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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驗以‘Dream’、‘Frost’及‘白柳’ ‘ 等3個臍橙品種為材料，一一 （ Shirayanagi’）

在臺東地區自然條件下高接至7年生‘Washington’臍橙進行試作，並以‘Washington’

臍橙為對照，調查各品種之生育情形及果實品質，作為日後推廣種植之參考。結

果顯示，‘Dream’及‘Frost’臍橙品種產量較高，每株分別為44.5公斤及41.4公斤，

‘白柳’品種之產量最低，僅為7.6公斤/株。產期則以‘白柳’品種最早，果實成熟期

約在11月中旬，而‘Dream’及‘Frost’與對照‘Washington’品種產期相似，約在11月下

旬至12月上旬間。果臍外露率以‘Washington’品種之69.0%最高，‘Dream’品種26.4

%最低。果實品質方面，果肉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以‘白柳’品種最高，為9.4°Brix

；果實汁胞粒化（乾米）程度表現不一，以‘Frost’較嚴重，發生率達74.7%；其餘

果重、果皮厚度及果肉可滴定酸含量等性狀表現，在各品種間均無顯著差異。臍

橙是單為結果之品種，生育表現極易受氣候影響，在臺東地區試作以‘Dream’表

現較佳，惟果臍外露率低且汁胞粒化發生率不穩定，尚需持續觀察評估。一一一

關鍵詞：臍橙、品種、適應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臍橙(Navel orange)屬於芸香科(Rutactae)果樹，為甜橙類中果形較大之品種一一

，由於果頂處著生副果，突出呈圓錐狀似肚臍而稱之；其果實香氣濃郁、果肉細

緻多汁、品質佳，深受消費者所喜愛。臺灣於1910年日據時代引進栽培，由「日

本杉原產業株式會社」選定在臺東縣成功鎮設立農場進行試作，惟臍橙為甜橙類
(4)

中之無子品種，其生理落果嚴重且著果率低 ，栽培技術門檻較高，因此僅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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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地區及專業栽培者，才能栽培生產。臺灣目前以臺東縣成功鎮栽培量最多，約

公頃；其次為南投縣水里鄉，約 公頃，臺中市東勢區也有少量栽培。100 25 一一

一一臍橙在臺東縣之栽培歷史最久，種植面積最多，是極具在地特色之果樹；為

使產量穩定及品質提升，本場選擇臍橙品種包括：‘白柳’（‘Shirayanagi’）臍橙係

日本靜岡縣1932年從‘Washington’臍橙枝變中選出，‘Dream’臍橙為美國佛羅里達

州從‘Washington’臍橙枝變中選出，‘Fros t ’臍橙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育成的

‘Washington’臍橙的珠心胚品種 等，進行不同品種之田間試作，評估在臺東地區
(6)

之適應性，期能選獲穩產質優之臍橙品種，提供更多的選擇，增加農民收益。一

㆒、試驗材料：供試品種‘白柳’、‘Dream’ 及 ‘Frost’ 等 3 種（由農業試驗所嘉義分

所黃阿賢先生提供接穗）， 2009  年 2 月 25 日高接於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斑鳩分一一

場 7 年生‘Washington’臍橙植株上，每株 1 重複，每品種5株，5重複，果園海一一

拔約 150 公尺，土壤為砂質壤土。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㆓、調查時期：自2010年 1 月 1 日至 2013年12月31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㆔、調查㊠目：包括產量、開花情形、結果情形、果臍外露率、果實重量、果肉

全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含量、汁胞粒化（乾米）程度等。調查方法如下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㆒) 產量調查為每株果實秤重後加總所得，果臍外露率調查全株果實分為無與有 

，以比率表示；果實品質則每株逢機調查 5 果實。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㆓) 果實重量以電子天秤測量，果皮厚度以游標尺測量果實剖面之赤道面兩側， 

取其平均值。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㆔)果肉全可溶性固形物（Total soluble solids）以數字式折射儀（Palette PR-32  α

, Atago）測定，取果肉上、中、下三個點，求其平均值。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㆕)果肉可滴定酸含量（Titratable acidity）以酸度計（TA70 acidity titrator, TOA- 

DKK）測定，取1mL果汁加入99mL蒸餾水，以0.1N之NaOH滴定至pH8.1，滴一一

定結果以檸檬酸計算可滴定酸含量，以百分率(%)表示。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㈤)果肉汁胞粒化情形，依程度分為0-3級，0：正常，1：輕微（汁胞粒化範圍在 

1 公分以內），2：中等（汁胞粒化範圍在1~2 公分），3：嚴重（汁胞粒化範一一

圍大於  3  公分）。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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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㆒、 不同品種臍橙之物候㈵性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供試品種 白柳 、 及 與對照 等 種臍橙之物候特一一一一 ‘ ’ ‘Dream’ ‘Frost’ ‘Washington’ 4

