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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鳩分場

▎◆ 第一節▎編制演進

斑鳩分場成立於民國40年5月，斯時稱斑鳩工作站，轄屬包括賓朗果園，為因應

業務需要，於民國73年元月改制為斑鳩分場，並於民國83年7月16日，配合業務性質

及需要，將分場分別設立果樹與坡地果園經營等兩個研究室，之後又為推展有機農

業政策，於民國103年1月1日將「坡地果園經營研究室」改制為「果園有機經營研究

室」。

▎◆ 第二節▎業務執掌

斑鳩分場設立宗旨為辦理果樹品種改良、栽培技術及採後處理改進試驗研究、坡

地果園機械化省工管理、果園有機栽培技術及生態環境之建構研究，並辦理果樹栽培

技術示範推廣、諮詢服務及坡地果園水土保持戶外教室等教育工作。

▎◆ 第三節▎施政成果

一、 果樹研究室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

(一)		 番荔枝

番荔枝為轄區內最重要經濟果樹，其主要栽培種類包括番荔枝(俗稱釋迦)

和鳳梨釋迦，受益於新品種、新技術之開發及鳳梨釋迦外銷順暢，栽培面積從

民國85年的4,391公頃增加至105年的5,077公頃，增幅為15.6%；目前栽培面積

占臺東果樹面積之44.7%，主要分布在卑南鄉(38.6%)、臺東市(32.2%)及太麻里

鄉(12.4%)，年總產量約5萬公噸。本研究室民國84~106年間番荔枝之試驗成果

包括：選育臺東一、二號品種、利用人工修剪、落葉及夜間燈照等方式，進行

花期調節延長產期，並利用花粉親選拔與進行授粉技術及工具之改良等研究，

以提高授粉效率，穩定產量及提高品質，達到產期調節之目標。目前番荔枝利

用修剪除葉，再配合利用夜間燈照處理，幾乎可達到全年開花及週年生產，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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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花較少(5~6月產量較少)。果實貯藏亦已達到夏期果可貯藏7天，冬期果

可貯藏9天，有助於果品行銷。

1.選育之品種

(1)	臺東一號(都蘭種)

為本場選育出之第一個番荔枝品種，該品種係於民國77年自東河鄉呂石

明農友番荔枝粗鱗種果園中選得之實生變異，於78~83年進行嫁接繁殖及穩定

性觀察，84~85年品系比較試驗，86~87年進行區域試驗，民國90年9月通過命

名審查。番荔枝臺東一號單果重約380~550公克，糖度在20~24oBrix，果肉率

52%左右，平均每果種子數為68.5粒，果實採收後至軟熟日數約5.3天，主要產

期在7月至隔年2月間。此品種特點在鱗溝開裂十分明顯，易判定採收成熟度，

可減少採收損耗及果實較耐儲運。

(2)	臺東二號(大目)

本場民國97年選育之番荔枝品種。係於民國89年自臺東市黃振襲農友

番荔枝粗鱗種果園中收集之實生變異，89~90年進行嫁接繁殖及穩定性觀

察，92~94年開始品系比較試驗，95~97年進行區域試驗，於民國97年12月通

過命名審查。番荔枝臺東二號(大目)果實平均果重約800~900公克，糖度在

 ◤ 番荔枝臺東一號品種之果實外觀(左)及果實剖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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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oBrix，果肉率50%左右，平均每果種子數為71.8粒，果實採收後至軟熟

日數約3~6日，主要產期在7月至隔年2月間。此品種具有果實大、產量高、鱗

溝開裂明顯，方便成熟度判定，利於採收之優點，市場接受度高，推廣面積約

達3,000公頃。

2. 栽培技術

(1)	災後復育技術

民國85年以軟枝品系試驗，96~97年試驗材料為番荔枝臺東一、二號，研

究結果均顯示，植株倒伏為避免倒伏植株第二次傷害，切忌勉強扶正，應於地

上部先立柱固定，再將倒伏處(接觸地面處)之枝葉進行強度修剪(修剪量為全

株1/2~2/3)，並在根部培土並澆水，再施用氮肥(可用複合1號或5號肥)，使植

株快速恢復生長。如已完成夏季修剪，正值開花期之果園，在風災過後，若開

花之新梢受損嚴重，已無法再開花者，可在9月上旬(白露)前再次修剪，促使

重新開花結果，以確保冬期果生產。

(2)	修剪時間對開花著果及果實品質之影響試驗

民國91~92年試驗結果顯示，番荔枝不同時間修剪，期間之氣候條件及樹

 ◤ 番荔枝臺東二號品種之果實外觀(左)及果實剖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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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營養均有差異，修剪後之萌芽開花時間、開花期長短、開花數等皆有不同，

進而影響授粉後果實發育日數及果實品質。2~3月修剪後著生之果實發育期，

較4月修剪處理者長，而8~9月修剪後著生之果實發育期較7月修剪處理者長；

因此可利用不同修剪時期作為調節產期之用。番荔枝一年兩收之生產模式，需

於1~3月間進行冬季強剪，促使植株萌發大量春梢，待枝條開花結果，即可生

產6~10月份之夏期果。而未結果之春梢，於6~9月間進行夏季修剪，就著生於

樹冠內部及樹冠下半部之側枝或春梢，選擇發育充實者進行短截，並將短截枝

上之葉片摘除，以促使萌芽開花，生產冬期果。夏期果與冬期果之產量占比較

佳之比例為4:6，但依產區環境不同，配比略有差異。

(3)	人工授粉技術

A.	人工授粉

民國93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自然授粉之著果率僅3.3%，人工授粉

之著果率可達100%。番荔枝之人工異花授粉作業，分為二步驟，首先是人工

採集花粉，然後是授粉作業。採集方法為在果園間找尋雄花期之花朵，收集

花藥(粉)；或是提前摘取雌花期的花朵，隔天收集花藥(粉)。在人工授粉時，

先以一手將花朵固定，並用手指將花瓣向外撥，使花瓣分開，另一手以授粉

筆沾花藥(粉)，輕輕地塗抹於柱頭上，使全部的柱頭都能完全授粉。

 ◤ 番荔枝人工異花授粉-於雄花期時採集花粉(左)，將花粉授於雌花期之花朵(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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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花粉試驗

a.花粉增量劑試驗：民國93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粗鱗品系人工授粉花粉

量不足時，可在番荔枝花粉中添加PVC粉、滑石粉、麵粉、太白粉、甘藷

粉及在來米粉等做為增量劑(1：1)進行人工授粉，著果率95%以上，果形圓

整，可以解決花粉量不足問題。

b.果實直感試驗：民國98年臺東二號(大目)以不同品種(系)花粉進行授粉試驗，

結果顯示番荔枝臺東二號以軟枝品系之花粉源進行人工授粉，會產生果實直

感效應，有增加果重之效果。

c.	 番荔枝臺東二號花粉活力：民國99~101年之研究結果顯示，B&K培養基添

加番荔枝花朵柱頭抽出液進行花粉培養，可快速有效檢測出花粉之萌發率(

活力)。番荔枝臺東二號花粉萌芽最適條件，溫度為30℃~35℃，相對濕度為

70%~80%。番荔枝臺東二號花粉含水量於53%~57%時，發芽率最好。

d.	 秋季花粉量產試驗：民國103年之研究結果顯示，自然狀況下，番荔枝臺東二

號10~11月開花數少，但利用夜間燈照搭配9月修剪處理，可於10~11月份促

進番荔枝大量開花，進而產生大量花粉，供應鳳梨釋迦人工授粉之用，解決

農民花粉不足之問題，穩定鳳梨釋迦生產。

e.	 花朵大小對花粉活力之影響試驗：民國105年採集番荔枝臺東二號不同大小之

花朵進行試驗，結果顯示，各型花朵之花粉活力均相同，僅小朵花花藥量較

少。

f.	 番荔枝臺東二號花朵採集時機試驗：民國105~106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

