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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蔬果採收後仍是維持有生命狀態，大多

數的生理現象仍持續進行，以消費者觀點而

言，這些生理現象是會降低品質，但對蔬果

而言，則不能不保持，所以蔬果保鮮的目的

即在不終止蔬果生命前提下，儘量減緩這些

生命現象，使品質劣變的速度變慢；另外，

蔬果在形態上頗複雜，如鳳梨果實包含冠芽

及果實兩部分，果實又由200-500個小果聚

合而成，每個小果發育程度又不同，這會增

加保鮮的困難度。高含水率也是蔬果保鮮上

另一困擾，因高含水量使蔬果易失水萎凋失

重、易受機械傷害、及易感染微生物而誘發

腐爛。

　　一般所謂損耗(Losses)是指蔬果採收至

消費間無論是品質(Quality)或量(Quantity)

的損失。損耗率的高低因蔬果種類、品種及

保鮮技術而異；此外，在已開發國家，損耗

率評估有5至25%，而開發中國家則高達20-

50%。為了減少損耗，生產者及流通業者首

先需了解那些因素會引起損耗，其次是善用

保鮮技術來降低損耗。所以本文首先介紹會

造成損耗的生物因子及環境因子。

二、引起品質劣變的生物因子

(一)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簡單的說即是蔬果組織內貯藏

性的大分子，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

肪等，被分解成小分子且同時釋放能量的過

程，此過程會吸收氧而釋出二氧化碳。呼吸

作用的影響有A.耗盡能量，加速老化；B.減

少營養，降低風味；C.產生呼吸熱，提升溫

度；D.失重等。產品品質劣變的速率和呼吸

速率的高低有關，一般而言，呼吸愈高的蔬

果，採後的壽命愈短。一些常見蔬果的呼吸

率範圍列於表1供參考。呼吸熱的釋放使蔬

果溫度增加，加速蔬果腐敗，是在保鮮上常

見的問題，所以保鮮技術上首重預冷，因快

速冷卻，才能快速降低呼吸作用。

(二)乙烯的生成

　 　 乙 烯 為 結 構 簡 單 的 碳 氫 化 合 物

(C2H4)，蔬果本身會合成及釋放，有些果

實採後會合成大量乙烯而誘發後熟老化，如

具有更年性的水果(如表一,二)，但大多數

蔬果在受傷時或逆境後皆會生成乙烯。乙烯

在常溫下為氣體，所以蔬果所生成的乙烯會

擴散至空氣中，而影響其它蔬果，因此包裝

箱內或庫房內有一粒水果產生乙烯，常會使

整箱或整庫房內的水果皆受影響。一般乙烯

的影響有加速後熟老化，造成軟化、葉片黃

化或果實褪色等。

表一. 部分台灣水果之呼吸率及乙烯釋放

類別 呼吸率 乙烯

範圍
(mg/kg/
hr)

水果 範 圍
( μ l /
kg/hr)

水果

很低 ＜35 鳳梨、楊桃 ＜0.1 蓮霧

低 35-70 香蕉(綠)、
荔 枝 、 木
瓜、百香果

0.1-1.0 鳳梨、楊桃

中等 70-150 芒果、番石
榴、印度棗

1 . 0 -
10.0

香 蕉 、 芒
果、番石榴

高 150-300 酪梨、香蕉
(黃)

10-100 酪 梨 、 木
瓜、印度棗

很高 ＞300 釋迦 ＞100 百香果、鳳
梨釋迦

(整理自Kader et al., 1985；Paull, 1994；園產品
處理計劃成果報告199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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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熱帶水果之呼吸型式

更年型水果 非更年型水果

酪梨 楊桃**

香蕉 荔枝

鳳梨釋迦 龍眼

番石榴* 鳳梨

芒果 蓮霧

番木瓜 番石榴*

百香果

印度棗

*梨仔拔、中山月拔、白拔等品種為更年型。珍珠拔、
世紀拔、泰國拔、水晶拔為非更年型。
**軟枝楊桃如二林種，可能為更年型(謝，1986)。

(三)成份變化

　　蔬果採收後有些成份會發生改變，這些

改變有的不影響品質，甚至有提升效果，有

的則會降低品質，如：

A.葉綠素的分解：對如香蕉、木瓜、芒果、

酪梨等水果而言，葉綠素的分解引起的褪

綠，則是可接受的現象，但對如番石榴、

楊桃、印度棗水果及大多數葉菜類而言，

則會降低品質。

B.類胡蘿蔔素之合成：此類色素呈黃橙色，

所以如桃子、柑桔類在成熟時會合成及累

積此類色素，使果色呈黃橙色。柑桔類

若於黃綠時採收，再將果實置於低溫(9-

15℃)下，會轉為更橙黃，表示此類色素

採後仍能持續合成。茄紅素(Lycopene)為

存在番茄及紅皮葡萄的另一種特殊類胡蘿

蔔素，可使果皮呈紅色。

C.花青素及其它酚類化合物：花青素呈紅或

紫色，一般如櫻桃、草莓、紅肉橙類等，

成熟時，此色素愈多，顏色愈濃。另外，

酚類化合物在蔬果受傷或逆境下經酵素的

作用會造成褐化。但對人體健康而言，酚

類化合物具有抗具有抗氧化能力，所以是

有益健康的成分。

D.碳水化合物的轉化：有些蔬果成熟時會累

積澱粉，而採收後澱粉會水解為醣類，如

香蕉、芒果、人心果、蛋黃果等，這種轉

化可使此類水果具有可食性，但對馬鈴薯

而言則會降低品質，馬鈴薯在低溫下，部

分澱粉會轉為可溶性糖，此種馬鈴薯在油

炸中易焦黑及產生異味。反之，有些可溶

性糖在採收後會轉成澱粉，使甜味降低，

如甜玉米。

E.果膠物質之分解：果膠物質為細胞壁的重

要成分，其分解後會使組織軟化而失去脆

的口感，如水梨、番石榴、蓮霧、印度

棗、柿、楊桃等。

F.木質素的合成：蘆筍、竹筍、菜豆或部分

根莖類，在採收後會合成木質素，而使質

地變韌(老)，品質變差。

　　此外，有些成份的變化和風味有關，如

有機酸、蛋白質、氨基酸、脂肪及芳香物

質；有些和營養價值有關，如維它命C。上

述所有變化皆為蔬果自然發生的生理現象，

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但可利用保鮮技術減緩

其生成或分解。

(四)生長或發育

　　有些器官組織在採收後會持續生長發

育，此現象常會傷害品質，如金針菜花蕾採

後會開花及花藥會裂開；蔥採後因持續生長

圖1.芒果種子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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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蔥白變細變柔甚至乾枯、芒果及柑桔類在

晚採或貯藏太久，果實內的種子會萌芽而

使果肉產生異味(圖1)；馬鈴薯、洋蔥、大

蒜、山藥、甘薯的萌芽或長根，使營養消耗

或合成毒素。

(五)蒸散作用

　　在蔬果於田間生長過程中，蒸散作用有

利吸收及運輸與散熱，所以對生長是有益

的，但採收後的蒸散作用只會造成失水及失

重。失水(重)嚴重時使蔬果產生皺縮萎凋，

失去光澤，甚至發生生理障礙，如香蕉及木

瓜，在後熟時若因環境太乾而失水過多，會

造成轉色不良，無法完全褪綠(圖2)。一般

水分的蒸散主要由氣孔、皮孔、表皮及傷口

等處，其中前三者為蔬果品種特性，而後者

為人為造成，所以採收後的保鮮措施需儘量

避免造成蔬果受傷。

(六)生理障礙

　　生理障礙是指蔬果發生一些生理代謝異

常而造成組織崩潰壞死的現象，這些現象非

由病菌所造成，而可能是因營養不平衡、老

化、不適當的溫度或氣體所造成。如芒果的

果肉劣變(圖3)、梨蜜症(圖4)可能是由營養

不平衡或老化所造成；因溫度不適所引起的

生理障礙有凍害、寒害、熱害等。其中以寒

害最常發生，寒害是指蔬果在低溫下，冰點

之上貯藏一段時間所發生的生理障礙，其症

狀有褐化、燙斑、凹點、水浸狀、異味、易

腐爛等(圖5)。表3為部分蔬果可能發生寒害

的溫度及症狀。另外，氣體中的氧氣或二氧

化碳若管理不善，可能因氧太低或二氧化碳

太高而造成生理障礙，其症狀大多數表現在

發生異味。各類蔬果對氧及二氧化碳的忍受

度如表4所示。

圖2.木瓜不良轉色

圖3. 金煌芒果生理劣變

圖4.梨蜜症

圖5.芒果不同溫度貯藏後回溫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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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理性傷害

　　物理性傷害如擦傷、壓傷、撞傷等，物

理性傷害常造成傷口褐化、加速失水、微生

物由傷口感染造成腐爛；另外，亦會加速呼

吸作用及產生乙烯，以上的變化皆會使品質

劣變(圖6)。

(八)病菌引起的腐敗

　　蔬果在發生生理障礙，物理性傷害，或

老化時，極易感染細菌或真菌而引腐爛。

三、引起品質劣變的環境因子

(一)溫度

　　在上段所述的生物因子中，大多數的變

化或合成皆受溫度影響，可見溫度是影響蔬

果品質劣變的重要因子。一般而言，在不發

生寒害的前提下，儘量保持蔬果在低溫下，

可以保持品質或減緩品質劣變。目前，大

多數的蔬果最適合的貯藏溫度皆有研究(表

3,5)，但需注意的是所推荐的溫度係指果實

溫度(甚至指果實中心溫度)，而非庫房溫

度，意即在倉貯管理時需注意蔬果是否達到

所設定的溫度。

(二)空氣中相對濕度

　　蔬果周遭的空氣中相對濕度會影響其失

水速率，相對濕度愈低失水愈快，相對濕度

愈高，雖然失水愈慢，但太高的相對濕度反

而易造成腐敗，所以大多數蔬果以85-95%RH

為宜。另外，如大蒜(蒜頭)、洋蔥、紅蔥頭

等則需維持50-70%RH較佳。

(三)空氣中的組成

　　空氣中的組成係指氧氣和二氧化碳的濃

渡，氧氣和二氧化碳會因包裝材質(如塑膠

袋)、包裝箱(如紙箱打孔方式)、堆疊、庫

房換氣頻率、運輸工具(如冷藏貨櫃)的換氣

量等因素而改變，適量的減低氧氣及增加二

氧化碳濃度，對維持品質是有幫助，但若超

過蔬果的忍受範圍(表6,7)，反而會傷害品

質。

(四)乙烯

　　乙烯除了會從後熟中的水果產生外，一

些以燃燒油料產生動力的機械運轉中亦會產

生乙烯，所以包裝場、倉庫中儘量使用電動

機具。有些水果，如香蕉、木瓜、四周柿、

芒果等，需外加乙烯使其後熟，進而具有商

品價值，但環境中的乙烯亦會加速老化、黃

化而使採後壽命縮短。

(五)光線

　　採收後的蔬果儘量不要曝曬在陽光下，

因光照的結果會提高蔬果的田間熱，即升高

溫度，使預冷的負擔加重且品質劣變加速。

此外，在貯運或販售時，部分蔬果亦需避免

光照(即使微弱的光線)，如馬鈴薯照光會綠

化且產生茄鹼(Solanine)，對人有毒；竹筍

綠化(出青)會有苦味；綠豆芽照光會變紫變

綠造成口感不佳。

四、結語

　　蔬果品質的劣變，由生物因子(蔬果本

身)所引起者，皆和種類或品種有關，欲改

善之，只有從遺傳育種著手；否則，在考慮

市場及保鮮程度時，需慎選種類和品種。而

由環境因子所引起者，這些因子如溫度、濕

度、氣體成分、乙烯、光線，皆可人為調

圖6.楊桃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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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此調控的措施即為保鮮技術，所有的保

