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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樹勢。因此要維持好的品質及產量困

難度高，所以一般栽種臍橙的農友轉而採

行有機農法的意願大都不高。

臍橙採行有機農法進行栽培管理時，

並非要顛覆所有慣行傳統的作法而施行另

一套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果樹栽培管理

的基本作法仍不變，如選擇適合的栽培環

境、採用健康優良的種苗、適時適當的整

枝與修剪、夏秋梢的控制、疏果與套袋、

一、前言

在柑桔類的果樹中，臍橙的鮮食品質

極佳深受消費者喜愛，價格雖高但仍常供

不應求。臍橙因花粉無效及胚珠異常的關

係，造成果實內無種子，此一特性使得臍

橙對環境反應敏感，開花著果量雖多，但

卻容易嚴重的落花、落果（圖 1），是栽

培上造成低產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臍橙

有機栽培上較難以克服的問題。隨著大眾

對健康及食品安全越來越重視，有機農產

品的需求越來越多，因此有機農法也日益

受到重視。所謂有機農法，簡單地說就是

在作物生產過程中不可使用化學肥料及化

學藥劑之栽培方式。

由於臍橙是多年生、栽培面積大且果

實掛樹期間長（從著果到果實成熟採收時

間長約 7－ 8個月），在病蟲害防治上原

本就不容易，使用有機資材進行防治並無

法達到像化學農藥那樣高效與及時，而只

能將病蟲害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以下，無法

完全滅除。在肥培管理上，有機資材之肥

料不如化學肥料那樣速效，在養分的補充

上會顯得緩慢與不足，而影響植株生長發

臍橙有機栽培之

圖 1. 臍橙開花結果量雖多，但落花落果量亦多，

故產量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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蝨），多以噴施藥劑的方式防治；果實蠅

的防範則採用套袋的方式，一般的時間大

約在 9月中下旬。有機農法不可噴施化學

藥劑防治病蟲害，因此本場以延長套袋保

護果實的概念為基礎，研發二次套袋技

術，對於降低病蟲危害的成效良好，值得

農友參考應用。

根據本場的試驗研究，將臍橙果實

套袋時間提早到 7月進行，可以有效保護

果實，降低病蟲的危害率（圖 2）。此技

術的操作方式是，於臍橙生理落果期之後

7月間先以白色紙袋進行第一次套袋，再

於 9月間除去白色紙袋，換套以雙層黑色

土壤肥培管理及病蟲害的防治等，這些栽

培管理上的技術仍是必要的，不同的是使

用資材的改變，並導入生態平衡與友善對

待土地環境之觀念。

二、臍橙有機栽培之二次套袋技術

有機農產品，一般消費者的直覺是產

品安全但外觀品質不佳，主要的原因是有

機資材對病蟲害的防治上無立即的效果。

因此，有機栽培重要關鍵是適時正確地使

用有機資材，並設法減少果實與病蟲接觸

的機會。臍橙主要的病蟲害包括潰瘍病、

銹蟎（銹蜱蝨）與東方果實蠅的危害。在

慣行農法中，對於潰瘍病與銹蟎（銹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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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不同套袋次數對有機臍橙果實病蟲危害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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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袋 (或雙層黃黑紙袋 )，直到採收。第

一次套袋的目的是為了降低潰瘍病與銹蟎

（銹蜱蝨）的危害，第二次套袋的作用，

則是可防範果實蠅危害並促進果實轉色

（完全遮光的紙袋，只需 35－ 40天左右

即可促使果實轉色）（圖 3）。另外，一

次套袋與二次套袋對於臍橙果實品質無顯

著之差異（表 1）。

三、成本分析

至於農友關心的成本問題，如果以 1

公頃臍橙果園套 15,000顆果實為例，就套

袋與病蟲害防治的費用而言，粗估採用二

次套袋技術會比慣行一次套袋成本每公頃

增加 4,800元（表 2），但二次套袋保護

效果好，果實漂亮，可賣到較好的價錢，

仍是值得參考運用的技術。

圖 3. 臍橙套袋，慣用白色紙袋（左上），果實採

收時轉色不佳（左下）；而本場研發的二次

套袋技術，第一次使用白色套袋，第二次更

換為黑色雙層套袋（右上），轉色較為完全

（右下）。

表 1. 不同次數套袋對有機臍橙果實品質之影響

調查項目
果重

（g）
糖度

（˚Brix）
果長

（cm）
果寬

（cm）
果形

指數

果汁重

（g）
果汁率

（％）

果肉重

（g）
果肉率

（％）

果皮重

（g）

一次套袋

(對照處理 )
308.2 10.5 79.8 83.5 1.0 124.2 40.2 125.0 40.2 57.0

二次套袋 335.4 10.0 84.3 83.0 1.0 131.1 40.3 118.1 35.5 67.5

註：一次套袋之時間為 100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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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確相當不容易，農友可以參考本場研

發之二次套袋技術，以長期套袋避免或減

少果實與病蟲接觸機會的方式，來減少其

危害，提升臍橙有機栽培的成功率。

四、結語

有機農法並非對有害作物生育的生物

趕盡殺絕，而是將其控制在一定的密度之

下，最終仍要讓整個栽培園區中的環境生

態達到平衡，才能永續經營。臍橙採行有

機農法初期，田間生態尚未達到穩定平衡

狀態之前，要維持良好的品質及穩定的產

      表 2. 有機臍橙病蟲害防治不同次數套袋之成本比較

成本項目

套袋成本

（袋子費用＋

套袋工資）

防治銹蜱蝨

資材成本

（石灰硫磺）

防治潰瘍病

資材成本

（波爾多液）

粗估合計

一次套袋 22,500元 (a) 12,000元 (b) 13,200元 (c) 47,700元

二次套袋 52,500元 (d) 0元 (e) 0元 (f) 52,500元

每公頃 套袋 +病蟲害防治成本 相差 4,800元

上表各項成本計算說明：

※一次套袋 (9月套袋 )
a.套袋成本（袋子費用＋套袋工資）：22,500元
    套白色紙袋＝ 1.5元 /粒 × 15,000粒 /公頃＝ 22,500元 /公頃
b.防治銹蜱蝨資材成本（石灰硫磺）：12,000元
    工資＝ 2,500元 /人天 × 1人 × 2天 /次 × 2次 ＝ 10,000元
    資材費＝ 2.5瓶 /次 × 400元 /瓶 × 2次 ＝ 2,000元
c.防治潰瘍病資材成本（波爾多）：13,200元
    工資＝ 2,500元 /人天 × 1人 × 2天 /次 × 2次 ＝ 10,000元
    資材費＝ 4包 /次 × 400元 /包 × 2次 ＝ 3,200元
※二次套袋 (7月第一次套袋，9月第二次套袋 )
d.套袋成本（袋子費用＋套袋工資）：52,500元
    第一次套白色紙袋＝ 1.5元 /粒 × 15,000粒 /公頃＝ 22,500元 /公頃
    第二次套黑色紙袋＝ 2.0元 /粒 × 15,000粒 /公頃＝ 30,000元 /公頃
e.防治銹蜱蝨資材成本（石灰硫磺）： 0元
f.防治潰瘍病資材成本（波爾多）： 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