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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麻豆文旦成熟期接近中秋節，為臺灣

重要的應景果品。麻豆文旦每年2至4月開
花，果實於花謝後23至25週成熟，一般約

於節氣` 白露 (́9月7日或9月8日) 前採收，

而中秋節為陰曆 (農曆) 8月15日，換算之陽

曆日期均不同，故與節氣` 白露 日́期相距

天數不一 (表1)，造成果實銷售期間售價波
動大。對農友而言，一般採收後至中秋約

有3週時間對果實品質與銷售是最有利的。

若白露與中秋相距間隔較短 (1週內，例如

2019年)，按節氣採收則有緊迫的產銷時間
壓力、辭水時間較短及口感較差等問題，但

若為了減少壓力而提早採收，則有果實採收

成熟度不足等問題；若相距間隔較長 (3週
以上，例如2017年)，依期採收之果實，因貯

藏時間長易出現過度失水、果肉褐化及異味

等不良品質情形 (表2)，若採收較晚之果實
則易過熟。目前南部地區農民藉著氣候條件

文／周書立、張嵐雁   圖／張汶肇 

表1、近年白露與中秋相距日數
年度 白露日期 中秋日期 相距日數

2015 9月8日  9月27日 19天
2016 9月7日 9月15日 8天
2017 9月7日 10月 4日 27天
2018 9月8日  9月24日 16天
2019 9月8日  9月13日 5天
2020 9月7日 10月 1日 24天
2021 9月7日  9月21日 14天
2022 9月8日  9月10日 2天
2023 9月8日  9月29日 21天

表2、白露至中秋相距日數長短對麻豆文旦果實產生之影響
相距日數 對果實之影響 因應方法

3週以上
1.採收後銷售時間長，產銷壓力小。
2.因採後時間較長，果實易過熟。
3.貯放時間長，果實重量耗損大。

1.利用肥培等管理技術，延後果實成熟期。
2.適當果實大小分級及銷售，以利果實品
質維持。

3.利用採後處理技術，維持採後果實之品質。
1∼3週 採收後銷售時間充足，產銷壓力相對較低。 視果實成熟度即時採收，穩定果實品質。

1週以內
1.採收後離中秋節時間短，產銷壓力大。
2.提早採收，果實酸度較高，耐貯性較佳。
3.貯放時間短，重量耗損少。

透過修剪、水分、肥培等管理技術，調節開
花期及果實生育，以提早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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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軟化，此程序稱為「癒

傷」或「辭水」。農民常

會在辭水後進行分級包

裝及販售，或因中秋相距

長，在辭水後進行貯藏。

採後果實本身仍進行著

正常之生理代謝，除了果

實失水、軟化的反應外，

果皮葉綠素逐漸分解，果皮外觀

顏色逐漸呈黃色；果肉內的可溶

性固形物會因蔗糖水解而提高，

可滴定酸變化則無顯著差異，所

以經過貯藏後之果實糖酸比逐漸

增加 (表3)，果肉亦隨著原果膠被水
解成果膠或果膠酸而逐漸軟化，果實口感

及風味漸佳，形成文旦柚特殊的韻味。因此

農民在經過辭水後即可進行分級包裝及販

售，但若採收與中秋相距時間長，則需在辭

水後進行貯放。

若碰到白露至中秋過於接近、面臨產銷

壓力時，可能會提早採收，當果實採收時成

熟度不足，果肉質地易偏硬脆、風味較酸、

果汁率低，需較長之貯藏時間來提升果實風

味；若白露至中秋相距長時延後採收，而果

實成熟度過高，果肉可能因本身可滴定酸降

低，風味偏淡，且貯藏後易發生生理劣變，如

果肉褐化、出現異味或出現乾米等現象，降低

耐貯性。因此必須配合

當年節氣長短，規劃麻

豆文旦採收時程及販

售時間以利於果實品

質之穩定性。

及栽培管理模式，產期從8月中、下旬陸續

開始，可減緩其產銷壓力，不過採收後的時

間長，仍需配合採後貯藏技術，以維持果實

品質。本文以採收後麻豆文旦果實貯藏條

件進行探討，期作為農民貯放應用之參考。

麻豆文旦採後品質之變化

麻豆文旦果實以花後24週成熟最佳，

剛採收時果實飽滿，果皮呈黃綠色至淡黃

色，果肉質地稍硬脆，須於常溫通風條件下

放置5～10天 (時間長短視溫度、貯藏期和

果皮厚薄而異)，使果皮稍微失水，果肉略

表3、麻豆文旦於常溫貯藏下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與糖酸比之變化
貯藏週數

0 1 2 3 4
可溶性固形物(。Brix) 9.75 10.23 10.63 10.59 10.71
可滴定酸(%) 0.39 0.40 0.38 0.37 0.38
糖酸比 25.00 25.58 27.97 28.62 28.18

