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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聖女小番茄在養液栽培的架構

下，水分管理、營養管理、介質管

理等均符合健康管理的標準，雖曾

被颱風嚴重損害，病虫害之發生仍

控制在可忍受的限度內，所生產的

番茄，著色良好，甜酸適度，果皮

薄，無農藥殘留，可安心生食，所

以售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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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順成 副所長致辭 

 

各位好朋友早，首先很感謝全方位農業振興基金會執行長郭教

授、前苗栗場場長，現在是大學教授的林信山教授，幫我們舉辦這

次 2004 果菜健康管理的研討會，我僅以非常誠摯的心情代表藥毒

所歡迎參與這次研討會所有的來賓、基金會的郭執行長及林信山教

授。我們都知道健康管理是一個比較新的觀念，但是非常實用，而

且應該是未來農業發展重要的主流方向之一，剛才我與林信山教授

和執行長談到這個話題時已比你們先吸收了他們的寶貴的經驗，所

以我知道這是一個真正對農民有用的知識，所以我們不僅要大家甘

同來吸收這樣的知識，現在因為我們的國家很重視健康管理的議

題，今天我們網羅了很多學術上重量級的專家、學者來跟各位一起

磋商，尤其是王鐘和教授他也來到了現場，王鐘和王教授目前是屏

東科技大學的教授，而他以前是農試所的大將，這些都是有實戰經

驗的人，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再共同來切磋，最後祝這一次的研討會

成功，也祝福大家健康、快樂，謝謝。 





郭聰欽執行長致辭 

 

