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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桑椹被譽為「21世紀最佳保健水果」，富含維生

素、礦物質及纖維等營養成分，以及花青素、類黃酮及

白藜蘆醇等機能性成分，具有高抗氧化及多種保健功

效。桑椹植株生育強健，全台皆可種植，生產過程中可

完全不須施用農藥，更增加其健康水果的優勢。本場前

身為蠶蜂業改良場，因而保存多樣性的桑椹種原，陸續

育成桑椹品種「苗栗 1號（紫蜜）」及「苗栗 2號」，

並致力於桑椹田間栽培技術改進，精進果實採收處理及

加工方式。

目前國內桑椹以南部為主要產區，但多為小規模栽

培，或為多樣化農園種植品項之一，卻是食農教育及養

生保健的重要作物。為落實產業輔導與推廣，本場特以

深入淺出的文字，將桑椹栽培所需之技術撰寫彙編成

冊，提供農友及民眾參考利用，後續如有新的技術或資

料，也將同步更新於本場網頁，讓栽培桑椹能更容易上

手！資料整理過程如有疏漏，冀各界先進不吝指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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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mulberry）為桑科（Moraceae）桑屬（Morus sp.）落葉性果樹，

原生於中國大陸。全世界之桑屬包含 24個物種和 1個亞種，由於其具

有生育強健的特性，可適應不同型態的氣候條件，故由熱帶到溫帶地區

均可種植桑樹。桑最初是利用葉片於蠶業的養殖上，亦可作為羊、牛及

豬等畜禽等飼料，果實因其富含營養價值，被視為具保健功效之水果。

臺灣桑椹多為雌雄異株，利用開花型態可區分雄株及雌株，亦有少

數為雌雄同株，桑椹樹皮顏色為灰色、淺褐色或深褐色，葉子形狀多變

化，呈現全緣無裂口或數量不一裂口。桑椹盛產期於 4月，果形為圓柱

形之聚合果（multiple fruit），長短不一，果皮成熟時因品種不同，呈現

雄株之花朵型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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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樹勢生育十分強健，對環境的適應性廣且生長快速，栽培管理

相較其他果樹容易。使用無性繁殖苗（高壓苗或扦插苗）為種苗，由幼

株長至成株期間，植株即開始少量結果，種植後 3～ 4年即可生長為果

實產量正常的成熟植株，有效縮短成園所需時間。由於南部春季氣候乾

燥少雨，有利果實糖度提升，乾燥環境亦可抑制菌核病（Ciboria 

shiraiana）的危害，因此更適合桑椹的栽培。每年 11月入秋後低溫，樹

體落葉進入休眠狀態，待隔年春天 1～ 2月，氣溫回暖而開花萌芽，展

開新一輪的生長發育，果實於 4月成熟進入採收期。

雌株之花朵型態

黑色、紅色及白色等色澤，臺灣桑椹果皮以黑色為主，根據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簡稱農委會）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臺灣桑椹栽培面積約 60

公頃，由於桑椹栽培較為零星，故推估全臺栽培面積超過 100公頃，其

中以嘉義縣、高雄市及屏東縣等縣市種植面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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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種植種植

55 施肥施肥

11 繁殖繁殖

66 雜草管理雜草管理

44 整枝修剪整枝修剪33 採收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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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項 單位 每 100 公克含量

熱量 千卡 32
修正熱量 千卡 30
水分 公克 91
粗蛋白 公克 1.1
粗脂肪 公克 0.4
飽和脂肪 公克 0.2
灰分 公克 0.5
總碳水化合物 公克 7
膳食纖維 公克 1.3
糖質總量 公克 3.8
葡萄糖 公克 1.8
果糖 公克 2
鈉 毫克 1
鉀 毫克 180
鈣 毫克 41
鎂 毫克 11
鐵 毫克 0.4
鋅 毫克 0.2
磷 毫克 24
維生素 A總量 國際單位 54
維生素 E總量 毫克 1.95
維生素 B1 毫克 0.03
維生素 B2 毫克 0.08
菸鹼素 毫克 0.85
維生素 B6 毫克 0.04
維生素 C 毫克 9.2
脂肪酸總量 毫克 344

桑椹鮮果營養成分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制署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

桑椹富含維生素、礦物質、花青素（anthocyanin）及類黃酮

（flavonoids）等機能性成分，其總抗氧化活性高居國內本土水果之首，

有助人體維持健康。桑椹常被用作民間藥物，其藥理作用包括降低發熱

及發炎、保護肝臟、改善視力及降低血壓，中國大陸遂於 1985年將其

納入中國藥典，顯示桑椹果實具有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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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口感酸甜鮮美、營養素含量高且卡路里含量低，利用方式以鮮

