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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物分布

番石榴（Psidium guajava L.）為桃金孃科

（Myrtaceae）番石榴屬（Psidium）植物，多

年生常綠灌木或喬木；在臺灣一般俗稱芭

樂、拔仔、那拔等，原產於美洲秘魯至墨西

哥一帶，適合栽培於南北緯35度內熱帶及亞

熱帶地區；如中國東南、馬來西亞、印尼、

泰國、越南、印度、南非、埃及、巴西、墨

西哥、澳洲等國均有栽培。

1971年時，臺灣番石榴產地以臺北、彰

化、新竹等北部地區為主，但由於工商業之

發展，產地漸往南遷，今以高雄縣（燕巢、

大社、岡山、阿蓮、內門、田寮、旗山、美

濃）、臺南縣（後璧、玉井、楠西、大內、

南化）及彰化縣（社頭、員林、溪州、二水）

三個縣為最主要產地。番石榴2、30年來因

品種不斷更新、栽培技術不斷改進，使得其

成為臺灣重要果樹產業之一，2003年栽培面

積 7,703 公頃，總產量達 198,408 公噸（表

一）。臺商或農技團亦將臺灣番石榴品種陸

續引入中國（福建、廣東、廣西、海南

島）、越南、泰國、緬甸、印尼、馬來西

亞、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巴

西、美國（佛羅里達、夏威夷及加州）等地

推廣種植。

表一、2003年各縣市番石榴栽培面積與產量分布

縣市別 面積(公頃) 佔總面積% 產量（公噸） 佔總產量 ﹪

高雄縣 3,054 39.6 84,135 42.4

臺南縣 1,431 18.6 29,659 14.9

彰化縣 1,347 17.5 51,221 25.8

屏東縣 375 4.9 6,077 3.1

嘉義縣 253 3.3 6,474 3.3

宜蘭縣 238 3.1 3,590 1.8

雲林縣 229 3.0 4,952 2.5

南投縣 176 2.3 4,124 2.1

臺北縣 118 1.5 918 0.5

花蓮縣 102 1.3 2,243 1.1

其他縣市 379 4.9 5,015 2.5

合計 7,703 100 198,4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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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種

臺灣早期栽培的「土芭樂」依其肉色分

為紅肉、白肉、黃肉、綠肉數種，因品質不

佳，早已淘汰，其後選拔出中山月拔（圖

一），梨仔拔，宜蘭白拔，大蒂仔、日茂月

拔等品種，今除日茂月拔外，其餘4個品種

尚有栽培，惟面積已不多；1972年起由泰國

引入（果實不具更年性呼吸高峰）品種，並

陸續選出泰國拔、廿世紀拔；1990年代初期

又選育出珍珠拔、水晶拔等品種，目前臺灣

地區以珍珠拔栽培面積最多。泰國拔、二十

世紀拔、珍珠拔及水晶拔品種各有其特點，

詳述如下，更年性品種如白拔、中山月拔、

梨仔拔、紅肉拔等由於果肉易軟，儲架壽命

短並不適合目前主流市場需求。

1. 泰國拔：番石榴果樹實生選育品系眾多，

依其特性命名有軟枝白骨、粉拔、金剛拔

等名稱；臺灣於1972 ~ 1973年間由泰國引

入實生品種選育而成泰國拔（圖二），其

屬非更年性品種，果實碩大且肉質脆，有

別於當時栽培的更年性品種，1980年代初

期亦曾造成一股旋風，但如今已漸被市場

淘汰。

2. 二十世紀拔（圖三）：植株生長勢強，枝

條較直立，節間較短，修剪後若萌發的新

稍不具花苞時需再次摘心，管理較費工；

果實呈長橢圓形，果肉厚且脆，亦屬非更

年性品種，產地以彰化縣社頭鄉最具代表

性，但漸為珍珠拔取代。

3. 珍珠拔（圖四）：於1990年由高雄縣大社

鄉陳玉盞先生所發現，樹形開張，枝條具

韌性，修剪後結果枝抽生比率高，果實罹

圖一：早期的番石榴品種僅泰國拔屬非更年

性，其餘皆屬更年性品種，果肉易軟不

耐貯運。（謝鴻業）

圖二：泰國拔在1980年代曾風光一時，今已

不多見。（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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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低、栽培管理較省工；果實呈卵圓

