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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外銷貯運技術 

葉文彬、張林仁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助理研究員 

 

摘  要 

番石榴為週年生產且有外銷潛力之水果，果實具有果皮薄嫩、對

低溫敏感等特性，易因不適當之採收後處理導致外觀受傷或污損，而

降低櫥架壽命及品質。為提升番石榴貯運品質，本文針對番石榴果品

特性、現行外銷採收後處理作業流程，介紹影響番石榴貯運品質之因

素，以改善貯藏技術，確保果品於貯藏期間之品質，分散國內市場需

求，並拓展外銷市場提升國際市場競爭力。 
 

關鍵字：番石榴、採收後處理、貯藏、外銷流程。 

 

前  言 

番石榴從栽種到結果期所需之時間短，配合修剪技術周年可開花

結果，目前大多以全年採果之栽培方式，造成單位面積產量高，因此

必須開發採收後處理及保鮮技術，開拓國外市場或利用短期貯藏錯開

市場需求，以解決國內市場飽和現象。據統計番石榴 1996 年外銷量

僅 47 公噸，到 2009 年成長至 1,910 公噸，主要出口地區為加拿大，

數量達 1,255 公噸，佔外銷總量 65.7%，另香港出口量 312 公噸(農產

貿易統計要覽，2009)，顯示番石榴外銷市場具有開發潛力，惟番石

榴雖可週年生產，臺灣番石榴屬於小農栽培，外銷集貨及船運過程所

需時間冗長，常會造成果品傷害及品質損失，影響到港後販售價格，

需提升番石榴外銷貯運技術，以確保果品品質。 

番石榴採收後處理為田間栽培管理之延伸，其目的爲延長貯藏壽



  64

命、提升貯運品質，爲達到此目的，一般貯藏均採用低溫處理(Wills et 

al., 1983)，然番石榴為熱帶重要經濟果樹之一，屬於不耐寒作物，對

低溫敏感，於低溫環境易引起寒害，惟部份果實於低溫環境下並無寒

害徵狀產生，移至較高之溫度後就會表現出寒害徵狀，寒害發生因素

與貯常溫度、果實種類、品種及成熟度有關(Wang, 1982)。林(1998)

對臺灣栽培品種之番石榴進行採收後處理調查，指出’珍珠拔’寒害徵

狀為果皮出現褐色斑點、果心水浸狀。此外，目前番石榴外銷包裝為

去除原套袋之塑膠袋，保留內部之舒果網，再套上新的塑膠袋，進行

此一步驟時，包裝人員同時進行篩選，淘汰過熟或果表受傷或腐爛之

果實，依重量分級包裝後進行低溫貯運，但番石榴對低溫敏感且採收

後易因炭疽病造成損失，以 8.3-10C、85-90% RH 可有效控制炭疽病

且延長貯藏期達 2-5 星期(Jeffries et al., 1990)。 

    番石榴採收後之後熟行為及成份變化依品種有明顯差異

(El-Buluk et al., 1997, Rathore, 1976)，貯藏運輸技術亦有所不同，目

前臺灣主要栽培種為’珍珠拔’(謝等，2001)，本文針對’珍珠拔’介紹番

石榴短期貯藏延長(分散)內銷市場供貨期，或長期貯藏拓展外銷貯運

期間果實品質變化情形，期能減緩番石榴寒害症狀，達到延長櫥架壽

命之目的。 

 

內  容 

一、影響番石榴貯藏品質之因素 

(一)果實採收成熟度：適當採收成熟度在果實採收後處理是很重要的

一環，適當成熟度可減少產品損失，發揮品種應有之品質、降低

損耗及調節產品耐貯運性等，採收成熟度之客觀判斷，為園藝學

家多年研究之工作(謝與鍾,1995)，園產品種類繁多，作為商品目

的不一，因此大部分園產品很難獲得令人滿意的成熟度指標，採

收過於成熟或成熟度不足，將影響櫥架或貯藏壽命。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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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內銷之園產品，採收到供應予消費者所需時間較短，採收成