鮮技術都會增加成本，但仍值得使用，因保

鮮除直接地減少損耗外，更間接減少了很多

社會成本及能源浪費。

　　此外，文中所述的各種造成品質劣變的

因子，在採收後、包裝場作業、運輸貯藏、

販售、甚至消費階段皆有可能發生，所以保

鮮工作是一個鍊狀流程、是一種全程管理，

任何階段做不好則全盤皆輸。

表三.熱帶水果最適貯藏溫度、貯藏壽命及
　　 寒害症狀

水果
適合貯藏
溫度(℃)

貯藏壽
命(天)

寒害症狀

酪梨 6-9 14-28
褐化、不正常後

熟、易腐

楊桃 1-5 21-28 果皮褐化

鳳梨釋迦 13 7-14 果皮褐化、

番石榴

非更年型 1-5 28-35
果皮燙斑、維管

束褐化

更年型 10 14-21
不正常軟化及轉

色

荔枝 4 21-28 腐爛、褐化

芒果(綠熟) 8-12 14-21
燙斑、不軟化、

腐爛

芒果(軟熟) 1-4 28-35 果皮褐化

番木瓜 12 14-21
燙斑、不正常後

熟

鳳梨 10 14-28 果肉褐化

香蕉 14 14-28
果肉褐化、不正

常後熟

印度棗 5 10-24 果肉褐化、異味

表四.熱帶水果之適當氣調條件

水果 氧氣(%) 二氧化碳(%)

酪梨 2-5 3-10

香蕉 2-5 2-5

芒果 5-7 5-10

番木瓜 2-5 5-8

鳳梨 2-5 5-10

鳳梨釋迦 5 5-10

荔枝 5 3-5

表五. 蔬果依寒害發生溫度而分類

類群 蔬果種類

1.不易發生寒
害 可 貯 藏 在
0-5℃

蘆筍、皇帝豆、青花菜、甘藍、
花 椰 菜 、 胡 蘿 蔔 、 芥 菜 、 甜 玉
米、大蒜、青蔥、萵苣、蘿蔔、
豌豆、菠菜、櫻桃、無花果、葡
萄 、 奇 異 果 、 龍 眼 、 枇 杷 、 荔
枝、桃、柿、梨、李、草莓。

2.會寒害可貯
藏在7-10℃

九層塔、菜豆、小黃瓜、茄子、
黃秋葵、甜椒、翼豆、酪梨、楊
桃、葡萄柚、番石榴、檸檬、百
香果、鳳梨、柚類、鳳梨釋迦、
西瓜。

3.易寒害需貯
藏在13-18℃

苦 瓜 、 樹 薯 、 薑 塊 、 豆 薯 、 南
瓜、芋頭、山藥、釋迦、香蕉、
麵包果、芒果、木瓜、人心果、
榴槤、寬皮柑類、山竺。

表六.在適當貯藏溫度下，蔬果能忍受的最   
　　  低氧濃度

氧濃度(%) 蔬果種類

≦0.5 青 花 菜 、 葉 萵 苣 、 羅 曼 生 菜 、 洋
菇、菠菜、大部分截切蔬果

1 酪梨、鳳梨釋迦、香蕉、洋香瓜、
小黃瓜、葡萄、結球萵苣、荔枝、
桃、李、洋蔥

1.5 蘋果、梨

2.0 甘藍、花椰菜、胡蘿蔔、芹菜、甜
玉米、芒果、木瓜、甜椒、辣椒、
鳳梨、草莓、番茄

3.0 葡萄柚、柿、馬鈴薯

5.0 四季豆、檸檬、萊姆、柳橙

≧10 蘆筍

(整理自R. M. Beaudry, 2000. HortTechnology 10: 49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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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蔬果自採收至被消費期間，其品質

不發生劣變及數量不減少，所用之措施，即

所謂保鮮技術。更具體而言，保鮮技術的目

標有：

‧降低蔬果的生理活性，可利用降低溫度至

不會發生寒害或凍害的範圍，亦可利用氣

調或氣變處理以降低氧氣濃度或提高二氧

化碳濃度。

‧減緩微生物的生長及擴散，可利用低溫或

儘量減少蔬果表面的水分。

‧避免蔬果失水萎凋，可利用提高環境相對

濕度；或減少蔬果和氣溫的溫差。

‧防止蔬果受到機械傷害，可利用細心輕柔

的操作及適當的機具容器。

‧減少乙烯引起的傷害，可利用低溫、低

氧、高二氧化碳，或乙烯吸收劑。

　　由上述可利用的技術歸納，可見保鮮技

術不外是對下列3項因子做好管理調控：

‧溫度管理：溫度管理需從田間做起，因台

灣氣候較熱，蔬果採後很短時間內品質即

蔬果之貯運條件

謝慶昌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副教授

會變壞，所以需善用適當的預冷方法儘速

降低蔬果的溫度。此外，在貯運期間需確

實使果蔬溫度達到所設定溫度。

‧濕度管理：要提高相對濕度，首要在設計

處理空間時，即裝設高濕度的冷氣機組；

其次即對蔬果做塗腊或包裝；最後，應急

或短時間內可利用灑水加濕設備。但濕度

切忌太高，因易造成蔬果腐爛。

‧氣體管理：指針對氧、二氧化碳、乙烯而

言，一般常用者為包裝，如蔬果以聚乙烯

(PE)袋包裝時，袋內氧氣因呼吸作用而降

低，反之，二氧化碳則上升；有時候袋內

亦會累積蔬果生成的乙烯，此時可在袋內

添加乙烯吸收劑予以吸收。

　　最後，文末附表為部分蔬果的貯運條

件，其資料整理自國外報告、國內相關研究

報告及本研究室之資料，以供參考。由於貯

運條件受品種、氣候、土壤、栽培措施、肥

培管理等採前因子影響，所以表中資料謹供

參考，使用時需有所調整。

表一.台灣常見蔬果之貯藏條件及期限

蔬果種類 貯運溫度(℃) 相對濕度(%) 冰點(℃) 乙烯生成 乙烯敏感度
氣調條件
(O2+CO2)

貯藏期

蘆筍 1-3 95-100 -0.6 很少 中等 9%+ 5-12% 2-3星期

長豇豆 4-7 90-95 很少 中等 7-10天

四季豆 4-7 90-95 -0.7 很少 中等 2-3%＋4-7% 7-10天

皇帝豆 5-6 90-95 -0.6 很少 中等 5-7天

苦瓜 10-13 85-90 多 很敏感 2-3%+5% 7-14天

甘藍 0 95-100 -0.9 很少 很敏感 1-2%＋0-5% 2-5月

胡蘿蔔 0 98-100 -1.4 很少 很敏感 6-8月

樹薯 0-5 85-90 很少 不敏感 1-2月

花椰菜 0 95-98 -0.8 很少 很敏感 2-5%+2-5% 3-4星期

西洋芹 0 98-100 -0.5 很少 敏感 1-4%+3-5% 1-2月

土芹菜 0 98-100 -0.5 很少 敏感 3-4星期

甜玉米 0 95-98 -0.6 很少 不敏感 2-4%+5-10% 5-8天

小黃瓜 10-12 85-90 很少 很敏感 3-5%+0-5% 10-14天

蘿蔔 0-1 95-100 很少 不敏感 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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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種類 貯運溫度(℃) 相對濕度(%) 冰點(℃) 乙烯生成 乙烯敏感度
氣調條件
(O2+CO2)