王副所長、林教授及各位貴賓大家早，首先再度歡迎各位蒞

臨參加這次的研討會，另外，我們要感謝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的支持

與贊助經費，更要感謝的是藥毒所的李所長、王副所長，全體總動

員提供我們所內所有的資源，包括我們經費不足的部份贊助經費，

人力不足的部份由所方人員支援，更提供漂亮的場地，所以我們是

不是給王副所長及楊秀珠楊博士熱烈的掌聲來表答我們的謝意。誠

如王副所長所講的，植物健康管理目前可以說已經有一點知名度，

農委會去年開始也將它列入科技計劃的重要項目之一，並指定了很

多專家進行不同作物別的技術研究。全方位農業振興基金會是在 91

年 8 月 8 日在農委會設立，過去這兩年中，幾乎全心全力在辦理植

物健康管理的推廣工作，共舉辦了二場示範觀摩會，分別是茶葉及

水稻，另外舉辦了五場研討會，包括三場在環球技術學院裡舉辦國

際性的研討會，分別是國際植物健康管理研討會、國際有機認証研

討會以及國際有機資材運用管理研討會，另外二場研討會，分別是

在農試所舉辦的水稻健康管理，以及今天的果蔬健康管理研討會；

此外我們也舉辦了二場研習班，引進美國農部標準有機茶葉員的研

習班，訓練了將近 40 位的茶葉員。觀摩研討以及研習班，可以說

是基金會目前的工作重點。基金會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進行

總策劃，也就是環球技術學院的教授林信山博士，我們是不是給予

掌聲。 

實際上健康管理這個理念，是相當於預防醫學，所以植物健

康管理可稱為植物的預防醫學，實際上健康管理在整體醫學界中，



是非常久的整體性作業方式，植物方面目前正在開始，是永續農業

很重要的理念。目前的農產品有吉園圃標章，而吉園圃是藥毒所同

仁所規劃、創設出來的，基礎非常紮實；在三、四年前農委會也因

應名間的要求，推動了有機農業，目前市面上已有許多有機農產

品，在市面上非常廣泛流行。但從吉園圃到有機的農產品，中間有

可能必須有一個轉型階段，植物健康管理剛好可以讓所有生產者用

來填補這一個轉型階段，因為要進入有機農業實際上需要很多的綜

合技術，還需要生產者本身非常嚴謹的控管，更需要有相當的理

念，促使生產者習慣性的進行重複的工作，才有機會進入有機的程

序，如果由傳統經營方法直接進入有機則非常容易出差錯，這也就

是為什麼植物健康管理可適時切入而填補這個空間。 

今天研討會所安排的主講者都是各個領域的精英，當然各位

熱心的參與，實際上表示各位對這方面的領域都有相當大的認識，

研討會重要的是在互動，很希望在這兩天時間，主講者能與跟我們

大家互相切磋、密集互動。過去舉辦幾次研討會都曾獲得很大的回

響，在綜合討論時欲罷不能，這是非常良性的效果，大家都希望探

討各方面的技術以及如何應用，事實上植物健康技術本身還是建立

在以往農業先輩所建立的技術基礎，再加以整合、改造，不是顛覆

以往的理念，這是很重要的觀念，因此我要特別強調，我們一定要

肯定、追隨以往先進技術。非常歡迎各位來，希望在這一次的研討

會裡，能夠讓各位獲得一個重大體驗，敬祝各位健康，謝謝。 



李國欽所長致辭(綜合討論) 

 