熟度較高，使產品到消費者時可表現其應有之特性(劉，1995)；

外銷之產品因需較長之貯運期，相對成熟度較低時就採收，例如

中部地區之椪柑，在 11 月中旬果皮未完全轉黃就採收，俟低溫檢

疫處理後再外銷至日本(劉，2005)。番石榴一般消費者選購要求

外觀脆綠和質地具爽口之脆度及甜度(林，1998)，據訪察外銷商

提供之資訊，內銷於 9 分熟或完熟採收，外銷則須提前於 7 分熟

採收，以因應較長之貯運期。 

(二)呼吸行為特性：果實依後熟期間呼吸行為一般依種類不同可分為

更年性型和非更年型果實，但番石榴及番茄例外，依品種不同而

分別屬於上述二種型態。果實呼吸型式在後熟生理方面有很大之

差異，依本身生理特性，將果實區分此二種呼吸型式在採收後處

理具有實用之價值，因此二類果實在後熟生理有很大之差異，可

針對果實特性考慮處理條件，以達到採收後處理之目的(劉，

1995)。有關番石榴呼吸型式，早期研究報告指出多為更年型果實

(林，1998；謝等，2001)，近年由於品種改良，使品種發展為非

更年性之趨勢。番石榴呼吸行為特性與品種有密切關係，更年型

果實’梨仔拔’櫥架壽命僅 3-5 天，非更年性果實’泰國拔’，其櫥架

壽命可長達 15-20 天，其原因為採收後果實成分變化較緩慢，’珍

珠拔’其呼吸型式經研究利用丙烯檢測是否具乙烯自動催化能

力，結果顯示’珍珠拔’無乙烯自動催化合成能力，此為非更年型

果實之表現(王，2006；林，1998)。 

(三)預冷(precooling)：大部分園產品採收時間宜清晨氣溫稍低時採

收，避免因採收後失水太快，或園產品採收後累積的田間熱及呼

吸熱，造成呼吸及蒸散作用增加，導致品質劣變加速。採收後之

產品為迅速移除田間熱，會採用一些降溫方式讓產品冷卻，稱之

為預冷(劉，1995)，預冷處理是在短時間內將產品降溫，通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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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分鐘到 24 小時內達到所需的低溫，其處理溫度視園產品種類而

