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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栽培與利用 農業新知與技術

前言

龍眼 (Dimocarpus longan lour.) 又稱桂
圓，其果肉晶瑩呈漿白色，隱約可見內部黑色

種子，極似眼珠，故名「龍眼」。屬無患子科

(Sapindaceae) 龍眼屬之亞熱帶常綠果樹。發

源於亞熱帶地區，原產地為中國南方及越南

北部，而後逐漸傳入世界其他地區，分布以

亞洲南部為主，主要產地為中國、泰國、臺灣

及越南等地，美國與澳洲亦有少許栽培。臺灣

龍眼約300年前自中國閩粵地區移民所引入，

因氣候、風土適宜其生長，故分布相當普遍，

於中南部地區廣泛種植，衍生出許多地方品

種。龍眼營養價值高，果實除可鮮食亦可烘烤

成龍眼乾，製成許多風味獨特的料理，深受市

場、消費者喜愛，為夏季重要水果之一。

產業現況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統計，民國106
年龍眼種植面積10,976公頃，產量約68,000
公噸。種植面積相較於99年種植面積11,890
公頃略降低8%，但仍維持10,000公頃以上之
栽培面積 (圖1)。主要栽培生產區集中在臺中
以南縣市；本場轄區內龍眼種植生產面積佔

全臺44%，並以臺南市生產面積3,800公頃佔
34%為全臺之冠，主要種植在東山、楠西、南

化及六甲一帶。

文／圖 ■   周書立、張嵐雁

龍眼栽培與利用

1  近10年臺灣龍眼栽培面積及生產量變化圖 (98年∼107年)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源網 (https://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

1



臺南區農業專訊 108期2019年06月2

龍眼栽培與利用專題報導農業新知與技術

由於栽培技術的改進及生產專業化，鮮

果品質提高，依據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行情

站資料顯示，107年龍眼鮮果平均價格為34.7
元/公斤，年平均交易量約5,800公噸；龍眼乾

帶殼則為每公斤102.8元，年平均交易量約120
公噸 (圖2)，交易量僅約龍眼鮮果的2%。龍眼

在加入WTO前屬管制進口農產品，入會後採

關稅配額方式開放進口，且禁止地中海果實蠅

疫區鮮果進口，只開放去殼龍眼乾進口。根據

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顯示，107年我國出口龍
眼製品27公噸，主要出口地區為香港及加拿

大；進口約494公噸，為越南及泰國所進口 (表
一)。

常見栽培品種

早年龍眼採實生繁殖，後代變異性大。

據農試所及中興大學等單位專家調查鑑定，

臺灣龍眼品種超過50種，多數為果農自行篩

選命名。依採收期可分為3大類：早熟 (如五月
眼、竹崎早生)、中熟 (如粉殼、青殼) 及晚熟
(如番路晚生、十月眼)。目前主要栽培品種為
粉殼，佔栽培面積80%以上，其他還有紅殼、

青殼、水貢及十月眼等，常見栽培品種特性分

述如下：

粉殼

為果農自行選出的實生變異種。果實中

等、黃褐色，果核小，口感佳，果實成熟時果

2  臺灣龍眼近十年市場平均交易量及價格分布圖
 資料來源：農產品批發交易行情站(http://amis.afa.gov.tw/main/Ma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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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明顯，故名粉殼。產量高，不易退甘，少有

隔年結果現象，適合鮮食及加工。產期集中

於8月，為最主要的栽培品種，全臺灣均有種

植。

水貢

為農試所在嘉義縣竹崎地區進行種原調

查時，發現的大果形品種，為目前現有品種

果形最大者，由於其枝條具韌性，不易落果，

部份地區又名潤蒂仔。果實大，果核略大，糖

度高，鮮食、加工均適宜，唯隔年結果現象明

顯。產期8月中、下旬，產地集中在嘉義縣竹

崎鄉、番路鄉及臺南市東山區等地。

紅殼

成熟時果皮呈赤褐色故名之，又稱湖底。

果實大，果核小，糖度高，適合烘焙。產期8月
上旬，產地集中在臺南市南化區、高雄市內門

區等地。

青殼

成熟時果皮呈淡青綠色故名之。果實大，

果核小，糖度高，較耐貯藏， 隔年結果明顯。

產期8月中、下旬，產地集中在臺南市南化

區、高雄市內門區等地。

五月眼

為臺灣早熟品種，約於6月中、下旬 (農曆
5月) 成熟，故名五月眼。果實大，糖度高。產

地集中在臺南市東山區、南化區等地。

十月眼

為臺灣最晚熟品種，於農曆十月採收故

名十月眼。果實大，糖度高，不易退甘。由於

成熟期易遇颱風，且隔年結果明顯，栽培不

易。產地集中在嘉義縣竹崎鄉、臺中市及南投

縣等地。

表一、臺灣龍眼近5年來進出口量(公噸)
生鮮冷藏 脫水或乾製 調製 罐頭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103年 -* 41 340 6 - 7 20 0

