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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包括塑膠、紙及不織布等材質，可以避

免蟲害、病害及鳥害，也藉由改善果色、防

止日燒、避免風疤及維持清潔安全等來提

高果實品質。在紅龍果栽培上，於開花後

3～4天拔除萎凋花瓣，或待中央花柱乾褐

移除或剪除，約花後7～10天後，即可進行

套袋作業，紅龍果套袋的主要目的為：

1.防止有害生物危害

目前已發現東方果實蠅及瓜實蠅均

會在紅龍果的果實上產卵，尤其以東方果

前言

近年來紅龍果的栽培面積日漸擴大，

在技術及品種上不斷突破，果品品質也顯

著提升，除了風味口感的需求以及養生保

健的目的外，鮮紅飽滿又喜氣的外表，正

好符合國人祭祀以及送禮的需求，讓許

多消費者趨之若鶩，進而提高了紅龍果的

身價，因此成功擠身高價水果之列。在紅

龍果栽培上，利用套袋來生產高優質紅

龍果，已漸漸成為管理上所必需採行的措

施，目前坊間紅龍果套袋種類繁多，本文

將進行分析比較，並介紹本場研發之新型

專利套袋，以供農民參考使用。

紅龍果套袋目的

套袋已經在許多果樹種類中廣泛應

用，如芒果、柚類、梨、葡萄、枇杷、桃、

香蕉、番石榴、番荔枝等，利用不同類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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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新型套袋 介紹

套袋栽培紅龍果

1  未套袋之果實容易遭受果實蠅等有害生物危
害，造成果面傷疤或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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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減少病害與保持清潔

紅龍果有多種病害如炭疽病、潰瘍

病及果腐病等會危害果實，利用套袋可降

低病害感染機會，尤其於雨季提供隔雨效

果，更能降低病害發生，此外，利用套袋也

能維持果面清潔與避免農藥汙染。

現有套袋種類介紹

目前紅龍果套袋種類極多，部分取

自其他果樹之套袋，其餘為紅龍果專屬套

袋，若依材質區分，可概分為網袋、紙袋及

不織布袋等三種，其特色分析如下：

1.網袋

網袋是目前應用最廣之套袋，以綠色

網袋及黑色網袋兩種居多，少部分為白色

網袋，農民多以衣夾、魔帶或橡皮筋等固

定於枝條上，其特點在於可防果實蠅等昆

蟲、蝸牛及鳥類危害，通風良好，煤煙病較

少且容易目視觀察果實成熟度，然因其遮

光效果不佳 (15～30%遮光度)，因此仍有

實蠅危害最為嚴重，會造成果實腐爛及

傷口；金龜子、椿象類及象鼻蟲等害蟲與

蝸牛會刺吸或啃食果實，造成果面傷疤，

影響外觀品質，且此類生物幼果期即會危

害，因此需及早套袋加以保護，此外，套袋

也能避免果實成熟期遭受鳥類啄食。

2.增進果皮色澤及降低日燒

目前紅龍果整枝方式多使枝條下垂，

因此果實與地面平行橫向著生，果實向陽

面容易受夏季高溫及陽光曝曬影響，造成

果皮葉綠素無法消退，呈現泛綠色澤或轉

色暗沉，表皮增厚粗糙，甚或木栓化，嚴重

影響外觀品質，尤其以白肉種最為明顯，由

於紅龍果著色不需光線，利用套袋遮光來

避免高光及高溫，能增進果皮亮度、色澤、

均勻度與細緻度，並維持果型端正美觀。

3  紅龍果果實向陽面容易受陽光曝曬影響，造成果
皮呈現泛綠色澤或轉色不佳，影響商品價值

2  網袋可避免有害生物危害，且易於觀察果實成熟
度，但無法增進果實色澤，也易感染病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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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部分紙袋具側邊鐵絲可束口外，其餘套袋等多以
衣夾、魔帶或橡皮筋等固定於枝條或果實基部

5  紙袋種類繁多，主要有白色紙袋及牛皮紙袋兩類，
能增進果皮著色，但不易觀察且無法重複使用

6  不織布袋外覆多種顏色之塑膠膜，具防潑水及遮陽
效果，果實著色佳且可重複使用，但不易觀察果實
成熟度

7  煤煙病是由果皮及鱗片表面分泌蜜露後感染黴菌而
產生，套袋內通風不良及缺乏雨水淋洗，易導致煤
煙病情形加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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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陽面果皮著色不良問題，也無法藉由隔