枝臺東二號人工授粉的最適花朵採集時機如在高溫烈日下，以下午5時採集最

佳；陰涼天氣時，自上午9時起即可採花，且各時間的花粉萌芽率平均可高達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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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花粉貯藏試驗：民國105~106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臺東二號花粉對低

濕度敏感，難以用乾燥方式保存；可在番荔枝花朵採集後，立即剝除花瓣，

含母體裝入密封盒內，以10℃冷藏，可貯藏7天。

C.	授粉器具研發

民國82年開始推廣使用圭筆授粉，之後陸續開發出筆型異花採粉授粉工

具(民國90年取得國內新型專利)及複合式授粉槍(民國93年取得國內及澳洲新

型專利)，98年取得番荔枝花藥收集裝置國內發明專利及授粉器結構改良之新

型專利，並於100年辦理番荔枝改良式授粉器技術移轉。改良式授粉器授粉，

每朵花授粉時間比圭筆快3秒，著果率高達95%以上，且果形端正。

(4)	簡易設施試驗

民國95~96年試驗結果顯示，網室內植株修剪後之開花率明顯高於露地栽

培，且始花期提早，延長盛花期持續日數與開花日數。簡易網室栽培番荔枝之

果重高於露地栽培，且果皮鱗目顏色較深。簡易網室栽培雖初期投資成本較

高，但可從套袋材料與人工成本上逐年抵扣回收，且易於採收成熟度的判斷，

惟臺東地區颱風多，紗網易因強風導致破損而使成本增加。

 ◤ 筆型異花採粉授粉工具(左)、複合式授粉槍(中)及授粉器結構改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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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間燈照之產期調節技術

民國96~100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秋、冬季受短日、低溫之影響，臺灣番

荔枝於9月後修剪，開花率低，但如利用修剪配合夜間燈照1~3小時，進行暗

期中斷處理，可以提高9~10月間修剪之枝條開花率(達90%以上)及開花數量，

並可延後番荔枝產期30天以上，生產3~5月間之果實。

(6)	低溫裂果防範技術

民國95~102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臺東一、二號之果實在冬季遭遇

低溫裂果嚴重，可採用躲避式栽培或防範式栽培模式，以減少損失。躲避式栽

培可將冬果產期調節在11~12月初，或以夜間燈照模式將產期延至3~4月間。

防範式栽培可在低溫來臨前，將果實加套一層塑膠袋或在果園架設遮風網處

理。大面積果園則以搭設防風網較省工且降低低溫裂果之效果最佳。

 ◤ 番荔枝夜間燈照處理情形(左)及進行燈光強度檢測(右)

 ◤ 低溫來臨前將果實加套一層塑膠袋(左)或架設遮風網處理(右)，可減少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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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後處理試驗

(1)	低溫貯藏試驗

民國99年之研究結果顯示，利用水冷、室內風冷及壓差風冷等預冷方

法，使果心溫度降至15℃，可延長番荔枝1~2天軟熟。

民國101~102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冬期果實以6~10℃低溫可貯藏7

天，果實3天後可正常軟熟，具食用價值；民國103~104年之研究結果顯示，

若以變溫處理夏期果可貯藏7天，冬期果可貯藏9天。

(2)	氣變包裝貯藏試驗

民國99~100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夏期果以單果套PE袋加紙箱包

裝，在10℃冷藏下貯藏7天，其果實出庫後外觀正常，於3.7天後軟熟，惟果實

外觀會有寒害斑點。番荔枝冬期果以單果套PE袋加紙箱包裝，冷藏在7℃下可

貯藏7天，其果實出庫後外觀正常，於5天後軟熟，具有食用價值。

(3)	保鮮劑貯藏試驗

民國99~100年之研究結果顯示，番荔枝冬期果以0.5	ppm	1-MCP處理並置

於10℃溫度下貯藏7天，取出後果實可正常後熟，平均2.2天可軟熟，果心雖略

微褐化，但仍具食用價值。夏期果以0.25	ppm	1-MCP處理可延長果實後熟0.7

天，且不影響果實品質。

4.知識電子數位化

為配合知識時代的進步，於民國96年建置釋迦主題館，重新將各項研究成果

逐一盤點、分類、數位化，建立知識分類樹，同時登錄相關知識文件。且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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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0年間配合作物優質生產的知識整合平台，結合不同領域專家組成番荔枝研

發團隊，共同合作將番荔枝栽培各面向知識進行研究及整合，完成番荔枝優質生

產知識整合系統(番荔枝栽培管理知識庫)。

5.研究成果示範推廣活動

日 期 研究成果示範推廣活動名稱 地 點

85年9月25日 番荔枝果實機械分級、包裝與保鮮示範觀摩會 斑鳩分場

99年9月16日 番荔枝授粉器應用示範觀摩會 斑鳩分場

99年10月02日 各國駐華外使參訪本場研發成果 卑南鄉

100年6月30日 監察委員參訪本場試驗研究成果 卑南鄉

101年11月29日 防範釋迦低溫裂果示範觀摩會 太麻里鄉

102年12月12日 防範釋迦低溫裂果示範觀摩會 臺東市

102年8月12~16日 2013年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103年12月15~19日 2014年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104年12月14~18日 2015年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106年12月18~22日 2017年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 果實機械分級、包裝示範觀摩會情形  ◤ 防範釋迦低溫裂果示範觀摩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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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番辦理荔枝授粉器應用示範觀摩會情形(左)及示範使用方式(右)

 ◤ 林學詩場長向各國駐華外使簡報(左)及接待外使品嚐番荔枝(右)

 ◤ 林學詩場長向監察委員簡報本場施政成果(左)及盧柏松分場長介紹番荔枝研發成果(右)

 ◤ 番荔枝優質果園評鑑-評選委員進行果品(左)及果園(右)評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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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鳳梨釋迦

民國59年由園藝考察團自以色列引進鳳梨釋迦‘Gefner’品種試種，但因

7~11月間生產之夏期果，果實在採收後待軟熟期間，易自果柄處裂開，而果實

糖度高，易自裂開處發霉，致果實無商品價值，所以引進後並未推廣。自民國

82年起本場將番荔枝產期調節技術應用於鳳梨釋迦，改為生產冬期果，以避免

採後裂果，才開始吸引農民大量種植。之後又陸續引進品種且不斷改進生產技

術，使產業在短短20年間得以快速發展；民國106年臺東縣政府粗估鳳梨釋迦

栽培面積已增至2,500公頃左右，產量粗估約2萬公噸，其中60%以上外銷，每

年外銷量約1萬多公噸，已成為臺灣主要外銷水果之一。鳳梨釋迦之試驗成果

包括：導入番荔枝產期調節技術後，將產期轉移到低溫月份，大幅降低採後裂

果，進行經濟生產；引進國外優良品種並雜交育成臺東三號新品種；利用花粉

親選拔與進行授粉技術及工具之改良等研究，以提高授粉效率，穩定產量及提

高品質；颱風災後利用夜間燈照技術來促進植株再次開花著果，具有延長產期

及穩定產量之功效；開發果實貯藏技術已可貯運15天，有助於果品外銷。

1.品種育成

(1)	引種

本場於民國84年自澳大利亞引進鳳梨釋迦(African	Pride及Hillary)及冷子番

荔枝(Sabor及Fino	de	Jete)等共計4個品種，進行性狀觀察及作為育種材料。民國

98~99年調查顯示‘African	Pride’栽培管理容易，結果樹齡早，結果穩定且

豐產，果重584.3公克，糖度26.1oBrix，果實外觀佳；‘Hillary’俗稱蘋果釋

迦，樹形較大，幼年期較長，果重962.0公克，糖度20.8oBrix，果實大且表皮

平滑，但畸型果比率高；‘Fino	de	Jete’屬於冷子番荔枝品種，植株樹型開張

直立，果重452.0公克，糖度15.8oBrix，口感較酸，具百香果風味，但冬期果

如遭遇南風，容易抽心落果，需進行結果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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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東三號

