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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地處於赤道附近，氣候終年溫暖

炎熱，是重要熱帶水果生產及出口大國，其

熱帶果樹產業由品種、栽培生產、集貨包

裝、採後處理及內外運銷等情形，乃至於當

地消費習慣、不同市場類型及相關輔導措

施，均值得臺灣果樹產業參考與借鏡。此次

參訪內容包含泰國農業部農業推廣廳及尖

竹汶府園藝研究中心等單位，另走訪番荔

枝、柚、木瓜、香蕉及榴槤等熱帶果樹果園

及其包裝場，產銷方面則參觀Talaad Thai

批發市場及Ortorkor零售生鮮市場等，本文

將簡要介紹參訪相關內容。

泰國農業部農業推廣廳及尖竹汶

園藝研究中心

農業推廣廳主要進行農業相關推廣工

作，其相關人員就泰國果樹產銷現況做簡

要說明如下：

泰國氣溫介於28～38℃之間，年雨量

1,200～1,600公厘，乾季為每年12月至隔

年5月，雨季為每年6月至11月，各區主要

果樹分別為泰北地區：包括芒果、龍眼、荔

枝及高海拔的桃等；東北地區：以芒果為

主；中部地區：為芒果、蜜柚及鳳梨產區；

文／圖 ■   黃士晃

南部及東部地區：為榴槤、紅毛丹、山竹及

龍貢主產區。

泰國果樹栽培面積為約157萬公頃，

是臺灣果樹栽培面積的8.7倍，共有57種

果樹，含30種熱帶果樹、10種亞熱帶果樹

及10種溫帶果樹等，總產量1,125萬公噸，

出口量240萬公噸，總產值達883億泰銖，

前10大果樹種類及栽培比例分別為芒果 

(21.6%)、香蕉 (9.9%)、榴槤 (9.4%)、龍眼 

(7.5%)、紅毛丹 (6.5%)、鳳梨 (5.9%)、羅

望子 (5.9%)、山竹 (3.9%)、波羅蜜 (3.7%) 

及柑桔 (2.7%)。

泰國外銷前5大水果，以鳳梨外銷61.8

萬公噸居首，其次為龍眼 (49.7萬公噸)、榴

槤 (38.2萬公噸)、山竹(19.5萬公噸) 及芒果 

(8.9萬公噸)。主要出口國家為中國 (18%)、

美國 (17%)、香港 (12%)、越南 (12%) 及

日本 (4%)，其餘國家約在3%以下。

泰國芒果品種依食用成熟度主要分為

青芒果及紅熟芒果兩大類，青芒果主要品

種包括Fa-lun、Khiao Sawoei及Rad等，

其中Khiao Sawoei青芒風味脆甜帶香氣，

黃熟後軟香多汁，不同階段均適合食用，

深受美國、東南亞及日本等地歡迎，紅熟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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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主要品種則有Nam Dokmai、Oc-rong及