104年 - 29 529 7 2 6 23 2

105年 - - 603 8 2 8 25 -

106年 - - 651 6 1 12 30 -

107年 - 13 467 5 - 9 27 -
* (-代表無進出口, 0代表數值不足1噸)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trade/tradereport.aspx)

3  粉殼龍眼為臺灣最主要栽培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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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管理技術

一、生育特性

龍眼為常綠喬木，樹高可達10～15公
尺，樹冠成圓球形或半圓形。主根發達，具深

根性，土壤適應性強，對土壤條件要求不高，

可種植在各種土壤，以富含有機質、保水保肥

力佳土壤為最佳。樹幹表皮粗糙，具不規則縱

裂紋，灰褐色。葉為羽狀複葉，小葉2～6對，

對生或互生。花芽分化期約在每年12月至1月
間，結果母枝感受夜溫20℃以下的乾燥低溫，

有助於花芽分化。如遇暖冬多雨，營養生長過

旺，則會抽發新營養梢，影響花芽分化。花為

圓錐花序，花性為雄花、偏雄花及偏雌花，每

穗小花數約數百朵至數千朵，雌花率約10～

30%。主要開花期約在3月下旬至4月下旬，花

期1個月，南部開花較早，約3月中、下旬，越

往北越遲，最慢約在5月初。屬蟲媒花，為良

好的採蜜蜜源，在栽培區放養蜜蜂，可提高結

果率。果實約在花後5～6個月成熟，果實成圓

球形、扁圓形或橢圓形；果色黃褐色、黃綠色

或赤褐色；果肉乳白半透明；種子黑褐色，某

些品種則呈紅褐色。植株可週年生長，充足的

光照有利植株生長，耐寒性高，全年抽梢3～5
次，新梢萌發至成熟約需一個半月。

二、繁殖方法

種子繁殖法

龍眼種子不耐乾燥，需放在室內通風處，

避免於室外陽光曝曬。由於種子繁殖易產生

變異，且幼年性長，需6年以上才能開花結
果，目前用以嫁接用砧木培育及育種為主。

嫁接法

龍眼嫁接主要以實生苗為砧木，常見方

法為切接，主要嫁接期為2～3月，嫁接後氣溫

回暖，利於接口癒合，成活率高，可縮短幼年

期。常用於品種更新及果樹矮化。

高壓法

高壓法全年皆可進行，簡單實施以及成

活率高，並可保持原品種之特性。高壓後枝條

根系充分發育後即可取苗，先以育苗袋假植，

待成活後定植。

三、定植

在水源充足的情況下，龍眼全年均可種

植，以春季為最好的定植時期。由於植株樹冠

高大，如經濟栽培需植株矮化，行株距為5～

8×5～8公尺，需視當地地形、土壤等情況調

整，每分地約種植33～40株，以利將來整枝

修剪等田間作業。選擇苗木健壯、土團完整之

種苗放入植穴中定植後覆土澆水，保持穴內

土壤濕潤，可提高苗木成活率。

4  嫁接法，常用於品種更新及果樹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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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肥培管理