臺東3號為本場(106年)育成之第一個番荔枝雜交品種，係民國96年以鳳梨

釋迦為母本與番荔枝臺東一號雜交之後代，98~99年進行單株選拔，100~102

年進行嫁接繁殖及苗木培育，102~106年進行品系比較試驗及品種性狀檢定，

民國106年通過命名，並於民國107年取得品種權。番荔枝臺東三號植株及果

實性狀介於番荔枝與鳳梨釋迦間，低溫耐受性佳，果實屬大型果，夏期果平

均單果重527.2公克，冬期果平均單果重818.0公克；果皮為黃綠色，採收後約

4~6天軟熟，果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平均為23.4oBrix，果肉率55.4%。此品種

具有大果、豐產、耐低溫及夏期果採後低裂果率等優點。

2.栽培技術

(1)	夏季修剪技術

民國86年進行不同修剪強度試驗，以枝條短截處理之開花率高於枝條不

修剪僅進行摘心及基部除葉處理者；將枝條短截修剪為10~15公分、15~20公

分、20~25公分或25~30公分處理，其開花率相似。

民國86年為建立鳳梨釋迦冬期果之生產技術，分別於6~10月間每隔2週進

行修剪試驗，結果顯示6月修剪處理者，果實採後裂果率達90%以上；7月1日

修剪者，產期約為12月初，裂果率為14%，8、9月修剪處理者，裂果率為0%。

 ◤ 臺東三號綠寶之果實外觀(左)及果實剖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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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0~91年秋季修剪試驗結果顯示，鳳梨釋迦10月份以後修剪受氣候因

子限制，花芽不易大量萌生，枝條開花率低，無法達到延長產期之目的。因此

鳳梨釋迦產期調節最佳修剪處理時間為7月至9月中旬間，可以生產12月至翌

年4月間之冬期果。

(2)	砧木選拔

民國88~89年進行鳳梨釋迦砧木之評估與選拔，試驗結果顯示，以鳳梨釋

迦本身及冷子番荔枝為砧木之親和性最佳，成活率為85%~90%；其次為番荔

枝粗鱗品系、軟枝品系及紫色種，嫁接成活率亦皆達80%以上，然砧穗癒合組

織呈現砧負現象，植株有矮化情形；另以牛心梨為砧木之成活率良好(78%)，

但呈現砧勝現象；以樓林果為砧木嫁接初期發育良好，但一年後部分植株逐漸

萎凋枯死，嫁接成活率為58.2%；以刺番荔枝、山刺番荔枝及圓滑番荔枝等為

砧木嫁接成活率低，癒合組織發育不良，親和性低。

民國104~106年繼續進行砧木評估，番荔枝臺東二號嫁接成功率70%

；106年調查以牛心梨、番荔枝軟枝品系、粗鱗品系及鳳梨釋迦等為砧木之

8~15年生鳳梨釋迦植株，修剪後枝條的總開花數在不同砧木間無顯著差異。

(3)	整枝及樹型試驗

民國96~98年利用垣籬式之二層單主幹或雙主幹方式及三層單主幹或雙主

幹方式等不同整枝方法，調查植株生長及產量表現。結果顯示4年生鳳梨釋迦

植株，水平棚架及垣籬式二層單主幹式之單株產量16~18公斤，而三層單主幹

或雙主幹式及二層雙主幹式之單株產量10~1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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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授粉技術

A.	人工自花與異花授粉之研究：民國88年之研究結果顯示，鳳梨釋迦之自然授

粉著果率極低，僅0~7%，採用人工異花授粉可提高著果率達78~92%，已達授

粉期而花瓣未完全展開之人工自花授粉著果率為64~77%，已達授粉期且花瓣

完全展開之人工自花授粉著果率為0~5%。鳳梨釋迦之人工異花授粉作業與番

荔枝類似，惟開花期間之雄蕊花藥散放時間有所差異，雄蕊花藥散放主要集

中於下午4點至6點。

B.	花粉增量劑試驗：民國93年之研究結果顯示，可在鳳梨釋迦花粉中添加麵

粉、滑石粉、PVC粉及太白粉等增量劑(1：1)進行人工授粉，著果率均可達

96.7%以上，果形圓整，可以解決花粉量不足問題。

C.	果實直感試驗：民國98年研究結果顯示，鳳梨釋迦除可用本身花粉外，亦可

以番荔枝軟枝品系及‘臺東二號’之花粉為授粉源；使用軟枝品系花粉之果

實會比使用鳳梨釋迦花粉之果實提早1週採收。

D.	花粉活力鏡檢測試：民國101~102年利用培養基進行鳳梨釋迦花粉培養，

檢測花粉之萌發率(活力)，結果顯示鳳梨釋迦花粉萌芽最適條件，溫度為

20℃~25℃，相對濕度為70%~80%。

(5)	果皮褐化試驗

民國100~102年試驗結果顯示，鳳梨釋迦套袋前若噴施油類資材常會發

生果皮褐化情形，其中以油劑稀釋300倍及500倍處理之果皮褐化率最高，達

100%；展著劑稀釋1,000倍處理者果皮褐化率亦達60%。受傷褐化部位多在果

尖(藥液易蓄積處)，且藥劑之濃度愈高，果皮受傷後褐化比率愈高。套袋材

質亦會造成鳳梨釋迦果皮褐化，其中以果實套塑膠袋(黃色或透明)之褐化率最

高，達100%，其次為不織布之60.5%，以黃色紙袋29.0%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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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災後復育－夜間燈照技術

民國101~103年之調查顯示，鳳梨釋迦7~9月修剪期很容易遭受颱風災

害，使得新梢及開花受損。進行夜間燈照復育試驗，結果顯示在10月中旬前，

應用夜間燈照及修剪處理，可促成果樹在11~12月間再次開花，開花率達70%

以上，花數多且花期長達5週。植株亦因燈照處理，枝條之新梢可持續生長，

提供光合產物予果實發育所需，可達到延後產期及促進果實肥大效果，且果實

具商品價值，達到災後快速復育之目的。但如10月中旬以後處理，雖開花率及

花朵數仍多，但因12~1月溫度偏低，畸形花比率高，且授粉著果後果實發育

遲緩，果實亦多畸形且較小。

(7)	合理留果試驗

由於鳳梨釋迦人工授粉技術成熟，果農為確保產量，常多次授粉，使得

植株著果量過多，導致樹體過量負擔，不但使果實變小，對氣候逆境的抵抗力

也會降低，在果實生長中後期如果遭遇高溫、大雨或土壤乾、濕劇變等，都極

易嚴重落果或裂果。民國103~104年間進行合理留果數試驗，結果顯示，12月

採收之鳳梨釋迦植株，留果數目越少，果實有越重之趨勢；以主幹周長(公分)

