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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目前楊桃的生產主要分布在海拔 300 公尺以下的山坡地或平地，栽培面積集中於台南縣楠
西鄉、彰化百果山鄰近山區及大安溪谷一帶，其餘台灣各地亦多有種植。近幾年台灣楊桃的栽培面
積銳減至 1600 公頃左右，除因為台灣加入 WTO 之後，進口水果及其他廉價省產水果替代衝擊之外，
因市場售價偏低，消費量萎縮等因素，加上生產成本也高、耕作勞力老化，與 10 年前相比，栽培
面積萎縮近 40%。目前年產量約 2 萬 5 千多公噸，除供內銷所需之外，前(93)年外銷量已佔國內生
產量 25%，主要外銷地區依序為香港(78.9%)、美國(7.7%)、加拿大(6.4%)、中國大陸(3.7%)及東南
亞等地。
二、楊桃的功能及營養成分
「本草綱目」中記載楊桃具有清熱解毒、生津止渴等功能；葉有利尿、散熱、止血等作用；果
實營養豐富，含多量有機酸及維他命，其中維他命 K 和維他命 A 含量較多，並且也是維他命 C 的重
要來源之一。楊桃含有草酸及多量鉀離子，有腎臟病史及結石的患者應避免食用過量的楊桃。
楊桃的用途廣泛，除鮮食切片沾鹽食用以外，亦可作成果醬、蜜餞、楊桃糖、果汁和酒精飲料
等加工製品。最廣被人知曉的加工製品為醃漬楊桃汁，果汁酸甜可口；東南亞國家亦常將綠熟果當
作蔬菜來食用或是橫切片做為盤飾、沙拉的材料。
楊桃果實含豐富營養成分，每百公克鮮重所含營養成分有水分 91%、蛋白質 0.72%、脂肪 0.75%、
粗纖維 0.23%、灰分 0.36%、葡萄糖 4.03%、果糖 2.94%、蔗糖含量較低僅 0.01%。有機酸含量頗高：
甜味種為 18g/100g，其中草酸 7.2mg/100g、蘋果酸 46.8mg/100g、琥珀酸 1.8mg/100g、枸櫞酸
0.36mg/100g；酸味種有機酸超過 40g/100g，其中以草酸的含量比例最高。除此之外並含有維生素
A、C、B1、B2 及礦物質磷、鈣、鐵等營養成分及果膠等物。種子含 25%水分及油脂 37%，其內的脂
肪酸主要為亞麻油酸，約佔總脂肪酸 68%。熱量 35 卡，屬於低熱量水果，其膳食纖維中木質素的含
量頗高。
三、環境條件及需求
楊桃的原產地大致在印度尼西亞群島和馬來西亞一帶。位處於終年高溫且溫差不明顯的熱帶雨
林地區，因此楊桃喜愛高溫及較陰濕的環境。
(一)土壤：楊桃可以適應任何型態的土壤，從砂地、壤土、重黏土或是富含石灰質土皆可生長良好，
但仍以富含有機質、土層深厚及底土含石灰質的砂質壤土最佳。排水要良好。低窪地區根部若浸
水超過 24 小時以上，細根即會腐爛。最適合 pH 的範圍為 5.5～6.5 之間。
(二)溫度：楊桃原生於亞洲熱帶，溫度的適合範圍在 21～32℃，在海拔 300 公尺以下的熱帶地區和
溫暖的亞熱帶地區，楊桃皆適於栽培；幼年樹較易受霜害，而成年樹則稍能抵抗霜害，但仍應避
免在有霜的環境栽培。因品種的不同，對溫度的敏感性亦不同，馬來西亞種(B8)普遍就較台灣的
實生變異種不耐寒，冬季易有黃化落葉、果實不易肥大的現象。
(三)水源：年雨量在 1500～3000mm 時最適合楊桃的生長，楊桃直根雖深，但因枝葉繁茂，需水量
多，久旱常造成楊桃的落葉、落花、落果、果實發育不良。年雨量和灌溉水量至少需在 800mm 以