食為主，但由於果實柔軟多汁而不耐保存，因此冷凍為最適當的保存方

式，或將果實加工製成如果汁、

果醬及酒精類飲品等產品，可延

長賞味時間且用途廣泛。農委會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為擴大桑椹加

工使用範圍，研發桑椹果乾及果

粉製程，以果乾及果粉為加工素

材，應用烘焙或休閒食品中，作

為餡料或是天然色素，使產品好

看、好吃又營養。

以桑椹果乾及果粉為加工素材製作多樣化產品

桑椹果乾及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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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桑椹以排水良好之砂質壤土或壤土為宜，又以土層深厚且養分

肥沃的土壤最適合桑椹生長，但在有機質含量低及孔隙少的貧瘠土壤中

生長仍能正常生長。桑椹對土壤的適應性強，可適應 pH 4.5～ 8.5土壤

酸鹼度，桑椹亦具有耐旱特性，當乾旱時以關閉氣孔與降低光合作用率

的方式減少水分散失，進而提高抗旱之能力。

桑椹對溫度適應力廣泛，兼具耐熱與耐冷的特性，可抗 -30℃的寒

冷低溫亦可耐 40℃的炙熱高溫，其中休眠期的抗寒能力最強，因為此時

枝條葉片已掉落，芽體尚未萌發，植株以低活力的方式度過低溫環境。

由於桑椹為落葉性作物，於秋冬季低溫落葉，待初春升高的溫度刺激

下，誘使芽體打破休眠萌發，進而在 1～ 2月開花著果，因此秋冬季低

溫對於臺灣桑椹品種相當重要。當環境低溫不足時，桑椹葉片著生莖幹

持續營養生長而不掉落，導致含

有花芽的芽體無法萌發，使得果

實無法生成。

桑椹生長需要適當的日照量，

陽光充足有利於光合作用的進行，

以製造植物發育及果實著長所需

之光合產物，尤以全日照環境最

佳。桑椹亦可生長於半日照之環

境，但會造成樹勢衰弱，進而降

低開花結果數量及果實品質。

栽培環境條件

冬季樹體進入落葉休眠期，

枝條上只剩下未萌發的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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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桑樹可分為魯桑（Morus latifolia）、廣東桑（Morus atropurpurea）、

長果桑（Morus laevigata）、白桑（Morus alba）、山桑（Morus bombycis）、

島桑（Morus australis）與臺灣桑（Morus formosnensis）等七大系統，農

委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苗改場）之前身為蠶業改良場，因應

業務需求而保有許多桑之品種（系），隨著臺灣蠶業沒落，栽培由蠶隻

飼養使用的葉桑品種，逐轉變為果實生產為主的果用品種，目前場內保

有約 70種果用品種，為桑椹育種及研究之寶庫。苗改場透過育種及品

系選拔，選育出廣東桑系統的「桑椹苗栗 1號（紫蜜）」、「桑椹苗栗

2號」與地方品系「46C019」，以及長果桑系統的「70C006」等果用品

種（系），具有植株生長快速、環境適應性強或果實品質優良等特性，

以下簡述各別品種（系）特性：

一 桑椹苗栗1號（紫蜜）

為使桑椹的品種多樣化，並具

有優良的果實品質特性，苗改場選

育出桑椹苗栗 1號（商品名紫蜜）

具有適應性強、生長快速、果實

大、產量高及易繁殖等園藝特性，

並於民國 96年取得植物品種權，

為全臺第一個取得植物品種權之桑

椹，品種權期間為民國 96～ 121

年。

品種特性

苗栗 1號（紫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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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苗栗 1號之園藝特性為節間長約 5公分、葉長約 15公分、葉

寬約 12公分。1月樹體打破休眠萌芽開花，4月果實成熟進入盛產期，

果柄長約 1公分、果長約 3.4公分，果寬約 1.7公分、果形為圓柱形、

果色為紫黑色、果重約 6公克、果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6.7 ˚Brix、可滴