性如圖 。在臺東地區試作以 白柳 品種開花期最早，在 月下旬觀察到花朵，一一 1 ‘ ’ 1

開花期為 月底至 月中旬，其果實成熟期也最早，產期在 月中旬，較對照一一  1  2 11

品種早 天採收； 品種花期在 月上旬，產期在 月下一一‘Washington’ 5~10 ‘Dream’ 2 11

旬至 月上旬間，花期及產期與對照 品種相似； 品種品種一一 12 ‘Washington’ ‘Frost’

‘Dream’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表現與 相近。

結　　　果

圖1. 4個品種臍橙在臺東地區試作之開花期、生理落果期及果實成熟期調查

Fig. 1. Flowering time (x), physiological drop time (y), and fruit mature time (z) of four

navel varieties were planted in Taitung.Fig. 1. 

3  個試作品種均與對照相似，樹形扁圓，枝梢開張；一一一一植株外形表現上，

僅枝條上刺的密集度略有差異，‘ Washington ’與 ‘ Dream ’品種植株刺較稀疏，一一

‘Frost’與‘白柳’品種植株刺密集度中等，刺長度2.1～5.0mm。葉片大小在品種一一

間也有差，以 ‘ Washington ’ 葉片呈闊披針形，葉長 / 寬比值在 1.8 ，較短胖；一一

‘Dream’ 與‘Frost’品種葉片中等，比值在1.9～2.0；而‘白柳’品種葉片呈卵圓形一一

，比值為2.3，較長瘦。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臍橙在果頂處著生之副果，常開裂呈臍狀，為其命名之依據。不同品種一一一一

中以對照‘Washington’品種果臍外露率最高，達 69.0 %，其次為 ‘ Frost ’ 品種之一一

63.1%，以 ‘Dream’ 品種果臍外露率最低，僅 26.4%；其中‘白柳’品種臍橙果臍一一

外露率雖為中等 (48.5%) ，但在參試品種間果臍外露程度卻最為明顯 (圖2)。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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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參試品種之幼果形態

Fig. 2. Fruit shape of different navel varieties.

㆓、 不同品種臍橙之果實品質表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 ‘Dream’及‘Frost’ ‘白柳’ ‘Washington’一一一一 個品種（ 及 與對照 ）在臺東地區連續

調查 年果實品質，經均方同質性檢定（ 法）結果，顯示 年果實品質一一 4 Bartlett 4

表現不同質，無法合併資料，分析結果如表 所示。 年以單果重及果肉可一一 1 2010

滴定酸含量在品種間有顯著差異， 品種單果最重， 品種一一 ‘Dream’ ‘Washington’

最輕，酸度則是 品種最低；全可溶性固形物及果皮厚度則無差異。一一 ‘Frost’ 2011

年結果以果肉可滴定酸含量及果皮厚度有顯著差異，以 和 品種一一 ‘Dream’ ‘Frost’

酸度最低，而 品種果皮最薄；果重與全可溶性固形物則無差異。 年一一 ‘白柳’ 2012

因 品種開花著果不佳，幾乎無果實採收， 品種則是因為果肉汁一一 ‘Frost’ ‘Dream’

胞粒化嚴重，等級為 ，致使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偏低。 年結果顯示，一一 2~3 2013

單果重及果肉可滴定酸含量在品種間有顯著差異， 品種單果最重，一一 ‘Frost’ ‘白

柳’ ‘白柳’一一 品種最輕，酸度亦為 品種最低；全可溶性固形物及果皮厚度則無差

異。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連續 年的果實特性表現，單果重、果皮厚度及果肉可滴定酸含量在品種一一一一 4

間差異不大，但全可溶性固形物中以 品種最高(圖 )。各品種果實剖面一一 ‘白柳’ 3

如圖 所示，果肉內副果以 品種最大。果實汁胞粒化情形在 至一一 4 ‘白柳’ 2010 2013

表現，以 品種出現比率最高，達 ，程度 ～ 不等，以一一 ‘Frost’ 74.7% 1 3 ‘Washington’

品種表現較穩定。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表1. 臍橙品種果實品質之比較

Table1. Mean comparison on fruit quality of navel orange with four varieties.

全可溶性固形物

Total soluble

solids

(°Brix)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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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滴定酸

Titratable

acidity

(%)

果皮厚度

Fruit skin

thickness

(cm)

果重

Fruit weight

(g)

品種

Varieties

年代

Year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Washington’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Washington’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Washington’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Washington’

z437.3a

426.6ab

407.5b

345.6c

301.3a

292.9a

328.2a

295.1a

331.8

-

397.5

345.5

346.0bc

413.9a

314.5c

368.8b

0.443a

0.319b

0.386ab

0.475a

0.639c

0.595c

0.733b

0.873a

0.399

-

0.749

0.594

0.815a

0.769ab

0.644c

0.679bc

8.3a

8.1a

9.1a

8.2a

9.4a

8.5b

9.9a

10.0a

6.4a

-.4a

9.8a

7.9a

8.2a

8.3a

8.8a

8.2a

0.49a

0.51a

0.42a

0.44a

0.39a

0.37a

0.32b

0.39a

0.73

-

0.45

0.48

0.27a

0.30a

0.28a

0.32a

Z
同一欄之英文字母相同者，表未達5%顯著水準（LSD test）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 of a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Z

LSD tes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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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臍橙品種（2010-2013）在臺東地區試作之果實特性

Fig. 3. The fruit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navel varieties were planted in Taitung.

