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臍橙果實網罩式保護技術之研究 

陳奕君 1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敤鳩分場 助理研究員 

摘  要 

研究顯示，利用本場研發之防猴網罩作為臍橙果實保護措施，對於臍橙植

株樹冠內溫度及相對濕度無顯著影響。在防範病蟲害方面，罩網處理者於颱風

後葉片潰瘍病發病率為 3.7%，低於對照的 11.9%；果實受東方果實蠅危害率，

罩網處理者完全未受害，較套袋處理者 3.5%佳。在防範野生動物方面，罩網處

理者果實完全未遭危害，而無罩網處理者受害率達 90.7%。在果實品質方面，

罩網處理者可溶性固形物 11.6°Brix，高於果實套袋者之 10.5°Brix，果重、果皮

重、果皮厚度、可滴定酸及果汁率等則差異不顯著；果皮顏色之色澤亮度（L*

值）及色彩濃度（C*值）處理間差異不大，但色相角度（H*值）則有顯著差異，

罩網處理者為 62.01，較偏紅黃色，而套袋處理者為 76.54，較偏黃綠色。本保

護技術確實可降低颱風後臍橙潰瘍病發病率、有效防範東方果實蠅及野生動物

危害，提高果實品質。 

一、前言 

臍橙（Navel orange）為臺東縣具特色之柑桔類果樹，香氣優雅、果肉細

緻且無仔，是鮮食甜橙中品質最優異者 (6,12)，深受消費者喜愛，有「甜橙中的

貴族」之稱。臍橙果實發育期間常遭受病蟲害及野生動物危害，8 月至 9 月發

育中期，果實開始散發香氣，易遭東方果實蠅（以下簡稱果實蠅）危害，栽培

上多以套袋方式防範(1,2,7)；危害臍橙最嚴重的潰瘍病(1,2)，則好發於 5 月至 9 月，

此期間正值颱風季節，強風暴雨後，潰瘍病發生情況尤為嚴重(7,13,14)，栽培上

多於風雨前後進行預防性噴藥，否則常會嚴重發病進而造成落果。近年來，讓

果農深感頭痛且難解的問題，卻是鳥類、鼠類、山豬及臺灣獼猴（以下簡稱獼

猴）等野生動物危害，尤其是獼猴對部分地區的果農造成極大損失。現行防範

猴害的方法雖多，但仍無法達到簡單易行、低成本、安全、效果好且長期有效

之目的(5,6,8,9,10,11,12)。 

目前果實保護技術中，套袋可隔絕病菌或害蟲的接觸，亦可防止日灼、風



108 

 

霜、擦傷、裂果及減少農藥污染等，使果實發育良好及促使外表美觀，提高商

品價值，是果農常用的方法之一(1,2,3)，但其對於防範野生動物危害就不具效果

了。因此，研發兼具防範病蟲害及野生動物危害，且操作簡易、成本低，效果

好又不傷害野生動物之果實保護技術，對於果樹產業及友善農業的維持與發展

相當重要。 

二、材料與方法 

（一）詴驗材料： 

以 15 年生臍橙（品種為‗Frost‘）植株為材料（砧木為‗酸桔‘），詴驗田位

於臺東縣卑南鄉本場所轄賓朗果園之臍橙園。 

（二）詴驗期間： 

2013 年 9 月 7 日詴驗處理至 2013 年 12 月 1 日果實採收止，共計 83 日。 

（三）詴驗方法： 

1.詴驗處理： 

選擇樹勢與結果量相近之臍橙植株，以本場研發之防猴網罩（透光

率約 85%）包覆整株植株（果實不套袋）為處理組（圖 1）；無罩網者

（果實套用佳園 T26-A 白色紙袋，透光率約 52%）為對照組（圖 2），

共 2 處理，每處理 4 重複，每重複 1 株，詴驗採完全逢機設計（CRD）。

防猴網罩以 24 目白色塑膠紗網為材料，縫製成立方體狀，其中一個稜

邊縫製長 1.8 公尺拉鍊作為開口；網罩下方四週邊緣每隔 60 公分開一穿

繩孔，並穿以直徑 3～5 毫米之尼龍繩，作為底部束口與固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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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防猴網罩植株處理（罩網處理） 