諸位講員、大家辛苦，我最佩服在坐諸位能堅持到最後，現

在我們的農產品不透過健康管理就達不到優質安全農產品的標

準，假使我們臺灣生產的農產品不是優質的話，很容易市場就被搶

走，因為現在中國大陸都釘著我們在看。中國大陸毛豆外銷日本，

前幾年都是我們手下敗將，前幾年外銷日本毛豆每一公斤我們比中

國大陸貴一毛美金，但是今年中國大陸的毛豆銷售日本量可能超過

我們臺灣，為什麼？因為臺灣的農民去大陸技術指導，指導的結果

是他們也會生產優質安全的毛豆，而品種是我們的，農藥用法也是

我們的，價錢又比我們便宜，所以他銷日本的數量可能會超過我

們，因此我們臺灣現在唯一可以生存的，是生產優質安全的農產

品。我們可以外銷的農產品很多，除了毛豆外，檬果、烏龍茶都是

我們政府指定的旗艦農產品，也都是很好的農產品，但是優質跟安

全的這二個要素都要注意到，優質是要選對適合的品種，栽培出很

好的品質，我曾經到雲林去看我們外銷日本的萵苣，我們的供應量

連日本訂單的一半量都沒辦法供應，因為臺灣種出來的萵苣大小不

一樣，同時連對方消費者喜歡的品質也無法掌握，所以品種要精選

好的品種，種出好的品質，這是第一個談到的品種、品質問題；第

二是安全問題，除了優質以外，安全更重要，我們在這裡談安全括

了栽培環境的安全，例如良質米，什麼叫良質米？種在它應該種的

地方就是良質米，但是品種再好，若種在一個土壤受重金屬污染的

土地，優質還是不優質？所以，除了品質要好外，還要考慮到環境，

環境考慮什麼？環保署土壤污染標準中有灌溉水質標準以及土壤



污染標準，只要合乎標準就是好環境，另外還要考慮到生產出來的

農產品中人為的農藥污染、肥料污染，如果都能控制，就可生產優

質安全的農產品。 

剛才談到，我們的農民把我們生產優質安全技術全部帶到大

陸去，這個農民他並不知道他帶過去的技術可以賣多少錢，所以，

只要給他一份薪水他就過去。在坐諸位想一想，對方願意付錢請各

位去，是因為各位是有技術的人，所付的錢是個人的薪資，但技術

本身是值很多錢，那是待價而沽的智慧財產，不要輕視智慧財產，

如果你將農產品生產的智慧財產帶過去，大陸生產優質又安全的農

產品與我們競爭，那我們的市場就完了，所以智慧財產是很值錢

的。今天在國科會開會談到養蝦，現在全世界都在養我們的草蝦，

草蝦會得毒素病，養一養都得病死亡，，如果臺灣現在可以建立毒

素病的防治方法，這個防治方法絕對可以賣錢，而且我們的長官也

三申五令草蝦養殖技術一定要賣錢，這也代表健康管理的目的就是

要生產優質安全農產品，生產優質安全農產品則有一些關鍵技術，

諸位老師在研討會講的也就是這些關鍵技術，這些關鍵技術絕對不

能輕易的讓我們的對手包括中國大陸及越南知道，所以下次中國大

陸、越南找你們去幫他種水果，必需先談關鍵技術的價錢再談後續

個人薪水，如果用這個標準看，這個研討會是要收費的。但談到關

鍵技術，臺灣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將重要關鍵技術彙編成完整的

技術手冊。再以養豬為例，以前國科會經由學者、專家研發出養豬

技術，把養豬的廢棄物發酵作成沼氣，再利用沼氣發電，但是這套

技術現在對臺灣來講成本太高，所以跑到落後的國家去開始養豬，

但是對落後地區來講，要開始用我們 20 年前的那一套則必需要有



技術手冊，可惜我們是用口語相傳而沒有手冊，假使我們彙編了手

冊，現在賣給越南可以賺很多錢。我們臺灣人比較謙虛，因為我們

有青年十二守則，其中之一是助人為快樂之本，我認為所謂助人為

快樂之本是假的，鈔票才是真正快樂之本，因為助人為快樂之本，

所以我們免費教人養蝦技術，養殖漁民就拿到大陸、南美洲、東南

亞、菲律賓，他們都賺錢，結果我們都沒有賺到錢，所以鈔票是快

樂之本。我們要健康管理的目的是要生產優質安全農產品，但是要

如何生產優質安全農產品，郤是需要關鍵技術，請大家記住這些關

鍵技術都是要賣錢的，不要助人為快樂之本，助人可以先談鈔票，

要抓住這個關鍵技術，否則我們的競爭力會越來越低，競爭力降低

會很艱苦，我們公務員四、五年沒有加薪水，沒有加薪水要怪誰？

要怪你們，因為你們沒有賺錢而稅收不夠，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加薪

水，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幫大家賺錢，這樣我們的薪水才有機會可

以加。最後非常感謝這個研討會，感謝林教授，感謝諸位老師，我

們林教授最熱心，尤其最後竟然聽到我的老大哥的經驗談，呂理燊

博士是很有農村經驗，但是不能學他，他年輕時候都是助人為快樂

之本，都沒有賺錢，學他前面的技術不要學他後面助人為快樂之

本，關鍵技術抓起來賺錢，也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不知大家對我

們林老師以及諸位講演的老師有什麼要請教的，或者對這個研討會

有什麼批評、建議，也請大家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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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健康種苗(子)之繁殖體系 

 
楊佐琦 1,2)、廖文偉 1)、詹竹明 1)、蕭吉雄 1) 

 1、行政院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台中縣新社鄉大南村興中街 46 號 
2、 連絡作者：電子郵件 tcyang@www.tss.gov.tw 
 

摘要 

我國馬鈴薯‘克尼伯’、‘卡地那’健康種薯的程度由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選拔馬鈴薯優良無病毒單株或利用生長點組織培養技術所得之培植體，為確定

無病毒之存在，經過生物分析、抗血清檢測與電子顯微鏡檢查，證明無病毒存

在後之母瓶，再以組織培養方式進行子瓶大量增殖，所得之健康瓶苗分別於溫

室、田間網室中生產繁殖基本種及原原種薯，再交由豐原市、斗南鎮農會繁殖

原種及採種，之後推廣農民種植。基本種之病毒檢查由種苗場負責，農委會農

糧署種苗管理科進行原種及採種田之病毒檢查與負責發證。生長期間進行田間

目視檢查及採收後抽取種薯檢查外，種薯採收前以酵素結合抗體免疫測定法

(ELISA) 檢測馬鈴薯 A 病毒(PVA)、馬鈴薯 S 病毒(PVS)、馬鈴薯 X 病毒 
(PVX)、馬鈴薯 Y病毒(PVY)與馬鈴薯捲葉病毒(PLRV)等五種，作為健康種薯
發證之依據。透過相似體系，無病毒豇豆種子繁殖體系亦建立、推廣，驗證時

