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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果樹產業
參訪紀要
文／圖 ■ 黃士晃、張錦興

日本熱帶果樹發展地以九州南部之鹿兒

序的最大利器。

島、宮崎及沖繩群島為主，更以沖繩為最主

名護支所位於名護市，果樹育種及栽

要產區，沖繩氣候條件與臺灣相近，但每年

培是支所最主要的業務，也是此行的參訪重

夏秋季平均有超過5個以上的颱風侵襲，冬

點。在熱帶果樹育種方面，以鳳梨育種工作

季也較臺灣嚴寒，因此農業皆朝向精緻化及

歷時最久，已執行約25年，育成6個鮮食品

耐候性發展，熱帶果樹也建立起獨特的溫室
設施栽培體系，值得臺灣發展設施果樹產業
之參考與借鏡。此行主要參訪沖繩農業研究
中心本所及名護支所，了解其果樹研究及育
種成果，也拜訪當地的芒果、鳳梨、木瓜等
果園，並前往中央拍賣市場與當地農產直售
中心，本文將簡要介紹參訪相關內容，以供
國內果樹產業發展之參考。

種及1個觀賞品種，另外芒果、百香果及紅龍
果的品種選育也執行約6～7年時間，尚在持
續選育中。由於沖繩每年約有700萬人次的
觀光客，如何週年供應水果，是他們開發研
究的重點，育種上仍偏重高糖及低酸，與重
視香氣及口感，但不
刻意追求大果，這與
臺灣的育種方向略有

沖繩農業研究中心本所及名護支所

差異。

本沖繩農業研究中心分為本所、名護支

溫室芒果是沖繩

所、宮古島支所及石垣支所等四個單位，本

發展最成熟的設施果

所位於沖繩南部系滿市，組織編制為最大，

樹產業，也是名護支

所轄果樹相關業務不多，我們僅參觀利用分

所的重點研究工作之

子技術輔助果樹育種之研究業務，其中包括

一，日本芒果總栽培

木瓜抗病毒病之分子輔助育種，以及應用分

面積約440公頃，有

子標誌輔助篩選鳳梨葉片無刺及果肉黃色的

逐年增加的趨勢，沖

雜交後代，其準確率達98%，此乃因為他們

繩種植面積約占總面

擁有次世代定序儀，可快速分析標的遺傳基

積之60%以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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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護支所的百香果育種圃

因來進行篩選，是配合育種目標加速育種程

種植品種為愛文，其

2

名護支所的紅龍果育種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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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凱特，凱特產期約晚愛文3週。溫室芒