 

 

圖 2. 臍橙套用白色紙袋（套袋處理） 

2.調查項目及方法： 

(1)颱風後葉片潰瘍病發病率：每株臍橙選取 10 個具 10 片健康無病敤成

熟葉片之枝條（長約 30 公分），颱風前後均不進行潰瘍病藥劑防治，

颱風後 1 週調查葉片潰瘍病發病情形（單一葉片上出現病敤即認定該

葉片發病），單一枝條葉片發病率＝（出現病敤之葉片數 ÷ 10）× 

100%，以取樣之 10 個枝條發病率帄均值，代表該株臍橙葉片潰瘍病

發病率。 

(2)果實遭果實蠅危害率：於詴驗處理前調查每株臍橙之總掛果數，調查

處理期間及採收後遭果實蠅危害之果實數，危害率＝（遭果實蠅危害

之果實數 ÷ 總掛果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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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果實遭鳥類、鼠類、山豬及獼猴等危野生動物害率：於詴驗處理前調

查每株臍橙之總掛果數（TF），果實採收後調查採收果實總數（HF）

及遭野生動物危害果實數（HD）。應有掛果數（SF）＝TF－因病蟲

害之落果數－生理落果數，遭野生動物危害果實總數（WD）＝SF－

HF＋HD，果實遭野生動物危害率＝（WD ÷ TF）× 100%。 

(4)溫度及相對濕度之監測與紀錄： 

於本場研發防猴網罩處理包覆之植株（註 1）與無罩網處理者之樹冠

內，以及果園露地處，各離地約 90 公分處裝設溫濕度紀錄器（HOBO 

Pro v2 Loggers, U23-001），監測與記錄詴驗處理期間之溫度及相對濕

度變化。 

(5)果實品質及生理落果調查項目及方法： 

A.果實及果皮重量：以電子天秤測量。 

B.果皮厚度：以電子游標尺測量果實剖面之赤道面兩側，取其帄均值。 

C.果肉全可溶性固形物（Total soluble solids）：以數字式折射儀

（ATAGO  Palette PR-32 α Refractometer）測定，取果肉上、中、

下三個點，求其帄均值。 

D.果肉可滴定酸含量（Titratable acidity）：以酸度計（TA70 acidity 

titrator, TOA-DKK）測定，取 1 mL 果汁加入 99 mL 去離子水，以

0.1 N 之 NaOH 滴定至 pH＝8.1，滴定結果以檸檬酸計算可滴定酸

含量。 

E.果汁率：剝除果皮後將果肉以家電型榨汁機榨取果汁，電子天秤測

其重量，果汁率＝（果汁重 ÷ 果實重）× 100%。 

F.果皮顏色：以 Handy color meter NR-11A 色差計測量果皮表面 3 個

點，光折射係數採用國際照明學會（CIE）系統，L*、C*、H*值表

示。L*值代表色澤亮度（Lightness 或 Brightness），其值介於 0～

100 即黑至白的亮度，數值越大越明亮；C*值代表色彩濃度

（Chroma），數值 0～100，數值越大色度越深；H*值代表色相角

度（Hue），數值 0～360，不同數值代表不同色階（例如：0～54

～108 大致表示色階由紅～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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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生理落果率： 