貯藏期

茄子 10-12 90-95 -0.8 很少 敏感 3-5%+0% 7-14天

蒜頭 0 65-70 -0.8 很少 不敏感 0.5%+5-10% 6-7月

老薑 13 65 很少 不敏感 6月

嫩薑 10-13 90-95 很少 不敏感 14-21天

九層塔 10 90 很少 很敏感 2%+0-10% 7天

豆薯 13-18 85-90 很少 不敏感 6-8月

芥菜 0 95-100 -0.5 很少 敏感 21-30天

青蔥 0 95-100 -0.7 很少 敏感 1-2%+2-5% 2月

萵苣類 0 98-100 -0.2 很少 很敏感 2-5%+0% 2-3星期

絲瓜 10-12 90-95 很少 敏感 2-3星期

甜瓜 5-10 85-90 -1.1 很少 很敏感 3-5%+5-10% 2-4星期

黃秋葵 7-10 90-95 -1.8 少 敏感 7-10天

洋蔥(頭) 0 65-70 -0.8 很少 不敏感 1-3%+5-10% 2-8月

豌豆 0-1 90-98 -0.6 很少 敏感 2-3%+2-3% 1-2星期

甜椒 7-10 95-98 -0.7 很少 不敏感 2-5%+2-5% 1-2星期

辣椒 5-10 85-95 -0.7 很少 敏感 3-5%+5-10% 2-3星期

馬鈴薯(鮮食) 0-2 90-95 -0.8 很少 敏感 8-9月

南瓜 12-15 50-70 -0.8 少 敏感 2-3月

菠菜 0 95-100 -0.3 很少 很敏感 5-10%+5-10% 10-14天

芽菜類 0 95-100 很少 5-9天

芋頭 7-10 85-90 -0.9 很少 不敏感 4月

番茄(紅) 8-10 85-90 -0.5 很多 敏感 3-5%+3-5% 1-3星期

西瓜 10-15 90 -0.4 很少 很敏感 2-3星期

山藥 15 70-80 -1.1 很少 不敏感 2-7月

亞洲梨 1 90-95 -1.6 很多 很敏感 4-6月

鳳梨釋迦 13 85-90 很多 很敏感 3-5%+5-10% 4-6星期

酪梨 6-9 85-90 -0.9 很多 很敏感 2-5%+3-10% 2-4星期

香蕉 13-15 90-95 -0.8 多 很敏感 2-5%+2-5% 2-4星期

麵包果 13-15 85-90 2-4星期

紅龍果 5 85-90 -1.8 很少 敏感 3星期

楊桃 5-10 85-90 -1.2 少 敏感 3-6星期

葡萄柚 10-15 85-90 -1.1 很少 敏感 6-8星期

金柑 4 90-95 很少 敏感 2-4星期

檸檬 10-13 85-90 -1.4 很少 敏感 5-10%+0-10% 1-6月

柳橙 10-13 85-90 -0.8 很少 敏感 5-10%+0-5% 2-3月

柚子 7-9 85-90 -1.6 很少 敏感 2-3月

椰子 0-2 80-85 -0.9 很少 不敏感 1-2月

無花果 -0.5-0 85-90 -2.4 多 不敏感 5-10%+15-20% 7-10天

葡萄 -0.5-0 90-95 -2.7 很少 不敏感 2-5%+1-3% 1-6月

番石榴 5-10 90 很少 敏感 1-3%+0-5% 2-4星期

波羅蜜 13 85-90 多 敏感 2-4星期

印度棗 3-10 85-90 -1.6 少 敏感 3-4星期

龍眼 3-6 90-95 -2.4 少 不敏感 2-4星期

枇杷 0 90-95 -1.9 少 不敏感 2-3星期

荔枝 4 90-95 少 敏感 3-5%+3-5% 3-5星期

芒果 8-13 85-90 -1.4 少 敏感 3-5%+5-10% 3-4星期

木瓜 10-13 85-90 -0.9 多 敏感 2-5%+5-8% 2-4星期

百香果 9-12 85-90 很多 敏感 2-4星期

桃 -0.5-0 90-95 -0.9 多 敏感 1-2%+3-5% 2-4星期

甜柿 0 90-95 -2.2 少 很敏感 3-5%+3-5% 1-3月

鳳梨 7-13 85-90 -1.1 少 不敏感 2-5%+5-10% 2-4星期

李 -0.5-0 90-95 -0.8 多 敏感 1-2%+0-5% 2-5星期

人心果 15-20 85-90 很多 很敏感 2星期

釋迦 15 85-90 很多 很敏感 3-5%+5-10% 4星期



8

一、前言
　　柑橘為臺灣最主要果樹產業，依據2008

年「農業統計年報」的統計，臺灣柑橘栽

培面積33,142公頃，年產量563,913公噸，

過去曾外銷日本、香港、新加坡和東南亞等

國家。近年來，由於台灣柑橘出口量不多，

多以內銷為主。隨著貿易自由化，柑橘亦由

國外進口，市場競爭更趨激烈。為因應台灣

柑橘產業所面臨的衝擊，發展品種多樣化為

必要的策略，目前栽培的柑種已由早年的椪

柑、柳橙和桶柑等三大柑種，演變為品種多

樣化的形態，如茂谷柑、明尼桔柚、佛利蒙

柑…等，這些新興柑橘品種提供了消費者更

多的選擇。

　　不管如何，台灣柑桔產期集中在十一月

至翌年二月，所以盛產期價格低廉，需靠貯

藏來調節消費，增加果農收益。柑桔在貯藏

中會失重、腐損，因此優良的栽培管理與貯

藏環境設備和技術，可減少損耗、維持品質

及增加附加價值。

二、採前因素對貯藏性能的影響
　　影響柑橘貯藏壽命的採收前因子可分為

生物因素、環境因素和栽培管理技術等。

1、生物因素：

（1）種類：種類不同，耐貯性差異很

大。橙類較寬皮柑耐貯，柳橙較

椪柑耐貯。

（2）品種：晚熟種發育成熟、組織緻

密、保護組織完好、營養累積

多、抗老化力強，所以較早熟種

耐貯。

（3）砧木：養水分吸收、果實發育、抗

病性等不同，影響耐貯性。

（4）樹齡和樹勢：幼齡樹和老齡樹較中

齡樹不耐貯，樹勢弱耐貯性差。

（5）果實大小：一般大果較不耐貯，如

椪柑大果易乾米、品質差。

（6）結果部位：果樹以向陽面或樹冠外

圍之果實較耐貯，樹冠內部較不

柑橘貯藏技術

李堂察

嘉義大學園藝學系 教授

耐貯。

2、環境因素

（1）溫度：適宜溫度範圍內，溫度愈高

果實發育愈快。過高或過低溫度

生長之產品不耐貯藏，日夜溫差

大地區生產的果實較耐貯。

（2） 日照：日照不足含糖量降低、抗

病性弱、易衰老，較不耐貯。

（3） 降雨：多雨影響日照、養分吸

收、病蟲害發生，果實較不耐

貯，尤其是果實成熟期為甚。

（4） 地理條件：緯度和海拔高度不同

耐貯性不同。

（5） 土壤：粘質壤土之產品較耐貯。

3、栽培管理技術

（1） 土壤管理：台灣柑桔園土壤一般

呈現酸化及有機質不足現象，影

響樹體生育、產量、品質，並影

響貯藏性能。台灣柑桔園的土壤

管理應以「草生栽培法」最為適

當。

（2） 柑桔營養與施肥：台灣柑農偏好

多施氮肥，少施鉀肥。肥料要素

比例不當，不但浪費肥料，並造

成不斷抽新梢，增加病蟲害防治

及修剪等之成本；若追肥施用過

遲，使萌生多量夏、秋梢，降低

果實品質。氮肥施用過多，果實

成熟延後，轉色較差，糖度低，

酸度高，貯藏時容易「乾米」。

元素失調易造成貯藏時的生理障

礙，合理肥培管理生產的果實較

耐貯藏。

（3） 灌溉：柑桔樹體生育季節所需水

分不一，雨季注意排水，乾旱季

適時適量灌水，在春萌、開花、

小果期則需較多水分，果實成熟

採收前1個月，不可灌水，土壤適

度乾旱，有助於果實品質提升，

增強耐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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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疏果：疏果後使達到適當之葉/

果比，保留外型佳，高品質的果

實。

（5） 整枝與修剪：整枝和修剪使日照

通風良好，減少病蟲害、機械傷

害和增進果實品質，果實貯藏力

較佳。

（6） 病蟲害防治：貯藏病害如蒂腐

病、炭疽病的病原菌在果實發育

期間就已感染，貯藏期間再發

病。造成「黑柑」的銹蜱蝨也常

來自田間，因此，田間病蟲害非

常重要，請參考「植物保護手

冊」推薦藥劑及濃度使用，不可

使用非推薦藥劑進行防治。

三、柑桔採收後變化
1.失水和重量變化

　　柑果本身含水量80﹪以上，採收後不但

無法補充水分，再加上蒸散作用，使水分喪

失而造成失重，甚至果皮皺縮，致使外觀不

佳。果實失重與貯藏環境之溫度、濕度及空

氣流動多寡有密切關係。貯藏濕度太高易造

成柑橘腐爛，濕度太低則助長失水、失重以

及使果皮皺縮與果實軟化。椪柑、桶柑與柳

橙長期貯藏之適宜濕度為95％ 左右，利用

打腊、塑膠袋包裝、低溫或是提高貯藏環境

相對濕度，均可減少果實的失水和失重。台

灣目前多使用套塑膠袋防止失水，由於袋內

相對濕度已接近飽和，因此，套袋貯藏的柑

橘不會發生因失水過多而產生皺皮的現象，

此外，貯藏庫的空氣濕度可以不予顧慮。若

貯藏溫度變化太大，袋內常有水滴形成，容

易造成嚴重的腐爛問題，此情況在3、4月份

遇到南風時常發生。

2.風味變化

　　柑桔在貯藏時，糖分和酸分會逐漸降

低，風味發生變化，且因貯藏溫度愈高，品

質劣變愈快。一般柑桔貯藏時會先消耗酸

分，但貯藏一個月內果實糖度能增加0.5-1

度，使其糖酸比增加，所以經短期貯藏後的

果實風味更佳，但品質達到高峰之後就逐漸

變差，變差的速度與程度與採收時的品質有

關。採收時品質優良的椪柑貯藏3個月，桶

柑與柳橙貯藏5個月後仍有不錯的品質。不

知火屬於高酸品種柑橘，採收時仍不適合食

用，則須經長期貯藏後品質才會達最高峰。

3.色澤、生育變化

　　柑桔採收後，葉綠素會逐漸分解，而葉

黃素及胡蘿蔔素增加緩慢，因此過早採收的

果實經貯藏後無法達到鮮麗的橙黃色。一般

椪柑採收時果皮尚未完全轉色，貯藏一個月

內完全轉黃，之後逐漸增加紅色成分，成為

橙黃色或橙紅色。柳橙採收時已接近全黃，

在貯藏中也會轉變為橙黃或橙紅色。桶柑採

收時已轉黃，貯藏後顏色變化較少。柑橘轉

色良好與否和貯藏溫度關係密切，一般在

15℃ 貯藏，果皮顏色會變得更好看。

柑桔在貯藏過程中，亦會有生長現象，如浮

皮（椪皮）或種子發芽等。如椪柑貯藏二

個月左右，易發生浮皮，因此，不能堆疊過

高。葡萄柚和三寶柑貯藏後期種子發芽而使

品質快速劣變。

4.腐損

　　若採收處理不當，易在貯藏過程造成腐

損。貯藏溫度太高，消耗多量糖和酸，使

柑果老化，組織變弱而易遭病原菌感染。貯

藏溫度太低，果實易遭受寒害，影響外觀，

並產生異味，在出庫後果實老化加速，極易

染病而腐爛。造成柑橘腐損的病害有生理障

礙、青黴病、綠黴病、炭疽病、蒂腐病、黑

腐病、褐腐病和酸腐病。

　　貯藏期間果蒂會褐變，影響外觀，較不

受消費者歡迎。貯藏初期果蒂為綠色，隨著

貯藏時間增加果蒂褐化率增加，亦即果實綠

蒂率漸減。椪柑與桶柑果蒂褐化較慢，但是

柳橙的果蒂褐化較快。

四、柑桔成熟與採收
1.成熟度之標準與決定

　　貯藏柑桔果實可稍早採收，在未浮皮

前，糖、酸仍高時採收貯藏，若果實不貯藏

圖１、貯藏後種子發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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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延遲採果，掛樹完熟，使糖度高1-2度，

