨，為主要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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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茂黃龍病治理管理方案 

1.快速禮肥(前年 11月下旬~12月):根灌沖施“特調胺基酸酵素”→

快速補充樹體因長果實，所被抽取消耗之養份(俗稱:做月子)，及儲

存充碳醣養份，禦寒過冬。  

2.冬季修剪及清園(前年 12月):剪除不良枝，前年結果枝等，並葉噴

有“852植物酵素”+“殺菌、殺蟲藥劑”→整理樹型及降低來年病

蟲感染機率。 

3.營養生長有機肥施用(12月下旬~1月中旬):以環施法深埋“2行大

師”专利促根护根型微生物高氮型有机肥→斷除前年受損及不良根

系，促使新根更替，保護根系不再凍害，長效補充樹體養分，供足春

梢(結果枝條)生長養份。 

4.土壤改良及開根(2月中旬):表土施撒“1行大師” 酵素菌土壤改

良土，根灌沖施“633根旺甜菜根酵素”+“高活性活性矽”→促使

根系快速生長。 

5.促梢促花(3月份):葉噴“533玉米酵素”+“牛樟芝複方萃取液” 

*病蟲防治管理:隨氣候及植物生理期，將出現不同程度之病蟲害，例

如潰瘍病、炭疽病、潛葉蛾、花薊馬、二點葉蹣等，需做好預防及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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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保養管理:水份管理及為重要，例如:水澇時需及時補充“蘇打

酵素”+“木醋液”或再加抗菌藥劑等。乾旱時需注意引水灌溉。 

***肥份補充:依實際需求及樹體當時生理需求，適量補充化學複合肥

料，快速平衡樹體養份空缺。 

6.生殖生長有機肥料施用(6月中旬):以穴埋法，深埋“3行大師” 

专利高抗性秋茂 89菌，生殖生长期专用微量元素有机肥→有機肥肥

效期約 120天，1月中旬埋下之“2行大師”有機肥，已不足偍供長

果所需，且養份需求不對，秋茂別於一般肥培管理，提倡此時更需施

用長果及保樹之適當有機肥，確保果量果品，及避免產量大小年。 

*夏梢控制:以秋茂管理模式，夏梢應於(7月上旬)陸續開出，且數量

適中，不必太多理會，若因化學肥料等因素造成夏梢過旺，必與果實

搶奪養份，需及時篩選減量。 

**微量元素及營養補充:果實膨大期，微量元素需求量極高且急，需

定期葉噴“852植物酵素”+“牛樟芝複方萃取液”，可配合藥劑施

用，省時省力，避免元素缺乏及病蟲感染，影響果品現象產生。 

**根系保養管理:此時期之後進入雨水高峰期，水份管理及為重要，

例如:水澇時需及時補充“蘇打酵素”+“木醋液”或再加抗菌藥劑

等。另果實肥大期特別需要水份，輸送營養供給合成，故水份乾旱時

需注意引水灌溉。 



 

18/35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8 

秋茂柑橘黃龍病治理成效 

台灣成功經驗 

於台灣地區，主要土壤組成大致分為 4大類，研發過程分別於南

部學甲地區，中部古坑地區，中北部豐原地區，依不同土壤氣侯，配

合特殊工法及肥培管理技術。8年期間研發測試結論，3年可達穩定

控制，第一年 40%~50%治癒率，第二年 70%~80%治癒率，第三年即可

達到穩定。另有一現象，於測試第二年觀察期，治癒率學甲地區僅有

30%~40%，而古抗及豐原地區則有 70%~80%，歸咎原因，應學甲地區

水源取得較為不易，無法充分分解礦物及養份吸收所致。故秋茂開發

之資材仍需配合土壤氣候施以不同工法，以達最佳效果。 

江西安遠示範基地成效 

秋茂於江西安遠，臍橙黃龍病治理示範基地，共有 199果臍橙病

株，治理迄今 1年 5個月時間(2017年 3月~2018年 8月)，約有 156

株已恢復正常，36株保持中等樹勢，仍還有 7株體弱嚴重，治癒成

功率約 78%，成效顯著，直接證明秋茂引以台灣成功經驗，所提出之

治理理論及處理方案之正確性。 

2017年(3/26~11/23記錄)，秋茂治理成效，有效果實收成率約

僅有 60%，15%果實過小或賣相不佳，25%仍有轉色不全之現象。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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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效與台灣治理經驗(第一年 40~50%)略同，但其實成績可以不只

如此，檢討主要原因有，第一，於該年冬季並無冬季整枝管理，第二、

該年冬季並無禮肥及無有機肥料環施，僅於 2017年 4月 7日施用替

代性土壤改良劑，及秋茂甜菜根開根胺基酸，第三，因材料取得不易，

未能於 6月中旬果實肥大初期，穴埋補充足夠肥份，第四，2017年

夏，相對以往雨水降水量偏少，果樹生理需水量較大之膨瓜期及轉色

期，無足夠水份引送養份，第五，該園為棄種狀態，無再管理施肥，

樹體儲存養份偏低，故上述情況下，秋茂多以胺基酸根灌及提高葉噴

頻率為主要手段。 

2018年起，就是一個完整的管理週期開始，2017年 12月的整枝

修剪，2018年 1月 10號的條施有機肥及土壤改良劑施用，2018年 3

月玉米酵素的促芽保花，2018年 4~5月的保果健康管理等，並於該

年投入新專利“牛樟芝萃取液”，殺菌防治外，並由外補充植物抗

體。 

2018年 6月 15日，正值果實肥大初期，該時期為果樹生理需肥

量最高時期，秋茂別於一般肥培管理規則，提倡於這時期更需以快速

易吸收之高蛋白素及微量元素為主劑之有機肥，配合耐澇耐高溫之微

生物，以穴埋法，補足果實成長所需肥份。很明顯於 2018年 6月 27

日，12天後再次觀察，果樹葉片及果皮明顯轉為深綠、油亮且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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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快速肥大，原本因為根系無法及時提供養份，而萎黃之葉片及葉