形，果肉白至淡黃色，秋冬季果實果肉較

厚且細緻，糖度高，酸度適中，且具特殊

甘味與芳香，為現有品種中品質最優，但

夏季高溫果實成熟快，果肉易軟化，脆度

較差是最大缺點， 10 月以後品質較佳且

穩定，生產宜避開夏季高溫期，產地以高

雄縣燕巢鄉為代表。

4. 水晶拔（圖五）：1991年於高雄縣燕巢鄉

發現，由泰國拔殘株所萌發的新梢變異而

圖三：二十世紀拔曾經是中部地區的主要栽培

品種，但近年來因售價不及珍珠拔，果

農多陸續改種珍珠拔。（謝鴻業）

圖四：珍珠拔是臺灣目前最主要的栽培品種。

（謝鴻業）

圖五：水晶拔的市場價格較一般品種為高，但

因產量較低及不易管理等因素，栽培面

積並不多。（謝鴻業）

圖六：無籽番石榴品種以屬圓葉型態較多，因

不易著果，產量低，種植者大多無利可

圖。（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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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樹形略開張，徒長枝較多且枝較脆

弱，自然著果率高於一般圓葉無籽品種

（圖六），故須特別藥劑處理；果實形扁

圓，種籽極少，果面有不規則突起，肉質

脆，果頂與果肩糖度差異甚大，以夏季品

質較佳，但果實易罹病，需特別注意病蟲

害防治，管理上較為費工，產量也不及有

籽品種。

(三)栽培及生長過程

1. 繁殖

番石榴可用播種、扦插、高壓及嫁接

等方法繁殖（圖七至十）。播種法多應用於

育種及砧木培育上；扦插及高壓法應用較

少；嫁接法應用最為普遍，可利用切接、

芽接、腹接、靠接等方式，臺灣多採地面

靠接繁殖，因其繁殖快，成活率高，成本

低。

2. 園地選擇

番石榴適應性廣，但經濟栽培宜選擇交

通便利、日照水源充足、排水良好、地平整

且富含有機質、避風無寒害地區，以減低天

災危害及改善對生產環境的投資。若於其它

國家種植，須瞭解當地的氣候、土壤特性、

市場與消費偏好等問題，栽培管理應因地置

宜，由於經營規模不同於臺灣小農制度，對

圖七：未被根瘤線蟲感染的番石榴扦插苗，其

根系發育良好。（謝鴻業）

圖八：利用空中壓條方式繁殖番石榴。

（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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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農場的管理更為重要，不可僅因人力、土

地便宜就冒然投資，投資應儘可能就地取

材。

果園未必全具備理想條件，人為的改善

仍屬必要。若栽種之耕地宜先整地；水田轉

作或粘質壤土，其保肥力佳但排水性及通氣

性差，整地前宜先進行排水暗管埋設及土壤

改良工作（圖十一、十二）；排水不良地區

若不設置暗管排水亦可做高畦及排水溝以免

積水影響植株生育，妥善規劃灌溉設施，以

利日後田間管理作業。

3. 定植

定植應選品種純正，根系發育良好，無

病蟲害（尤須注意根瘤線蟲）之健康苗，宜

採行寬行密植之方式，株距2.7 ~ 3.6公尺，

行距3.5 ~ 4公尺，行株距的取捨以耕作的面

積、土壤肥沃程度與勞力而定，土地便宜、

耕地面積大者可採較寬的行株距，以便利機

圖九：以石蠟膜包覆，進行番石榴切接繁殖。

（謝鴻業）

圖十：利用地面靠接方式來繁殖番石榴是臺灣

最常使用的方法。（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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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操作及增加通風性。栽植過密果園通風性

