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高雄 2 號與珍珠拔及台農 1 號之性狀差異表 
品種名稱 

性狀 
高雄 2 號─珍翠 珍珠拔 台農 1 號 

嫩葉：葉背絨毛 濃密 極濃密 濃密 
成熟葉形 橢圓形 卵圓形 卵圓形 
成熟葉緣波浪程度 中 強 微 
果形 圓形 卵圓形 橢圓形 
果基形狀 廣圓形 圓形 圓形 
果頸寬度 寬 中 寬 
果面光滑(粗糙程度) 凹突(疣狀突起明顯) 粗(疣狀突起不明顯) 粗(疣狀突起不明顯) 
果肉厚 厚 中 厚 
酸度 高 中 高 
果肉質地(夏季) 清脆 鬆脆-鬆 硬脆-硬 
果肉細緻程度(夏季) 細 中-細 粗 

 

番石榴網室栽培生產效益評估 
朱堉君 

為穩定番石榴於秋冬季節的生產，避免夏季風災造成番石榴植株受損，
本試驗以 5-6 年生珍珠拔品種為材料，搭設高 2.6 公尺的 16 目針織網固定型
網室，處理組為網室栽培，以露天栽培作為對照組，調查氣象因子與番石榴
的生育資料，作為網室栽培模式對番石榴生產效益的初步評估。 

本年度對網室內、外的氣象資料、病蟲害發生情形、果實品質與產量進
行調查。網室及露天栽培的氣溫及相對濕度皆無顯著差異，僅網室內受到遮
陰的影響，在夏、秋及冬季分別減少 21%、12.8%及 2.5%的光度。露天栽培
以蛾類與薊馬為主要害蟲，網室內害蟲以粉介殼蟲及棉蚜為主。腐果病害則
是由黑星病及瘡痂病引起。網室栽培對番石榴果實品質無顯著影響，僅在冬
季，總可溶性固形物會稍微降低。網室與露天栽培的全年單株產量分別為 73.6

及 87.1 公斤，產量的降低主要是受到雨季落花落果及病害的影響。 

表 1. 番石榴露天栽培與網室栽培之病蟲害相 
季節 

處理 病蟲害 
春 夏 秋 冬 

主要 粉介殼蟲 棉蚜 粉介殼蟲 葉蟎 
網室設施 

次要 葉蟎、薊馬 粉介殼蟲 棉蚜 粉介殼蟲 

主要 節角捲葉蛾 節角捲葉蛾 節角捲葉蛾 葉蟎 
露天栽培 

次要 椿象、薊馬 棉蚜、薊馬 粉介殼蟲、薊馬 粉介殼蟲、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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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番石榴露天栽培與網室栽培之產量、果實品質及腐果率 
總可溶性固形物採收 

季節z 
處理 

單果重 
(g) 

可食率y 

(%) 果底 平均 

可滴定
酸含量

(%) 

硬度
(kgf)

單株 
產量 

(kg/tree) 

腐果率
(%) 

網室 372.5a 58.3a 9.5 b 9.5a 0.277a 7.78a 27.6 25.1 
冬果 

露天 456.5a 54.3a 10.9a 9.9a 0.289a 7.12a 28.4 20.7 

網室 467.3a 42.0a 8.3a 8.1a 0.312 a 4.60a 13.0 26.8 
夏果 

露天 455.8a 39.3a 8.8a 8.6a 0.265 b 4.90a 43.0 15.2 

網室 350.0a 50.7a 10.9a 9.5a 0.364a 8.40a 33.0 28.6 
秋果 

露天 414.8a 50.0a 11.7a 10.4a 0.373a 9.18a 15.7 51.4 
z採收季節：冬季、夏季及秋季果實分別於 2、6 及 11 月採收。 
y可食率(%)=(果肉厚度/果實半徑)*100% 

 

紅龍果育種 
朱堉君 

為選育大果、品質穩定、短刺、栽培省工及果肉(皮)顏色多樣化之紅龍
果品種，並增加紅龍果種原多樣性，進行紅龍果品種蒐集與雜交育種工作。
本年度共完成 10 個紅龍果雜交育種組合，得 5,000 顆種子。培育 101 年雜交
之後代實生苗共 600 株，完成 100 株嫁接。98-100 年雜交選育之後代已脫離
幼年期，後代均無進行人工授粉，使其自然著果，共有 65 棵單株著果，採收
123 顆果實進行調查，初步選出 2 個粉色品系，2 個粉色短刺品系，1 個紅色
短刺品系(表 1)，短刺品系，每刺座上約 1-2 根刺，刺長度約 1-2 mm，但粉
色品系果實均偏小，單果重僅在 100-200 公克之間，是否需要授粉提高果實
重量，需進一步調查。短刺單株來自具短刺性狀之親本，刺長度小於 1.5 mm，
每一刺座上的刺僅 1-2 根，可見短刺種原可做為育種親本，改善紅龍果多刺
的缺點，5 個品系均已經繁殖，將再持續進行評估。 

表 1. 紅龍果優良品系之果實性狀 

品系 
單果重 

(g) 
果實縱徑

(cm) 
果實橫徑

(cm) 
果皮厚
(mm)

總可溶性固
形物(°Brix)

果肉色 短刺 

KPS990118 238.1 9.8 6.9 3.1 17.0 粉紅 N 

KPS990132 229.9 8.9 6.6 3.6 18.0 粉紅 N 

KPS990202 91.0 7.3 4.6 1.1 19.0 粉紅 Y 

KPS990243 181.6 8.1 6.5 3.3 17.8 粉紅 Y 

KPS990244 529.3 11.7 9.1 1.7 19.0 紅色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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