且果實色澤更鮮艷。

　　供長期貯藏用的柑橘採收適期，椪柑在

11月中旬果實半轉色時，柳橙在12月中、下

旬果實接近全轉色時，桶柑則在1月下旬果

實完全轉黃時。提早採收並不能延長貯藏壽

命，但延遲採收則易減短貯藏壽命。採收時

宜選晴天並在露水乾燥之後；採收方法及田

間裝運須注意不造成果實皮傷。

2.柑桔之採收

(1)採收前處理

　　土壤乾燥可使果實糖度增加，所以

採前應控制土壤含水量。為減少貯藏病

害，可在採果前1-2週將藥劑噴於樹上。

(2)採收工具與方法

　　採收過程果實易受到擦壓傷、刺

傷、壓傷、擠傷、摔傷或是其他傷害，

果實受傷呼吸率增加，容易腐爛，避免

受傷為貯藏最重要因素之一。採前修剪

指甲、帶手套，並用圓頭採果剪，以免

刺傷果實。採收時，一手托著果實，一

手在果實上方帶數葉剪下，拿到胸前再

把果梗剪平；採果時果實要用手稍微往

上托，不可用抓或拉的以免受傷。由下

往上，由外往內採。椪柑分次採，柳橙

一次採。輕取輕放，注意安全。

(3) 採收氣候和時間

　　無下雨、露水、霧的晴天採收，高

溫時亦不宜。下雨時採收的果實貯藏時

容易腐爛。

(4) 田間搬運

　　使用堅實、通風的容器裝盛，避免

果實擠壓或擦傷，小心輕放，減少搬動

次數。

五、柑桔貯藏前處理
1.正確藥劑處理

　　目前防止柑桔腐損的藥劑多為系統性殺

菌劑，如甲基多保淨及腐絕或克熱淨等，這

些藥劑可有效的抑制病原菌危害。在採果後

行浸果處理，浸漬時間並無太大限制，只要

將果實完全浸到藥劑即可。請依照植物保護

手冊所推薦之藥劑和濃度使用。

2.癒傷（失水）處理2-5天

　　失水時間長短則視溫度、貯藏期和果厚

圖２、柑橘果實用二次採收

圖３、採收不當造成果實受傷

薄而定，一般以3-7天左右，最好失重在3﹪

左右再套袋，若失水不夠，在貯藏時如遇高

溫，袋內水蒸氣太多，果蒂容易褐化和發生

蒂腐病。

3.套袋

　　柑果經失水後，以0.02-0.03mm厚的塑

膠袋套起來，椪柑以一袋一果，柳橙和桶柑

3至5果一袋都可以。套袋後扭緊袋口比僅僅

摺疊袋口而不扭緊容易使果實產生異味。以

機器封袋者更宜慎選袋子的質材與厚薄，以

避免袋內聚集過多的不良氣體成分和造成異

味。套袋好的果實裝箱或盤，入庫貯藏，若

貯藏期為二個月內，則可考慮用伸縮膜進行

柱狀包裝貯藏。

六、柑桔之貯藏
1.貯藏之需要

　　柑桔貯藏的目的在調節市場供需、延長

果品時間效用，同時亦因應果品本身貯藏

後，糖度稍增加、酸度降低、風味更能表現

品種特性，提高品質，增加附加價值。

2.貯藏環境與出貨

　　柑桔裝箱時，不可疊太多層以免壓傷果

實，且果實的堆置以能通風為原則，若發現

有腐爛果，應撿出以避免傳染，而貯藏庫的

屋頂、牆壁最好能有良好的隔熱設備，以維

持貯藏庫的低溫，貯藏庫亦要能防鼠和防蟲

並保持清潔，每年柑桔出倉後或入庫前，應

以5﹪褔馬林噴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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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適宜的貯藏溫度

　　高溫助長腐爛及加速果實內部的化學成

分與品質變化，低溫則易引起果實寒害。

適合椪柑、桶柑及柳橙長期貯藏之溫度皆為

12-15℃。長期在較高溫20℃ 貯藏時，腐爛

率與失重率皆增加，果皮顏色也較差。長期

低於10℃下貯藏時易產生異味，而且腐爛率

亦無法降低。在長期貯藏當中偶然遭遇短

暫的低溫(不低於0℃)或高溫，不大影響果

實品質。茂谷柑適宜貯藏溫度為2℃，艷陽

柑、美童柑和不知火為5℃。

4.適宜的貯藏方法

　　適用於柑橘的貯藏方法有三種：冷藏、

普通通風貯藏與窯洞貯藏。冷藏之建造、

運作和維護成本較高，但能精準控制溫度，

性能較好者也能控制濕度，貯藏柑橘的效果

佳。如果將椪柑、柳橙或桶柑逐果套PE袋後

放在冷藏庫貯藏，將溫度調控在15℃，可得

到良好的貯藏效果。但是柑橘的貯藏期間不

易超過5個月，如果一年當中的其他7個月閒

置不用，無異增加柑橘貯藏成本，因此在台

灣使用不多。

　　窯洞貯藏在中國西北及華北地區應用很

普遍，曾有研究指出窯洞貯藏桶柑3個月的

效果與冷藏效果相若，優於普通通風貯藏。

台灣鮮有窯洞貯藏庫，因此極少使用。

　　普通通風貯藏只用天然的冷空氣，成本

最低。在台灣椪柑、柳橙與桶柑利用普通通

風貯藏相當普遍。可惜許多柑橘普通通風貯

藏庫庫房簡陋，溫控設備差，影響貯藏效果

不佳，宜依照實際需要選擇通風貯藏庫型式

和設備。普通通風貯藏效果最容易受氣候之

左右，適用貯藏期間短，只適合短期貯藏。

如果以因地制宜之原則三種方法配合應用，

最能發揮經濟效益。

圖４、貯藏前浸藥處理 圖５、柑橘套PE袋貯藏，可
　　　 以有效減少失水。

圖６、柑橘綠黴病

七、結論
1.良好的栽培管理與貯藏

　　良好栽培管理，應朝向合理化施肥、適

度的整枝修剪，控制樹勢、保持田間衛生，

防治病蟲害、適時灌水及排水、小心採果，

避免受傷；而貯藏前要作好果實分級及防

腐。

2.小心採果避免受傷

　　柑桔在貯藏期的腐損與採收有密切關

係，採收方法不當或採收處理粗暴，都是造

成腐損的主要原因，所以採收時應儘量避免

果實受傷。

3.正確藥劑處理

　　依照政府推薦的藥劑和濃度及展著劑使

用，可以大量減少腐損及果蒂脫落。

4.貯藏庫管理

　　柑桔裝箱時，不可疊太多層以免壓傷果

實，且果實的堆置以能通風為原則，若發

現有腐爛果，應撿出以避免傳染，而貯藏庫

的屋頂、牆壁最好能有良好的隔熱設備，以

維持貯藏庫的低溫，貯藏庫亦要能防鼠和防

蟲，並保持清潔，每年柑桔出倉後或入庫

前，應以藥劑消毒。

5.共同運銷與順序出貨

　　依產區、品種、規格、產銷秩序而異，

如椪柑，南部較中部早熟，且酸度低可較早

採收上市，中部地區則因酸度高易貯藏，使

市場有區隔以減少競爭。避免大、中、小型

果一起在市場競爭，可分時段採收販賣而更

有利可圖。良好的運銷秩序需靠所有柑農建

立共識，產銷協調，減少市場競爭，才能穩

定價格，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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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梨，是薔薇科(Rosaceae)、梨屬(Pyrus)
植物，同屬內已知有35種，野生分佈在歐、

亞及非洲等地。梨因栽培歷史悠久超過3000
餘年，由自然及人為所產生之品種特多，

概可分為四類，即西洋梨(Pyrus communis 
L.)，秋子梨(P. ussuriensis Maxim.)，白梨(P. 
Bretschneideri Rehd.)及砂梨(P. serotina Rehd.) 
(朱, 1966)。不過，一般栽培者，將梨概分

為西洋梨(Common pear )及東方梨(Oriental 
pear )兩大類，前者主要產植於歐美各地，

而後者主要分佈於亞洲各國，故又名為亞

洲梨(Asian pear)。亞洲梨採收時即可食用，

果肉脆而多汁甜美，不像西洋梨，需經過

後熟，果實變軟了之後才食用(Mitcham and 
Mitchell, 2002)。
　　台灣梨產業，以栽培亞洲梨品種為主

體，依種植地區及生產方式分為三類，高

需冷性溫帶梨、低需冷性梨及高接(或稱寄

接)梨，以高接梨為最大宗，約佔七成。高

需冷性溫帶梨，分佈於梨山地區，包括新世

紀、新興、蜜(福壽)梨及新雪梨等；低需冷

性梨，栽植在低海拔地區，如橫山、明福、

蜜雪、晶圓梨等；高接梨，以日本或台灣梨

山地區的梨接穗，嫁接寄養於橫山梨生產果

實，主要的栽培種為新興及豐水，主要分佈

於台中、苗栗、新竹縣等低海拔地區。高接

梨及低需冷性梨之產期5至8月，高需冷性溫

帶梨產期8至11月。透過良好的採收及採收

後處理可以延長市場的供應期3至5個月(劉, 
2005)。
　　梨果，除了生理上蒸散作用導致失水

與呼吸作用導致營養損失之外，採收後主

要損耗因子有：(一)微生物病害引起的腐

亞洲梨之採收後處理

(1)郭純德、(2)尤進欽、(3)張致盛
(1)(2)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 副教授、(3)農委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課長

爛：炭疽病、蒂腐病、灰黴病、褐腐病等。

(二)營養管理及環境逆境造成的生理障礙

(physiological disorder)：水心症(梨蜜症、水

傷)，寒害，表皮燙班，及果心褐變等。生

理障礙，通常是指植物生長發育或貯藏過程

中，因為不良環境因子，如溫度太低、太

高，或者營養要素缺乏如缺鈣等，所引起的

組織崩解等現象，而非由病原菌感染或機械

性傷害所導致的結果(劉, 1994 )。(三)採收和

貯運的擦、壓及碰撞傷害(physical injury)：
人為或機器不小心造成果實之擦、壓及碰撞

傷，以及因傷害導致乙烯產生所誘發的老化

生理變化。

　　梨果屬於易腐性的水果之一，故採收前

應注重栽培管理，採收時必須注意採收成熟

度、避免碰撞傷，落實分級包裝，貯藏時則

要運用妥善的溫度、溼度管理以及氣體的調

控，方可有效地減少損耗(謝與薛, 2005)。

二、採收前處理技術

　　寄接梨嫁接使用的接穗，分別來自台

灣梨山地區與日本進口，日本的接穗約占

90%。不同的接穗，會直接影響果實的品

質，整體而言，以日本接穗生產的果實品質

較佳，而且果肉生理障礙如豐水梨水心症

(water-core)的發生比率亦較少。水心症，是

蘋果及梨果肉生理障礙之一種。梨果水心症

的形態特徵為，果肉區域顯示半透明的水浸

狀，而且多數是及生在較靠近果皮或環繞在

維管束附近(郭等,2006)，如圖1。
　　田間果實套袋可以減輕病蟲危害、銹

果、藥害及擦、碰、壓傷害等，已為果農習

慣性的園藝操作。梨果在盛花後2個月進行

套袋，可提高果實的價值(徐與黃,2000)。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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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數及材料的套袋，亦會影響採收時果皮

顏色與果肉品質。2層套袋的果皮顏色較為

黃綠，3層套袋者居次，4層套袋者再次之

(如圖2)。以2層套袋的果實可溶性固形物含

圖1. ‘豐水’梨不同程度之水心症及其指數，(A)正常，指數0、(B)輕微，指數1、(C)中 　
　　度，指數2、(D)嚴重，指 數3。橫線代表2公分。(郭等,2006)

圖2.2007年宜蘭地區不同層數套袋對豐水梨
　　果皮色澤之影響(A)冠內; (B)冠外。(郭
　　與黃,未發表資料)

量較高，但是水心症發生率也較高。

　　部分梨農在果實發育期，使用激勃素

(GA)、乙烯(ethylene)等植物生長調節劑，

使果實加速肥大。如高接豐水梨盛花後8週
施用激勃素，會加速果實肥大，但也致使果

實較易產生水心症，並造成果肉硬度降低，

果品明顯下降(郭等,未發表資料)；乙烯的施

用，雖可提早採收的時間，不過亦會使水心

症的產生加劇。故採收前田間生長調節物質

的使用需慎重。

三、採收與採收成熟度

　　一種園產品具有良好的商品價值，達到

了園藝成熟度，即是適當採收成熟度。正確

判斷適當採收成熟度，是園藝生產上很重要

的技術。梨果一般採收都是人工採收，而判

斷採收時期的方法有：(一)盛花後的天數與

積溫。(二)果皮顏色。(三)果實硬度。(四)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五)種子發育程度。需

要以上幾點綜合判斷，估算採收時間才會準

確(劉,1994)。

　　對亞洲梨而言，太晚採收 ( l a t e 

harvest)不但容易發生擦、碰、壓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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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造成水心症等生理障礙的發生；因此