差，病蟲害發生較為嚴重，田間管理噴藥等

作業不便，故不宜採行密植（圖十三至十

五）。

4. 草生栽培

利用廣效性及選擇性殺草劑交替使用，

選留園中既存的矮性、生長勢中等、耐踐踏

的非爬藤類草種作為果園覆蓋植被，但覆蓋

作物避免為病蟲害之中間寄主。由於番石榴

屬淺根性作物，為免影響生長，第一年不宜

全面覆蓋，樹冠下不宜留草（圖十六）。

5. 整枝修剪

番石榴整枝修剪方式、強度與時期須配

合品種特性及市場供需調節，其基本原則在

使枝幹、葉片平均分佈，勿使枝葉太過交叉

或重疊而相互遮陰，以獲取最大之光截取，

使葉片光合作用能充分發揮。植株之高度應

控制在2公尺左右以利疏果、套袋等作業。

為培養基本樹型，第一年應避免著果過

多與強剪以促進苗木生長，選取3 ~ 4個發育

充實枝條作為將來之主枝，必要時需以竹竿

或繩索固定使其平均分布，主枝未定形前不

宜留果，以免主枝無支撐而彎曲變形；主枝

分支高度約40 ~ 50公分，分支點應錯開以免

日後由分支點開裂，主枝定形後，進行修剪

誘使形成分枝，以培育亞主枝（圖十七、十

圖十一：番石榴不耐浸水，於果園週邊挖掘深

溝可避免果園積水。（謝鴻業）

圖十二：排水暗管之埋設需於苗木定植前完

成。（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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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剪除徒長、過密、乾枯、纖弱、罹病

或近地面枝條。

6. 產期調節

番石榴正常開花期主要在3 ~ 4月間，6

~ 9月為盛產期，可利用修剪時期不同及摘

除頂梢之方式來調節生產（圖十九、廿），

產期調節需依市場(內銷、外銷)需求不同作

調整，分散產期。果實品質以春季新梢大量

抽生期間及強剪後最差；夏季高溫多雨品質

則不穩定，且果實易軟化不耐貯運販售，為

避開盛產期及颱風豪雨等天災危害，需利用

修剪時期不同來延後產期，以生產秋冬果，

修剪工作在4 ~ 6月間皆可進行；珍珠拔一般

在5月開始進行修剪，作業時間可因地區與

圖十三：新植苗木最好以支柱固定以防止植株因

強風吹襲晃動影響根系發育。（謝鴻業）

圖十四：採行適當的行株距有利於日後之田間

管理及病蟲害防治作業。（謝鴻業）

圖十五：過度密植，樹型無法開張，加上過於

強剪，影響番石榴植株生育與果實

質量。（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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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差異稍有變動。

7. 肥培管理

番石榴屬淺根，水分之供給不可忽視，

水分不足植株發育緩慢，新芽無法萌發著

蕾、果實小、肉薄、質地粗、產量品質低

劣，夏天及乾旱季節更應注意。灌溉方法以

溝灌方式居多，為配合肥料少量多次施用的

原則，可採用肥灌方式，同時達到灌溉與施

肥的目的（圖廿一至廿五）。

施肥應以緩效性有機肥為主，化學肥料

為輔，且化學肥料以少量多次施用為原則，

並配合灌溉管路進行液體肥料的施用。有機

肥每年分2 ~ 3次施用，有些業者會在堆肥中

混入尿素、硫酸銨、磷礦石粉或矽酸爐渣等

其它他物質，農友自行選用市售有機肥時應

圖十六：番石榴園以大葉爬地藍行草生栽培之

實例。（謝鴻業）

圖十七：主枝、亞主枝平均分布建構良好樹

型，方便日後管理做業。（謝鴻業）

圖十八：番石榴定植後放任生長無固定樹型，

植株過於高大易受風害。（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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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堆肥腐熟程度與化學肥料添加比例，以