 Vertical bars represent ± SE of means (n=4), but only ‘Frost’ variety n=3.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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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Frost’

‘Shirayanagi’ ‘Washington’

圖4. 臍橙品種在臺東地區試作之果實剖面

Fig. 4. Longitudinal section profile of four navel varieties navel orange were planted

in Taitung.Fig. 4. 
汁

胞
粒

化
率

圖4. 臍橙品種（2010-2013）在臺東地區試作之果實汁胞粒化比率

Fig. 4. The granulation of four varieties fruits were planted in Taitung. Vertical bars

represent ± SE of means (n=4) , but only ‘Frost’ variety n=3.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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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不同品種臍橙之產量表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13 產量調查結果如表 2 所示，果實數目及產量在品種間有顯著差異，一一一一

以每株著果數以 ‘Dream’ 品種最多，產量也最高；‘白柳’品種著果數最少，產一一

量也最低；對照品種‘Washington’品種表現中等。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表2. 臍橙品種在臺東地區試作之單株產量調查

Table 2. The fruit yields of four navel varieties were planted in Taitung.

單株果實數目

Fruit number per plant

單株產量

Yield(kg)

品種

Varieties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Washington’

z134.8a

100.0ab

29.6c4

73.6bc3

44.5a

41.4ab

7.6c1

26.1b

Z
同一欄之英文字母相同者，表未達5%顯著水準（LSD test）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 of a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Z

LSD test.Z

討　　　論

一一調查本場高接臍橙品種在臺東地區之果實特性和品質表現，與其他地區或國

外相比較， 白柳 臍橙成熟期較 Washington’臍橙為早，其表現與郭等（1997）報‘ ’ ‘

告， 白柳 品種在南投縣水里地區顯現出早熟特性，果肉細緻柔軟，全可溶性固‘ ’

形物高之結果相同，惟產量推測係受氣候影響，而表現不佳。 Dream’臍橙在臺東‘

地區栽培，其果臍表現與國外相似 ，均顯現出閉臍特性，惟果實汁胞粒化程度
(6)

表現不穩定；而造成果實汁胞粒化原因很多，如大果、高溫、大雨、頻繁灌溉、

遮陰、高度施用氮肥、晚花果實、延遲採收等 推測其表現不穩定原因在於每
(5)(7)

年8-10月間，易受颱風帶來之豪雨影響所致。 Frost’臍橙在臺東地區栽培成熟期‘

和果實品質與 Washington’臍橙相似，惟著果表現不一且果實汁胞粒化偏高，此‘

原因推測亦是受到氣候之影響甚劇，尤其是2-3月之東北季風帶來雨水，致使開

花著果不佳；以及8-10月易受颱風豪雨影響，落果嚴重，此亦與羅（1991）論文

所提臍橙係單為結果品種，其開花著果亦受氣候影響之報告相符。本試驗調查臍

橙品種在臺東地區產期和果實品質之差異，因臍橙生育表現極易受氣候影響，宜

持續作長期性分析調查，以建立基本資料供栽植評估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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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navel orange varieties (‘Dream’, ‘Frost’, ‘Shirayanagi’, and ‘Washington’)一一

were evaluated at Taitung region through four successive seasons (2010 to 2013).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eam’ and ‘Frost’ varieties had higher yield that were

44.5kg and 41.4kg per plant respectively. Then ‘Shirayanagi’ had the lowest yield,

only 7.6kg per plant. ‘Shirayanagi’ variety matured early in mid-November, and

‘Dream’, ‘Frost’, and ‘Washington’ were similar maturity from late-November to

early-December. In the percentage of navel exposed, ‘Washington’ variety was

maximum, 69.0%, and ‘Dream’ variety was minimum, 26.4%. Fruit quality among

four varieties, ‘Shirayanagi’ had the highest total soluble solids of 9.4 °Brix. 

he percentage of granulation was unstable, but ‘Frost’ variety was serious, the rate

of 74.7%. Fruit weight, fruit skin thickness, and titrable acidity were no significant

among four varieties through the four years of test. Navel orange is a parthenocarpic

variety, and the plant growth characteristic is sensitive to climate. In Taitung region,

‘Dream’ navel showed promise for adaptable performance, but low percentage of

navel exposed and unstable granulation. So it needed continue for more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 Citrus sinensin L Osbeck, variety, adaptability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Adaptation of Different Navel Orange Variety

in Taitu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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