避免採收成熟度過高的果實，可以有效減少

水心症的發生及嚴重性(Crisosto et al., 

1994)。宜蘭地區的豐水梨，在2007年初夏，

以生長曲線及速率估量其果實的生理成熟

度，約在盛花後148天，如圖3。因此，我們

初步認為較適宜的採收時期，約盛花後140天

左右。太早採收果實不僅產量低、品質差，

然而太晚採收則易造成生理障礙如水心症的

發生(郭等, 2006)。豐水梨水心症發生率與

採收成熟度（果實盛花後天數）、果肉硬度

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關係亟為密切，詳如

圖4。

四、分級、包裝與貯藏

　　梨果實採收時要連套袋一起剪下，小心

輕放避免碰撞傷，運回處理包裝場，除袋，

再剪下果實，之後做分級裝盤包裝。消費者

圖3. 2007年宜蘭三星地區豐水梨果實，以盛
花後125    天、132天、139天、146天的
豐水梨果實縱徑(A)及橫徑(B)的絕對生
長曲線下降部分，作線性回歸線與橫軸
交點，估算果實的生理成熟度(郭與黃,
未發表資料)。實線為冠外果實，虛線為
冠內果實。

圖4. 宜蘭三星地區豐水梨果肉水心症發生率與(A)果實採收成熟度、(B)果實重量、(C)果肉
　　硬度及(D)可溶性固形物含量之相關性(郭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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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7 年宜蘭三星地區豐水梨果實，以盛花後 125 天、132 天、139 天、146
天的豐水梨果實縱徑(A)及橫徑(B)的絕對生長曲線下降部分，作線性回歸線

與橫軸交點，估算果實的生理成熟度(郭與黃,未發表資料)。實線為冠外果

實，虛線為冠內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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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宜蘭三星地區豐水梨果肉水心症發生率與(A)果實採收成熟度、(B)果實重

量、(C)果肉硬度及(D)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之相關性(郭等,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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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新雪´梨貯藏於1℃經4週後，果皮黑變
　　的異常徵狀宛如燙斑。(郭等,2006)

選擇的第一印象為外觀，故分級時首要考慮

果實大小及果皮色澤，不過果實內部品質也

不可馬虎，像是果實的糖度、和風味等也是

被消費者所關心的。因此除了果實大小之

外，果皮顏色及果肉糖度也應逐步列入分級

標準(謝與薛, 2005)。分級完的果實裝入紙

箱，送入貯藏庫。高接豐水及新興梨，一般

以低溫貯藏(1℃)，來延長市場供應期3個月

以上(呂與李, 1998)。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梨普遍對高濃度

(＞2%)的CO2極為敏感，尤其是貯藏期�1個
月以上。Baba等(1990)以0.02-5mm PE袋密

封包裝及內加CO2吸收劑，配合低溫貯藏試

驗結果顯示，在日本國生產的新雪梨於5℃
貯藏3個月發生果皮黑變(black speck injury)
的主要肇因，為高濃度(＞1%)的CO2。因

此，台灣梨山生產的新雪梨貯藏時，除了

避免在9℃以下低溫外，應注意避免CO2的

累積，千萬不可以PE袋密封包裝貯藏(郭
等,2006)。

五、低溫的管理

　　溫度對於園產品保鮮而言，是個極為重

要的環境因子；它左右了呼吸作用等基本

新陳代謝速率，同時決定了產品和大氣之間

的水蒸氣壓差，因而影響蒸散作用造成的失

水程度。一般而言，低溫可以有效地延遲採

收後園產品的劣變，減少失重及採後病蟲

害，而延長其貯藏壽命。然而，許多園產品

對低溫敏感導致寒害發生。一般致使熱帶

果蔬發生寒害的臨界溫度較高，在10到13℃
之間；而溫帶產品寒害的臨界溫度較低，

低於10或5℃，甚至要到3℃以下，才會誘

發寒害(劉,1994)。不過，許多的生理障的症

狀，有時並非由單一因子所造成。例如橫山

梨因為低溫(5℃)貯藏導致果肉褐化(internal 
browning)呈水浸狀，而且2%以上的CO2會

加重其寒害的程度(李,1988)。

　　梨果實貯藏前先行預冷，使果實中心溫

度儘快達到適當貯藏溫度，貯藏時一般使用

1~2℃，貯藏期間要常常檢查貯藏庫溫度，

不可改變太大，減低果實的老化腐壞。梨貯

藏溫度條件，依據不同的品種及成熟度，其

溫度高低、期限長短都有所不同。在韓國，

新高梨低溫(0-1℃)貯藏，很快就會出現果皮

黑變症狀(Yang,1997)，並且隨著成熟度的增

加而更加地嚴重。在台灣，豐水梨在1℃、

相對濕度85-90%條件下，可以貯藏2個月，

而新興梨的貯藏期更長(呂和李, 1996)。梨

山生產之新雪梨，並不適合低於9℃的低溫

貯藏；在1℃下貯藏4週，其寒害徵狀--果皮

黑變非常嚴重(圖5)。配合採收期和舊曆年

上市之市況，新雪梨以10℃、貯藏6至8週，

即可滿足果農的需求(郭等, 2006)。在宜蘭

三星，盛花後145天的豐水梨，耐貯藏力約2
個月，而159天者只有1個月(趙,2007)。

六、相對濕度的管理

　　水果類因為蒸散作用失水，使得果皮產

生皺縮或加速產品劣變，進而影響外觀、品

質及銷售價值。亞洲梨採收不經後熟即可食

用，果品的特徵為果肉脆而多汁甜美，所以

只要失水5%以上，就會明顯降低果肉脆度

並導致果皮皺縮，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及商

品價格；要避免採收後失水，最主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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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迅速預冷，並貯存在低溫及高濕的冷藏庫

內(Mitcham and Mitchell, 2002)。貯藏庫的相

對溼度要求為85~95％，不過濕度的控制需

要較高的成本，故也可以塑膠袋套住果實，

或果實上蠟等方式替代(謝與薛, 2005)。

七、大氣組成分的管理

　　梨果貯藏時要注意周遭大氣中二氧化

碳、氧氣、乙烯的含量及比例，二氧化碳過

多會使果實風味改變，氧氣過多加速果實的

老化及果肉的軟化，乙烯則會促進後熟，

使果實貯藏壽命減短(謝與薛,2005)。值得

注意的是，亞洲梨普遍對高濃度(＞2%)的

CO2極為敏感，尤其是貯藏期逹一個月以上。

Baba等(1990)以0.02-5 mm PE袋密封包裝及

內加CO2吸收劑，配合低溫5℃貯藏試驗結果

顯示，在日本國生產的新雪梨於5℃貯藏3個

月發生果皮黑變(black speck injury)生理

障礙的主要肇因，為高濃度(＞1%)的CO2，

而不是低溫。他們並因此而建議梨果低溫貯

藏時，應注意避免CO2的累積。因此，台灣

梨山生產的新雪梨和低海拔橫山梨貯藏時，

除了避免9℃以下低溫，也要避免以PE袋密

封包裝貯藏2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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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生活水準的提

高，國內消費者對蔬菜品質的要求也相對提

高，而園產品的新鮮度是決定其品質及價值

的重要因素。蔬菜等園產品具有易腐性，乃

因收穫後仍具有生命力，其呼吸作用、蒸散

作用及其他許多生理變化仍繼續在進行，這

些現象通常會加速產品老化、萎凋、黃化

等，因而加速品質劣變。降低溫度是蔬菜保

鮮的最佳手段，因低溫可抑制引起產品劣變

的生理變化進行，在不引起寒害和凍害的

條件下，愈快降到適當低溫對產品的保鮮愈

好。

　　最近在有關園產品採後處理技術方面，

預冷的觀念愈來愈被重視。何謂“預冷”、

其對蔬菜保鮮有何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的

來操作預冷技術，將是本文想要探討及介紹

的。

什麼是預冷？

　　“預冷”，顧名思義是”預先冷卻“，

最早預冷是指產品在裝運前預先冷卻，以

防止產品在運輸期間因高溫引起產品敗壞發

生。但發展至今，預冷的意義乃泛指園產品

在運輸、冷藏或加工前所採行的一種將產品

本身所含田間熱及累積的呼吸熱除去，使產

品快速降溫的處理措施。預冷在時間上是有

限制的，通常需時數日的冷卻作業不能稱為

預冷；一般而言，預冷的冷卻速率要快，應

在數十分鐘或數小時內完成，以掌握保鮮時

效。

蔬果預冷保鮮技術

林棟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良場 課長

預冷的重要性

1.溫度是影響園產品敗壞的重要因子：

園產品採收後會累積大量的田間熱及呼吸

熱，這可由觀察包裝箱內中心溫度會高於產

品四週氣溫許多的現象得知，因為產品會不

斷的釋放出熱量，並在通風不良的包裝產品

內部累積。農產品中蔬菜等園產品最易敗

壞，是因為園產品特性上具有較高的呼吸速

率及蒸散速率，高溫則更加速以上生理現象

而加速產品的老化及劣變。例如高呼吸率促

使產品容易老化，高蒸散率使產品容易失水

萎凋，而高溫促使病原菌容易生長。本省蔬

菜夏季期間自中南部北運台北市場後，紙箱

內累積的溫度平均高達35～40℃，在此高溫

下輕微者造成失水萎凋，嚴重時造成腐爛及

異味產生，尤其雨天或災害後搶收的產品

更是無法忍受如此高溫，將使產品損耗更嚴

重。因此運輸前降溫將可減少運輸期間因高

溫造成產品的品質降低或腐敗。

　　此外，產品將進行冷藏時，常會在短時

間內大量入庫，而此大量入庫後通常使冷藏

庫負荷過重而無法快速降溫，有時需長達數

天時間才會降到所須的冷藏溫度，如此一來

會失去產品低溫冷藏保鮮的時效而降低了保

鮮的效果。這對想要進行長期貯藏的產品來

說甚為重要，因為延緩降溫速率將大大降低

其貯藏壽命。因此產品大量入庫前若能先行

預冷降溫，縮短入庫後降溫時間，對產品貯

藏壽命將有助益，且能減少冷藏庫冷凍負荷

的設計以降低冷藏庫建造及使用成本。

2.預冷處理是園產品採後溫度管理的第一

步：

　　適當的溫度管理在園產品採後處理上是

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預冷處理是在短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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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產品降溫，通常在數分鐘到24小時內達到

