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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
▌張林仁、葉文彬

壹、前言　

( 一 ) 番石榴栽培概況

番石榴為桃金孃科多年生常綠植物，原產於熱帶美洲，適於熱

帶及亞熱帶地區栽培。臺灣引進番石榴栽種已有三百多年歷史，近

年栽培集中於高雄、臺南、彰化等地區，民國 99年栽培面積為 7,164

公頃，年產量約167,000公噸，目前最主要的栽培品種為“珍珠拔”。

番石榴樹勢強健、栽培容易且產量高，經適當之修剪及管理，可周

年開花結果。

( 二 ) 外銷現況與輸入國消費質量要求

臺灣番石榴外銷市場以加拿大、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為主，

民國 100年出口量共計 2,687公噸，產值達 3,547千美元。其中最大

宗為輸往加拿大 1,685公噸（佔 62.7%），產值達 2,377千美元，輸

往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之出口量分別佔 16%、14%及 6%。

貳、番石榴外銷品種及栽培管理

( 一 ) 外銷品種特性

目前最主要的外銷番石榴品種為“珍珠拔”，其樹形開張，枝

條具韌性，節間較長，葉片平展，栽培管理較為省工。果呈卵圓形，

果面突起較為細緻光滑，果實呈淡綠色，果肉白至淡黃色，果肉質

地細緻。果實品質以 12月至隔年 2月較穩定，夏季高溫期果實成熟

快，果肉易軟化，脆度較差。除為配合外銷穩定供貨之特殊需求，

生產宜避開夏季高溫期，減少夏果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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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栽培管理要點

1.整枝修剪：番石榴植株整枝之基本原則在使各枝幹、葉片平均分

佈，勿使枝葉太過重疊相互遮蔭，以獲取最大之光照，使葉片光

合成效率能充分發揮。植株之高度應控制在二公尺以下，以利疏

果、套袋等作業。番石榴之修剪方式與時間須配合勞力分配、品

種特性及產期調節。珍珠拔之樹形開張，以開心形整枝方式較適

合。

2.產期調節：番石榴於春季新梢抽生及強剪後的果實品質最差，夏

季高溫多雨品質不穩定而且果肉易軟化。為避開夏季颱風、豪雨

等天災，可利用不同修剪時間來調節生產秋冬果。番石榴在 4月

至 6月上旬皆可進行整枝修剪工作，其後僅行輕度修剪即可以延

長採收期。強剪方式促使花期集中，有利噴藥、疏果、套袋等作

業，但強剪後樹勢恢復緩慢，故應避免強剪。傳統以摘心方法誘

使結果枝繼續萌發，但因時常摘心造成傷口，且時常萌生新梢而

不利品質提昇，故摘心後需注意田間管理及防治工作。

3.疏果套袋：依樹齡、樹勢調整留果量及留果方式，留果過多，不

利於樹勢發展、果實品質及產量的穩定，分散著果有助果實品質

及供貨穩定。疏果對象為畸形、病蟲害、過密、嚴重擦傷外觀不

佳、易日燒之幼果。套袋可防止果實蠅危害、增進外觀色澤，減

少農藥使用。幼果發育到 2.5-3公分時進行套袋，套袋前徹底防

治病蟲害。

參、番石榴主要輸入國檢疫規定與用藥容許

( 一 ) 番石榴輸入國檢疫規定

在進行番石榴外銷時，由出口商向輸入國政府植物檢疫單位洽

詢該國植物檢疫規定，並依輸入國植物檢疫規定，向防檢局基隆、

新竹、臺中或高雄分局申報輸出檢疫，經檢疫符合輸入國檢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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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核發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因各國對檢疫要求不一，相關訊

息可查詢防檢局對外貿易植物檢疫查詢系統 (http://192.192.148.121/

coa/hotnews_idx.php)。

在檢疫處理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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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需要，檢疫對象為東方

果實蠅。新加坡則必須符合新加坡農業食品及獸醫局之殺蟲劑殘留

規定並接受檢驗，且需先向新加坡農業食品及獸醫局申請輸入許可，

輸入時則必須接受新加坡農業食品及獸醫局檢疫及檢驗，檢驗不合

格者或未申報檢疫者將予以銷毀。以輸往美國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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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冷處理方面，依據 USDA推薦條件為 0℃持續 10日；

0.6℃或以下持續 11日；1.1℃或以下持續 12日；1.7℃或以下持續 14

日；2.2℃或以下持續 16日，即檢疫處理溫度愈高所需之時間愈長。

外銷日本之果品檢疫則以蒸熱或低溫處理為常見之方式。

由於各國檢疫規定會隨著新病蟲害之發現而更動。因此在正式

外銷前宜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植物檢疫組再次確

認。電話：(02)2343-1406，e-mail:dpq@mail.baphiq.gov.tw。

( 二 ) 農藥殘留容許量

食品安全是食品國際貿易最受重視的問題，也是常見之技術貿

易壁壘措施，針對農藥殘留問題，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 (CAC)亦

成立農藥殘留委員會 (CCPR)，以進行農藥之毒理及殘留量評估，並

公告 Codex ADI 值及MRLs值，以做為世界貿易及食品安全管理之

依據。而各國制訂之農藥殘留量往往不同，因此在進行田間用藥管

理時，應參考各國所公告資料。在番石榴，我國與日本病蟲害防治

用農藥差異可概分為三大類：1.臺日雙方皆訂有殘留容許量，且我

方標準與日方相等或較嚴之藥劑，此類藥劑田間管理只要遵守我國

規定採收期即可。2.臺日雙方皆訂有殘留容許量，但日方標準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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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嚴之藥劑 (日方標準為我方 1/2以內者 )，此類藥劑宜謹慎使用。