異，只要不低到造成寒害或凍害之程度，快速冷卻一般對園產品

利多於弊，預冷方式有室冷(room cooling)、強制風冷(forced-air 

cooling)也稱為壓差風冷、水冷(hydrocooling)、真空預冷(vacuum 

cooling)、冰冷(top-icing or package-icing(Mitchell,1992)，其方法是

依園產品之特性使用，番石榴一般採用強制風冷進行預冷工作，

以維持櫥架或貯藏品質。 

(四)貯藏環境 

1、溫度：溫度與園產品之呼吸速率、蒸散作用、乙烯生合成速率及

病蟲害發生率息息相關(劉，1995)，為影響園產品採收後處理及

貯藏品質之重要因子，每種園產品都有最適合之貯藏溫度，與品

種特性及栽培環境有關，熱帶及亞熱帶作物對低溫敏感較不耐

寒，諸如木瓜、芒果、香蕉、酪梨，適合貯藏之溫度在 13C 以

上，溫帶作物則相對較耐低溫，如蘋果、葡萄、桃可於低溫 1C

貯藏長達 30 天以上。一般溫度愈高，代謝速率愈快，產品老化劣

變愈快，爲降低上述生理現象以延長貯藏品質，都會採用低溫處

理，但熱帶及亞熱帶作物低溫貯藏隨時間增長就容易發生低溫傷

害，稱之為寒害，為一種生理性病害(Wang,1982)。通常寒害發生

症狀與園產品抗寒性有關，有些於貯藏期間就可發現徵狀，如酪

梨低溫貯藏寒害徴狀為果肉或果肉中維管束轉為褐色，有些要移

到櫥架販售較高溫(室溫)環境，其徵狀才會很快表現出，如葡萄

柚移到室溫會有表皮凹陷之徵狀(劉，1995)。番石榴原產地為南

美洲，對低溫敏感，但爲延長櫥架或貯藏壽命，會採用低溫 1-5C

貯藏(Wills et al., 1983)，有些品種在 5C 貯藏一段時間就會發生

細胞膜破裂之情形，導致果實出現水浸狀凹點。’珍珠拔’最適貯

藏溫度為 5C，可貯藏 20-27 天，視生產季節而異。其寒害發生

於低溫冷藏回溫後，徵狀為果皮褐化及果心水浸狀(王，2006；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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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林等，2005)，Tiwari et al.(2006)指出寒害徵狀一般也用於

果實貯藏後品質之指標。 

2、濕度：相對濕度影響水份之散失、果實腐損程度及生理病害之發

生(謝與鍾，1995)。通常相對濕度愈高水份蒸散程度較緩和，有

利於園產品之貯藏，但園產品構造與最適合之相對濕度有關，水

果類在 85-95%，蔬菜 90-98%，洋蔥、馬鈴薯 70-75%為宜。番石

榴果實貯藏適合之相對濕度為 85-90%(劉，1995)。 

3、氣體條件 

(1)乙烯：乙烯是由碳原子與氫原子所組成最小之烯類碳氫化合

物，為一種植物荷爾蒙，以氣體狀態存在，來源相當複雜，可以

由植物本身產生，也存在於燃燒產生之煙、汽機車排放之廢氣，

具有當廣泛之生理作用，在採收後處理方面，乙烯重要影響為：

果實後熟(催熟效果)、葉綠素的分解(催色作用)、刺激呼吸作用、

果肉之軟化、離層產生與脫落、組織纖維化、產生苦味、促進馬

鈴薯及球根類作物發芽、導致結球萵苣銹斑病、促使果品老化

(劉，1995)。利用丙烯代替乙烯處理果實，可檢測果實乙烯生合成

速率，林(1998)以丙烯處理’珍珠拔’無促進乙烯生合成速率上升之

現象，為典型非更年性果實，貯藏壽命較長。 

(2)氧氣與二氧化碳：園產品採收後生命現象並未停止，仍持續進行

呼吸作用及蒸散作用等生理作用，為具有生命之活體(劉，1995；

謝與鍾，1995)。一般空氣中含有 21%氧氣，提供園產品進行呼吸

作用，而二氧化碳為呼吸作用之代謝產物，空氣中二氧化碳含量

約 0.03%。在貯藏環境中適當降低氧氣含量與提升二氧化碳濃

度，可降低呼吸速率，因此利用氣調貯藏控制低氧與高二氧化碳，

可達到延長貯藏之效果，惟氧氣不可低至導致無氧呼吸，以免傷

害品質及產生異味，二氧化碳濃度亦要控制避免引起生理傷害之

濃度(Kader, 2003)。採用氣調貯藏因成本較高，目前已有大量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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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且具經濟效益者為蘋果、西洋梨與草莓((劉，1995)，近年來，