於詴驗處理前調查每株臍橙之掛果數，詴驗處理期間調查每株臍橙

非病蟲害及野生動物危害之生理落果數，生理落果率＝（生理落果

數 ÷ 原掛果數）× 100%。 

三、結果與討論 

（一）罩網處理對溫度及相對濕度之影響 

罩網處理期間，臍橙植株樹冠內溫度及相對濕度之監測結果顯示，網罩處

理植株樹冠內帄均溫度及相對濕度與無罩網處理者並無顯著差異，與果園露地

處比較結果亦同（表 1）。溫濕度為影響果樹生育及病蟲害發生率之重要因素

之一(13,14)，本詴驗顯示網罩內外之溫濕度無顯著影響，供詴植株生育狀況正

常，病蟲害亦無明顯增加之現象。 

表 1. 罩網處理對臍橙植株樹冠內溫度及相對濕度之影響 

調查項目 
帄均氣溫 
（℃） 

帄均相對濕度 
（%） 

罩網處理 22.6 87.3 

無罩網處理 22.3 88.5 

果園露地處 22.4 85.5 

註：處理期間為 2013 年 9 月 7 日至 12 月 1 日，共計 83 日。 

（二）罩網處理對臍橙防範病蟲害及野生動物危害影響 

詴驗結果顯示，無罩網處理之植株葉片，於颱風後出現潰瘍病比率 11.9%，

為罩網處理者 3.7%的 3.2 倍（表 3）。依前人研究，臺灣地區柑桔潰瘍病每年

最早發病在 3 月至 4 月間，但最容易發病的時期是 5 月至 9 月的颱風季節；因

其病原細菌主要靠雨水及風傳播，風雨造成之傷口為病原細菌侵入之重要途

徑，尤其在強風暴雨後，柑桔潰瘍病常嚴重發生，而臍橙潰瘍病易導致落果，

造成果農嚴重損失(7,13,14)。詴區在 2013 年 9 月 22 日遭遇天兔颱風，最強瞬間

陣風 17.1 公尺/秒（表 2），以罩網處理可減少強風造成植株葉片及枝條磨擦而

產生的傷口，故若能於颱風前進行罩網處理，可顯著降低颱風過後潰瘍病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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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表 3），亦能減少因強風造成的折枝、落葉及落果等損失；惟頇特別注意，

因罩網處理之植株受風面積較大，颱風之強陣風過大時有可能會造成植株倒伏

甚至更嚴重損害。 

表 2. 2013 年天兔颱風規模 

名  稱 警報期間 強度 

發 生 規 模 

最大風速 
（公尺/秒） 

累積雨量 
（毫米） 

天  兔 
（USAGI） 

9 月 19 日至 22 日 強烈 17.1 449.0 

註：數據為颱風警報期間本場敤鳩分場農業一級氣象觀測站之記錄資料。 

 

在果實蠅危害方面，調查顯示，罩網處理者之果實完全未遭果實蠅危害，

保護效果較套袋處理著之3.5%佳（表3）。研究顯示，臺東地區9月初柑桔類果

樹進入盛產期且氣溫仍高，果實蠅密度增高；以東河鄉泰源地區為例，10月為

其出現密度之高峰期，若不採取防範措施，果實將嚴重受害。果實套袋是果農

最常用來防範果實蠅危害方法之一(3,4,7,13)。臍橙果農慣用之白色紙袋，通常使

用1個半月就易因風吹日曬雨淋等因素而變薄甚至破損，保護效果因此降低。

本詴驗採套袋處理之果實仍有3.5%受害；而罩網處理者，因網罩為採用24目之

白色紗網製作，故保護效果良好，果實完全未受害。 

在野生動物危害方面，根據危害特徵判斷(10)，危害臍橙的野生動物有鳥

類、鼠類、山豬及臺灣獼猴等，其中以獼猴危害最為嚴重，達 9 成以上。調查

顯示，罩網處理者之果實完全未遭害，而無罩網處理者受害率高達 90.7%（表

3），顯示網罩保護效果極佳。獼猴危害農作物是全國性的農業問題，臺灣對於

獼猴的研究與防治雖然已超過 20 年，但多為治標之法且效果短暫 

(5,6,8,9,10,11,12)。以本場研發之防猴網罩，不僅可保護整株果樹，使用初期獼猴會

因感到害怕而不敢靠近（期間約 1～3 個月，視不同猴群而定）；日後即使獼猴

進入果園，也將無法危害果實(5,6)。目前以防猴網罩對臍橙進行保護處理，防範

猴害及其他野生動物效果依然十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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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罩網處理對臍橙潰瘍病、果實蠅及野生動物危害之影響 

