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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3.1 oBrix (表 1)，顯示可利用大型盆栽經濟生產番木瓜果實。 
栽培介質以山貓機械進行混合攪拌，再以山貓機械進行上盆作業，上盆

作業約每 10 分鐘/盆。相較於一般慣行的土耕栽培，盆栽番木瓜每 0.1 公頃栽
培成本大約增加 53,550 元(表 2)，但利用盆栽生產番木瓜除可利用更換介質
的方式，解決土壤連作問題，更可採精準肥灌管理技術，集約生產番木瓜，
增加單位面積產量及收益。雨季期間由於盆栽為離地式栽培，可有效控制土
壤水分含量，植株於夏季期間無死亡，有效解決根腐問題，可達穩定生產的
目標。 

表 1. 三種不同椰纖比例對盆栽番木瓜植株生育的影響 

配方 z 
莖粗 
(cm) 

成熟葉片數 
(片) 

掛果數 
(果/株) 

單果重 
(g) 

總可溶性固形物 
(oBrix) 

A 23.2  ay 28.6 a  39.6 a  1012.3 a 13.1  a  
B 22.9 a 29.3  a 43.5 a 1102.1 a 12.8 a  
C 24.1  a  27.6  a  45.3 a  989.6 a 12.9  a  

z椰纖比例 A: 30%，B: 45%，C: 55%  
y Means within the same columns followed by a different letter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SD 

test at P ≦ 0.05. 

表 2. 結構型網室無土介質栽培與慣行簡易網室土耕栽培成本的比較(單位：
新台幣元)  

栽培模式 介質費用 整地或上盆工資 網室遷移或折舊費 加總 
結構型網室無土介質栽培(A) 82,050 48,500 19,000 149,550
慣行簡易網室土耕 (B) 25,000 16,000 55,000 96,000 
成本差異 (A-B) 57,050 32,500 -36,000 53,550 

註：以每 0.1 公頃 150 株計算  

番石榴品種選育 
朱堉君 

番石榴育種目標為選育果重 450 公克上下，果肉厚、總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高、酸度適中，抗病之紅肉優良品系。本年度番石榴育種完成雜交授粉工
作，得到種子 150 顆，完成播種，得到 120 株後代。101 年定植之 198 株實
生苗單株，本年度完成 94 株之果實性狀調查，共獲得 3 株優良綠皮紅肉品系，
果形為卵形及卵圓形，為非更年性品系，果實大小適中，具果肉厚(37-50%)
及總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12-14°Brix)等特性(表 1)，秋季已完成套袋，預計
再進一步評估冬季性狀表現及其性狀穩定度，並持續調查其他單株果實性狀
表現。97 年選出之 6 個優良品系，於 102 年底定植後生長良好，預計 104 年
可進行複選。番石榴新品種‘高雄 2 號-珍翠’本(103)年 7 月取得 25 年品種權，
並辦理新品種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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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3 年番石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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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肉厚
(mm) 

果肉率
(%) 

總可溶性
固形物 
(°Brix) 

果肉色 果形

KG010404 521.9 10.5 10.1 21.3 42.4 11.9 R 卵形
KG010411 429.3 10.4 9.4 17.5 37.0 12.1 R 卵形
KG010412 301.3 8.5 8.1 20.6 50.8 14.4 R 卵圓形

修剪及留果位置對番石榴網室栽培生產之影響 
朱堉君 

本試驗之目的為探討番石榴網室栽培之適當修剪模式及留果位置對穩定
秋冬番石榴產量與品質之影響。本試驗使用之固定型網室結構為 2.6 公尺
高，覆蓋 16 目針織網，以 7-8 年生珍珠拔品種供試。分別進行修剪及留果位
置之試驗，並比較對夏果及冬果生產之影響。番石榴植株於採收後，進行兩
種程度修剪：(1)強剪：剪去徒長枝，將原有結果枝回剪，留下 2-3 節。(2)中
剪：剪去徒長枝，回剪結果枝留下 4-5 節。著果位置分為(1)樹冠上方：著果
枝條可完全受光之樹冠上方；(2)樹冠周圍及(3)樹冠內層之果實。 

強剪及中剪處理對夏季的單株產量分別為 38.7 及 31.8 公斤，良果率分別
為 66.2%及 68.6%(表 1)，處理間無顯著差異；果實品質以強剪處理最佳，單
果重 435.6 公克較中剪處理 391.2 公克高(表 2)，其他果實品質如可食率、總
可溶性固形物及可滴定酸等皆無顯著差異。著果位置以樹冠上著果之果實品
質最佳，單果重、果實橫徑、縱徑及總可溶性固形物皆高於樹冠周圍及樹冠
內之果實。樹冠上、樹冠周圍及樹冠內之果實單果重分別為 465.1、380.1 及
395 公克；果底總可溶性固形物分別為 11.2、9.7、9.4 °Brix (表 2)。 

在冬果生產上，強剪及中剪的單株產量分別為 21.0 及 45.8 公斤；良果率
分別為 64.8 及 78%(表 1)；單果重分別為 372 及 350 公克(表 3)，中剪的產量
及良果率均顯著高於強剪處理，然單果重則以強剪處理較佳，應為強剪處理
的果實數量較少所致，除單果重外，其他果實品質均無顯著差異。著果位置
以樹冠上的果實品質較佳，樹冠上、樹冠周圍及樹冠內層之單果重分別為
345.8、345.6、391.5 公克，樹冠周圍的單果重顯著高於其他著果位置，果底
的總可溶性固形物分別為 12.4、10.3 及 11.5 °Brix (表 3)，樹冠上方的總可溶
性固形物較樹冠內層果實高約 1-2 °Brix。 

本試驗結果顯示，網室內栽培番石榴，修剪程度不宜過強，以中等程度
修剪可提高枝條帶花比例及較高的良果率，全年單株產量可達到 77.6 公斤，
相較露天栽培之單株產量 87.1 公斤(102 年)，仍有改善空間，因網室內空氣
流動情形較差，且無授粉昆蟲進入，應為影響產量的因子之一，未來擬搭設
較大面積之番石榴網室，並於花期飼養授粉昆蟲充分授粉，以改善網室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