3.日方殘留容許量較我方嚴苛者，此類藥劑應避免使用。番石榴外

銷主要出口國農藥容許量規定，可參考：

1.加拿大害蟲管制局：Pest Management Regulatory Agency(PMRA) 

http://www.hc-sc.gc.ca/cps-spc/pubs/pest/_decisions/emrl2011-61/

index-eng.php。

2.新加坡農業食品獸醫局：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AVA) 

http://www.ava.gov.sg/Legislation/ListOf Legialation/Sale of food Act。

肆、外銷番石榴採後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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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病菌感染所引起的疫病、炭疽病、瘡痂病與黑星病。另外，東方果實蠅問

題，使番石榴在外銷至非疫區時必須有嚴謹的檢疫措施。

( 一 ) 果實之採收：

1.採收成熟度

(1)目前外銷品種主要為“珍珠拔”，依輸入國之市場別、運輸時
間、採收季節來訂定採收成熟度，外銷夏果一般採收 7~8分
熟度之果實，冬果及早春果熟度可提高。

圖 1. 依市場需求成熟度進行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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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部集貨場集貨情形

圖 4. 中部集貨場理貨情形

圖 2. 以搬運車或小貨車運回集貨場

(2) 採收成熟度之決定，應以

果實到達目的市場仍具有

該品種固有風味為主，同

時配合外銷市場遠或近，

酌予降低或提高採收成熟

度（圖 1）。

2.採收方法

(1)採收用之刀具及盛果容器

採收前應清洗及消毒，雨

天勿採果。

(2)採收時間以晴天為宜，清

晨冷涼採收較佳，避免下

午採收，太晚採收時果實

的田間熱太高，老化速度

加快，品質不易保持。

(3)罹病果採收時應分開處理，

勿棄置田間。

(4)採收的果實置於蔭涼處，

勿直接日曬，且應儘速至

包裝場進行後續處理。

3.搬運

(1)採收後之番石榴需於最短

時間內搬運至集貨場（圖

2）。

(2)採收、運輸、分級、包裝、

上下貨等過程應輕放，避

免果實碰撞及壓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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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以選果機依重量進行分級

( 二 ) 集貨場作業：

1.集貨：果品進入集貨場時，在

等待進一步作業期間，需停放

遮陽蔭涼處，勿日曬（圖 3、

4、5、6）。

2.選別及分級

(1)選別：配合市場之需求，

首先進行選別，挑除過熟、

過軟、大小不合格或有缺

陷果（圖 7）。

(2)分級包裝：依重量或大小

進行分級（圖 8）。並依

市場要求，決定是否更換

塑膠套袋（圖 9、10）。

圖 5. 南部集貨場集貨情形

圖 6. 南部集貨場理貨情形

圖 7. 人工選別、挑除缺陷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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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更換舒果網及塑膠袋 圖 10. 更換品牌之塑膠袋

圖 11. 裝箱作業 圖 12. 裝箱排列整齊

( 三 ) 檢疫處理：檢疫處理（1℃低溫檢疫 15日）依輸入國之規定施行。

( 四 ) 包裝：包裝之規定依輸入國要求而定（圖 11、12、13）。

( 五 ) 運輸及貯藏溫度：

“珍珠拔”最適貯藏溫度為 5℃可貯藏 20~27天（圖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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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岸後之櫥架管理應維

持較低之溫度，可減緩寒害症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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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番石榴外銷標準

( 一 ) 外銷番石榴規格與品質

外銷番石榴果實品質基本需求為品種需純正，果實成熟度、大

小、果型或重量分級需一致，果實外觀清潔、無藥斑、無腐爛，無

擦壓傷、無病蟲害及其他傷害。

( 二 ) 包裝要求與所採行之方法

外銷番石榴果實依大小（重量）進行分級，並依市場要求，決

定是否更換塑膠套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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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時於瓦楞紙箱箱底襯泡棉，將塑膠袋口扭結後

果實斜放，每箱放 2層。

圖 13. 裝箱後捆紮堆疊於棧板情形 圖 14. 置於冷藏庫等待外銷裝櫃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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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番石榴外銷遭遇瓶頸與未來展望 

( 一 ) 現有運作模式下存在問題

1.番石榴雖可週年生產，然臺灣番石榴屬於小農栽培，外銷果品在

中部集貨時間需 3~4天，南部則須 5~7天，運送至集貨場後再進

行選別、分級、包裝等工作。因此在外銷集貨及船運過程所需時

間冗長條件下，常會造成果品傷害及品質損失，影響到港後品質、

櫥架壽命及販售價格。

2.番石榴外銷最大瓶頸為臺灣為東方果實蠅疫區，輸入國如為非疫

區，採收後需依輸入國規定進行檢疫處理。然而番石榴為熱帶水

果，在低溫檢疫及運輸期間冷藏後，果實於低溫環境易引起果皮

出現褐色斑點、果心水浸狀等寒害徵狀。

( 二 ) 未來展望

  番石榴為周年生產且有外銷潛力之水果，瞭解並改善果實貯

藏技術，並縮短集貨期，可確保貯藏期間之品質，減少貯運損失，

除了可分散國內市場需求外，並可拓展外銷市場、提升國際市場競

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