所需的低溫。由於需掌握時效，因此預冷處

理實際上包含許多在不傷害產品情況下所進

行的快速降溫的技術，而不是只有單純的降

溫手段。例如在集貨至運輸或貯藏前的短時

間內將大量產品迅速降溫的技術。

經過預冷後的產品基本上其溫度已經降至合

理程度，接下來的其他溫度管理措施才可接

著進行；例如在低溫中進行較長期的冷藏或

經短暫的冷藏後裝入低溫貨櫃中運輸到終點

市場，以完成所謂的低溫運銷保鮮系統。

預冷的方式

　　在前面一再提到預冷作業通常需符合在

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產品的需求，因此預冷作

業目前大都已是獨立於冷藏之外的另一項作

業，而且需要一些特別的設備來完成，並在

特定的空間中來實施。

　　目前已被實際採用的預冷方法可以分

為下列幾項:冰水預冷、室內風冷、壓差預

冷、真空預冷以及碎冰預冷等，在未進一步

詳述預冷方法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影響產

品預冷時降溫速率的因素，包括以下幾項：

1.冷卻介質與產品間的溫度差：冷卻介質本

身的溫度愈低，或冷卻介質與產品間的溫

差愈大，達到預冷所需低溫的時間愈短，

冷卻速度愈快。

2.冷卻介質的個別吸熱特

性：冷卻介質包括冰

水、碎冰及冷空氣等，

其中以冰水的吸熱效果

最好，冷空氣的效果最

差。

3.冷卻介質的流動速度：

單位時間內有愈多的介

質與產品接觸，則冷卻

的速度愈快，如冰水流

速，冷空氣的循環速率

等。

4.產品與冷卻介質接觸的程度：冷卻產品的

包裝方式如塑膠袋包裝，或開孔不足的紙

箱均使預冷效率降低，空氣的流動路線也

會影響產品與冷卻介質接觸的程度。

5.產品的形狀與體積：表面積大的產品如葉

菜類或體積小的產品如草莓其冷卻速度愈

快。

　　蔬菜種類繁多，對於不同預冷方法的適

應性必需視產品的特性、對冷卻速度的要

求及包裝處理方式等而定(表一)。預冷的冷

卻速率要求取決於蔬果的種類及預冷方法。

欲決定預冷的終點，須先行製作預冷降溫曲

線，以預冷時間及產品溫度作圖，如圖一。

預冷開始時降溫速度快，但隨著產品溫度降

低，降溫速度變慢，溫度降到產品最初溫度

與冷卻介質溫度差的一半時，所需的時間稱

半預冷時間。一般情況下，半冷時間不因產

品溫度而改變，例如若由溫差30℃減為15℃

須時2分鐘，則由15℃減至7.5℃亦須2分

鐘，而一般用7/8預冷時間（3倍的半預冷時

間）作為商業上操作的實際估計。

　　以下就目前國內外常用的預冷方法逐一

介紹。

1.冰水預冷(Hydrocooling)

　　冰水預冷是以冰水為冷卻介質的預冷方

法，操作方式可分為(1)連續式(2)分批式兩

圖一、完成產品預冷需9小時的降溫曲線圖



19

圖二、竹筍以浸水式保鮮效果良好

圖四、甘藍菜預冷後明顯提高保鮮期 圖五、結球白菜預冷後(左)保鮮效果較對照組佳(右)

圖三、以冰水預冷完的產品以紙箱包裝，內
　　　部需襯塑膠袋

種，連續式設有鏈條輸送帶，將產品放在輸

送帶上慢慢通過冷卻室。分批式一般設有吊

車或利於起重車操作的滾輪。冷卻室中的處

理方式有沖淋式及流水浸泡式，前者可用於

甜玉米，後者可用於竹筍，一台商業用的沖

淋式預冷機其冰水沖淋的水量應達400～600

公升/分鐘/平方公尺作業面積。

　　冷卻水的降溫方式一般有：(1)直接應

用冷凍系統的蒸發器，(2)應用儲冰系統(冰

水槽可蓄冰用)，(3)利用外來冰塊(可節省

設備費)。冰水是吸熱效果最好的介質，所

以如果產品能忍受冰水處理，且能依照正確

的方法來操作，冰水預冷將是一種迅速且有

效的預冷方法。要使預冷能順利進行，必須

使冰水溫度維持在1℃左右，因此預冷設備

必須有足夠的冷凍容量才行。

　　使用冰水預冷時常見的問題有：(1)水

的溫度不夠低，(2)水的流速或沖淋的水量

不夠大，(3)產品在預冷機中停留時間不夠

長；因此使得預冷效果大打折扣。另外，由

於冰水是循環使用的，經常會累積大量有機

質及腐敗微生物而使產品受到污染，因此須

隨時注意冰水槽中的水質，並不時加入殺菌

劑，如100ppm氯水，進行消毒。

　　適用冰水預冷的蔬菜有竹筍、蘆筍、芹

菜、莧菜、空心菜、網紋洋香瓜、毛豆、豌

豆莢、敏豆、甜玉米等。

2.室內風冷（Room cooling）

　　室內風冷以冷藏庫中的冷空氣作為預冷

介質。在美國室內風冷被廣泛應用於水果的

預冷，但較少用於蔬菜。不過在日本亦普遍



20

應用在蔬菜上。使用冷藏庫中的冷空氣預冷

須有下列條件才行：

(1)庫房內的冷風循環路徑足以使庫房內

各處的溫度均一。

(2)產品周圍風速應有1～2公尺/秒,待冷

卻作業完畢,貯藏作業開始時,風速可降

至0.05～0.1公尺/秒。

(3)堆積方式需使冷風流暢。

(4)包裝箱本身需透氣性良好。

　　室內風冷的優點是操作簡單．只要具備

一般的機械冷藏庫即可進行。但由於冷空氣

本身的吸熱效果差，冷卻效率低，預冷時間

通常需要4～24小時以上，因此通常只應用

於貯藏前預冷，較少應用於運輸前短時間預

冷。適用室內風冷的蔬菜有胡蘿蔔、甘藍、

結球白菜、花椰菜等大宗貯藏的產品，及一

般果菜類。

3.壓差預冷(Forced-air cooling)

　　壓差預冷是室內風冷的改良方法，它與

室內風冷不同之處在於使用抽風扇使包裝

箱兩側造成壓差，使冷風由包裝箱之一側經

過包裝箱上的通風孔進入箱內與產品直接接

觸，將熱帶走，在短時間內使產品的溫度

迅速降低。依產品的堆疊、排列方式可分

為隧道式（中央吸引式）、冷牆式（壁面

吸引式）等。抽風扇風靜壓須在50㎜水柱以

上，每公斤產品須要有0.05CMM以上的風量

(CMM，立方公尺/分鐘)，抽風扇風壓(或風

量)愈大，冷卻效率愈高，但相對耗能也愈

大。一般而言，壓差預冷效率較室內風冷快

4～10倍，例如草莓在0.5℃冷風中進行壓差

預冷，可在1小時15分鐘內由24℃降至4℃，

對於許多不適冰水等其他預冷方法的產品，

壓差預冷是一種很理想的預冷方式。壓差預

冷的唯一缺點是操作較繁雜，產品須依一定

的方式排列，若排列不良造成抽風時壓差無

法形成，則使預冷效率大打折扣。目前在國

內已有不少單位成功地應用壓差預冷技術，

且所使用的方式很適用於小型農場或產銷

班。

4.真空預冷（Vacuum cooling）

　　真空預冷是將產品放在一個耐壓倉中，

然後抽氣降低倉內壓力，在正常大氣壓力

下(760毫米水柱)，水的沸點是100℃，隨著

氣壓力的降低，水的沸點降低，當壓力降為

4.6毫米水銀柱時，水的沸點降低為0℃，水

由液態變為氣態帶走大量的熱，產品溫度亦

迅速降低。由於真空預冷是靠水的蒸發帶走

熱，故產品每降溫5℃，約失重1％，通常真

空預冷時產品約須失重1.5％～5％不等。由

於真空預冷所失去的水份是自產品表面均勻

蒸散，只要失水率在5％以下，產品因真空

預冷所造成的萎凋情況不明顯。較新型的設

備則在壓力倉頂部加裝灑水裝置預先加濕。

　　真空預冷降溫快速，通常在10～30分鐘

內完成；表面積與容積比大的產品降溫速

度更快，如結球萵苣等，且適合己使用具通

氣孔塑膠膜包裝的產品。在日本，部份根菜

類及果菜類如胡蘿蔔、甜椒等亦採用真空預

冷。真空預冷技術是目前操作最簡便及效率

最高的預冷技術，在產地已漸為運銷業者所

喜愛。

5.碎冰預冷（Package-icing）

　　碎冰預冷是在包裝箱內加上碎冰，當冰

溶化時以相當快的速度使產品降溫，碎冰預圖六、油菜預冷後(右)常溫運輸一天，較對
　　　照組(左)品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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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優良是可以維持產品在低溫高濕下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尤其在沒有冷藏或保溫的運

輸設備情況下，另外不需精良的設備，是最

容易做到的預冷方式。而其缺點是冰水增加

重量增加運輸成本，若使用紙箱包裝內部須

襯塑膠袋防止紙箱吸水軟化，或須使用耐水

性的包裝箱，則將增加包裝成本。適用碎冰

預冷的產品有芹菜、小包裝蔬菜、菜豆、青

蔥、青花菜等。

其他注意事項

1.預冷設施之設置須配合集貨、包裝、冷

藏、運銷作業流程。

2.預冷後之產品在未運輸前須暫時冷藏，避

免回溫。

3.預冷產品在運輸時最好有保溫或冷運輸設

備。

4.預冷產品須標示清楚以區別其他非預冷保

鮮產品，提高產品價位。

5.預冷終點溫度選擇依產品而異，大部份

產品可預冷至5℃以下，而部份具寒害敏

感作物，預冷終點必須設定在寒害溫度以

上。

結論

　　溫度對蔬果品質劣變影響很大，產品應

圖七、芹菜加碎冰預冷保鮮 圖八、碎冰預冷紙箱包裝需襯塑膠袋

圖九、壓差預冷

儘快降溫才能保持鮮度，在先進的國家歐美

及日本對蔬菜運銷時的溫度管理相當重視，

以提高產品鮮度品質。國內以往由於冷藏設

不足，且對低溫管理觀念不夠，因此沒有能

做好低溫運銷系統。目前產地冷藏設備不斷

在擴充，市場設施亦在改善，倣效歐美日等

先進同業使產品做好低溫運銷系統，維持產

品品質，似乎是未來國內蔬菜產業發展的重

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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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數種不同蔬菜最適貯藏條件及預冷方式

種類 菜種
最適貯藏條件

預冷終溫
預冷方式

備註
溫度 濕度 水冷 強風 真空 壓差

果菜類 番茄 綠熟13℃ 85～90％ 13℃以上 ○ ○ × ◎
真空預冷降溫

困難
完熟7～

10℃
85～90％ 7℃ 以上 ○ ○ × ◎

甜椒 7～10℃ 90～95％ 7℃ 以上 △ ○ × ◎ "

小黃瓜 7～10℃ 90～95％ 7℃ 以上 △ ○ × ◎ "

茄子 7～10℃ 90～95％ 7℃ 以上 △ ○ × ◎ "