上才能生產良好的果實，低於此水量以下則果實小。在缺乏良好的水分供應地區並會延遲開花，
因此楊桃在台灣的商業生產，應有水源供應措施。
(四)光線：楊桃屬較耐陰的果樹，雖喜陽光但忌烈日直射，尤以開花期及幼果期最怕烈日、南風，
日照過於強烈，樹冠外圍新枝易落葉，果實受強日照射後，易發生日燒，果實不易肥大，因此，
楊桃果實著果部位上方常需枝葉加以遮蔭。
(五)風：楊桃枝條細軟，果梗細弱，易遭受風害而落葉及落果。南風和強風會影響植株開花，使果
實產生日燒、脫水，而冬季的冷風(10℃)和風速超過 80km 時，將會造成嚴重落葉、落花，因此，

建園初始即應設置暫時性的或永久性的防風林或矮化樹形以減少風害。
四、品種選擇
目前台灣楊桃主要栽培種類及其果實品質分析(表 1)如下所示。
(一)秤錘種：主要分布於台南楠西及彰化員林山區一帶，果實大形，果稜硬，果稜間金黃或淡黃色，
耐運輸及低溫冷藏，為目前外銷美國、香港等地的選定品種。味平淡，稍具澀味。
(二)鳳試 56-B-8(馬來西亞 10 號種)：果色桔紅至桔黃，稜間皺摺明顯，糖度高，多汁，風味佳，
但果稜細軟不耐運輸及低溫檢疫處理，貯架壽命亦較短。果肉纖維細緻，東方果實蠅較不會叮咬，
但介殼蟲較多，為內銷用種。
(三)76-D(紅龍)：果大且重，果稜間色桔紅，稜厚，果尾凹入，硬度高，耐貯運，目前香港市場甚
為搶手，但冬季果皮易有褐化斑，且因種子數少，著果量亦不穩定。肉質中等，汁較少但糖度高，
風味亦佳。
(四)青漧厚稔：產地分布、風味與栽培管理方式均與秤錘種近似，惟其果形略小；冬期果稜邊緣為
綠色，而稜間為金黃色，果色甚為討喜，且貯運性佳，為冬期果外銷的主力品種。夏季多雨期產
量較低且果形偏小為其缺失，目前在美國及香港的需求量有增加之趨勢
(五)台農 2 號：此品種在馬來西亞當地及海南島等地為主要栽培品種，糖度高，果稜厚，果實大，
肉質細緻，產地目前以屏東里港最多。
(六)其他：如二林、酸味種、台農 1 號等；酸味種以醃漬楊桃汁為主，多採契作生產或農家醃漬成
半成品後販售。其他品種如白絲、歪尾大多作為授粉樹，商業生產已少。
表 1.台灣主要楊桃栽培品種之果實品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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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栽培管理
(一)灌水：
楊桃枝繁葉茂水分的供應需充足，果實肥大期亦需要充足的水分供應。灌溉水源一般為河川水
及地下水兩種；冬季枯水期間的水質較差，應特別注意避免造成灌溉管路的阻塞及噴藥用水的調
配，以免降低農藥的有效性。灌水量應至少達 80～100 公分深的土層內，視土壤乾旱程度補充足量
水分，原則上 7～10 天灌水一次。灌水方法一般多用噴水帶，接水源直接噴灌於樹際根部的方式，
此法可節省灌溉水量 50%，並且省工，管理方便，且因只供應根部水分，使株間保持乾燥狀態，可
控制雜草的生長，
(二)除草：
楊桃目前多採用棚架式整枝，除每年的強剪期間(4～5 月)，因棚架透光較多且雨水足，雜草
生長勢較強影響田間管理以外，其他季節易於控制雜草。目前較不建議用殺草劑除草，除破壞土壤
生態環境之外，對地表上的細根及土壤微生物相亦會造成不少傷害。常見的除草方法以割草機剷除
為最多，近幾年果園植草及養鴨除草等有機經營的理念頗獲得農民的認同，植草除可防止有害雜草