Maha Chanok，其中以Nam Dokmai外銷

最受歡迎。芒果產期由中部到北部可陸續成

熟分散產期，盛產季為3～7月，部分利用產

期調節技術可達週年生產。Chok Anan (卓
安南) 品種在臺灣因其不時花特性應用於芒

果產期調節，但因香味較濃，青芒果果肉過

硬，因此在泰國較不受歡迎。泰國鳳梨栽

培面積約9萬公頃，總產量180萬公噸，外

銷佔60萬公噸，總產值約為27億泰銖，週

年生產，以4～7月為盛產期，主要品種為

Pattawia及Trat Si Thong。泰國龍眼品種

以E-do品種出口較多，由E-do品種發展出

的Puang Thong品種則果實大核小，肉質

甜脆，最受歡迎，另有外銷去核的龍眼乾至

大陸。

泰國果樹生產上分為商業生產及粗放

生產兩種型態，商業生產有合作社及協會

等組織，類似臺灣的農會或產銷班等功能，

由農民組織而成，具有優良技術，協會可共

同採買、交流經驗、建立統一管理標準、保

證品質 (建立品牌認證及追溯條碼) 及訂定

價格等，也能進行計畫產銷及集貨外銷；粗

放生產為個別農戶，採粗放方式管理或混

植多種果樹，僅能國內市場自行銷售。市場

方面，國內市場主要分為產地市場、中央市

場 (大型批發市場)、零售市場等3類，而國

外市場方面，多由販商負責採收及採後處

理，再交由貿易商以空運或海運方式出口。

尖竹汶府園藝研究中心主要從事作物

栽培、育種研究、採後處理、植物保護及種

苗繁殖等相關研究，也進行國內外農業訓練

課程及舉辦農業展覽等推廣工作，協助農

民及青農組織之訓練講習，目前果樹部分主

要進行榴槤、鳳梨及山竹等研究，榴槤研究

包含育種、栽培改進、產期調節及加工應用 

(冷凍榴槤、榴槤糖及榴槤脆片等) 等，目前

育成9個榴槤新品種，為F1品種，具有榴槤

氣味較淡、口感風味佳、肉質細緻及種子敗

育等特性，另進行樹型矮化試驗並評估對

產量的影響；山竹則研究改善果園排水以

降低果肉水浸狀問題。

果樹產地參訪及集貨包裝場

相關參訪內容分述如下：

1.柚子

泰國柚類栽培面積約3.2萬公頃，總產

量23萬公噸，外銷佔1.2萬公噸，總產值約為

2.7億泰銖，週年生產，以10～12月為盛產

期。參觀的柚園採高畦深溝方式種植，畦溝

水深將近2公尺，主要以動力船進行相關管理

及採收作業。栽種品種包括白肉品種-Khao 
Namphung，口感脆甜帶蜂蜜香氣，是最受歡

1  柚園採高畦深溝方式種植，管理及採收均利用船
隻進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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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2批著果量最多，產期為5月至12月，恰