與果實數之比值為1：1.0處理之果實最重，為639.1公克/果。4月採收之鳳梨釋

迦植株，留果數目越多，有果實落果率越高之趨勢，以主幹周長(公分)與果實

數之比值為1：2.0處理之果實落果率最高，達84.0%。上述結果顯示，鳳梨釋

迦植株適當之留果數目為植株主幹周長(公分)與果實數之比值為1：1.0~1.2。

 ◤ 災後進行植株修剪及夜間燈照處理(左)，25~30天後修剪枝條開花情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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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後處理

(1)	保鮮劑試驗

民國90~91年試驗顯示，鳳梨釋迦果實1-MCP處理可降低呼吸率及抑制乙

烯產生，延遲冬期果後熟，但無法避免夏期果採後裂果發生。

民國93年試驗結果顯示，1~8ppm濃度1-MCP處理鳳梨釋迦果實，皆具有

延緩軟熟的效果；以高濃度(2~8ppm)處理抑制軟熟效果較1ppm處理者好；不

同成熟度(授粉110~160天)果實經1-MCP處理後，延緩後熟效果，隨著果實成

熟度提高，呈現降低的趨勢。

民國95~96年進行1-MCP、PE袋及低溫對果實軟化試驗，結果顯示以

15℃+PE+1-MCP處理之效果最好，貯藏15天才有輕微軟化現象；25℃+PE+1-

MCP處理在貯藏9天就有軟化現象。

(2)	低溫貯藏試驗

民國90年試驗顯示，低溫貯藏可降低鳳梨釋迦果實的呼吸率及乙烯產生量。

民國93年試驗，將鳳梨釋迦果實以10℃貯藏5、10、15天後，置於20℃後

熟；結果顯示10℃貯藏日數愈久，回溫後軟熟速度愈快，櫥架速壽命愈短。

民國94年試驗，以5℃、10℃貯藏5、10、15天後，置於20℃後熟；5℃貯

藏回溫後軟熟天數較10℃為長，但果實易發生寒害現象。

民國102年試驗，以3℃~12℃低溫分別冷藏7~13天，結果顯示將鳳梨釋

迦果實單果套PE袋置於紙箱內，再以6℃處理可貯藏13天，果實出庫後外觀正

常，4.1天後即能正常軟熟。

民國103~104年變溫貯藏試驗顯示，果實套雙層舒果網後置入紙箱，以

20℃(2天)+3℃(5天)+9℃(7天)及20℃(2天)+6℃(5天)+9℃(7天)等2種處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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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可貯藏14天，果實出庫後外觀正常，軟熟後果皮褐化率30%以下，2~5

天後能正常軟熟，具食用性。

(3)	氣變包裝試驗

民國105年將果實(10斤箱裝)以3種氣變包裝法，進行鳳梨釋迦貯藏試驗，

先於6℃下貯藏5天，再移至15℃貯藏至軟熟，觀察各袋裝內之果實軟熟與外

觀褐化情況。3種袋裝法分別為(A)厚塑膠袋打洞之單果包裝、(B)將果實裝入

大塑膠袋後再裝箱	(塑膠袋內裝)、(C)先裝箱再以大塑膠袋包覆(塑膠袋外裝)，

及(D)以未採任何袋裝之果實裝箱作為對照。試驗顯示不同包裝袋處理對果皮

及果心褐化之影響並無顯著差異，但軟熟天數部分，(A)處理與(B)處理較對照

與(C)處理顯著延長了1天。

民國105年將果實以塑膠盒及塑膠袋進行單果包裝試驗，先置於6℃5天

後，移置12℃及15℃觀察後熟情形。結果顯示塑膠盒處理中100%有水氣聚

集，較快軟熟。修正透氣孔數可降低果肉異常率。在軟熟天數、糖度、裂果

率、發霉率、果心褐化率、果皮褐化率等項目，皆無顯著差異。

民國106年試驗，將鳳梨釋迦果實以3種紙製材質(皺紋紙、棉紙、打洞紙

袋)單果包裝後置於紙箱，以6℃冷藏5天後置於15℃後熟，結果顯示果實品質

在各處理間無顯著差異。

(4)	催熟試驗

民國104~105年進行果實不同催熟方式試驗，結果顯示鳳梨釋迦以益收生

長素稀釋500倍全果浸泡、原液塗抹果梗、電石處理8小時，及乙烯處理8小時

等方式，皆可促進果實後熟。

民國106年進行乙烯催熟試驗，結果顯示，4月採收之鳳梨釋迦果實在室

溫(25℃)下，平均6.0天軟熟，使用乙醇產生乙烯催熟處理之果實平均3.0天軟

熟，果實品質正常；且可降低果實採後裂果率、發霉及褐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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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銷文宣製作

因鳳梨釋迦外銷暢旺，於民國104年規劃設計簡單易懂之果品宣傳資料，並

將資料放置本場網頁提供下載；且拍攝鳳梨釋迦的保鮮與食用秘訣之中英文短

片，提供消費者參考及外銷業者使用。

5.研究成果示範推廣活動

日 期 研究成果示範推廣活動名稱 地 點

86年4月7日 果樹嫁接技術改進-省工經濟又環保示範觀摩會 斑鳩分場

87年10月9日 提高鳳梨釋迦產量與品質方法-人工授粉技術示範觀摩會 斑鳩分場

88年9月6日 鳳梨釋迦人工授粉技術提高產量與品質方法 鹿野鄉

88年9月21日 鳳梨釋迦人工授粉技術提高產量與品質方法 東河鄉

95年12月15日 釋迦果國際行銷研討會 本場

104年01月19~23日 2015年鳳梨釋迦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105年1月18~22日 2016年鳳梨釋迦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106年12月18~22日 2017年鳳梨釋迦優質果園評鑑 臺東縣

 ◤ 民國87年辦理提高鳳梨釋迦產量與品質方法-人工授粉技術示範觀摩會之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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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柑桔：臺東主要種植之柑橘類品項有桶柑、文旦柚、白柚、晚崙西亞橙及臍橙

等，整體而言種植面積逐年減少，其中文旦柚、大白柚及桶柑受全臺栽培面積

過多，產量過剩之影響，面積縮減最多，晚崙西亞橙及華盛頓臍橙風味優品質

佳，但栽培管理不易，致使栽培面積拓展緩慢，目前主要種植在東河鄉(33.6%)

及成功鎮(19.0%)。近年來柑橘之試驗包括：協助農業試驗所進行雜交品(種)系

試作及臍橙栽培技術改進，達到提升果實品質之目標。

1.品種及雜交品系之區域試作

民國86~87年間配合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進行雜交新品系區域試驗，其中以

V63及V1153表現較佳；V63植株生長強健，果汁率高(51%~64%)，果實中等大

小，糖度8.5~10.4oBrix，酸度稍高1.2%~1.35%；V1153屬於大果柑桔且生育佳，

單果重可達1,198~1,267公克，酸度0.9%~0.98%。

 ◤ 民國95年辦理釋迦果國際行銷研討會情形

 ◤ 鳳梨釋迦優質果園評鑑-評選委員進行果品(左)及果園(右)評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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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8年從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引進‘白柳’、‘Dream’及‘Frost’等

3種臍橙接穗，高接於‘Washington’臍橙植株上，99~101年調查結果顯示，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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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期

相似，約在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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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栽培技術