免化學成份濃度過高造成肥傷，各種有機資

材之肥效不同，單使用某一種其所含三要素

比例未必適合不同生育時期的需求，且各特

定土壤之肥力狀況不同，長期大量施用，極

可能造成土壤中養分不平衡而影響作物產量

和品質，故應注意更換並配合化學肥施用。

對作物而言，微生物可區分為有益及有

害微生物，有益微生物具有增加土壤肥力及

生產力、協助植物吸收養分、促進根系生長

與保護根系等作用，宜購買有合格登記之生

產廠商，所生產之微生物肥料。

圖十九：番石榴因修剪時間的不同可錯開產

期，但過度強剪會影響樹體。

（謝鴻業）

圖廿：利用回剪或摘心方式亦可促使抽生結果

枝。（謝鴻業）

圖廿二：覆蓋蔗渣5個月後，可改善土壤硬實

現像。（謝鴻業）

圖廿一：未覆蓋蔗渣的土壤較硬實。

（謝鴻業）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5

11

化學肥應依據肥料特性、配合作物生育

期的需求及樹勢來施用，修剪前一個半月施

肥以磷、鈣、鎂肥為主，氮、鉀肥次之；花

苞發育及幼果發育期視植株發育狀況由葉面

補充硼及微量元素；著果後追肥以氮、鉀肥

為主，注意氮肥施用切莫過量，過量易造成

酸度過高、果腐嚴重、轉色不良而影響外觀

及品質。施肥時間、種類、比例應詳加紀

錄，並根據植株葉片發育狀況與果實品質變

化調整肥料施用量，合理化施肥除可參考植

體分析與土壤分析外，也可參考植株營養缺

乏症狀加以判斷，避免施用過量。

中耕及有機肥施用通常配合整枝修剪作

業進行，中耕之位置最好在樹冠外緣直下方

處，不宜太近主幹，中耕後因根部受傷不宜

圖廿四：利用有益微生物發酵之有機液肥或化

學肥可配合灌概一同施用。（謝鴻業）

圖廿五：肥灌可依地區水質之不同，採行軟噴

帶或硬質塑膠管路。（謝鴻業）

圖廿三：速效性化學肥施用過量，導致植株死

亡。（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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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灌水，以避免根部浸水腐爛，連續下雨

時亦不宜中耕。

8. 疏果及套袋

單株留果數目視樹勢而定，留果過多，

果實小、果皮光滑、品質低劣，原則上每一

結果枝留1 ~ 2果為宜（圖廿六），過短纖弱

枝梢不留果，摘除向上、果形不正、擦傷、

蟲害嚴重及過量之幼果。果實套袋以蔬果袋

套入不易脫落，大小約 2.5 ~ 3 公分幼果為

宜，舒果套外再套上角落有排水孔的塑膠

袋，太早套袋舒果套果實易脫落，太晚套袋

果實易遭果實蠅危害。套袋方式有2種：一

是將塑膠袋綁於結果枝上，此方式速度較快

且不易被強風吹落，但果實採收較麻煩，較

圖廿六：套袋可預防果實蠅危害，減少藥劑施

用，並可促進果實發育及改善果實外

觀。（謝鴻業）

圖廿七：依果重差異進行番石榴機械分級。

（謝鴻業） 圖廿八：人工選別作業情形。（謝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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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採用；一是將塑膠袋綁於葉柄上，此法套