與臺灣鳳梨釋迦出口中國時間錯開，由於採

自然授粉方式，因此易有授粉不良畸形果，果

品分級方式分為大 (500g以上)、中 (250～

500g)及小 (250g以下)。田間套袋為透氣性

佳且具束繩的不織布袋，分成黑白兩種顏色，

每個約1.3泰銖，日曬消毒可重複使用約3次，

靠近樹冠外面陽光直射者用白色袋，避免高溫

傷害，在樹冠內遮陰處則用黑色袋。果園約6
成進行外銷，主要出口至中國大陸，外銷規格

為大果 (650g)，於8～9分熟採收，採空運模

式，價格為120泰銖/公斤，空運費用為30泰

銖/公斤，外銷格外品轉內銷價格僅40～50泰

銖/公斤。

3.榴槤、木瓜及香蕉混植園

因榴槤約4～5年才開始結果收成，因

此該園初期以間作木瓜及香蕉來增加收入，

間種香蕉因葉片大，會有遮陰的缺點，木瓜

雖價格較低 (15泰銖/公斤)，但產量高且成

本低，約可連續採收3～4年。木瓜品種為

荷蘭種，果皮厚耐儲運，於樹上先進行疏

果，由於果實大小一致，採收後不需進行分

級，採收成熟度分為溝黃綠果及全黃熟果2
種，全熟果可先販售，溝黃果則接續販售，

因此不另外進行催熟。

4.熱帶果樹觀光果園及榴槤示範園

該觀光果園種植多種熱帶果樹，包括

山竹、榴槤、蛇皮果及龍貢等，採家庭式經

營模式，在每年榴槤及龍眼產季時開放，含

水果自助餐吃到飽及參觀導覽，每人收費

350泰銖。

迎的品種，另一品種為紅肉品種-Thong Di，

其肉質較軟，水分較多。柚園外銷國家主要為

加拿大、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採後處理流程

為採收後柚子先經清洗後風扇吹乾，再進行

上蠟及烘乾，最後再貼標及分級包裝。

2.鳳梨釋迦果園

該園種植泰國本地育成的Phet Paak 

Chong品種鳳梨釋迦，外皮較似釋迦，肉質Q

彈香甜。每年12月進行整枝修剪，利用分批

修剪方式調節產期，樹上會同時有3期花果，

2  鳳梨釋迦Phet Paak Chong品種，外皮類似釋迦，
果肉Q甜風味佳

3  鳳梨釋迦採自然授粉會因授粉不完全而產生畸
形，位於樹冠外層使用白色不織布套袋，可避免
高溫傷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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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主指稱山竹一般種子播種8年開始結