(1)	臍橙穩定產量試驗

民國9 9年進行噴施C y t e x、 2 , 4 - D、 G A
4 + 7

、番茄美素、混合劑

(2,4-D+GA
4+7
+6BA)等5種植物生長調節劑，來降低臍橙落果率之試驗，試驗

結果以2,4-D植物生長調節劑處理之植株生理落果率最低，為55.4%；其次為

Cytex處理者落果率為64.1%，其餘處理落果率在73%~79%間。

(2)	臍橙套袋試驗

臍橙香氣濃郁且果色橙黃，栽培上以套袋方式來防止果實蠅危害，但因

氣候變遷，秋末冬初氣溫偏高，常造成果實轉色不佳。在民國99~100年間進

行臍橙套袋試驗，結果顯示果實在9月下旬以黑色雙層紙袋或雙層紙袋(外黃內

黑)套袋，除能防止果實蠅危害外，有助於果實轉色，可解決果實轉色不佳之

問題，有助於提升果實外觀，且不影響其品質。於100年11月16日於成功鎮辦

理套袋技術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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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降低臍橙果實乾米試驗

臍橙果肉細緻多汁、品質佳，但果實品質不穩定，易有乾米現象發生，

在民國101~103年間進行臍橙果實乾米防範研究，利用營養控制及抑制秋梢等

方法降低臍橙乾米發生率，試驗結果顯示，以9月份起除梢或噴施磷酸一鉀處

理均可降低臍橙果實乾米率。

(四)	枇杷：枇杷為臺東地區特色果樹，受太平洋黑潮暖流的影響，臺東冬季氣溫

較西部產區高，有助於果實發育，產期較西部早，但因栽培品種以「茂木」為

主，易受氣候環境影響，開花率不穩定，常常影響產量。因此種植面積在近20

年來僅微幅增加至173公頃。本研究室之研究成果包括：利用拉枝及營養調節來

促進茂木枇杷之開花率、以遮光處理來提高早花著果率，以增加早期果產量；

另引進並推廣優良早熟豐產之長崎早生品種，以確保臺東枇杷早熟之優勢。

1.品種試作

民國96~97年間進行優良早熟品種長崎早生及早鐘6號試作試驗，結果顯示長

崎早生品種在臺東地區表現良好，開花率高且穩定，平均可達90%以上，其具有

早產之優勢，產期較茂木品種提早30天左右，在海拔500公尺地區栽培，產量佳

且品質可達市場需求，具栽培潛力。

 ◤ 臍橙果實套雙層紙袋(外黃內黑)有助於果實轉色(左)及辦理示範觀摩會情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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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栽培技術

(1)	遮陰處理對茂木枇杷早花著果影響試驗

民國85~87年間進行試驗顯示，枇杷早

花於花穗生長期進行50%或70%遮陰處理降

低果園氣溫，均可提高早期果產量，增加單

果重，使早期果更具有商品價值。

(2)	枇杷焚風防範試驗

枇杷結果期易受焚風災害，民國90~91年間進行試驗，試驗結果建議防

災方法包括1.在焚風來臨前全株噴施液臘，降低蒸散；2.當焚風來臨時噴施水

霧，使果園內溫度降低、溼度增加；此兩種方法防災效果均佳。

 ◤ 長崎早生枇杷開花率高(左)及其果實外觀(右)

 ◤ 茂木枇杷早花遮陰處理情形

 ◤ 枇杷焚風傷害  ◤ 枇杷模擬焚風試驗  ◤ 噴霧降低枇杷焚風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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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枇杷催花試驗

民國92~93年間進行試驗顯示，茂木枇杷可利用拉枝及留梢技術提高開花

率，拉枝處理最佳之時間為8月中旬；亦可利用100ppm奈乙酸鈉及500倍磷酸

一鉀處理，來促進花芽形成，以提高開花率進而穩定產量。

(五)	柿：臺東地區早年多種植牛心柿、石柿或四周柿等澀柿品種，需經人工脫澀才

可食用，且不耐儲運，因此效益並不高。後來由日本引進富有、次郎及花卸所

等甜柿品種，在中高海拔地區(海拔約1,000公尺)進行試作，經高接後的甜柿可

自然脫澀，品質風味俱佳，產量亦高，因此逐漸於中高海拔地區繁衍。分場亦

於民國77年時，將富有、次郎等甜柿品種高接於牛心柿樹上，發現於3月上旬嫁

接，成活率可達90%以上。

研究室於民國85~89年進行甜柿低海拔栽培試驗，試驗結果顯示，次郎品種

約在3月下旬開始萌芽，4月中旬進入開花期，富有品種之萌芽期與開花期皆較

次郎品種晚10天左右，但萌芽率以富有較高，達51.7%，次郎則為40.6%。每萌

芽新梢之開花數及全株總花數亦以富有品種較多，但著果率方面以次郎之40.5%

較高，富有僅23.2%。果實品質方面，富有與次郎之差異不大，平均果重約250

克，果肉糖度約15.5oBrix，但果色以次郎之轉色較為均勻，富有品種則較差。

產期部分，次郎約在10月上旬至10月下旬間，富有則較次郎晚10~14天左右。

 ◤ 低海拔牛心柿高接甜柿情形(左)及高接後富有甜柿之果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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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荔枝：臺灣荔枝栽培面積約1萬公頃，品種以黑葉居多，因產期過於集中，且產

季僅短短2個月，導致5月剛生產時價高，但盛產期市價大跌。早熟之玉荷包品

種及晚熟的糯米滋，可促使荔枝品種多樣化，並分散產季。臺東地區受地理位

置、地形及氣候所影響，玉荷包及黑葉之產期較中南部略早，產季集中於5月中

下旬左右，因此若能穩定產量提早產季，與西部錯開產期，有助於提高農民收

益。

本研究室於民國84~86年間進行玉荷包荔枝早熟穩產之研究，修剪試驗結果

顯示，採收後玉荷包荔枝之強剪時機，以不超過6月底為原則，過遲會增加抑制

新梢萌發之難度；修剪後枝條可抽3次梢，每次抽梢時間約40~50天不等。第3次

抽梢後，進行抑梢試驗，分別於11月上旬以寬0.1~0.2mm之鐵線進行樹幹環刻

處理、噴施2,000倍之益收生長素，以抑制新梢抽出，促進花芽分化；試驗結果

顯示，噴施益收生長素處理的抽花穗數較多，開花期可提前至3月中旬；未經任

何處理者，並無任何穗抽出；環刻方式亦能抑制新梢抽出，開花期也可提前至

3月中旬，但環刻的效果較不穩定，且易造成樹勢衰弱。益收生長素之優點為噴

施便利，缺點為須多次噴施才可有效抑梢。

(七)	梨：臺東地區受地理及氣候等因素影響，秋冬季之氣候溫度較西部高，高接梨

之產季為全臺最早。每年於11月上旬至12月間，至臺中梨山地區採取花苞或進

口日本梨花苞，於12月下旬至1月中旬間嫁接，約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間即可開

始採收。因產期早、價格高，在民國75~90年間為臺東特色水果之一。之後因氣

候變遷，冬季低溫不足及梨穗(花苞)需進口且需每年高接，生產成本過高，再

加上國外進口梨的衝擊，梨農陸續轉作其他果樹，栽培面積逐年減少，至106年

僅剩29公頃。

本研究室於民國85~86年間進行高接梨嫁接適期試驗，結果顯示提早嫁接

對成活率並無顯著影響，本場於11月上旬進行嫁接試驗，皆可有93%以上之成

活率。但越早嫁接，可能因高接梨之花芽仍未完全分化，導致接穗的開花率越

低。著果率則受低溫及降雨影響，11月嫁接者之自然著果率僅有5~7%，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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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工授粉，則可將著果率提升至30%以上；12月後嫁接者自然著果率已可達