毛豆 0℃ 95％ 5℃ ○ ○ ◎ ◎  

甜玉米 0℃ 95％ 5℃ ○ ○ ◎ ○
真空預冷注意

失水問題

菜豆 7～10℃ 90～95％ 7℃以上 ○ ○ △ ◎

甜豌豆 0℃ 90～95％ 5℃ △ ○ ○ ◎

草莓 0℃ 90～95％ 5℃ × ○ × ◎
水冷造成腐爛

嚴重

莖菜類 洋蔥 0℃ 60～70％ 5℃ × ○ × ○  

青蔥 0℃ 95％ 5℃ ○ ○ ◎ ◎  

蘆筍 0℃ 95％ 5℃ △ ○ △ ◎
水冷須防止筍
尖受傷,真空

防止失水

結球白菜 0℃ 95％ 5℃ × ○ ○ ◎

甘藍 0℃ 95～100％ 5℃ × ○ ○ ◎

結球萵苣 0℃ 95～100％ 5℃ × ○ ◎ ○

葉萵苣 0℃ 95～100％ 5℃ △ ○ ◎ ○

菠菜 0℃ 90～95％ 5℃ △ ○ ◎ ○

小白菜 0℃ 95％ 5℃ △ ○ ◎ ○

茼萵 0℃ 95％ 5℃ △ ○ ◎ ◎

莧菜 10℃ 95％ 10℃ ◎ ○ ◎ ◎

蕹菜 10℃ 95％ 10℃ ◎ ○ ◎ ◎

芹菜 0℃ 95％ 5℃ ◎ ○ ◎ ◎

蕪菁 0℃ 95％ 5℃ ◎ ○ ◎ ◎

花菜類 花椰菜 0℃ 95％ 5℃ × ○ ○ ◎

青花菜 0℃ 95％ 5℃ ○ ○ ○ ◎

根菜類 蘿蔔 0℃ 95％ 5℃ ◎ ○ △ ◎

胡蘿蔔 0℃ 98～100％ 5℃ ◎ ○ △ ○

牛蒡 0℃ 98～100％ 5℃ ◎ ○ △ ○

水果類 蘋果 0℃ 90～95％ 5℃ ○ ○ × ◎

酪梨 10～13℃ 85～90％ 15℃ × ◎ × ◎

楊桃 2℃ 85～90％ 5℃ ○ ○ × ◎

葡萄 0℃ 85％ 5℃ × ○ × ◎

番石榴 10℃ 90％ 12℃ × ○ × ◎
世紀拔品種可

貯存在10℃

枇杷 0℃ 90％ 5℃ × ○ × ◎

荔枝 2℃ 90～95％ 5℃ ○ ○ × ◎

芒果 13℃ 85～90％ 15℃ ○ ○ × ◎

木瓜 10～12℃ 85～90％ 15℃ × ◎ × ◎

鳳梨 7～13℃ 85～90％ 15℃ × ◎ × ◎

梨 0℃ 90～95％ 5℃ ○ ○ × ◎

柑桔類 11～14℃ 90～95％ 15℃ ○ ◎ × ◎

圖例 最適 適 注意 不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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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石榴果實富含膳食纖維及維生素C，

植株栽植後至結果期所需時期短，且配合

修剪，已可週年生產，故能穩定供應市場所

需。番石榴果實有些品種屬更年型果實如梨

仔拔、白拔、中山月拔等，而目前大面積栽

種之經濟栽培種如泰國拔、世紀拔、珍珠拔

及水晶拔則屬非更年型果實，採收後之後熟

行為及成份變化有明顯差異，因此貯運技術

亦有所不同。本文擬針對台灣主要栽培種番

番石榴果實之貯運技術

林慧玲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副教授

石榴採收後果實生理變化及最適貯藏環境及

貯運壽命並針對外銷檢疫條件及流程評估外

銷潛力，期能提升我國番實榴果實在國際市

場之競爭力，增進農民收益。

水晶拔

一、採收後果實生理之變化:

　　｀水晶拔´為近幾年來栽培的新品種，

糖度高少子品質佳，採收後果皮顏色並沒有

圖一. ‘水晶拔’果實在不同溫度下貯藏二週至四週(左)及移至25℃ 4日(右)後之果實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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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之改變，乙烯及呼吸率並無明顯之變

化，且維持在較低之狀態，但一旦出現炭疽

病斑時亦引發呼吸率及乙烯上升。果實ACC

及ACCoxidase活性低是屬於非更年型之果

實。

二、最適貯藏條件

　　果實低溫貯藏至2週時，20℃貯藏處理

之果實已出現黑色之炭疽病斑，而1、5、10

和15℃貯藏果實仍正常(圖一)。‘水晶拔’

貯藏至3週時，15℃貯藏者亦有炭疽病發生

(圖一)，而延至4週，10℃及10℃以下溫度

貯藏者皆無炭疽病(圖一)。水晶拔’在5至

10℃下約有2至3週的貯存壽命，並需在低溫

櫥架下販售可保持果實品質。

三、寒害病徵及採收後損耗

　　貯藏2週回溫至25℃3日，果皮已有明顯

褐化出現，貯藏3週時除15℃出現炭疽病斑

外，1℃和5℃、10℃仍保持綠色(圖一)，而

回溫至25℃3日，1℃和5℃表現出嚴重寒害

徵狀，10℃已發生腐爛，顯示完全失去商品

價值(圖一)。採收後主要損耗為失水及擦壓

傷。

圖二. ‘珍珠拔’果實在不同溫度下貯藏7、15及22日後(左)再移至20℃ 3日(右)之果實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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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銷潛力

　　果實於1℃貯藏14日之低溫檢疫後除硬

度稍有下降外果實品質完好，再移至1、5、

船運7天，保持低溫可延長櫥架壽命是極具

外銷潛力之品種。

珍珠拔

一、採收後果實生理之變化:

　　果肉細緻糖度高並具有特殊甘味香氣，

因此，栽培面積逐年增加，但其主要缺點為

果肉易鬆軟而喪失脆度影響口感。珍珠拔果

實硬度較世紀拔及泰國拔低，質地較鬆軟，

果皮葉綠素含量較其它品種低，但後熟其間

變化不大。糖度及澱粉採收後無明顯之變

化，可溶性糖、果糖、葡萄糖、蔗糖之變化

趨勢相似，在採收後6-13日有上升之情形。

珍珠拔為非更年型果

　　珍珠拔採收後呼吸率維持10-20ml/

kg.hr，並無呼吸高峰之表現，乙烯生成速率

及ACC含量亦低，經由丙烯檢測果實之乙烯自

動催化作用，顯示珍珠拔果實為非更年性。

二、 最適貯藏條件

　　珍珠拔最適貯藏溫度為5℃可貯藏20-27

天，果實仍具商品價值，但貯藏壽命與果實

品質有關。(圖二)

三、寒害病徵及採收後損耗

　　寒害症狀主要發生於回溫後，因此若櫥

架管理仍能維持較低之溫度，可減緩寒害

症狀之發展。寒害主要症狀為果皮褐化(圖

四)、果肉維管束褐化及果心水浸狀。採收

後損耗之主要因子為失水及果實擦壓傷。

四、果實外銷潛力評估

　　1℃低溫檢疫15日，再模擬船運溫度1、

5、10℃ 7日，果實皆可維持脆綠之外觀(圖

三)，其中以冬果較耐寒，珍珠拔果實是具

外銷潛力之品種。國產高品質小包裝品質調

查:利用小包裝6公斤紙箱，配合PE袋扭結包

裝，在常溫下具6天之儲架品質，外銷低溫

檢疫對珍珠拔春果品質之影響:於4月及5月

份採果，利用PE (0.03mm)逐果扭結包裝，

置於 1℃ 15天之低溫檢疫條件下，再模擬

船運溫度1℃及6℃7天果實仍具良好品質，

調查至14天仍具販售品質。

　　經濟效益:由於珍珠拔屬於大型果，其

圖四. ‘珍珠拔’在1℃下貯藏22日再貯存於
　　20℃ 4日，果皮褐化情形

圖三. ‘珍珠拔’果實在1℃下貯藏15日再置
　　於1,5,10℃下7日模擬船運之果實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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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受生長季節及肥培管理之影響頗大，糖

度較高之果實貯藏壽命及耐寒力較佳，珍珠

拔果實糖度較其它經濟品種高，建立內外銷

採後處理流程及加強果實保鮮技術，可提升

國際之競爭潛力，增進收益。

(三)不同貯藏溫度對‘梨仔拔’果實品質之

　　影響

　　‘梨仔拔’在0℃~20℃下貯存7日後，

20℃處理者果皮已完全褐化，果肉軟化及有

香味發生，而15℃則微黃，10℃、5℃及0℃

者仍維持綠色(圖五)；當果實移至20℃下3

日後，0℃處理者無法正常後熟，果實維持

綠色及部份褐化，而20℃者已過熟而有腐爛

現象(圖五)。當貯藏時間延至14日時，15℃

者已黃化，而其餘仍維持綠色，但0℃者有

褐化情形，若回溫至20℃ 3日，1℃處理者

果皮仍綠，部份褐化，果肉輕微褐化，果

心有水浸狀現象(water-soaked)(圖五)；

而5℃者果皮微黃亦有褐化現象，10℃仍正

圖五. ‘梨仔拔’果實在不同溫度下貯藏7、14及21日後(左)再移至20℃ 3日(右)之果實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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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梨仔拔’以PE袋包裝，加濕及裸果處理並貯於0℃下14日(左)，再移至20℃下3日(右)
　　之果實外觀

圖七. ‘梨仔拔’貯藏在0℃,5℃及10℃下14日，再移至20℃ 3日後果皮之寒害症狀

圖八. ‘世紀拔’貯藏在1~20℃下貯藏7、14及21日，再移至20℃3日果實之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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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世紀拔’以裸果、PE袋包裝及加濕處理後置於1℃ 14日(左)再移至25℃下3日(右)的
　　果實外觀

圖十. ‘泰國拔’在1~20℃下貯放7、14日後(左)，再移至20℃下3日(右)的果實外觀(裸果)

常，而15℃已過熟腐爛(圖五)。若貯藏時間

再延至21日，10℃下之果實也已開始黃化，

且果皮、果肉維管束及果心有異樣，這些症

狀在回溫20℃ 3日後更明顯(圖五)，回溫後

5℃及10℃者可轉色呈微黃色，但0℃無法轉

色(圖五)。

　　另外，將果實在貯藏以PE袋包裝、PE

袋包裝並加濕及裸果對照組處理，當果實

在0℃14日後，果實仍正常，維持綠色(圖

六)，而在20℃回溫3日後，則會顯現寒害

症狀(圖六)。‘梨仔拔’寒害時最明顯的

是果皮出現褐化，無法轉色，在0~1℃下最

明顯，5℃下雖可轉色，但不完全但無褐斑

(圖七)，置於15℃下則可正常轉色及後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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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泰國拔’在1~20℃下貯存7、14及21日後(左)，再移至20℃下3日(右)的果實外觀　
　　　(加濕)

圖十二. ‘泰國拔’在加濕下於1℃下貯存7
　　日再移至20℃下3日的果肉情形

(圖七)。綜合上述結果，可知‘梨仔拔’在

5℃以下溫度貯藏7日以上即有發生寒害之可

能，其寒害主要發生在回溫後，症狀有果實

無法正常後熟(軟化及黃化不正常)、果皮褐

化、果肉內維管束褐化及果心呈水浸狀等。

故‘梨仔拔’較佳之貯藏溫度為10℃。

(四)不同貯藏溫度對‘世紀拔’果實品質之

　　影響

　　‘世紀拔’為非更年性果實，果實脆

硬，無明顯後熟作用。當‘世紀拔’果實貯

於1℃~20℃溫度下7日，果皮及果肉並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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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變化(圖八)，但是當回溫至25℃3日後，