用扦插苗，約

果採開心型整枝方式矮化植株，植株高度介

300日元/株，

於腰際高度，方便管理及操作；溫室內採用

1～2年更新一

蜜蜂授粉，與臺灣飼養麗蠅來授粉的方式不

次，當 地 由 4

同；留果採一穗一果方式，管理倍極呵護，

月開始開花，

逐粒拉繩吊掛，增加照光及著色，良果率可

主要使用人

達9成以上，成株產量約30～40粒/株。芒果

工授粉，每株

一般正常產期於6月開始，但利用冬季加溫

約留7～8結果枝，1結果枝留3果，標準果品

方式可提早1個月至5月，加溫時期由每年12

為100公克/果，價格約1,500日元/公斤，冬

月或花穗形成時期開始進行，溫度控制為22

季價位可達3,500日元/公斤，部分產區8月

度以上，持續至採收前一個月停止。溫室結

至隔年5月間利用延長電照的方式可週年生

構上多以鋼骨拱型連棟形式，批覆白色針織

產，分所育種方式上是以紫色種與黃色種進

網，溫室頂部塑膠布為活動式，開花至採收

行雜交選育，並希望改善夏季6～7月開花不

期間及雨季會進行覆蓋，其餘時間則收捲至

良問題。

3
3

名護支所的鳳梨雜交後代選育

中樑，颱風來臨時內部再覆蓋一層針織防風

日本鳳梨總栽培面積約480公頃，均集

網，加強防颱效果。病蟲害約每3週進行1次

中於沖繩，以本島北部為主要產區，品種以

防治作業，灌溉則利用微噴灌方式，1週約3

N67-10 (開英種系) 佔6成為最多，其次為

次；肥培管理上，基肥施用固體肥料為主，

臺農4號佔約2成，其餘為名護支所育成品種

另每2周葉面施肥一次，皆至套袋後為止。

(如ソフトタッチ及ゴールドバレル等)。名護

日本紅龍果總栽培面積約30公頃，9成

支所的鳳梨選育工作，每年約進行20個雜交

集中於沖繩縣，約15年前由沖繩當地臺商

組合，種子播種後先淘汰有刺後代，經3次選

自臺灣引入，品種包括紅肉種及白肉種，部

拔後的優良品系才交由農民試種。鳳梨一般

分粉紅肉種及黃皮紅龍果 (似白肉種外型)，

種植密度約3,500～4,000株/分地，最適果

產期集中在6～11月，名護支所收集約40個

重大小為1.2kg以內，消費者不喜歡過大果

品系，利用溫室盆栽栽種方式進行栽培及選

實，臺灣育成的臺農4號約800g左右，高糖

育，育種目標主要為自花授粉，果肉顏色不

低酸，可撥果目食用，在當地相當受歡迎。

拘，具短刺性狀，並不刻意選育大果，已有

沖繩鳳梨主要產季為7～8月，利用溫室生

數個優良品系評估中。

產能提早到4～5月，催花作業主要使用益收

日本百香果總栽培面積約70公頃，沖繩

處理，與臺灣習慣用電石水不同；夏季著果

約佔4成，主要栽培品種為臺農1號，另有黃

期間則利用蓋黑網方式來避免果實日燒。在

色種及紅皮種；有別於臺灣露天水平棚架栽

採收適期上，夏天於果實50%轉色，冬天於

培，沖繩採用溫室籬壁式直立栽培，種苗使

80%轉色時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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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產地參訪

農業新知與技術

2.鳳梨

果樹產地參訪行程主要由名護支所研究
人員協助聯繫及帶領，以下分述參訪內容：

該農場位於沖繩北部的東村地區，約
8,000坪，土壤為pH值4.2之紅色壤土，主要
種植名護支所育成之黃金鳳梨品種 (ゴール

1.溫室芒果
該農場位於沖繩北部地區，溫室設施面
積約2,000坪，每坪造價約35,000～45,000
日元/坪；主要種植品種為愛文，少數為凱
特，並收集臺灣的金蜜品種試種。農場規劃
成三個設施區域，利用加溫進行產期調節以
分散風險，每產期相距約2週，加溫設備約
100萬日元，加溫費用以150坪範圍來計算，
每個月約需20萬日元；加溫期間約從12月至
4月，必須60%以上枝條萌花才具經濟性，
未萌花枝條則以偃枝方式控制生長，做為
來年結果母枝。該農場目前產量為13公噸，
芒果每箱2公斤裝的價格約5,000～10,000
日元。農場代表宫城先生指出芒果在沖繩已
開始走向平民化，也就是由原先高價走向平
價，沖繩雖是日本最大的芒果產區，因運送
至本島販售需儲運成本，無法與日本本島宫
崎縣的高價芒果競爭，故讓在地的消費者與
觀光客吃到平價水果是宮城先生的一項重要
生產與行銷策略。

ドバレル) 及N67-10，種植密度約3,5000株
/公頃，為防治雜草及防止土壤流失，田間畦
面覆蓋可分解性塑膠膜，並於畦溝上覆蓋乾
芒草。催花作業是使用益收1,000倍添加3%
尿素，灌注於鳳梨心部，每株約30ml，處理
時間為傍晚，氣溫28℃以下效果更佳，且僅
需處理一次，就能達到90～98%的催花成
功率，相較臺灣慣常以電石水處理2次以上
或搭配益收處理，較為省工且有效率。在施
肥方式上，於蓋塑膠布前會將一年所需肥分
都施用完成，種植1年後再於株間施追肥。整
個生產過程中的主要問題為萎凋病及缺鐵現
象，銷售上是以鮮食用占大部分 (600～700
日元/粒)，小部分為加工用 (100日元/粒)，該
農場生產的策略是希望調節週年生產，並改
善秋冬季鳳梨的適口性。

3.溫室鳳梨釋迦
鳳梨釋迦產業在沖繩屬新興果樹產業，
農園位於沖繩中部地區的恩納，據園主表

4

溫室芒果以開心型方式矮化栽培

示，目前與農協 (似臺灣的農會) 正在共同

5

鳳梨園使用可分解的塑膠布
溫室鳳梨釋迦Y字型整枝方式

研發設施內的栽培管理技術，初步已有良好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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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熱帶資源植物研究所」的溫室有機木
瓜農場，面積約7分地。溫室挑高超過
5.5m，溫室內有配置噴水設備，超過
45℃時會噴水約10分鐘降溫。種植品
種為臺農2號，為農場自行購置種子並
育苗種植，並不特別挑選兩性株種植，
7

8
7

溫室有機木瓜栽培情形

8

蔬菜用青木瓜

採不同時期分區種植，週年輪流採收。
溫室內木瓜植株明顯徒長，結果量不

的生產效果，該農園原先種植密度為100株
/400坪，每年3、7及9月施肥，約11月至隔
年4月採收，因為植株生長旺盛及未適當整

多，並有多數畸形果，他們表示畸形果 (綠熟
果) 仍可利用於製做木瓜加工產品 (發酵健康
飲料)，所以不會進行疏果。灌溉系統採滴灌
方式，每個月施用2次葉面液肥。蟲害方面，