31%以上，若施以人工授粉，則著果率可增加至70%以上。果實產期受氣溫影

響，提早嫁接易導致果實發育所需的生育日數增長，果實重量降低，顯示提早

嫁接僅能有限度的提早產季，過早並不利果實生長。因此高接梨嫁接時期，應

配合橫山梨之冬季生理週期，使接穗與砧木的生育得以配合，由於橫山梨之深

休眠期在12月，1月才開始萌芽，為配合橫山梨之生理，最適嫁接期應當在12月

下旬至1月中旬間，以獲得最佳的結果。

民國85~87年間進行橫山梨抑梢試驗，結果顯示在高接梨幼果發育期間，橫

山梨的萌芽生長仍緩慢，需至3月中下旬才開始大量萌芽，在進入梅雨季後，橫

山梨的營養生長旺盛，易與高接梨上的果實產生水分與養分競爭。為避免影響

高接梨果實品質與產量，以達產期調節之真正目的，本場一方面進行橫山梨催

芽試驗，使其生理週期能與高接梨相配合，一方面則於高接梨中果期，抑制橫

山梨營養生長來解決養分競爭問題。試驗結果顯示，催芽(氰胺基化鈣溶液及氰

胺)及抑梢處理(噴施SNA及撚枝)，可有效減少橫山梨與高接梨產生養分競爭，

以生產高品質的果實。

(八)	桃：臺灣以往在中低海拔地區多栽植需冷性低(低溫需求時數200小時內)的脆

桃，品種如鶯歌桃、三月桃等，成熟時果肉較硬、糖度低、亦缺乏香氣。而

高品質之水蜜桃如白鳳、中津白桃、川中島白桃等，成熟時果肉軟而多汁，

香氣濃、糖度高且色澤佳，深受國人喜愛，但其打破休眠所需之低溫時數較高

(800~1200小時)，因此僅適植於高海拔地區。然而在國人水土保持觀念日益重

視之時，高海拔農業經營日趨困難，因此農業試驗所選育出10個具低需冷性

且品質優良之耐熱水蜜桃品系，在本場低海拔區域試作，並配合進行栽培技術

改進，建立臺農甜蜜桃之最適催芽時機為1月上旬至中旬，以1%H
2
CN

2
處理為

佳，處理後植株開花提早且開花整齊，可增加早期果產量；網室栽培可有效降

低果實蟲害、落果率及鳥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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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種(系)區域試驗

本場於民國89年起協助農業試驗所進行桃品種(系)區域試驗，包括臺農甜蜜

桃(premier)、7612、7669、7644等品系，其中臺農甜蜜桃單果重量101.2公克，

糖度10oBrix，酸度0.345%，果肉白中帶紅，成熟時具有水蜜桃香氣，適合臺東

地區栽培，盛產期為5月中旬。7669品系之果實碩大，單果重量可達193.8公克，

可惜著果量少，平均單株結果約5~7粒，產量不高。至於7644品系，果實大小中

等，平均重量113.5公克，糖度9.7oBrix，產量較臺農甜蜜桃低，平均單株結果約

30~40粒。

2.栽培技術

(1)	催花產調試驗

民國90~91年間利用1%	 H
2
CN

2
、5%	 KNO

3
、0.5%	 Urea及11%	 CaCN

2
等化

學藥劑，於12月下旬、1月上旬及1月中旬等3個時期進行催芽處理，各處理均

可在處理後28天內使植株提早開花，其中以1%	 H
2
CN

2
的效果最佳，花芽萌發

率可達80%以上，但同時會有促進葉芽提早萌發之現象。在12月下旬進行催花

處理可使產季提早至4月上旬，約較正常產季提早10天，但採收之果實太小，

單果平均重量僅68公克(對照組90.2公克)，缺乏商品價值。在1月上旬及1月中

旬進行催花處理並未顯著提早產期，但以1%	 H
2
CN

2
及5%	 KNO3處理者，4月

份採收之早期果，其累計產量占全年總產量之42%，明顯高於對照組之13%。

故臺東地區臺農甜蜜桃之最適催芽時機，應在1月上旬至中旬，以1%	 H
2
CN

2
處

理為佳。

(2)	網室栽培試驗

民國94~95年間，於水蜜桃盛花期後，以16目之白色紗網搭設簡易網室，

探討網室栽培對臺農甜蜜桃產期及果實品質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網室栽培

並未顯著影響甜蜜桃產期與果實大小，但可有效降低果實蟲害及鳥害率，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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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發育後期(約5月上、中旬)的落果率僅0.5%，露天套袋處理者之落果率則

高達7.4%。果實外觀與品質部分，網室處理組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較高，平

均達12.6oBrix，果皮顏色較深紅且表面絨毛多；露天套袋者之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顯著低於網室處理組，平均僅10.3oBrix，果皮顏色則較為粉紅。簡易網

室栽培除可提升果實糖度，避免蟲害及鳥害外，亦可增加採收之便利性，減少

果實因手指壓傷產生之損失。

二、果園有機經營研究室

(一)	沿革：民國59年在行政院農復會(現農委會)及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山地農牧局(現

水土保持局)籌備及經費補助下，將位於臺東縣卑南鄉賓朗村，地理位置在中央

山脈東側支稜阿里擺山山腰250~420公尺處，約28公頃之山坡地(原隸屬於臺灣

省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之後無償撥用予本場使用)，開闢成為東部最新

型綜合性水土保持及坡地利用示範區(賓朗果園)，同時利用此示範區從事山坡

地農業機械試驗研究、示範觀摩及坡地果園機械化、自動化之省工經營與水土

保持戶外教室宣導教育。本場為進行坡地果園相關試驗研究及技術推廣等業務

需要，於民國83年7月16日，設立「坡地果園經營研究室」；後又因應時代變遷

與配合國家政策，為果樹有機農法之研發與有機果園經營管理之相關研究及技

術服務推廣等業務之需要，於民國103年1月1日將原「坡地果園經營研究室」改

制為「果園有機經營研究室」。

 ◤ 桃簡易網室栽培情形(左)網室內果實不套袋(中)及與露天套袋果實之比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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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執掌

1.「坡地果園經營研究室」設立之任務與目的(民國83~102年)

(1)	綜合性水土保持與坡地利用示範園。

(2)	坡地果園機械化，自動化作業體系之研究。

(3)	提供坡地農業機械試驗研究與示範觀摩場地。

(4)	水土保持之宣導教育。

2.「果園有機經營研究室」設立之任務與目的(民國103年起)

(1)	進行各項果樹有機栽培生產技術及產品多元利用之研發。

(2)	建立有機栽培示範果園。	

(三)	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

1.「坡地果園經營研究室」試驗成果

(1)	枇杷修剪技術之研究

民國89年之試驗結果顯示，枇杷著果後之未結果枝修剪及採收後之剪修

作業，以較早修剪者開花率較高，較晚修剪者開花率較低。枇杷採後進行更新

修剪，雖可矮化樹型，但開花率較對照處理者為低，且生育期較為延緩。因

此，為穩定產量，應提早修剪，並調整修剪強度。

(2)	梅樹栽培試驗

梅子為早期臺東地區山坡地之重要經濟果樹，本研究室於民國85~86年進

行不同時期修剪及落葉試驗，以模擬颱風造成折枝、提早落葉，探討其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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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開花、果實品質及產量之影響。修剪試驗結果顯示，7月份修剪，容易誘發