1  果肉成熟度不足，瓤瓣
汁胞水分尚未充實、光
澤不佳，果肉未飽滿且
易分離

2  果實成熟，果肉飽滿有
光澤，果肉不易分離，
水分足

3 果實貯藏過久易汁胞褐
化或乾米，並易有發
酵之異味產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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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藏條件對麻豆文旦品質之影響

採後果實堆放方式

農民習慣將剛採收之果實以直接堆放

進行辭水或貯放，雖可節省空間，但常因在

運輸與堆放過程中擠壓，容易形成物理性

傷害，降低商品價值。而且果實依然進行著

呼吸代謝作用，產生呼吸熱及二氧化碳等

氣體，如堆疊過高時內部氣體不易與外界交

換，易使果堆內部溫度上升，使果實過熟，

增加貯運耗損。

為避免麻豆文旦採後機械性傷害或損

耗，建議減少直接堆放的方式，將果實依成

熟度及大小分級後裝入有孔塑膠籃並置於

通風陰涼處，必要時可置放於冷氣房或安

裝大型風扇增加空氣通風，有助於果實降

溫及氣體交換，避免果實壓傷及延緩生理

劣變。另一方面裝籃堆疊方式亦可增加果

實移動與整理上的效率，配合棧板與堆高

機之運用，提高效率及節省人力。

貯藏溫度

果實採收後其蒸散作用與呼吸代謝作用

仍持續進行，其生理現象快慢則會影響果實

品質及貯藏壽命。經過調查，於常溫中果實平

均每日損失的重量為2～5g
之間。利用不同溫度將果實

分別貯藏於15℃、25℃及室

溫 (均溫28℃) 下，25℃與

15℃貯藏4週後失重率分別
達10.65%與2.37%。由此可

見當貯藏溫度越高失重越

嚴重，失重的幅度亦越大，經

濟上的損失則越高。例如麻豆

文旦1分地產量為10,000台斤，如以每斤價格

50元計算，放置4週後失重10%即損失50,000
元，貯放越久耗損越高、收益越少。且另外果

實進行貯藏時需要注意溫度的控制，貯藏溫

度越高，除會加速果實失重，也會使果實內的

有機酸快速降解，使其風味變淡或產生異味。

蒸散作用除造成果實失重外，外觀會逐漸變

黃與皺縮，麻豆文旦常溫貯藏9週後呈黃色乾
扁狀。而貯藏於15℃下失重率低，且果實可順

利轉成黃色，是較佳的貯藏溫度。

因此建議，麻豆文旦採收時距離中秋3週
以上時，考量貯放及銷售時間及冷藏設備成

本上支出之考量，可以利用一般冷氣房設置於

25℃以下進行裝籃堆疊，並利用加濕器維持

其相對濕度90%以上，或進行果實套袋處理，

除可降低果實失重率，並維持果實外觀及品

質。長期貯藏之情況下，為避免因果皮過度失

水皺縮而影響外觀與果皮硬度，則應以15℃

低溫貯藏為宜。

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也是主要影響蒸散作用的因

子，相對濕度低雖可加速辭水速度，但易使果

皮產生皺縮、加速果實失重及老化，進而影響

4 麻豆文旦不同堆疊方式 (左：直接堆疊，右：裝籃堆疊 )，直接堆疊可
有效地運用空間；裝籃堆疊可避免果實壓傷及增加果實間通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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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品質及銷售價值。因此需避免採收後快

速失水，應維持貯藏環境中的相對濕度 (90%
以上)，除利用冷藏庫或加濕器外，亦可利用

單果或整籃套袋的方式來防止水分蒸散。未

經套袋的果實分別於15℃、25℃下以裝籃之

方式貯藏4週，失重率約為1.5%及12%，而單

果套袋貯藏於25℃下失重率僅0.8%，有效延

緩果實失重，亦可避免果皮皺縮及黃化。

結語

良好的採前栽培管理提供優良的果

品，配合採後處理技術可增加果實耐貯性

與維持品質，利用整籃堆疊方式將果實堆

放於通風貯藏環境，有利於呼吸熱等熱能

去除與縮短辭水時間，亦可有效率地進行

人力運用，若再配合貯藏溫度及相對濕度

的控制，可避免果實過度失重及過熟等採

後耗損，分散銷售期與降低產銷壓力，增加

農民收益，並提高產業競爭力。

7  麻豆文旦利用套
袋 (左：單果套
袋，右：整籃果
實套袋 )，皆可
有效降低果實失
水、失重

5 麻豆文旦貯藏期間外觀之變化，貯藏於室溫下
果實逐漸變黃、軟化皺縮，貯藏於 1 5℃下則
仍呈飽滿的黃色

6 不同貯藏溫度對於麻豆文旦失重率變化

8 麻豆文旦單果套袋保鮮及貯藏於不同溫度下
失重率之變化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