定酸度 1.3%，可供鮮食及加工利用。

二  桑椹苗栗 2號

有鑑於臺灣桑椹產期過於集中，苗改場選育早熟、果實大及甜度高

等果實品質特性的桑椹品種，命名為桑椹苗栗 2號。相較於一般品種集

中於 4月採收，苗栗 2號之產期可提早至 3月採收且果實具有分散成熟

之特性，結果枝前端約 1/3處之芽體休眠性較淺，而較早開花結果，剩

餘芽體則遲約 2週開花結果，可有效分散產期。本品種於民國 101年取

得植物品種權，品種權期間為民國 101～ 126年。

苗栗 2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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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 2號之園藝特性為節間長約 6.6公分、葉長約 20公分、葉寬約

15公分。苗栗 2號於 1月初樹體即打破休眠而萌芽開花，此時大多數品

種仍維持休眠，果實產期為 3月，果柄長約 1.5公分、果長約 3.8公分，

果寬約 1.7公分、果形上端寬而下端窄、果色為紫黑色、果重約 7公克、

果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9.4 ˚Brix、可滴定酸度 1.0%，可供鮮食及加工利用。

三  46C019（地方品系）

為苗改場早年進行栽培推廣之品系，果實品質及生育性狀佳，至今

已成為臺灣栽培面積最廣的桑椹品種。46C019之園藝特性為節間長約 5

公分、葉長約 10公分、

葉寬約 8公分。1月樹體

打破休眠萌芽開花，4月

果實成熟進入盛產期，果

柄長約 0.8公分、果長約

3.4 公分，果寬約 1.6 公

分、果形為圓柱形、果色

為紫黑色、果重 5.7公克、

果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4.7 ˚Brix、 可 滴 定 酸 度

1.4%，可供鮮食及加工利

用。

46C019品系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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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70C006（長果桑）

一般常見的桑椹多為短圓柱狀，而長果桑椹外觀奇特，細長而彎

曲，遠看狀似毛毛蟲爬滿樹。長條桑椹種植容易且生長較一般的圓果桑

更快速，但繁殖難度高，因種子常為不稔性，無性繁殖法亦難發根成活，

可利用圓果桑接長果桑，增加成活率。

長果桑之園藝特性為節間長約 27公分、葉長約 14公分、葉寬約 8

公分。1月樹體打破休眠萌芽開花，4月果實成熟進入盛產期，果柄長

約 2公分、果長約 9公分，果寬約 1公分、果形為長圓柱形、果色為紫

黑色、果重約 5.4公克、果肉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達 17.7 ˚Brix、可滴定

酸度 0.7%，本品種可溶性固形物高而可滴定酸低，且口感上帶有些許青

草味，故不適合加工使用，僅適合鮮食。

長果桑結實累累的貌似毛毛蟲掛滿樹

栽培管理技術桑椹桑椹14



桑椹之繁殖方法可分為實生苗及無性繁殖苗，實生苗為經由種子萌

發生長出之植株，其方法為將成熟果實破碎後取出種子，將果肉清洗去

除後播種即可，相當容易及方便操作。由於桑椹為風媒花，花粉可藉由

種苗繁殖

無性繁殖法使用之材料與工具

發根劑

水苔 嫁接刀

塑膠繩 剪定鋏

環剝刀

透明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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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吹拂飄散至柱頭授粉，當性狀不同的雄株及雌株雜交而成的種子，

播種生長出的子代性狀容易變異，生育特性往往與母株相異，也可能生

長出不具結果能力的雄株，另一方面，實生苗有幼年性，種植後須 5～

6年才可有穩定的結果量。因此，實生苗繁殖通常僅用於研究單位選育

新品種使用。

產業生產則採用無性繁殖苗，無性繁殖法的優點為子代可完整保留

母株生育及果實品質特性，可確保種苗具有與母株相同的果實品質，採

行無性繁殖法所生成之種苗具有相當的成熟度，有效縮短結果所需時

間，提早進入商業生產模式。桑椹常使用之無性繁殖法為扦插法及高壓

法，偶爾使用嫁接法輔助長果桑品種繁殖。扦插法及高壓法之操作方式

分別敘述如下：

一  扦插法

扦插法操作時應選擇成熟度較高的枝條（表皮顏色由綠色轉成褐色

或灰色），雖然桑椹全年皆可扦插，但以 12月～隔年 1月以及 6～ 7

月最為適合，此時枝條成熟度較高，發根機率亦高。扦插需要準備的材

料及工具包含成熟度較高的桑椹枝條、剪定鋏及發根劑，扦插的枝條長

度 15～ 20公分，枝條上可不保留葉片，將枝條切口處切齊整平後插入

土壤或培養土中即可。可於切口處沾附市售發根劑，加快枝條發根速

度。枝條發根期間需避免陽光直射，土壤保持濕潤即可，不可經常澆水，

避免枝條腐爛。扦插繁殖之發根速度與環境溫度高低有關，夏季約 45

天可發根，冬季則需 60天以上，確定發根後即可種植於本田或容器中。

扦插初期芽體萌動生長不一定是發根的表現，此時只需耐心等待，勿搖

動枝條，防止細嫩的幼根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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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5至 20公分長且成熟度高的枝條1