亦以 ELISA 檢測黑眼豇豆嵌纹病毒(BlCMV)及胡瓜嵌纹病毒(CMV)。生產健
康種苗(子)可提升產品品質，提高產量與農民收益。 
 
關鍵詞：馬鈴薯、豇豆、無病毒、種苗(子)繁殖體系 

緒言 

誰能掌握種苗(子)，就能掌握農業，甚至全世界。緣此可知種苗(子)為農

業生產的基本材料，擁有健康的種苗，才能期望有良好的收成。種苗除為作物

成長的起源外，亦為多種病蟲害傳佈、蔓延的主要來源，為避免農作物因病蟲

害遭受損失，健康種苗的應用是病蟲害管理體系中極重要的一環，即藉由全面

種植已去除特定病原之種苗，可降低田間病原密度或延緩病害之發生。 

世界各農業先進國家均將種苗健康檢查制度列為重要防疫措施之一，例如

荷蘭園藝作物檢查中心(Netherlands Inspection Service for Horticulture，簡稱

Naktuinbouw)、荷蘭農藝作物及馬鈴薯檢查中心(Dutch General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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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for Agricultural Seed and Seed Potatoes，簡稱為 NAK)、球根花卉檢查

中心(Flower Bulb Inspection Service，簡稱為 BKD)、美國聯邦種子法(Federal 
Seed Act)及歐洲暨地中海地區植物保護組織(EPPO)制定玫瑰、馬鈴薯、百合

等 26 種無性繁殖作物之驗證程序等，期透過推廣使用經檢查合格之健康種

苗，積極主動防範疫病蟲害發生，提高農產品產量與品質，減少農民損失(8)。 

種苗品質一般係以健康程度、品種正確性、品種純度、外觀形態及內在

生理活性等為指標，而健康程度即是指其是否帶有細菌、真菌、病毒或線蟲等

病原或害蟲。因此優良種苗之生產，除慎選品種及注重栽培管理外，亦應配合

必要的檢查，以確認種苗未罹染疫病蟲害，並藉此機制進一步控管及提昇種苗

的品質。有關種苗之健康檢查，在種子方面各國均依據國際種子檢查協會

(ISTA)之國際種子檢查規則，辦理包含繁殖圃設置管理、發芽率、純潔度及病

蟲害等之檢查；無性繁殖作物種苗方面，除歐洲暨地中海地區植物保護組織

(EPPO)及荷蘭數個民間檢查機構訂有標準外，全球尚未有共通之規範(8)。由於

病毒病害被公認為作物生產之重要限制因子，健康種薯繁殖技術之成功與生產

體系之建立，成為防治病毒病害之重要關鍵之一。增殖用健康種原，精確的定

義應為「無特定病原(specific pathogen-free; SPF)存在之基本繁殖體」，是邁向

21 世紀農業生產減少農藥使用，保護大自然環境，提高產品產量與品質不可

忽視的重要工作。作物一旦感染病害尤其是系統性病毒病害，由於其病原分佈

全身，因此只有經由種子繁殖的純系品種，尚可經由種子利用病毒並非百分之

百侵入，篩選到無病後代恢復母本性狀。對於無性繁殖作物，則因病原屬全身

性分佈，就無法再得到和原來母本性狀完全相同之健康後代(25)，然而近年來

農業界確是廣為利用無性繁殖方式培育健康種苗，主要是組織培養技術之進展

與應用所致(19)。 

我國自民國 60 年代初期即開始執行馬鈴薯種薯檢查繁殖制度，之後陸續

開發柑橘、香蕉、百香果、甘藷、綠竹、長豇豆、火鶴花、百合、文心蘭等作

物之生產及檢查技術，成果斐然(表一)。防檢局自民國 87 年成立以來，即賡

續推動植物種苗健康檢查制度，一方面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針對法定疫病

蟲害辦理強制性種苗檢查，已實施之作物為火鶴花，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公

告修正「火鶴花種苗實施特定疫病蟲害檢查作業要點」。另一方面亦選擇重要

產業作物，規劃推動輔導性種苗驗證制度，目前已於九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公告

實施「文心蘭無病毒種苗驗證作業須知」，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告實施「豇

豆種子病毒檢定驗證作業須知」(7)及「綠竹種苗病毒檢定驗證作業須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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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正積極辦理者包括蝴蝶蘭、彩色海芋、葡萄及柑橘等。防檢局期望整合有