亦有相關試驗利用氣調貯藏進行番石榴保鮮，其氧氣降低為

2-5%，二氧化碳控制在 0-1%， ’Apple color ‘品種之番石榴以 5-8%

氧氣配合 2.5-5%二氧化碳，於 8C 可貯藏 30 天仍有良好品質

(Gustavo and Durigan,2010; Singh and Pal,2008)。另一種較簡易之

貯藏方式為氣變貯藏，氣體成分控制沒有氣調貯藏般精密，適合

較短期貯運(Isenberg,1979)，’珍珠拔’於田間栽培時已採用舒果網

加塑膠袋套袋，採收後之果實利用此一套袋方式，可藉由呼吸作

用降低氧氣濃度並提高二氧化碳濃度，降低呼吸速率及蒸散作

用，尤其是冬果配合季節性低溫，達到短期貯藏或運輸之目的。 

(五)病蟲害：番石榴常見之蟲害主要有東方果實蠅、粉介殼蟲、黑疣

粉蝨、螺旋粉蝨、花薊馬、南黃薊馬、棉蚜、等，主要病害有立

枯病、枝枯病、莖潰瘍病、葉斑病、炭疽病、果腐病、黑星病、

瘡痂病、藻斑病、疫病、煤煙病、線蟲等(林，1998；葉等，2008；

Jeffries etal., 1990; Misra, 2005)。園產品採收後病蟲害發生與栽培

管理技術有密切關係，田間管理工作愈完善，有利於採收後處理，

如番石榴田間栽培幼果即進行套袋，夏果花後約 20 天，春冬果則

約 25～20 天，預防東方果實蠅成蟲以產卵管刺穿果皮產卵，幼蟲

危害果實，另套袋也可以減輕炭疽病之發生(林，1998)。 

二、番石榴外銷貯運流程 

    臺灣目前以‘珍珠拔’為主要栽培品種，本段參考 Kader (1992)編

輯園藝作物採收後處理及國內現行外銷操作流程，介紹‘珍珠拔’採收

後處理及分級包裝作業規範。番石榴採收後主要的損耗，來自於各項

處理作業所造成的機械傷害及病菌感染所引起之腐敗。此外，東方果

實蠅危害之因素使番石榴外銷至非疫區時，必須通過嚴謹的檢疫處

理。 

(一)採收成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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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場別、運輸時間、採收季節、品種別而異，一般外銷為果皮

翠綠，夏果熟度約 7-8 分熟採收，冬果及早春果熟度可提高。 

(二)採收 

番石榴的採收時間以清晨氣溫冷涼時採收最佳，清晨採收色澤判

定也較一致，避免高溫時採收累積過多之田間熱，採收之果實連

同套袋裝於容器內，如大量採收，應先置於蔭涼處，勿直接日曬，

並儘速運送至包裝場進行後續處理。採收、運輸、分級、包裝、

上下貨等過程均應小心輕放，避免果實碰撞及壓傷。 

(三)包裝集貨場作業 

番石榴外銷以 40 呎貨櫃裝運，在中部集貨時間需 3-4 天，南部則

須 5-7 天(視季節而異)，運送至集貨場後進行下列工作： 

1.選別：進包裝場之番石榴首先進行選別工作，以人工更換塑膠袋，

同時去除過熟、過軟或缺陷果。缺陷指外觀不佳、果形不正、

病蟲為害果、日燒、疤痕、藥斑等。 

2.分級包裝：依重量或大小進行分級。目前外銷包裝並無統一之規

格，但分級大致區分為每箱 32 粒(單果 10 兩)、36 粒(單果 9

兩)、40 粒(單果 8 兩)、46 粒(單果 7 兩，其餘有 56 粒(單果

5-6 兩)、24 粒或 28 粒(單果 12 兩)以上。包裝時於箱底襯泡

棉，將塑膠袋口紐結果實斜放，每箱放 2 層。 

3.檢疫處理：臺灣番石榴外銷以加拿大及香港為主，不需進行檢疫處

理，日本及美國目前尚未開放番石榴，但為開拓市場，相關

試驗模擬外銷日本及美國檢疫條件，檢疫對象為東方果實

蠅。  

(1)美國：檢疫處理有溫湯處理、蒸熱處理、熱風處理、冷處理、放

射線及低氧高二氧化碳等方式(林，1998)，其中冷處理方面，

依據 USDA 推薦條件為 0C 持續 10 日；0.6C 或以下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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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1.1C 或以下持續 12 日；1.7C 或以下持續 14 日；

2.2C 或以下持續 16 日，即檢疫處理溫度愈高所需之時間愈

長。 

(2)日本：臺灣外銷日本之果品檢疫以蒸熱或低溫處理為常見之方

式，蒸熱處理如芒果係以蒸汽處理，果心溫度達 46.5C 起

連續 30 分鐘；荔枝則是果心溫度達 46.2C 維持 20 分鐘，

再以 1C 處理 42 小時；葡萄與柑橘以果心溫度達 1C 分別

連續處理 12 天及 14 天(黃與陳，2002；葉與陳，2005)，目

前番石榴模擬外銷除採用低溫 1C 處理外，王(2006)指出’