大量新梢，10月份修剪之開花率最高達53%，7月份修剪之開花率最低39.5%

，且不完全花比率達14%。強制落葉試驗結果亦顯示，以7月強制落葉後之開

花率最低31.2%，不完全花比率55.6%最高，10月份強制落葉後之開花率最高

48.8%，不完全花比率5.5%最低。

民國87~88年間進行梅樹不同矮化程度試驗，結果顯示梅樹經修剪處理者

(樹高2~3公尺)，其開花率可達40%以上，著果率則達30%以上；且人工採果速

度快，採收速率(公斤/小時)為未矮化者之1.58~1.98倍。梅樹修剪作業宜每年

進行，單次的修剪量不宜超過全部枝條的1/2，避免影響樹勢。修剪後的梅樹

樹冠內的透光性增加，促使葉片光合作用效率提高，果實之重量明顯提升，且

矮化後之高度有利於人工手採，以減少採收時的果實損傷，可有效提升果實品

質。

(3)	中間砧對茂谷柑果實生育之影響

民國90年試驗結果顯示，茂谷柑開花後至6月間為生理落果期，其後之生

育期間亦皆有落果之發生，並以接近果實成熟期之落果數較多，裂果則多發生

於8~11月間。中間砧高接試驗顯示，以桶柑為中間砧的植株，在果實品質及

產量的表現上皆較海梨柑者好，此可作為茂谷柑栽培之參考依據。

(4)	文旦柚更新高接不同柑桔品種觀察試驗

文旦柚是臺灣地區重要柑桔栽培品種之一，常因產量過剩而面臨產銷失

衡的問題。民國90年利用7~8年生之文旦柚為中間砧更新高接各種不同柑桔品

種，試驗結果顯示，與文旦柚親緣較近之明尼桔柚及紅葡萄柚在親和性方面

表現最好，其次為清見、艷陽柑及晚崙西亞橙等，表現最差的則為茂谷柑及臍

橙。試驗結果提供文旦柚果農進行更新高接不同柑桔品種選擇上之參考依據，

除了達到柑桔品種栽培多樣化的目的外，並減少文旦產銷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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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波羅蜜矮化技術之研究

民國90年進行波羅蜜矮化試驗，將修剪分3年進行，每年強回剪四分之一

的枝條量，以逐年矮化的整枝方式，結果顯示，可將波羅蜜植株株高降低為

3~4公尺，略呈開心型之樹形，除可縮小樹型、增加結果部位，亦可使果實著

果位置降低且集中，便於採收。經矮化後之波羅蜜開花結果習性與果實品質並

無明顯的改變，故適度的矮化修剪，可提高波羅蜜產量並有利於果園管理與採

收等作業。

(6)	臍橙有機栽培二次套袋技術之研究

為提高臍橙有機栽培成功率，民國100年進行二次套袋試驗，以延長套袋

期，避免或減少果實與病蟲接觸機會的方式，來減少其危害。試驗於臍橙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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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套雙層黑色紙袋(或雙層黃黑紙袋)，直到採收。試驗結果顯示，第一次套袋

可降低潰瘍病與銹螨(銹蜱蝨)的危害，第二次套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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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提升

臍橙果實外觀品質。

(7)	果實防蟲套袋之研發

民國102年研發果實防蟲套袋，並取得新型專利

(專利證書號碼：新型第M444033)。主要將原一般套

袋束口用的鐵絲改為自黏彈性繃帶，且袋子底部改

為可透水與透氣之不織布材質，如此套好果實的紙

袋呈現完整密合狀態，病蟲無從進入，同時兼具排

水與透氣性，田間操作亦方便快速。新型果實防蟲

套袋相較於一般套袋，其袋內溫度差異不大，但中

午時之相對濕度低於對照紙袋，顯示具有透氣排水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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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園有機經營研究室」試驗成果

(1)	賓朗果園轉行有機農法與有機驗證歷程

民國99年初將非有機資材全面清運出本園區，全園開始試行有機農法栽

培管理；並彙整有機驗證所需證件與資料，於民國100年1月提出有機驗證申

請，民國100年3月驗證單位來園實地勘查並進行採樣；4月份通過驗證，取得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進入轉型期。

農委會於民國101年11月5日以農授糧字第1010131174號函示，農委會所

屬各試驗改良場所不得申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民國102年5

月27日慈心有機驗證公司來函，通知依據上述農委會函，終止本場有機驗證資

格。之後，本場仍秉持有機農法精神並依據相關法令規章，持續進行賓朗果園

全園有機栽培管理與相關之試驗研究工作。

(2)	果樹有機栽培環境營造與建構技術之研究

民國103年建立果樹有機栽培環境營造與建構技術。基本作法與原則如

下，ı地被植物的養成。ı採取低干擾的栽培管理方式。ı隔離緩衝帶的建

立。ı果樹栽培種類多樣化。經由上述的方式，可使果園生態平衡與生物多樣

性得到維持、增進或修補，使果園成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

(3)	果園有機栽培綜合管理措施與策略之研究

民國103年進行果園有機栽培策略與綜合管理措施研究，結果顯示慣行農

法果園在有機轉型期間，果園有機栽培環境的建構與營造(即生物多樣性的恢

復與增進)是成功的關鍵因素，其他有機轉型期綜合管理措施如下，ı地被植

物的管理。ı土地的淨化與地力恢復。ı刺激或提高植體自體免疫能力。ı病

蟲害防治與植物保護措施。ı綜合管理技術的運用。成功轉行有機果園後，生

態逐漸豐富而多樣，自然完整的生態系慢慢建構成形，環境的平衡與穩定度會

提高，果園病蟲害明顯減少，植株生長發育正常且健壯，果實產量與品質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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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恢復正常。有機轉型成功後管理模式如下，ı資材方面採取「低投入」管

理原則。ı栽培管理方面採取「精準」管理原則。ı勞力方面採取「省工」的

管理原則。

(4)	有機西施(蜜)柚果實保護技術之研究

民國103年進行西施(蜜)柚果實最佳之套袋時機及套袋材質試驗，結果顯

示以24網目白色紗網製成網袋，於7月下旬進行果實套袋，可避免果實因強風

而造成的擦傷及防範果實蠅危害，同時亦可有效防範松鼠等野生動物的危害，

確保產量且果實品質亦不會因套袋而變差。

(5)	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之研究

民國103年將「果樹有機栽培環境營造與建構技術」及「果園有機栽培之

策略與綜合管理措施」導入有機臍橙果園之栽培管理，並適時應用新梢管理、

整枝修剪、土壤管理及果實保護等各項技術，可使臍橙果園內自然生態豐富且

多樣化，恢復應有的生物多樣性，果園生態系統漸趨穩定與平衡，具天敵效應

之物種大量出現，病蟲害明顯減少，植株生長發育良好，果實產量漸趨正常且

品質佳。

(6)	有機臍橙花朵乾燥技術之研究

民國104年收集有機臍橙之花朵進行乾燥試驗，增加利用價值。結果如

下，於盛花期收集掉落的花朵與花蕾，以清水漂洗2~3次後瀝乾；之後再用食

物乾燥機、熱風循環乾燥機或烘箱，以55℃連續乾燥15小時後即可。乾燥後

之臍橙花仍保有相當的香氣與呈金黃色澤，可直接利用或存放於密封乾燥的容

器中(內置乾燥劑)避免受潮變質。在後續利用上，除了可直接以熱水沖泡飲用

外，亦可與茶葉或水果等混合沖泡成風味獨特的花茶飲或花果茶飲；另外，乾

燥後之臍橙花亦可打磨成粉後製成香料或調味料，應用於糕點烘焙或食材料理

上，可變化出不同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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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機柑桔多元利用－果乾製作技術與延伸應用之研究