扦插法操作流程圖

切口處切齊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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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處塗抹發根劑3

枝條插入土壤或培養土中即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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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根大約需要 45至 60天5

扦插芽體萌動生

長不代表植株發

根（左及中間者

為無發根，右為

已發根）。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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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壓法

高壓法操作時間相當彈性，建議避開果實生產期即可，需要準備的

材料及工具包含泡發一個晚上的水苔、透明塑膠袋、塑膠繩、嫁接刀、

環剝刀、剪定鋏及發根劑。繁殖操作時亦選擇成熟度較高的枝條，以嫁

接刀或環剝刀輕割樹皮進行環狀剝皮，環狀剝皮寬度約 2公分，樹皮去

除之傷口先塗抹發根劑再包覆充分泡水之水苔，最後以透明塑膠袋包裹

水苔，上、下方以塑膠繩緊密纏繞，減少水苔之水分散逸。高壓處理後

視氣候條件而定，約莫 1個月～ 1個半月可見根系於水苔中生長，即可

剪下種植於盆栽假植，以方便高壓苗集中水分管理，待根系及植株生育

更為旺盛，隨時可以定植田間。

以嫁接刀或環刻刀環刻樹皮1

高壓法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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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刻後將樹皮剝除2

樹皮剝除後塗抹發根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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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包覆水苔，外圍包覆透明塑膠袋保濕4

使用塑膠繩綁緊開口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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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後約莫 1個月至 1個半月可見發根6

發根後即可剪下假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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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苗木定植

臺灣桑椹全年可定植，最佳時間為早春回暖的 1～ 2月。考量桑椹

成株時可長至 3公尺以上，枝條會隨著果實成熟，果實重量增加而逐漸

彎曲低垂，種植的行株距相近時，枝條容易相互交錯而不利果實採收，

故建議採行 4×4公尺以上之株距。

苗木定植之位置直徑 60公分、深度 60公分範圍內建議先混合 20%

有機質肥料（約 10公斤）以優化土壤肥力，植穴依據根系大小挖掘寬

度，深度以種植後土壤可完整覆蓋根系為主。以種植 3.5吋黑色軟盆之

桑椹種苗為例，3.5吋黑色軟盆直徑 10.5公分，高度 9公分，故建議植

穴挖掘寬度 15公分與深度 10公分以上。種植前可先於植穴底部施用少

量有機質肥料，放置後將土填回洞穴，並將土壤加以踏實，使土壤及根

系緊密貼合。定植後澆水維持土壤濕度，並修剪部分枝條以促進苗木枝

條及根系生長，可豎立支架避免強風吹襲，維持植株直立生長。

生產管理

苗株種植採行

4×4公尺以上

之株距，有利

成株後田間管

理及採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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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穴1

桑椹種植流程

施基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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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苗木3

踏實土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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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枝修剪

桑椹幼苗期即須將樹型定型，以開心型樹型為佳，即主幹高度定於

90～ 120公分，上方向四周配置結果枝，結果枝多寡與後續結果數量及

果實大小有關，結果枝數量多，果實數量亦增加，但果實偏小，因此可

視需求調整枝條數量，建議主幹上方配置 8～ 10枝亞主枝，每支亞主

枝上著生 8～ 6枝強健之結果枝，偏細小的枝條生長之果實亦小且品質不

佳，故優先去除細小枝條，讓樹體養分完全供應強健結果枝生長之果實。

桑椹莖幹著生許多潛芽，且生長旺盛快速，無定期修剪或不當修剪

的情況下，將會導致枝條雜亂生長，妨礙田間管理工作，因此每年必須

進行整枝修剪作業。桑椹整枝修剪時機為果實採收後，由 5～ 8月皆可

操作，此時修剪強度較高，先行剔除生育不良與乾枯枝條，再將逆向或

定植後豎立支架避免強風吹襲並將樹型整枝定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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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垂枝條去除，最後將剩餘枝條回剪，保留約 20公分即可。若桑樹樹