雨降低病害感染機率。網袋因具重複使用

性，可多次使用，然操作上容易遭莖上針

刺勾破，依材質及網目密度而言，黑網袋之

耐用性及遮光效果會優於綠網袋，然單價

較高。

2.紙袋

紙袋之種類繁多，大小規格及厚薄

也不一，依材質有白色紙袋及牛皮紙袋兩

類，多數套袋具側邊鐵絲可束口，其特點

除可防有害生物危害外，因具有良好遮光

效果，能有效增進果皮色澤，不同紙質厚度

均會影響遮光度，一般以牛皮紙袋 (70～

90%遮光度) 之遮光效果較白色紙袋 (40～

50%遮光度) 佳。多數紙袋外層有上蠟處

理，具有防潑水效果，也能降低病害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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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果實蠅危害輕微地區或少數以網室

栽培果園外，已應用非常廣泛。在不同品種

中，以白肉種較易有向陽面著色不良問題

發生，適用具遮光效果之套袋進行改善，

因此白肉種栽種最廣的中部地區及部分南

部產區，專業農民大多利用紙袋及不織布

袋等套袋來提升果實品質，並以紙袋為大

宗，其餘農民則仍使用網袋套袋，但果實

外觀較差，售價難以提升。紅肉種除親緣

近似白肉種之雜交品種外，大多著色問題

較小，利用遮光套袋雖能提高果色亮度及

均勻度，但鱗片偏薄軟，且在南部地區，因

夏季高溫炎熱，不織布袋及紙袋相對高溫

及通風不良，容易使煤煙病情形加劇，此

外，紅肉種轉色後容易因過熟而裂果，若無

法觀察適當成熟度而及時採收，會造成果

品嚴重損失，因此目前南部地區紅肉種仍

以網袋套袋為主。

然因紙袋通風較網袋差，果實表面分泌蜜

露亦未能藉雨水淋洗掉，致使煤煙病較易

發生，且不易觀察果實成熟度。紙袋容易

破損，一般僅能使用1次，不具可重複利用性。

3.不織布袋

目前紅龍果專用不織布袋以不織布

為內襯，外覆不同顏色之透氣PE塑膠膜，

具防潑水及良好遮光效果 (80～90%遮光

度)，不同袋色也可做為分批之標示；使用

上多以衣夾收縮袋口固定於結果枝條。其

套袋效果與優點與紙袋類似，同樣具有防

病蟲害效果，依前人研究結果，對白肉種

紅龍果外觀品質之增進效果以灰色不織布

袋較白色及藍色佳，然而不織布袋仍有高

溫、通風不佳及煤煙病等問題，且亦無法

直接觀察果實，惟不織布材質不易破損，

能多次使用，具可重複利用性。

紅龍果套袋應用現況

目前套袋栽培在臺灣紅龍果生產上，

9  紅肉種果實使用網袋套袋較無著色不良問題(右)，
利用套袋遮光(左)則能提高果皮及鱗片亮度

8  紙袋及不織布袋不易觀察果實成熟度，常需利用不同
標誌(號碼、袋型或顏色)等區分不同批次果實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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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袋及不織布袋由於不易直接觀察果