調查項目 
颱風後葉片潰瘍病 
發病率（%） 

果實遭果實蠅 
危害率（%） 

果實遭野生動物 
危害率（%） 

罩網處理 3.7 ± 0.5 0.0 ± 0.0 0.0 ± 0.0 

無罩網處理 
（對照組） 

11.9 ± 2.1 3.5 ± 0.8 90.7 ± 8.2 

註：1.植株未罩網或果實未套袋處理，果實遭東方果實蠅危害率為 47.2% ± 5.1% 

2.帄均值 ± 標準偏差（Mean ± SD）。 

 

（三）罩網處理對臍橙果實品質及生理落果之影響 

在果實品質方面，罩網處理者之可溶性固形物（糖度）11.6°Brix，高於套

袋處理者之 10.5°Brix，然果重、果皮重、果皮厚度、可滴定酸（酸度）及果汁

率等則差異不顯著（表 4）。 

表 4. 罩網處理對臍橙果實品質及生理落果之影響 

調查項目 
果重 
（g） 

果皮重 
（g） 

果皮厚度 
（mm） 

可溶性 
固形物 
（°Brix） 

可滴定酸 
（%） 

果汁率 
（%） 

生理落果率 
（%） 

罩網處理 
381.4 

± 30.7 
141.4 

± 13.7 
4.4 

± 0.5 
11.6 

± 0.5 
0.68 

± 0.11 
52.8 

± 5.1 
0.3 

± 0.1 

套袋處理 
（對照組） 

355.4 
± 25.1 

130.9 
± 15.2 

4.1 
± 0.8 

10.5 
± 0.4 

0.73 
± 0.18 

52.4 
± 3.9 

1.7 
± 0.5 

註：帄均值 ± 標準偏差（Mean ± SD）。 

 

在果皮顏色方面，色澤亮度（L*值）及色彩濃度（C*值）處理間差異不大，

但色相角度（H*值）則有顯著差異，罩網處理者為 62.01，較偏紅黃色，而套

袋處理者為 76.54，偏黃綠色（表 5 及圖 3），此結果顯示，罩網處理者之果實

外觀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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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罩網處理對臍橙果皮顏色之影響 

調查項目 
色 差 值 

L* C* H* 

罩網處理 75.21 ± 5.14 70.04 ± 4.18 62.01 ± 2.96 

套袋處理（對照組） 72.69 ± 4.81 67.17 ± 3.54 76.54 ± 3.71 

註：帄均值 ± 標準偏差（Mean ± SD）。 

 

  

圖 3. 不同處理對臍橙果皮顏色之影響（左為套袋處理，右為罩網處理） 

 

研究指出，臍橙果皮顏色與不同套袋時間及套袋材質有關，其中重要因素

之一在於套袋材質之透光度(1,2)。防猴網罩之透光度為 85%，白色紙袋僅為

52%，此差異可能是導致臍橙果皮外觀色差差異原因之一。另外，非病蟲害及

野生動物危害等生理落果率方面，罩網處理者僅為 0.3%，套袋處理者則為 1.7%

（表 4），推測原因可能為套袋內之微氣象或透光度造成，仍待進一步研究。 

四、結論 

臍橙果實網罩式保護技術具有多面向之效果與特色，例如可防範野生動物

危害、防範蟲害、減少病害發生率、減少強風傷害及提高果實品質，而且操作

簡易、成本低又不傷害野生動物等。因此，值得提供果農參考使用，確保經營

之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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