民國104年基於有機柑桔全利用概念，進行有機柑桔多元利用研究，研製

果乾、果粉及果皮脆片等，除直接食用外，亦可延伸應用，提高利用之面向與

附加價值。技術內容及特色有，ı利用物理方式(溫度)進行柑桔全果之乾燥脫

水。ı製程不受天候及微生物影響，亦無使用食品添加物。ı可有效控制褐變

與維持製品之香氣、顏色及營養成分。ı製品不需使用防腐劑，於常溫乾燥條

件下即可長期保存。商品化價值及市場潛力，ı保存期間長且毋需以防腐劑延

長儲架壽命，無食安疑慮。ı可提升柑桔原料利用及研發特色產品等。ı乾製

品方便攜帶可隨時食用，具養生、安全及便利之特質。ı柑桔果乾、果粉及果

皮脆片應用面向廣，可用於各式餐飲料理中，亦可作為食品原料。

(8)	臍橙果實網罩式保護技術之研究

民國104年利用本場研發之防猴網罩作為臍橙果實保護措施，結果顯示對

臍橙植株樹冠內溫度及相對濕度無顯著影響，不會影響植株生育並具有多面向

之效果與特色，且可防範野生動物危害(臺灣獼猴、山豬、鼠類及鳥類等)、防

範蟲害(東方果實蠅)、減少病害(潰瘍病)發生率、減少強風造成枝葉折損與果

實擦傷及提高果實品質等。

(9)	福利蒙柑疏果技術之研究：

民國104~106年進行福利蒙柑疏果試驗，期能提高果實重量與大小。試驗

 ◤ 有機柑桔之果乾(左)、果粉(中)及果皮脆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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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福利蒙柑應於5~6月份落果趨緩後，進行人工疏果，疏果時應疏除

40%以上之果實量，可提高果實大小及粒重。

(10)	 紅龍果抗強風與防日燒栽培技術之研究

民國104年進行紅龍果抗強風與防日燒之栽培試驗，研發兼具抗強風及

防日燒效果之技術，以一般籬壁式設施為基礎，於原籬壁之雙邊利用2枝錏

管交叉各構成一連續斜面，並於斜面架設耐日曬之六角形大孔目萬能網，用

以固定紅龍果枝條，避免因強風而折損。另於上述交叉錏管上方架設遮光

度約65%之黑色遮光網，減少太陽直射或降低光強度，可避免枝條上高溫累

積，以降低傷害。本技術適用於籬壁式栽培模式的紅龍果園，改良後之設施

並不會影響植株生長及管理，施作簡便；若為新開闢的果園，則可直接搭設

本項設施，一次到位，兼具抗強風與防日燒效果。

(11)	 紅龍果有機栽培管理技術之研究

民國104年研究調查紅龍果生長發育及開花結果習性，並針對紅龍果園

有機栽培環境的建構與營造、相關栽培設施、枝條管理及各項相關之有機農

法等，作一系統性栽培管理技術與策略研發，提供初入門的農業新手或多年

經驗的果農參考運用。

 ◤ 紅龍果遮光可防枝條日燒(左)及籬壁式栽培情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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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友善生態之果樹猴害防範技術之研究

民國105年秉持著防範猴害及兼顧生態環境的理念，研製出不會傷害野

生動物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防猴利器－防猴網罩，更針對獼猴行為及習性研擬

防猴網罩應用於果園之技術與策略，成功防範獼猴對果樹的嚴重危害，達到

減少果農損失並友善動物及生態環境之雙贏效益。防猴網罩應用於果園的技

術與策略如下，ı果園第1次(年)使用防猴網罩，僅將易遭獼猴入侵的邊界果

樹罩網即可達到良好的防猴效果。ı第2年使用，發現獼猴較不怕網罩而開

始進入果園危害時，須漸次由邊界往果園內增加罩網數量保護果實。ı第3

年之後，當獼猴已熟悉網罩而不怕時，果園內結果量及果實品質較好之植株

須罩網保護以免受害。

(13)	 有機枇杷果乾製作技術之研究

民國105年進行枇杷果乾研製，結果顯示將整顆枇杷以不去皮、不去

籽、不剖半方式進行熱風乾燥處理，以55℃或60℃熱風乾燥溫度處理48小時

後，果乾含水率均低於13%，水活性低於0.6，達低水分食品標準而可利於長

期保存。綜合考慮製品外觀、質地、風味、處理時間及保存等因素，以55℃

連續熱風乾燥處理48~72小時(處理時間受製作環境溫濕度影響)為理想方式。

製品外觀顏色呈現黃褐色，形態類似紅棗乾，質地則為近軟Q感且具杏仁香

氣。

 ◤ 果樹防猴利器-防猴網罩(左)，第一年使用僅將邊界易入侵處罩網即可達良好效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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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機紅龍果果乾脆片製作技術之研究

民國106年研製紅龍果果乾，將有機紅龍果全果不去皮，先剪除果表苞

片，再切除果頂及果底不適合食用部分後，採橫向方式切片，厚度0.5~0.7公

分。果實切片利用熱風循環乾燥機，以60℃連續乾燥48小時，製成果乾後(口

感呈軟Q狀)，含水量為3.37%、水活性為0.327，再以無耗能且無添加物之脆

化處理技術，製成具脆感之「果乾脆片」，口感及風味均有別於市售同類產

品。

(15)	 鳳梨釋迦落果指標之研究

民國104~106年進行鳳梨釋迦果實發育後期之生理落果原因及防範技術

之探討，經多年度試驗調查顯示，冬期果產季11~12月間發生之大量落果，

均發生於授粉16週以後之果實，落果形態多為抽心落果，且果實已有軟熟現

象，內部種子亦均已成熟轉為黑褐色，顯示果實係在樹上快速軟熟脫落。落

果調查經統計分析顯示在果實發育後期，氣溫是影響落果的重要因子，時均

溫28℃以上之累計時間，與落果率間呈極顯著之正相關，且落果率隨溫度及

持續時間增加而增加。因此推論高溫可能是導致鳳梨釋迦果實發育後期發生

大量生理落果之主因，本研究結果可作為鳳梨釋迦果實發育後期異常落果之

預警指標，及探討減損技術之基礎。

 ◤ 有機紅龍果之果乾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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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研究成果示範推廣活動

時 間 研究成果示範推廣活動名稱 地 點

90年12月14日 梅樹生產技術講習會 池上鄉

93年3月17日 柑桔採收省工作業示範觀摩會 賓朗果園

100年11月29日 臍橙有機栽培-果實二次套袋技術示範觀摩會 東河鄉

102年11月12日 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會 賓朗果園

103年5月22日 有機柑桔多元利用技術發表會 成功鎮

105年9月21日 柑桔有機栽培管理技術講習會 賓朗果園

103年3月7日 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觀摩會 東河鄉

104年11月4日 果樹猴害防範技術示範觀摩會 成功鎮

104年6月24日 紅龍果防範颱風及日燒栽培技術示範觀摩會 臺東市

105年5月19日 紅龍果有機栽培技術講習會 賓朗果園

104年10月12日 果園有機栽培管理策略示範觀摩會 賓朗果園

105年6月21日 果園有機栽培綜合管理技術與策略講習會 賓朗果園

106年11月24日 番荔枝防災體系建置說明會 太麻里鄉

 ◤ 梅樹生產技術講習會  ◤ 柑桔採收省工作業-採收袋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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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臍橙有機栽培-果實二次套袋技術示範
觀摩會

 ◤ 臍橙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示範觀摩會

 ◤ 有機柑桔多元利用技術發表會  ◤ 果樹猴害防範新技術觀摩會

 ◤ 紅龍果防範颱風及日燒栽培技術示範
觀摩會

 ◤ 紅龍果有機栽培技術講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