袋速度較慢，但採果較方便，袋口需綁好，

不可留空隙讓害蟲侵入危害，若塑膠套袋不

易取得，可以紙袋代替，但果實成熟度較難

直接判斷，且套袋受潮後果實蠅也可能穿透

產卵。

9. 重要病蟲害及防治

有關病蟲害種類與防治方法詳見本書各

章節內容。

(四)採收分級包裝

番石榴的採收時間以清晨氣溫冷涼時採

收最佳，儘可能避免下午採收，清晨採收色

澤判定也較一致，陽光太強時會影響判定，

若是供應外銷市場須依市場遠近提前採收，

但品質相對也會受到影響，採下的果實應避

免碰撞、壓傷及陽光直曬。採收後果實送至

集貨場進行統一分級包裝，再運送至果菜公

司或行口進行拍賣，也可直接在田間或就近

果菜市場與果販直接交易。

分級方式有人工分級及機械分級（圖廿

七、廿八），以機械進行重量分級較為準

確，果實分級前應將病（蟲）果、外觀不

佳、著色不均、太軟等果實剔除，袋中若有

積水應排除，塑膠袋外若沾有泥土應以清水

洗淨；分級後之果品裝入標示有生產單位品

牌圖案、品種名稱、品質規格標準、生產單

位、訂購服務專線之規格化紙箱內，每箱重

量因內外銷市場有所差異，內銷多以20公斤

為單位（圖廿九），也有少數以12公斤為單

位。

目前水果分級裝箱後隨一般果品運至國

內市場銷售，運輸過程無冷藏設備，但運送

過程應儘可能避免直接日曬，至超市也應盡

可能維持低溫以保持產品的新鮮。外銷則須

以冷藏貨櫃運輸，且需考慮與它類水果併櫃

時的貯藏條件。果品之品管極為重要，應有

人員負責田間及集貨場之抽驗與管制，以維

持品牌之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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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蟲害