1℃貯藏者會出現果肉褐化現象(圖八)，果

皮亦有輕微褐化。隨貯藏時間延至14日，

果皮仍維持正常綠色(圖八)，而在回溫後

1℃~15℃者果心皆呈水浸狀之情形(圖八)，

另外，回溫後1℃及5℃處理者果皮出現褐化

現象，其中以5℃較輕微，1℃處理者則果肉

呈褐化，而20℃處理者會因炭疽病而腐爛。

當貯藏時間延至21日時，20℃之處理已腐

爛，當移至25℃3日後，15℃及20℃果實有

腐爛現象，10℃者有輕微果皮褐化，果心呈

水浸狀，果肉則正常；但1℃及5℃處理者，

果皮褐化較嚴重，果肉亦褐化且果心有水浸

狀現象(圖八)。

　　另外，如同｀梨仔拔´之包裝處理，無

論PE袋，通氣加濕及裸果者，在1℃下貯藏

14日後均有寒害發生，且移溫後更嚴重(圖

九)，但整體評估，PE袋包裝且通氣加濕者

症狀較輕微，而裸果最嚴重。｀世紀拔´雖

無明顯後熟現象，但回溫後果實亦會軟化，

綜合上述結果顯示，果心呈水浸狀之問題

可能為品種特性，因為在非寒害之溫度亦有

發生之可能；而｀世紀拔´之寒害症狀以果

肉褐化為主，果皮褐化較不明顯，一般亦以

5℃及1℃即有可能發生且回溫後更嚴重，因

此，｀世紀拔´以10℃為主藏溫度較恰當。

(五)不同貯藏溫度對｀泰國拔´果實品質之

　　影響

　　｀泰國拔´亦同｀世紀拔´為非更年性

果實，其寒害症狀和｀世紀拔´很相似，

但無果心水浸狀的現象。當｀泰國拔´在

1~20℃下貯存7日，以裸果貯藏者果實皆有

皺縮的現象，並隨貯藏溫度愈低愈綠外，其

餘皆正常(圖十)，而移溫後(20℃下3日)皺縮

情形更嚴重，而0℃處理者果肉有褐化及及

水浸狀情形，5℃者呈果肉褐化現象，10℃

者仍正常(圖十)。當時間延至14日，裸果者

果皮皺縮更嚴重，且隨溫度愈高愈明顯，

1℃處理者果肉呈水浸狀，20℃者果皮黃

化，其餘果皮呈黃綠色(圖十)。若回溫後，

1℃處理者出現腐爛，而5~20℃處理者，果

皮皺縮更為嚴重，果皮褐化(圖十)，此現象

可能因失水所造成。若同｀梨仔拔´及｀世

紀拔´般，貯藏食通以加濕之空氣，｀泰國

拔´貯藏在1~20℃下7日，果皮不再有皺縮

現象，果皮亦隨溫低愈低愈綠，亦無寒害症

狀(圖十)，但移溫至20℃下3日，1℃處理者

在果肉有輕微褐化現象，其餘無明顯寒害現

象(圖十一)。而在加濕環境下，經14日之貯

藏，仍無果皮皺縮現象，除1℃者有輕微果

皮褐化外，其餘均正常(圖十一)，回溫後，

果實雖能維持綠色，但溫度愈高愈淺，1℃

者果肉及果皮有褐化現象，5℃者亦有但較

輕微(圖十一)。隨貯藏時間延至21日，加濕

環境下，果皮仍可維持淡綠至綠色，1℃者

果皮有輕微褐斑，10℃以上者有腐爛現象，

隨溫度增加愈嚴重(圖十一)，當回溫後1℃

者有嚴重之果皮果肉褐化現象，10℃以上則

有嚴重腐爛情形(圖十一)。整體而言，｀泰

國拔´較｀世紀拔´耐低溫，寒害症狀亦

較輕微，主要症狀為果肉部份會有褐化(圖

十二)，此症狀在5℃以下溫度即有可能發

生，且在回溫後才出現。｀泰國拔´之貯藏

溫度，在本試驗中以10℃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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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採收後處理為園產品生產過程中最後的

階段，是指採收後至消費者間如何保持品

質，降低損耗的種種措施，如溫度、溼度、

大氣成分管理、包裝、運輸及貯藏等。甜柿

為高價位水果，以禮盒為主要消費型態，所

以對品質要求較為嚴謹。另外，甜柿一般產

期在11-12月，離春節很近，所以經短期貯

藏，可以獲得較高的收益。甜柿採收後造成

品質劣變的因子有後熟軟化、裂萼、失水、

機械傷害、腐爛及寒害等。本文針對富有甜

柿之採後處理及貯藏技術作一概述，以供參

考。

二、採收成熟度
　　富有甜柿為完全甜柿（pollination 

constant not astringent, PCNA），其果

實澀味在成長過程中會逐漸下降，一般在9

月份已降至無法感覺的程度，但在較寒冷的

地區，其澀味下降時期會延後。因甜柿採後

不需再進行脫澀處理，所以採收成熟度的選

擇條件首先是果實需不具澀味；其次是果實

顏色及糖度，甜柿果實在9月以後果皮及果

肉會逐漸由綠轉為黃綠，再轉為黃橙，甚

至橙紅色，糖度亦同，約每二星期可上升

1逹Brix，尤其愈接近後期上升愈多，所以愈

晚採收品質愈佳。但是，富有甜柿為更年性

水果，採收後有軟化後熟情形，而台灣消費

習慣是要求甜柿在其脆的情況下食用，故軟

化後商品價值亦隨之下降，甜柿採收後後熟

軟化速度和成熟度有關，愈成熟軟化速度愈

快，因此甜柿不宜太晚採收。因此，以中部

海拔600-800公尺地區而言，適合採收期應

在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之間。

三、採收
　　採收甜柿宜選擇晴天時進行，雨天或雨

後1-2日內避免採收，否則果實不易貯運及

果皮容易發生污斑及提高果實腐爛的比率。

採收時間以上午溫度未上升前（約10時前）

甜柿採收後處理

謝慶昌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副教授

較佳。採收後的果實應置於樹蔭下，並盡

速運回包裝場，避免日曬，因日曬使果溫上

升，後熟及品質劣化的速度加快。另外，採

收剪果時避免拉扯果實，造成果蒂受傷，或

搬運果實時減少碰撞及壓傷，因受傷會導致

腐爛及品質劣變。

四、選別及分級
　　甜柿進包裝場後，細心地去除套袋用之

紙袋，並進行選別，選別時去除過熟果、

軟頂果、污損果、嚴重裂頂及裂萼果、畸型

果、病害果、機械傷害果（風疤）或具其它

缺陷的果實。選別確實亦可提高商品信用。

選別後的果實再依重量進行分級，一般以一

台兩為一等級。

五、包裝
　　柿果可採用精品小包裝（禮盒），每盒

5至8粒，約3公斤，或二層式紙箱包裝，每

層8至12粒，每箱約8公斤。箱盒內可採用果

盤及逐果套舒果網，以防止運輸期間發生擦

壓傷。包裝箱、盒外的圖案標示需含產品名

稱、品牌、重量、等級、生產者資料等，且

標示內容需誠實，和內部果品一致。

六、貯藏技術
　　甜柿貯藏方法有：

（一）冷藏法：將甜柿果實貯藏在0±1℃，

90-95％相對溼度條件下，約可貯放

2-4星期，貯藏後的果實有果蒂乾

燥、果肉快速軟化及果皮褐斑等問

題，故不易長期貯存。

（二）氣調法：溫溼度條件如冷藏法，但控

制冷藏庫內氣體成分，使氧氣下降至

3-5％，而二氧化碳上升至8％。此法

雖可有效延長甜柿貯藏壽命，但維持

庫房內氣體濃度需較多的設備及管理

技術。

（三）氣變法：係指利用塑膠薄膜包裝柿

果，利用柿果本身呼吸作用及薄膜之



32

透氣性，使袋內氣體逐漸改進，而

達到降低氧氣（3-6％）及提高二氧

化碳（7-12％）的效果。一般採用

0.06-0.08㎜聚乙烯袋包裝甜柿，袋

口密封，再置入冷藏庫中，冷藏庫的

溫溼度條件同冷藏法。

　　以氣調法或氣變法約可使甜柿貯藏壽命

延長1至3個月，但貯藏後的柿果主要有二個

因素造成品質劣變，一為軟化，另一則為果

皮褐化，兩者防治之技術於下段說明。

七、貯藏後果實軟化之防止
　　柿果為更年性水果，採收後因乙烯合成

及作用，而使果實軟化，貯藏後的果實因低

溫的傷害更易刺激果實產生大量乙烯而加速

老化。防止方法有：

（一）採收前噴灑GAs：採收前2-4星期於

果實上噴施10-50 ppm GAs，可延緩

乙烯之合成，進而延緩後熟老化。

（二）採收後浸泡GAs：甜柿採收後貯藏

前，可浸泡100 ppm GAs，具有延長

貯藏壽命的效果。

（三）乙烯吸收劑：在進行氣變法貯藏時，

可將乙烯吸收劑置於聚乙烯袋內，以

降低乙烯濃度，達到提高貯藏力的效

果。

（四）乙烯作用抑制劑：目前以甲基環丙烯

（1-methylcyclopropene, 1-MCP, 安喜

培）較具實用性，此藥劑為乙烯作用

抑制劑，故可在貯藏前使用，以抑制

貯藏期間或貯藏後果實軟化之發生。

八、貯藏後果皮褐化之發生及防治
　　富有甜柿在低溫貯藏後，回溫時在果皮

上易呈現黑褐色不規則的塊斑，雖然果肉仍

可食用，但影響外觀。此現象為寒害症狀，

但發生機制仍不明，下列處理技術可改善褐

化發生的現象：

（一）選擇適當成熟度：果實充分轉色（約

12月中旬）者較轉色中（約11月上

旬）者不易發生褐化，所以欲貯藏的

柿果應選擇高熟度者。

（二）溫度：褐化為寒害的症狀，所以不要

將柿果置於寒害溫度下即不會發生，

一般柿果在6℃下即有寒害的危險

性，但6℃以上溫度無法抑制病害及

果實軟化，所以無法久貯，因此貯藏

溫度還是以1℃較恰當。

（三）氣變包裝及乙烯吸收劑：貯藏期間降

低柿果周圍之氧氣或吸收乙烯，有

減少褐化發生的程度，但無法完全抑

制。

（四）溫湯處理：貯藏前柿果以47-53℃溫

水浸泡30-50分鐘，再進行貯藏，則

可抑制貯藏後的褐化。但此技術需注

意溫湯處理時的溫度及時間控制，避

免果實造成熱害。

九、結語
　　富有甜柿為新興產業，在採後處理的研

究及資訊仍缺乏，國外雖然已有相當多的

文獻可供參考，但栽培環境及肥培管理條件

不同，果實貯藏力亦有差異，所以參考性不

高，因此在進行柿果貯藏時宜先少量嘗試，

待技術改進及純熟後，再進行大量貯藏，較

不易失敗。

圖1.富有甜柿不同貯藏溫度外觀 圖2.貯藏前(HTBS)、貯藏後(HTAS)溫湯處理
　　對‘富有’甜柿貯藏於1℃下2個月回溫
　　3天後果肩、果頂及果肉顏色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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