脈，也均恢復正常，新冒之嫩芽，葉型端正，嫩綠健康，整體果園欣

欣向榮。2018年 7月 17日觀查到，此期前後，正常之夏梢才漸漸冒

出，恢復正常生理循環，別於一般化學肥料管理規則，於 6月中旬，

正值果實肥大期，夏梢也同時大量冒出，與果實競爭養份，並加倍消

耗樹體內存養份，這也正是一般果樹產量大小年、生理落果及果實重

量、口感、品質，甚至轉色不佳之關鍵原因所在。2018年 8月 8日

為此文最後一次觀查，別於前一年(2017年 8月 20日記錄)多數樹體

虛弱萎黃，根系仍保持雪白細根毛豐富，根冠無黑爛現象，大多數樹

體健康墨綠不缺營養元素。 

 

實場治理成效記錄 

2017年 3月 26日~2018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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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8/8實果膨大期，約有 156株已恢復正常，36株保持中等樹勢，

仍還有 7株體弱嚴重，治癒成功率約 78%，成效顯著，雪白細根毛豐

富，根冠無黑爛現象，果實適中飽滿，果香味濃郁。 

  
新根毛再發出，根冠無黑爛現象 有效雪白細根毛豐富 

  
葉色亮綠，果皮油亮細緻 果實膨大期，健康掛果樹體  

  
果實膨大期，健康掛果樹體 果實膨大期，健康掛果樹體 

  
虛弱樹體 中等健康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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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7夏梢，果實膨大期，與 2017年同期相比，夏梢適中無需

修剪，且樹勢因肥份充足，與果實一起肥大，細根毛更豐富長出。 

  
根系雪白細根毛長出 - 

  
夏梢 夏梢 

  
- - 

  
- 較弱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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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27-28“生殖生長有機肥料”深埋 12天後之差異，因此用運

用高抗性微生物菌及動物性蛋白素，故有機肥之營養及微量元素，極

快速由樹体吸收，葉色飽滿濃綠油亮，果實成長快速，不掉果。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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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5膨瓜期初期，因膨瓜期需吸取大量樹體養份，故此時樹體

會消顯消弱，因此以穴埋法深埋“生殖生長有機肥料”是極為需要的，

同時以葉噴方式補充“微量元素胺基酸酵素”及殺菌。 

   
有機肥穴埋法 底土 ph4.5 穴埋有機肥 

   
樹體消有消弱 樹體消有消弱 樹體消有消弱 

   
- 微量元素胺基酸酵素 根系木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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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0小果期，補充適當化學複合肥，因有較好根系了，所以可

快速補充養份不足之空缺，樹勢更佳旺盛，但微量元素仍較為不足。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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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29生理落期，與 2017年同期比較，新葉明顯無微量元素缺

乏現象，葉草綠色柔軟，與未治理者，相差甚多。 

   
新根系逐漸替換 - - 

   
- - - 

   
未處理對照組 葉噴營養酵素及殺菌 葉噴營養酵素及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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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2-23春梢、開花期，跟 2017年同期比較，呈現完全不同風

貌，春芽健康長出，花芽分化性高且強，無元素缺乏現象。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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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12營養生長有機肥施用及土壤改良酵素菌土施用，根灌

沖施“633根旺甜菜根酵素”+“高活性活性矽”開根，葉噴“533玉

米酵素”+“牛樟芝複方萃取液”，提高植物抗體。 

   
檢查土壤根系 營養生長有機肥 營養生長有機肥 

   
土壤改良酵素菌土 土壤改良酵素菌土 土壤改良酵素菌土 

   
有機肥條施深耕 葉噴營養酵素 開根系酵素沖施 

 



 

29/35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8 

2017/12/18採果後，快速禮肥，進行冬季整枝修剪及清園，整理樹

型，再出發。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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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3採收期，約有 60%果實成功轉色成為良果，15%果實過小

或賣相不佳，25%仍有轉色不全之現象，仍有多數樹體微量元素失衡

現象(健康:中等:体弱=4:3:3)。 

   
體弱樹體 體弱樹體 體弱樹體 

   
中等健康樹體 中等健康樹體 中等健康樹體 

   
恢復健康樹體 恢復健康樹體 恢復健康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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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0果實膨大未期，又逢較乾旱氣候，微量元素補充不及，

樹體因果實養份抽取失衡，萎黃及微量元素失衡現象又明顯產生，生

理落果數量偏多。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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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2膨瓜期初期，沖施膨瓜期特調胺基酸，補充膨瓜期所需

元素之複合肥，較上個月樹勢明顯更旺，果實也膨大許多。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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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8落花後小果期，沖施特調胺基酸酵素，及葉噴 852植物

酵素+木醋液等，新芽新葉，果實逐漸轉回正常草綠色，逐漸健康。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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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7春梢，開花期，樹體呈現嚴重營養失衡現象，微量元素

嚴重缺乏 

   
沖施開根護胺基酸酵素 施用一般土壤改良劑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微量元素嚴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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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03/26 接園初期，該園已廢棄管理，樹體多萎黃體弱，土壤呈

酸性，根系多木質化腐敗。前年果實多數未轉色成功。 

   
酸性土壤 pH5根腐敗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樹體萎黃體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