臺灣屬熱帶海島型氣候，夏雨冬旱，極

適宜病蟲害之滋生，使得害蟲發生猖獗。番

石榴為臺灣中南部大宗水果，近年來由於品

種之改良，果實碩大，使水果品質及市場利

潤提高，成為重要經濟產業，栽植期間主要

害蟲有東方果實蠅、螺旋粉蝨、黑疣粉蝨、

腹鉤薊馬、星天牛、粉介殼蟲及棉蚜等。另

節角捲葉蛾、葉蟬及紅捲葉象鼻蟲等為次要

害蟲。目前國內針對主要害蟲之防治除東方

果實蠅利用誘殺及套袋防治外，其他害蟲大

多採用化學防治，由於番石榴屬免削皮果

類，果品安全的需求更是嚴格，故須加強使

用非農藥防治，目前即全面實施套袋，為非

農藥防治方法中重要一項，減少農藥使用

量，生產安全水果，讓消費者吃得安心，提

昇國民健康，

（二）病害

番石榴的栽培早期以本地種中山月拔、

梨拔及白拔等品系為主，田間的管理及病蟲

防治簡單，立枯病為主要生產限制因子；隨

著泰國拔品種引進，田間栽培技術與往昔不

同，病蟲防治主要利用透明塑膠袋及軟質保

麗龍袋雙重套袋技術，也因此改變田間病害

的生態；為增加收益除品種改良外，栽培方

式亦由原全年採收，調整為秋冬果及春果兩

個產期，各種栽培管理改變則會引起病蟲的

生態變化並導致病蟲消長。

根據紀錄番石榴早期病害有立枯病全株

性病害；葉部病害為煤煙病與葉斑病；果實

病害為炭疽病與瘡痂病；根部病害主要為線

蟲及立枯病，立枯病菌能殘存在土壤中斷

根，並可感染危害健康根部，田間發生線蟲

病害大量施用線蟲劑並不能完全根治，故利

用水田輪作可同時防治此2種病害，且防治

成本低，若種植於水源不充裕或在山坡地

區，可利用苦茶粕或篦麻粕等有機肥施均勻

混入土壤防治線蟲，植株發生立枯病感染，

須將病株砍除，根系徹底清除避免病根殘

留，再配合土壤藥劑如黑肥（氰氮化鈣）處

理。

果實病害近年來以黑星病在高雄、屏東

等地區危害最嚴重，此一病原菌營養需求

低，能適應長期不良環境，泰國拔在小果期

即可存在果實表皮，經2個月以上的靜菌時

期，果實成熟過程即侵入感染危害，可利用

管理技術如將病果移出果園燒毀，勿保於園

內作肥料，此田間衛生徹底執行，即可減少

黑星病菌，同時可防治多種果腐病害，多種

果腐病至今仍未有正式推薦防治藥劑。

近年來由於大環境如氣溫升高、乾旱及

污染等，逐年生長環境劣化，又偏重施用化

學肥料並利用殺草劑防治果園雜草，果樹的

生長勢又因使用多種弱寄生性病原菌對植株

的影響變大，枝枯病即為一例，故對於此類

病害，應注意果樹培育，從種苗開始避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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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線蟲感染或受枝枯病菌危害，並利用管

理技術使根系發展良好，果苗才能健壯；由

於果苗在第一年即會進入生產，為使果樹生

長強壯，降低弱病原菌危害，果苗移入本田

後前一及二年應培育果樹生長，避免果實生

產。

各種肥料種類的平衡施用及微量元素硼

等皆在改善栽培方面具有極佳效果；遇空氣

品質不良如高濃度臭氧時，果實表皮會產生

小斑、變紅或壞疽，影響品質，故光化污染

嚴重的季節可噴施抗壞血酸（Ascorbic acid）

1,000倍預防受害。臺灣在季風轉換較頻繁的

時期如9月及2 ~ 3月，須在季風改變前噴施

抗壞血酸來預防光化污染；南部地區一般係

初秋迄翌年的春末空氣品質不良，如果冬季

嚴重乾旱高溫，光化污染也相對嚴重，故要

特別留意氣象因素並事前預防污染物危害。

（三）草害

臺灣番石榴主要產區位於高雄、屏東、

臺南、彰化及宜蘭等地，主要產區集中於高

屏地區。一般果園雜草之發生主要受地區雨

量、季節性溫度變化及園區雜草管理方式影

響，番石榴植株枝幹於暖季期間修剪頻度

高，樹冠內部呈中空狀態，樹體下方日照充

足，造成雜草生長快速之困擾。臺灣番石榴

園雜草有 19 科 50 種以上，以菊科、禾本

科、莧科及十字花科為主，單一園區之雜草

約有5 ~ 15種，多為複合植物相，主要之植

物為凹葉野莧菜、青莧、野莧、藿香薊、大

花咸豐草、鼠麴舅、兔兒菜、焊菜、香附

子、飛揚草、芒稷、牛筋草、鯽魚草、酢醬

草、馬齒莧及通泉草等，其形態及生態特性

詳述於後。

雜草依萌芽及生長適溫，可分為暖季

草、冷季草及全年生長者三類，各種雜草萌

芽時期及生長習性差異亦大，不易僅採用單

一方式進行全年之管理或防治，由於雜草易

與番石榴植株競爭養分、水分及干擾園區管

理等問題，所以利用化學藥劑防除雜草為目

前番石榴園最常使用方法，園區大都呈清耕

狀態，目前登記於番石榴園使用之除草劑為

嘉磷塞（glyphosate），其具非選擇性除草及

省工之優點。

適宜之番石榴園管理為草生栽培，並非

將雜草完全除去，而是當雜草造成果樹生長

或栽培管理的干擾時，利用割草或除草劑移

去或防治之管理方式，選留某些自生性雜

草、綠肥植物或以人工種植覆蓋植物，使土

表保持草生狀態，配合果樹生長發育習性、

栽培管理時期及氣候土壤等因素，能兼具果

樹生產之經濟效益與生態保育之目的。自生

性地被植物具有株型低矮、莖節易生根、果

樹競爭水分及養分力弱等特性，可於園區內

選留為草生栽培植材，如鼠麴舅、兔兒菜、

焊菜、飛揚草、酢醬草、馬齒莧、通泉草、

假吐金菊、石胡荽及定經草（珠仔草）等植

物。

（作者：溫宏治、林正忠、袁秋英、蔣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