實轉色情形，而有採收成熟度不足或過熟

裂果問題發生，逐一拆袋觀察也增加農民

之困擾，因此需以不同標誌 (號碼、袋型或

顏色) 標示套袋，以區別不同批次果實，然

同批次果實其開花時間可達3天差距，一起

採收仍會有成熟度不均問題產生。

網袋、不織布袋等具可重複利用性之

套袋，大多數農民採收後收集整理後即繼

續使用，部分汙損嚴重套袋雖剔除，但其

餘套袋仍難免會有髒汙及病原附著，可能

影響下次套袋之果實，建議應以漂白水 (次
氯酸鈉) 稀釋液浸泡消毒，晾乾後再行使用

為宜。

紅龍果新型套袋-半網袋介紹

由以上分析可知網袋之缺點在於無

遮陽效果，因此果實外觀不佳，紙袋及不

織布袋可增進果實色澤，然夏季袋內高溫

高濕，且農民不易直接觀察果實成熟度，

為改善上述套袋問題並保留不同套袋之優

點，本場因此進行紅龍果套袋之改良，成

功研發一新型專利套袋，並於102年取得專
10  半網袋兼具遮光、降溫、通風及易觀察果實之效果

不同紅龍果套袋之特性比較

套袋類型 防有害生物 防雨 增進著色 通風透氣 易觀察果實 重複使用 價格

網袋 ◎ ◎ ◎ ◎ 0.7～1.5元

紙袋 ◎ ◎ ◎ 0.5～1.5元

不織布袋 ◎ ◎ ◎ ◎ 3～3.5元

半網袋 ◎ ◎ ◎ ◎ ◎ ◎ 未定

10

利權，其套袋設計為上下兩部分所購成，

上半部為具遮光及防雨之材質，作為果實

向陽面之遮蔽物，下半部為提供通風及可

觀察效果之網布。該套袋目前已非專屬授

權廠商(屏旗資材企業社)進行試量產，目前

以白色泰維克布作為上方套袋材質，其具

備反光、遮光 (85～90%遮光度)、透氣、

防水及耐用之特點，能避免紅龍果日燒汙

損、病害感染及增進外觀色澤，下方材質

則為網布，可避免袋內高溫及高濕，增加下

方之散射光線，並方便農民觀察果實成熟

度，由於兩者皆選擇可重複使用的材質，可

達到環保及節省套袋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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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套袋效果比較

本場以黑色網袋、牛皮紙袋、灰色不

織布袋及半網袋進行白肉種紅龍果套袋試

驗，結果顯示7月份袋內平均溫度及最高溫

度均以灰色不織布袋為最高，最高溫甚至

可達50℃以上，其次為牛皮紙袋及黑色網

袋，半網袋則為最低，顯示半網袋具有良

好降溫效果。在果實外觀上，由於黑色網

袋遮光效果最差，因此果實向陽面著色不

佳，呈現暗綠色澤，果皮及鱗片較厚，但其

通風性佳，雨水可淋洗，因此煤煙病較少；

牛皮紙袋及不織布袋遮光效果較佳，可增

進果色但通風不良，有煤煙病發生，並以

不織布袋較為嚴重；半網袋兼具遮光、降

溫及通風效果，果色呈現亮紫紅色，向陽

面果皮及鱗片較薄，與背陽面果皮厚度一

致，果型端正，然果實因無雨水淋洗仍會

有煤煙病發生，但較不織布袋輕微。

在果實品質上，不同套袋在果實重

量、長寬、果皮重量及果肉率上並無顯著

差異；在糖酸度上，以牛皮紙袋之糖度較

低，酸度較高，其餘套袋無顯著差異。

在雨季期間，以黑色網袋與半網袋套

袋果實置於室溫一週後，其果實病害發生

明顯較網袋果實低，顯示半網袋套袋可提

高果實儲運性，降低採後損失。

在採收管理方面，半網袋與網袋一

樣，在不拆袋情況下可直接目視轉色情

12  遮光性良好套袋能顯著改善白肉種果實向陽面果
皮色澤(由左至右依序為不套袋、黑色網袋、灰色
不織布袋、牛皮紙袋及半網袋)

13  雨季期間利用半網袋相較網袋能降低儲藏病害發
生(室溫儲藏一週)

12

13

11  半網袋套袋果實果色呈現亮紫紅色，果色均勻細緻，
果型端正美觀

11

不套袋

黑網袋 半網袋1

黑網袋 牛皮紙袋 半網袋1不織布袋(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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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能判定個別果實之成熟度，決定是否

採收，提升採收效率及確保品質一致性。

結語

不同套袋種類在紅龍果上的應用，應

根據品種、季節、地區環境及需求去調整

及選擇，如冬期果或產期調節果實，無降雨

與高溫強光問題，套袋之需求可能轉為保

溫防寒之用，此外，同一品種於不同地區及

不同季節因應不同日照情況，所需要的遮

光強度也會有所不同，因此，如何配合不同

品種及環境去找到適合的套袋，是必須要

去思考的問題。本場所研發之新型套袋，

未來將持續改良，利用不同材質或袋形進

行透光度調整，並強化網布之堅韌度與配

合袋體顏色管理，讓果實品質更臻優質，

也能提高整體套袋及採收效率，冀望藉此

提高農民收益，促進產業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