型不佳者，建議逐年調整，將樹型修剪成型。

桑椹亞主枝的潛芽經由強剪會刺激其萌發生長，並快速生長成為隔

年結果枝。在枝條重新生長的過程中，葉柄旁的腋芽此時亦進行隔年開

花結果所需的花芽分化，因此切勿過晚修剪，過晚修剪枝條可再度萌發

及生育時間短，不利養分蓄積及花芽分化，影響隔年果實產量。

無定期修剪或不當

修剪會導致枝條雜

亂生長

每年 5-8月進行修

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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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枝的時機為冬季休眠期，葉片掉落可清楚檢視枝條生育及生長方

向，此時為小幅度修剪枝條，將生長過於密集或生長方向不佳的枝條剪

除，增加樹體內的通風及陽光照射，有利於隔年桑椹之生育。

由於桑椹的生長勢強健，每年修剪會產生大量廢棄枝條，可使用碎

枝機將枝條打碎，處理後細碎的枝葉殘體可回歸田間，成為土壤有機

質，亦可避免枝條堆置田間，成為病蟲害孳生的溫床。

每年採果後即可進行修剪作業，以利結果枝抽生及花芽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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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分管理

桑椹對於水分的需求不高，故可種植於無設置灌溉系統之園區，藉

由自然降雨獲取生長所需水分，但夏季高溫且長時間乾旱對桑椹生長不

利，因此，當夏季 15天以上持續無降雨時，應透過人工灌溉給水，每

周至少給水一次。

桑椹需水量較多的時機為果實生育期，適當給予水分有助於土壤肥

分溶解，增加果實的生長，但過多的水分將使得果實糖度降低，如春季

梅雨連續降雨，將不利果實品質的提升，因此結果中後期應減少水分供

應量。

使用碎枝機將修剪下的桑椹枝條打碎後回歸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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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肥料施用

桑椹對於土壤之土質及肥分要求不高，可適應肥分貧瘠的土壤，又

以酸鹼度中性且排水良好的壤土最適合桑椹生長。當為商業性生產時，

為提高果實品質，額外施用肥料具有恢復樹木活力、增加根系生長、促

進開花萌芽和增加收穫量等效果，必須定期補充土壤肥分。桑椹施肥量

全年每公頃氮素 270公斤，磷酐 135公斤和氧化鉀 200公斤，可依土壤

性質、有效養分及有機質含量調整，建議每 3年依據土壤採樣方法（可

參考 https://www.mdais.gov.tw/ws.php?id=6261）採取土壤樣品，將樣品

送至各轄區所屬之試驗改良場所進行測定，再依據檢測結果修正肥料施

用量，避免過量施用造成浪費。

肥料可分為基肥和追肥兩種，基肥施用以有機質肥料為主，追肥則

為化學肥料。基肥施用時間為每年樹體休眠期，用量為每公頃 5,000公

斤有機質肥料，並以中耕方式將肥料埋入土中。由於有機質肥料釋放肥

草生栽培可降低不良環境逆境對桑樹生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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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速度慢，此時正好為桑樹休眠期，樹體及根系生育停滯，對於養分需

求低。當春天回暖，桑椹開始生長時，有機質肥料肥分已在土壤中變成

容易被植物吸收的形式，桑樹根系生長後即可吸收利用。

化學肥料則作為追肥使用，由於化學肥料溶解與釋放速度快，短時

間即可見施用效果，2月樹體休眠甦醒時，施化肥可促進生長，3月開

花結束後，施化肥可促進著果，5月修剪後施用則可促進枝條生長。化

學肥料施用量及次數可彈性調整，但有機質肥料需每年使用，以確保植

體內養分充足有利果實正常生產。

五  草生栽培

雜草管理為果園重要工作項目，需頻繁執行且耗費人力，可透過草

生栽培方法汰留草種，有效減少管理次數。草生栽培亦具有降低土壤溫

度劇烈變化、涵養水分、減少高溫日照及低溫侵襲所產生的傷害等好

處。草種的選擇應視園區狀況而定，選擇可四季生長、植株低矮且耐踐

踏之物種，建議可以當地原有草種為主，確定該草種適合當地風土，避

免每年重複種植及減少除草次數。園區草種養成期間，利用人工方式逐

步去除牛筋草或香附子等生長強勢的草種，並容許數種草種共存，經年

累月的相互消長，即可形成園區自然生態。

六  病蟲害管理

桑椹栽培之病蟲害少，偶發性有介殼蟲、毒蛾類、銹病及白粉病等，

因對於桑椹之危害性低，且不影響果實生長，可選擇不進行農藥防治，

待冬季落葉後，病蟲危害率會自然降低。重要的病蟲害則為天牛及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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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對於桑椹樹體及果實危害性大，需透過降低族群密度及清園以減少