生長，並具有防止土壤沖刷流失、保水、通氣、保溫、保肥等功效。除此之外，楊桃果園植草並不

特別選擇草種，以現有草種將強勢雜草如牛筋草、土香等除去即可，在近樹幹基部 1 公尺處亦可使
用植物性資材(碎枝、稻殼等)或覆蓋抑草蓆來避免雜草的發生。
(三)整枝與修剪：
整枝常見的型式為自然圓頭形及倒圓錐形二種，因產地的耕作習慣而各有特色。中部產區多仿
照高接梨式的整枝方式，多主枝而無明顯的亞主枝，以水平棚架式的倒圓錐形生產；南部則多配合
坡地地形，任主枝生長後才加以修正，因此主枝配置較無一定章法，部分因坡地較陡而以自然圓頭
形無棚架支撐的栽培方式較多。整枝修剪一年固定最少 2 次，即春季的重修剪與秋季採收結果後樹
型控制的修剪，除此之外並隨時剪除病蟲害枝、枯枝及徒長枝等，保持樹冠內部的通風及內部的透
光。整枝常見的型式為自然圓頭形及倒圓錐形二種。
楊桃果實碩大，枝條細軟，台灣採行水平棚架式的栽培面積達 80%以上。棚架式栽培具有管理
方便、通風良好、果實不易與枝條發生擦傷、產生日燒果、病蟲害防治容易、方便疏果及套袋作業
等優點，同時也有助產量及品質的提升。其方法為在楊桃苗定植後，離地約 50～60cm 處將主幹剪
除，促使側芽產生 3～5 個新枝，分枝前利用鍍鋅鐵絲或亞管搭成高約 1.8 公尺的水平棚架，再利
用 10 多枝小木棍將各主枝、分枝拉成 45～60 度角向四方延伸於棚架上，並將新枝固定於棚架上，
使其密布整個棚面，大枝及主枝以不直接受光，而樹下以仍稀見陽光的程度。每年的修剪以先除去
狹小角度的分枝、低下垂枝和重疊的枝條，另外所有低於 1 公尺處的新枝亦應一併去除。
(四)施肥及中耕作業：
楊桃園的施肥需考慮栽培環境及果樹狀況，粘土施肥量要減少 20%，砂質土要增加 20%。幼年
樹每年大約需要 10 公斤的有機肥及 0.4～0.8kg 的三要素肥料，其 N:P:K 施用比例大致為苗期
2:1:2，著果期 1:1:3；十年生以上的楊桃每株大約需要氮素 1.5Kg、磷 0.9kg、鉀 4.3kg 及 25 公斤
以上的有機質肥料。楊桃除氮磷鉀需供應充足以外，亦需鎂、鈣肥來提高果皮的色澤及硬度。施肥
量一次不要施太多，分別於幼果期及採收後分次施用。
楊桃果園中耕主要目的為覆蓋肥料，山坡地因地勢不便進行中耕作業，因此生長勢較弱些。平
地應每兩年至少中耕斷根作業一次，以促使新根再生，若進行深度至少 10 公分以上的深耕，更可
促進根系分佈之深度，增加養分吸收之能力，一般作法為距樹際 1 公尺遠處，做寬度 20～30cm 之
深耕，中耕後 2 星期避免全園灌水，以免根部的傷口浸水而腐爛。
(五)網室栽培：
為避免東方果實蠅及果蛀蟲的為害，套袋為目前最為有效的防治病蟲害方法，然套袋人力的缺
乏及套袋時間的掌握不易，利用網室栽培可以解決套袋人力不足的問題，並可防止細菌性斑點病的
雨水飛濺為害。其方法為採用 16 目的白色塑膠網，架高約 2.5～3m 的錏管網室，配合果實蠅誘殺
盒及花姬捲葉蛾誘殺器的使用，能減少農藥的使用次數，且能減少風疤的為害。網室栽培者於植株
開花期間應釋放蜜蜂以協助授粉，確保著果，平均每 1.5～2 分地放置一箱蜜蜂。
(六)套袋及疏果：
為避免病蟲為害，增加果實的亮麗，減少農藥殘留，楊桃一般在果實長至 5 公分時(花後 30～
40 日)開始套袋。套袋常與疏果作業一併進行以節省勞力，首先將果形不整、歪斜、病蟲為害、著