苗木定植後第一年，根系較少且弱，應

避免施肥過量，以免傷根，以少量施肥為原

則。第二年後建議可開溝施用有機質肥料，促

進根系生長並增加土壤透氣性。每隔3～4個
月，每株可酌施氮肥或含氮量高的複合肥料

100～150g，如臺肥5號 (16-8-12)、43號 (15-
15-15)等，可促進苗木生長。結果園建議至少

年施3次，基肥以施用有機質肥料為主，部份

化肥為輔，以深施方法為宜，視植株大小 (產
量)，有機肥每株約10～15公斤。追肥則建議

於抽穗開花後及幼果期施用，視植株實際需

求每株用量約0.6～1公斤，於雨後 (或灌溉後) 
土壤濕潤狀態時，平均撒施於樹冠下周圍，可

維持樹勢及提高果實品質。

五、水分管理

龍眼雖然耐旱、耐澇，但果樹生育期間

土壤水分供應多寡，對植株生育及果實產量

影響很大，應適時適量供水，以穩定植株生長

發育。冬季時適度乾燥，有利於

65

5  冬季低溫時間不
足，易抽生營養梢

6  矮化不僅能省工、
安全、好管理且產
量穩定

龍眼花芽分化及冬梢控制。春季來臨時應補

足充足水分，供應龍眼春梢生長、開花結果之

所需，並保持足夠水分供果實生長發育及植

株生長。夏季雨水較多，需注意果園排水，如

長期積水，仍會使植株根系腐爛，樹勢衰弱。

六、整枝修剪

龍眼如樹體高大，採收極為不便，故龍

眼矮化可方便管理、節省勞力。矮化多採用主

枝開心型，選留3～5條粗壯枝為主枝，誘使

植株向四周圍開展，然後每一主枝選留數條側

枝為亞主枝。果樹修剪的目的為穩定結果及

維持樹勢，如放任生長易造成隔年結果、病蟲

孳生及樹勢衰弱，影響產量與品質。整枝修剪

全年皆可進行，剪除衰老枝條、枯死枝、重疊

枝、徒長枝等不必要的枝條，以減少養分的消

耗。修剪適期為開春針對「矮化」「疏花」的

修剪，宜於盛花期前完成，採後修剪則是建議

在採收後至9月前完成，以利培養來年的結果

母枝。

七、疏花、疏果

疏花是提高果實品質及避免隔年結果現

象的重要措施，疏花適期為花穗花粒完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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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花開放前，過早疏花，無法判斷花穗好壞及

容易再冒出新芽；過晚則效果不明顯。疏花穗

時先將病蟲害感染的病穗、帶葉發育不良的

弱穗去除。疏花方法可利用整枝剪修剪或用

手疏折，花穗一般可留20～30公分長，留太

短雖可提高果重、糖度，但果串太過密集，病

蟲害發生機率較高。疏花程度則要依品種、

植株樹勢及管理方式而定，早熟品種應掌握

總花穗20～30%；樹勢強的龍眼可疏除30～

50%；晚熟品種及樹勢弱品種可疏花穗50～

70%，避免隔年結果的程度。

經疏花後，單穗著果率提高，但如結果過

多，易導致果實大小不一或變小，為維持果實

品質，可適時地進行疏果作業。龍眼疏果時機

為生理落果結束，果實如黃豆粒大小時進行，

先疏去著果不良枝、病蟲害枝、最後再疏畸形

果。留果量因樹勢強弱、著果率及果穗大小而

異，大穗可保留60～80粒；中穗40～50粒；

小穗20～30粒。

八、病蟲害防治

龍眼常見的蟲害有荔枝細蛾、荔枝椿

象、膠蟲、龍眼木蝨、氈蟎及東方果實蠅；病

害則有藻斑病及褐根病。荔枝細蛾產卵在果

實、新梢或嫩葉上，幼蟲孵化後隨即鑽入果實

種子或蒂部造成龍眼落果。荔枝椿象則透過

刺吸新梢、花穗或是幼果，造成落花落果、結

果不良，最終影響產量。荔枝細蛾及荔枝椿象

的防治關鍵期在於龍眼花期至小果期，須進

7 8

9 10

7  小花開放前可疏折
基部花穗，以提高
著果率

8  經疏花疏果後可提
高著果率及品質

9  荔枝椿象危害龍眼
新梢，影響開花著
果，降低龍眼產量

10  介殼蟲、蚜蟲、膠
蟲危害易引發煤煙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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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藥劑防治2～3次，可減少兩種害蟲的族群

密度，另外荔枝椿象可於產卵期釋放平腹小

蜂或是輔以捕捉卵塊達到防治成效。褐根病

為近年來發生嚴重的病害，病菌感染後會引

起根部腐敗，造成龍眼植株生長衰弱、萎凋死

亡。該病原菌主要傳染來源為病殘根，剷除病

株並清除殘根，以避免擴散蔓延。(藥劑使用
參考：農藥資訊服務網https://pesticide.baphiq.
gov.tw/web/Insecticides_MenuItem5_5.aspx)