果，若嫁接則為4年，約25～30年達產量高

峰，山竹外銷成熟度約白綠帶微紅時即可

採收，再經過5～7天後，果皮會自然轉成

紫黑色並軟化，上述成熟度可利用海運或

陸運方式，若已經轉紫黑色，則只能利用空

運。蛇皮果通常以95%雌株搭配5%雄株種

植，定植後約4～5年後可開始開花結果，

需人工授粉來確保結果率，授粉後會綁帶

標示採收日期，約需9個月時間採收，若超

過採收時間，果實將會過熟或開始腐爛，喪

失商品價值。

榴槤示範園配合當地農推人員進行蟲

害防治及品質提升試驗，榴槤產季為每年

4～5月，利用人工授粉可提高著果率及產

量，自開花後即不再噴藥防治。目前試驗調

查榴槤掛樹天數與品質之關連，以100～

110天之品質較佳，另當地利用QRcode的

認證標籤，保證產品完熟及高品質，建立品

牌形象。

5.香蕉果園

該園為CP公司 (正大集團) 與Dole公司

技術合作的香蕉示範園，由生產到銷售均採標

準化管理，產品由Dole公司銷售，其生產流程

為香蕉苗培養2個月後定植，利用滴灌方式灌

溉，定植4個月後開花，修剪不整齊或畸形之

果指，選留11～12把，最後1把留1支果指，

防止病害由尾端侵入。修整果指尾端花柱時，

會於果把間放置報紙防止乳汁汙染，經1星期

後再放置打孔塑膠布區隔單層果把，全果串再

外罩白色打孔塑膠布，果串尾端則綁上不同顏

色的彩帶，作為不同批次採收之指標 (約差1

週)。香蕉主幹上會標示每階段操作的時間及

操作人員代號，可以據此管理不同人員及建立

追溯系統。

園區採宿根方式，定植7個月後採收第1

代蕉，約44公噸/公頃 (泰國當地平均約12～

19公噸/公頃)，自第2代蕉起，產量會達56公

噸/公頃，並趨於穩定。採收後老株不會直接

砍除，使其逐漸自上而下乾枯，以利用其儲存

6  確保榴槤為最佳成熟度的品質認證標籤

5  山竹採收成熟度由綠帶微紅即可採收，會逐漸後熟轉色為紫紅色

4  觀光果園的熱帶水果自助餐

4

5

6



泰國熱帶果樹產業參訪紀要

臺南區農業專訊 99期2017年03月 9

農業新知與技術

水分供應新株，待乾枯後再逐漸砍除。採收後

果串會放置於海綿軟墊以人工方式挑運至集

貨場，在集貨場將香蕉吊起分把，分為1.8～2
公斤及2公斤以上2級，分把後於防蟲網室內

經2道明礬溶液清洗，洗完切口處再以高濃度

明礬溶液噴濕殺菌，再利用風扇風乾，秤重後

包裝出貨。

6.水果集貨包裝場

該場主要向當地農戶收購水果，進行

分級包裝後銷售，外銷龍貢每天集貨

量約5～6公噸，以果實大小、果串重量

及長短分大中小3級，再以白紙包捲果

串，每箱10公斤，採空運模式外銷中

國大陸，常溫儲藏壽命約5天，外銷價

格會每日變動調整，約38～48泰銖/公

斤，內銷價格相較約低5泰銖。紅毛丹

包裝方式則需利用冰塊保持低溫，中

午集貨後，當晚運抵機場，隔日便可送

抵中國。該場鳳梨主要以內銷為主，主

要品種為Trat Si Thong，耐運輸，皮

厚果肉脆，果心硬，纖維較粗，葉緣帶刺，

採收成熟度約轉色達3果目時採收，多為肉

聲果，果實分成大中小3級，超過1.2公斤為

大之等級，採收時留長果柄，抵達市場時會

再切一刀，以保持切口之新鮮。

批發及零售市場      

Talaad Thal批發市場位於曼谷，屬私

人經營，是泰國最大也是東南亞最大的農

產品綜合批發市場，擁有3500多家商鋪，

日交易量超過12000公噸，年成交額超過

60億美元，市場交易種類包括蔬果花卉、

魚肉海鮮類、穀物、加工品及各種植物等。

市場為全天24小時營業，主要提供承租場

地攤位，不另外收取交易手續費，若為流動

攤商則每輛車收取350泰銖/日。水果部分

的交易量每年有1百萬公噸以上，依水果種

類分21區，交易方式由攤位販賣商標示價

格，但批發商仍可與販賣商進行議價，市

7  香蕉果把以塑膠布區隔防擦傷，果串尾端留1果
指防病害侵入，並以色帶辨識採收批次，全果串
再套塑膠套保護

8  鳳梨主要內銷品種Trat Si Thong，耐運輸，皮厚果肉
脆，果心硬，纖維較粗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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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齊全且品質高，因此仍吸引眾多消費者

來此選購。

結語

泰國氣候溫暖炎熱且穩定，果樹生長

快速，利用緯度差異及調節技術能延長產

期，不需要過多的設施防範颱風等災害，生

產成本低廉，目前外銷中國多採空運方式，

能提高採收品質及降低採後運輸損耗，也

積極與跨國公司以集團標準化方式生產外

銷，未來勢必帶動整體果樹產業蓬勃發展。

臺灣雖然在栽培技術及品質上具有優勢，

但生產成本及災害風險偏高，除加強防災

及穩定生產外，在整體產業規劃上應積極

推廣栽培管理的標準化，建立由栽培到銷

售一貫化的標準流程，確實鏈結採收前後

的果實管理，確保品質整齊且優良，才能有

利於內外銷市場拓展及產業永續發展。

場會調查交易價格，於網站上公布當日交

易行情供參考，市場及政府單位也會派員

進行農藥抽驗或巡查。市場新建建築採挑

高設計，通風良好不悶熱，屋頂鏤空自然透

光，環境明亮整潔，攤商水果多排列整齊或

成簍擺置，甚至堆疊成金字塔型，整體美觀

整潔。

Ortorkor市場位於曼谷市區，是高級

生鮮零售市場，隸屬於農業部及農村合作

社之下，以高品質、新鮮及安全的農產品聞

名，為全球第4及全泰國第1的優質模範市

場，共有680家固定攤商，及150家流動攤

商 (依季節調整)，包含新鮮蔬果、海鮮、加

工品等類別，營業時間為早上6點到晚上8
點，市場及攤商保證品質優良，市場有農藥

檢驗站，曼谷衛生局也會抽檢，保障該市場

產品安全，若有違規2次以上就取消販售資

格。市場內環境整潔乾淨，陳列美觀，雖售

價比一般零售市場高出許多，但因水果種

9  Talaad Thai批發市場挑高及採光設計，通風良好且明亮，
攤商擺設整齊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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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Ortorkor市場內的熱帶水果攤商，擺設整齊美觀，強調新鮮
且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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