果過密之果實摘除後，再依樹勢強弱、枝葉發育狀況及預定產量決定留果數及位置；為避免介殼蟲
及薊馬等類病蟲的為害，袋口需在不使果實掉落的程度下束緊。套袋前需先徹底進行病蟲害的防
治，並在 1～2 日內完成套袋。套袋常是早期農業生產，為了提高果實的品質與外觀色澤，所採行
的管理方式，然因近幾年來病蟲為害日益猖獗，尤其是東方果實蠅及果蛀蟲這兩大楊桃害蟲，若不
實行套袋保護幾乎完全沒有果實可供收穫，只能淪為製酒的材料，所以套袋成為現代楊桃生產的必
備管理作業。
目前所使用的袋子材料以白色防水紙袋為最多，袋口邊緣附有鐵線或另外自行用鐵絲束緊袋
口，紙袋分為浸藥處理與一般紙袋兩種，為降低生產成本及避免操作者在套袋時接觸過多的農藥，
且吸入過多農藥揮發物，以使用不添加農藥處理的紙袋即可；紙袋的使用次數，雖可回收再次使用，
但因紙袋外會附著灰塵及其他雜物，降低光線的透光率，影響果實感光，使果實無法著色或酸度無

法分解，品質降低，因此最多以使用 2 次為限。
(七)病蟲害防治：
楊桃以蟲害為害較大，主要的害蟲為果蛀蟲及東方果實蠅的幼蟲，目前以套袋配合藥劑防治及
果園吊掛誘殺盒配合黃色粘板等生物防治為主，近年小黃薊馬為害亦甚為嚴重，果實果肩處表皮有
灰黑色咬痕，防治法為套袋前需另加上薊馬防治藥劑。
病害主要為細菌性斑點病、炭疽病這兩種較多，另外也會有煤病、褐根病及赤衣病等。細菌性
斑點病在多雨潮濕季節易於發生，常造成擴散蔓延，目前僅能進行預防性噴藥，降低田間病菌族群，
而無法完全防除。上列所述之病蟲防治藥劑，請參照《植物保護手冊》及《植物保護藥劑防治要覽
─小漿果類》來使用。
(八)採收後處理及貯藏注意事項：
果實採收技術影響果實的耐貯性和產品質量，目前台灣已可全年生產，產量主要集中於 10 月
至翌年 3 月之間。嫁接後的楊桃樹通常在經過 9 個月後就可以開始著果，而且定植在 2～3 年後就
可有令人滿意的產量。根據國外學者報導，幼年樹產量較少只有 20 公斤，但 6～7 年生的楊桃產量
卻可高達 400 公斤，其中約有 10%為不合格果，平均每單株產量每年可生產 100～250kg 的果實，產
量遠超過其他果樹。
採收期的早晚影響果實的產量、品質及貯藏性，以台灣楊桃的採收習慣而言，有過早採收的趨
勢。目前楊桃成熟期的判斷通常以果皮顏色的轉變、生育日數、果稜肥厚度及含糖量等來決定。由
於果實在採收後糖分不會繼續再增加，但果皮色仍會逐漸轉變，在充分轉色的階段，果稜很脆弱易
受到傷害，因此，果實通常在轉色初期至有 50%轉色時採收，如此貯架的壽命較長。採收成熟度亦
因行銷距離遠近而異，內銷時在果色開始轉黃時(七至八分熟)採收，外銷時則在綠熟期(六至七分
熟)階段即行採收。
(九)包裝方式：
楊桃果柄易與結果枝分離，因此用手採即可，小心採下後先在產區集中，然後運至包裝場再行
處理。包裝方式因行銷距離的遠近而有別，內銷用的大多採用 20～25Kg 的紙箱分 2～3 層排列，由
於包裝容量較大，底層的楊桃易受到上層重量的擠壓，加上搬運作業的碰撞，使得楊桃的耗損率甚
高，因此，包裝紙箱內需另放置隔板與襯墊；外銷用的包裝紙箱則較小，單層排列以 8.5Kg 或 5Kg
的紙箱包裝。不論內外銷包裝前果實皆需加套塑膠袋，減輕果實失水萎縮，包裝箱內使用填充料或
紙絲來保護果實，避免果實受到擦壓傷，同時果肩部位因硬度較高，面積較大所以放置方式以頭部
朝下、尾部朝上的方式，減少果實的碰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