危害，如需使用化學藥劑，請參考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農藥資訊服

務網（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information/），首頁主題專區中病

蟲害防治進行推薦使用藥劑之查詢。

桑椹蟲害以天牛為主，危害部位為全株莖幹，雌蟲產卵於樹皮間

隙，蟲卵孵化後蛀食莖幹，嚴重時將導致枝幹乾枯死亡。天牛成蟲防治

不易，可藉由天牛幼蟲會將排遺推出洞口的特性，找到幼蟲危害處，利

用鐵線將其穿刺死亡。

桑椹病害以菌核病為主，菌核病危害部位為果實，屬於真菌性病

害，遭受感染的果實上產生似棉花或爆米花病癥。菌核病發生需要高濕

度的氣候環境，土壤中的子實體向上噴發胞子，附著於果實上，隨著果

實生長，病徵日益明顯，最終導致果實膨大，由白轉黑。建議將病果摘

除並帶離園區，避免病果掉落土壤，成為下個生長季的病源。

毒蛾類介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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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雌蟲 天牛雌蟲產卵於樹皮間隙

天牛幼蟲 天牛危害桑椹枝條

藉由天牛幼蟲會將排遺推出洞口特性

找到危害位置

遭受菌核病病菌感染的果實產生像棉

花或爆米花病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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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果實於 4月成熟，田間可觀察到同一花序著生的桑椹，其果實

成熟速度有所不同。桑椹於商業上採收的標準以完全成熟且果皮轉為紫

黑色者為主，桑椹果實成熟度越高，果實長度、寬度及果柄長度隨之增

加，果實硬度降低，重量增加，果實色澤由紅色轉變為紫黑色。果實總

可溶性固形物、糖酸比、總酚及花青素含量亦隨成熟度增加而增加，完

全轉色為紫黑色的完熟果的糖度上升（可溶性固形物 7.4 ˚Brix）而酸度

下降（可滴定酸 0.8%），總酚含量每公升達到 1012毫克。

完熟果實雖然

具有最佳的果實外

觀及品質特性，但

果皮硬度低，採收

時容易遭受傷害，

導致產品採收後快

速腐壞，此時可考

慮採收果色帶有些

許紫紅色的近完熟

果，雖然近完熟果

品質特性較完熟果

稍差，但果實硬度

較高，可增加果實的貯藏與運送的能力。長果桑因甜度高而酸度低，因

此採收時間可提前至果皮轉紅即可採摘，長果桑亦可轉為黑紫色，但成

熟度越高越容易掉落。

採收與包裝

桑椹果實成熟速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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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因皮薄多汁而容易受

損，因此必須以人工手採的方式

採收，採摘過程應避免擠壓果

實，以減少果實表皮的損傷，採

摘後放置容器時勿堆疊過高，使

用小量的採摘容器最為適當。採

摘過程中即可將品質不佳的果

實汰除，只保留完整無傷的果 長果桑果皮呈現紅色即可食用

依據桑椹果皮轉色程度進行果實成熟度分類

近完熟果

完熟果

成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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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持桑椹果實完整必須以人工手採的方式採收

實，不僅可以有最佳的果實品質，且可避免再次整理及包裝造成果實損

傷，且有可直接出貨銷售的優點。新鮮桑椹貯藏不易，必須在採收後當

天食用完畢，或利用冷凍保存或加工可延長賞味期限。

以小包裝盒採收桑椹可避免擠壓且可直接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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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冷凍保存前先以流動的清水將表面雜質去除

利用抽真空方式將包裝袋內空氣去除

果實冷凍前以流動的清水將表面雜質去除，瀝乾水分後進行包裝，

可利用抽真空方式將袋內空氣去除，減少包裝體積，再置入冷凍低溫下保

存，果實退冰後可立即食用或加工，無需再次清洗。

真空包裝冷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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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栽培管理技術∕張雅玲, 賴瑞聲著. -- 苗栗縣公館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2022.10 

40面 ; 17×24公分 

ISBN 978-626-7110-18-8（平裝）

1. CST: 桑椹   2. CST: 栽培 

    435.314                                                                           111017318

栽培管理技術桑椹桑椹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