枝，因此顯得擁擠及通風不良；採人工授粉

蟎類會發生但不嚴重，較難防治則以介殼蟲

方式，但授粉技術不甚成熟，因此多有落果

為主；病害方面，果實炭疽病很少發生，僅

及畸型果發生，目前新園則改採ㄚ字形魚骨

偶有蒂腐病發生。在果實生產上，6成為鮮食

整枝方式，除了整枝及管理模式較為方便

用，蔬菜用佔4成，令人驚訝的是有機木瓜價

外，同時因受光及通風改善，也提高了果實

錢僅230元日幣/公斤，只比慣行栽培的木瓜

品質與產量。

多30元 (臺幣不到10元)，與臺灣有機售價模

4.溫室有機木瓜

式相差甚遠，可能因為當地對於有機栽培並

木瓜在日本栽培面積僅約20公頃以內，
沖繩約佔6成，以溫室種植為主，少數採露天

未特別注重及標榜，亦可能慣行方式少有食
安問題，所以無法突顯有機的價值性。

種植，主要是露天易感染病毒病。沖繩當地
木瓜主要作為蔬菜沙拉、炒食或加工用，部
分拿來醃漬及製作酵素，因此多採青木瓜當

沖繩縣農林水產部中央拍賣市場屬於

地消費為主，少數未來得及採收而紅熟的木

公辦民營，由協同青果合作社承接營運，基

瓜再以鮮食用途販售。據了解日本鮮食市場

本上直接入場者繳交拍賣總價之8%費用，

上是以紅肉小果的夏威夷品種 (如日陞種) 較

若經由農協經手者額外加收7%，總計為

受消費者青睞，雖日本已開放夏威夷基改木

15%。市場內當地蔬果約佔2成，日本本島

瓜進口，然日本人普遍對基改木瓜仍甚為反

及進口均各佔4成，果品交易前三名分別為

感，農林水產省對於其他進口木瓜及種子仍

香蕉、鳳梨及蘋果。沖繩11月份生產的果

會進行相關基改檢測作業。

品有紅龍果、鳳梨、鳳梨釋迦、百香果、楊

此行參訪位於沖繩南部系滿市「株式會
06

中央拍賣市場及農產直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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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很徹底，價格上也比一般
超市便宜，對於主婦採買非常
便利。

結語
9
9

10

百香果單層禮盒精裝

10

農產直售中心販售情形

為因應地球暖化及氣候變

底及一致，部份精裝禮盒的果品套上舒果

遷，近年來農業育種及生產均朝

套及貼標，品項及外觀均佳。百香果有黃皮

向耐熱及耐逆境農業發展，沖繩的熱帶果樹

及紫皮品種，黃色種產量較少。楊桃品種有

產業發展時間及規模雖然不及臺灣，然而為

Kary (夏威夷)、B-10 (馬來種) 及二林種 (臺

因應氣候環境而發展的溫室果樹栽培技術，

灣)，外盒及DM還特地說明分切食用方式。
鳳梨釋迦則果實偏小，有擦傷痕跡，品相及
外觀都不及臺灣產。鳳梨的部分，當地消費
者很喜歡臺農4號，進貨最多，約300日元/

對於目前國內欲發展的設施果樹產業，是相
當值得觀摩與學習，由於日本昂貴的設施栽
培生產成本是由末端高價市場所支撐起來

kg。木瓜部分，蔬菜用與鮮食用的進貨比例

的，因此臺灣除了需發展適合本地的設施栽

約8：2，青木瓜品種及外型多樣，主要為臺

培技術外，未來也應以高品質的果品與高端

灣品種，最佳的果實大小約800g左右，加工

市場定位來創造產品價值，才能藉由產銷合

用途偏好較易削皮的雌瓜，平均價格約200
日元/公斤；鮮食木瓜價格約400～500日元
/公斤，夏威夷品種約600～800日元/公斤。
石垣島約5年前育成石垣3號的無子雌株鮮食

理串連來發展設施產業。此外，國外消費習
慣與臺灣具有明顯差異，若欲發展外銷，必
須針對目標市場取向進行調查，再規劃整體

品種，果重可達500g，可惜當時市場並無進

生產動向與育種目標，尤其國外育種過程多

貨，無緣一見。

已利用分子輔助育種方式來縮短育種時程，

沖繩除超市外，各地常見設置農產直銷

是臺灣現階段最急需跟進的一環。另外，日

中心，類似臺灣的傳統市場，主要是販售當

本人對於國產的產品總有優於進口產品的自

地新鮮蔬果，營運方式是由當地農民以寄賣
的方式在此販售，中心抽成15%，若未銷售
完，農民需再帶回。直售中心多以木架方式
擺設陳列，雖然不如超市一般精緻，但是也

信，也如實反應在價格上，臺灣應該努力加
強農產品產銷價值鏈的整合，以獲得消費者
的信賴，在未來全球貿易更加自由化的衝擊

非常整潔乾淨，所有蔬果幾乎都已經用塑膠

下，若我們擁有相同的自信與品質，才能在

袋包裝並標示價格及生產者姓名，分級包裝

國際市場上站穩自己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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