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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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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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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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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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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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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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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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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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２、柑橘果實用二次採收

圖３、採收不當造成果實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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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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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５、柑橘套PE袋貯藏，可
以有效減少失水。

圖６、柑橘綠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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