採收與採後保鮮

採收期因地區、品種和用途而異，通常

於7～9月陸續採收。龍眼成熟時果皮由青色

轉變成淡褐色，粗糙轉為光滑，輕壓果實具

有彈性；一般所指果肉處為假種皮，會在果實

發育後期累積養分，果肉會由硬轉為脆韌，無

味轉為甜味且果肉厚度會增加；種子硬化，並

由紅色轉為黑褐色 (品種為紅褐色除外)。果實
過早採收會影響風味及品質；過晚採收時，糖

分會下降，俗稱「退甘」，且果蒂至種子間木

栓化，俗稱「大蒂頭」，為過熟的指標性狀。

採收仍以人工採摘為主，手工折取整個果穗，

採摘時應掌握果穗與結果母枝交界處 (約果穗
基部3～6公分處)，此處芽眼多，俗稱「葫蘆

節」，為採收後抽發新芽的重要部位，手摘時

應予以保留。果實採收後應迅速放於陰涼處，

再進行整理分級包裝。

在採後貯藏方面，龍眼於常溫保溼狀況

下可放置3～5天，為延長果實保鮮期，需選擇

適宜的條件進行貯藏保鮮。最常見為低溫保

存，進冷藏前應先進行預冷移除田間熱，以塑

膠袋密封減少水分散失，後放於3～4℃低溫

冷藏。另以100℃熱水浸漬3～5秒溫湯處理，

後置於陰涼處或強風處理待果肉溫度降至常

溫後，並進行低溫冷藏，亦可保存至1個月。

加工與利用

龍眼果實營養豐富，據衛福部臺灣食

品營養成分表顯示，百公克果實含碳水化合

物、粗蛋白、膳食纖維、維生素C及各類胺基
酸，如天門冬胺酸、麩胺酸及丙胺酸 (表二)。

11  過晚採熟，果蒂部分木栓化，俗稱「大蒂頭」
12  果實採收裝籃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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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被視為珍貴之滋養果品。且《本

草綱目》寫道：「龍眼味甘，開胃健脾，

補虛益智」另外《神農本草經》亦寫道：

「味甘平。主治五臟邪氣，安志，厭食。久

服強魂，聰明，輕身不老，通神明。生山

谷。」。

龍眼樹冠常綠，樹勢高大，因此常被

當作綠美化之庭園樹或行道樹等園藝用

途；木材堅實，紋理優美，可以用來作傢俱

或雕刻品；樹幹亦可當作烘焙的燃料。龍

眼花是一種具有保健功效的天然物，新鮮

小花採下後可製成龍眼花茶，具有養生之

功效；花量多且在水分充足時會產蜜，是

很好的蜜源植物，藉由蜜蜂採集花蜜可製

作上等龍眼蜜。果實除鮮食外，亦可加工

烘焙製成龍眼乾，其具有滋養強壯、益智

等功效，用途廣消費量大，臺灣每年有將近

50%的年產量用來製造龍眼乾，故對於鮮

果市場上紓解產銷壓力有極大幫助。龍眼

乾亦可延伸應用於桂圓麵包、果醬、茶飲

等特色商品，增加龍眼附加價值。

未來展望

龍眼對病蟲害抵抗力強，農藥施用

少，價格穩定，尤其是加工後的產品銷量

持續成長，具有發展潛力。但龍眼的生長

管理較粗放，產期集中，一些品種易隔年結

果。故應必須進行品種選育來分散產期。

加強整枝矮化、專業化栽培管理，避免隔

年結果，提高產量，生產優質安全果品，增

加農民收益，以利龍眼產業之永續發展。

表二、龍眼及產製品營養成分分析表   單位：百公克
名稱 龍眼 龍眼乾 帶殼龍眼乾

熱量 (kcal) 73 277 278
水分 (g) 79.7 18.2 19.7
粗蛋白 (g) 1.1 5.1 4.6
粗脂肪 (g) 0.5 0.7 0.1
總碳水化合物 (g) 17.9 70.7 72.9
膳食纖維 (g) 1.8 2.9 3.1
鈉 (mg) 3 5 0
鉀 (mg) 282 1235 1044
鈣 (mg) 5 49 30
鎂 (mg) 9 48 31
鐵 (mg) 0.4 1.3 0.9
鋅 (mg) 0.3 0.7 0.6
磷 (mg) 29 145 96
維生素E (mg) 0.09 0.26 0.23
維生素B1 (mg) 0.01 0.03 0.02
菸鹼素 (mg) 0.61 2.78 1.99
天門冬胺酸 (mg) 194 470 360
丙胺酸 (mg) 67 534 385
資料來源：衛福部食品營養成份資料庫 (https://consumer.fda.
gov.tw/Food/TFND.aspx?nodeID=178)

13  龍眼加工製品 -  
龍眼花茶

14  龍眼加工製品 -  
龍眼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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