帝王’番石榴以 46.5C 處理 15 分鐘或 35 分鐘可有效殺死東

方果實蠅蟲卵，再以 1C 貯運 7 天可維持果實品質。另外 ’

帝王’番石榴為近年選育之新品種，其檢疫方法比較如下：

蒸熱處理果心使溫度達 46.5C 15~35 分鐘，可有效殺死東方

果實蠅之蟲卵，其殘存率為 0%，檢疫過後之果實貯藏於

1C、3C、6C 下 3 週可維持 140N 左右之硬度，但不可在

常溫下販售易引起果實腐爛，蒸熱處理果實 Fv/Fm 下降至

0.27 較未蒸熱果實 0.63 低許多。顯然蒸熱處理造成果實之傷

害，但果實外觀未顯現明顯傷害，回溫後則發生嚴重腐爛。

低溫檢疫：低溫檢疫 1C 貯藏 14 天，Fv/Fm 值下降至 0.36

其傷害程度遠比蒸熱處理低且回溫3天後可回復至0.68與處

理組沒有顯著差異；1C 貯藏 4 週仍具商品價值。輻射檢疫：

以 100-250Gy 之輻射處理果實在 1C 貯藏 14 天其 Fv/Fm 仍

可維持在 0.63 遠比低溫及蒸熱處理高出許多，顯示輻射檢疫

處理對果實之傷害最小。比較 3 種檢疫處理，以蒸熱處理對

果實傷害最大，而以輻射處理檢疫對果實傷害最小，配合 1C

低溫貯運可使果實具有 4 週之貯藏壽命(此段為中興大學提

供，未發表)。 



  71

三、運輸及貯藏溫度 

珍珠拔最適貯藏溫度為 5C 可貯藏 20~27 天，果實仍具商品價

值，但貯藏壽命與果實品質及生產季節有關，冬季果實糖度高較耐低

溫，貯藏壽命及品質較佳(林等,2005)，本場目前相關番石榴保鮮試驗

亦有此一趨勢(未發表)。外銷至加拿大實際作業集貨需 7 天，船運 10

天，因加拿大不需進行檢疫處理，以 2C 貯藏運輸，到加拿大仍有良

好之品質。 

 

結  語 

番石榴原產地為南美洲，對低溫敏感，但爲延長櫥架或貯藏壽

命，會採用低溫 1-5C 貯藏，其目的為：(1)可進行短期 1-2 週貯藏，

有利於分散內銷市場，避免產期集中供過於求，導致價格下降；(2)

低溫可延長果品貯藏壽命，保持果品鮮新鮮度，以進行長程貯運，除

外銷加拿大外，亦可拓展歐盟市場；(3)針對非疫區國家外銷，以低

溫處理可殺死東方果實蠅蟲卵，達到輸入國檢疫要求。期望藉由低溫

貯藏分散國內市場需求或拓展外銷市場，增加農民收益，另一方面加

強栽培管理技術，提升品質供應外銷需求，縮短集貨期，減少貯運損

失，達到貯藏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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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the guava (Psidium guajava L.) fruit can be harvested 

year-round in Taiwan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for export. Guava fru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thin peel tissue and sensitive to the low 

temperature. Various types of physical damages usually occurred during 

postharvest handling such as surface injuries, impact bruising or 

browning which lead to a result in losing quantity and quality on shelf life. 

This report revi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ava frui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postharvest fruit quality 

during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Suggestions proposed in this report 

were focu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postharvest and storage techniques 

to obtain good quality fruit. Therefore, the domestic markets demand by 

short term storage will be filled, 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 markets will 

be explored by long term storage enhancement and thu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uava fruit industry will be improved.  
 

Key words: guava, postharvest, storage, export proced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