關單位，加速研訂各類種苗之繁殖圃設置管理、生產流程、檢查基準、檢查方

法、檢查程序及驗證標準等規範，以擴大施行種苗檢查之作物種類，提高檢查

合格及驗證種苗之市場占有率，並加強健康種苗之推廣使用，以促進種苗產業

之發展。 
 
表一、健康種苗繁殖制度之作物種類 
Table1. Crops have taken effect the system of healthy seeds and seedlings in 

Taiwan 
作物 執行單位 制度建立年份 主要檢定病原 
馬鈴薯 種苗場、種子檢查室、

中興大學 
1972 馬鈴薯 A 病毒、馬鈴薯 X 病毒、

馬鈴薯 Y 病毒、馬鈴薯 S 病毒、

馬鈴薯捲葉病毒等 
草莓 種苗場、種子檢查室、

中興大學 
1991 青枯病菌、炭疽病菌、草莓潛伏

輪點病毒、草莓微黃緣相關病毒

等 
甘藷 嘉義分所、種子檢查

室、中興大學 
1998 甘藷羽狀嵌紋病毒、甘藷潛伏病

毒、甘藷捲葉病毒、甘藷黃矮病

毒等 
豇豆 種苗場、農試所 1995 黑眼豇豆嵌紋病毒、胡瓜嵌紋病

毒 
綠竹 台南場、中興大學、屏

東科技大學、中研院 
1980 竹嵌紋病毒 

百香果 農試所、中興大學、台

東場 
1989 百香果木質化病毒、百香果斑紋

病毒、百香果漣葉病毒、胡瓜嵌

紋病毒 
柑桔 嘉義分所、台灣大學 1986 柑桔黃龍病擬細菌、柑桔萎縮病

毒、柑桔破葉病毒、柑桔鱗砧次

病毒等 
香蕉 香蕉所、台灣大學 1983 香蕉萎縮病毒、香蕉條紋病毒、

胡瓜嵌紋病毒 
火鶴花 各育種公司、中興大

學、農試所、嘉義分所、

各區改良場 

2000 細菌性葉枯病菌、特定線蟲、疫

病 

文心蘭 農試所、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種苗場 
2002 齒舌蘭輪斑病毒、東亞蘭嵌紋病

毒、胡瓜嵌紋病毒、番茄斑萎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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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中興大學、種苗場 1996 葡萄木栓化病毒、葡萄扇葉病

毒、葡萄捲葉病毒 
青蒜 農試所、鳳山分所、種

苗場、花蓮場、台南場

建立中 洋蔥黃萎病毒、大蒜嵌紋病毒、

大蒜潛隱病毒、分蔥潛隱病毒、

大蒜普通潛隱病毒、韭蔥黃條斑

紋病毒、分蔥黃條斑紋病毒、

Allexivirus 等 
百合 台灣糖業公司 1997 百合隱徵型病毒、鬱金香條斑病

毒、胡瓜嵌紋病毒 
彩色 
海芋 

種苗場 1996 軟腐病菌、芋頭嵌紋病毒、彩色

海芋嵌紋病毒、海芋微嵌紋病

毒、胡瓜嵌紋病毒、番茄斑萎病

毒、蕪菁嵌纹病毒等 
山藥 農試所、種苗場 建立中 山藥嵌紋病毒(yam mosaic 

virus)、日本山藥嵌紋病毒

(Japanese yam mosaic virus)等 
火龍果 農試所 建立中 火龍果嵌紋病毒(Pitaya mosaic 

virus)、仙人掌 X 病毒(cactus virus 
X)、 

芋 種苗場 建立中 軟腐病菌、芋頭嵌紋病毒、胡瓜

嵌紋病毒、蕪菁嵌纹病毒等 

 

以無性繁殖方式培育健康種苗既為世界農業種苗業之潮流，但是我國有系

統地以原原種、原種、採種三級良種與檢查發證體系實施健康種苗之作物種類

並不多，發展較早並已成功的作物為馬鈴薯，早自民國六十一年實施迄今，而

健康種子較成功的作物種類為豇豆，本文分別介紹馬鈴薯健康種苗及豇豆種子

在台灣之培育發展情形，以及面臨之困難與未來發展期望。 

健康馬鈴薯種薯之繁殖 

一、馬鈴薯病毒及其造成之損失 
依據文獻記載，有 23 種病毒與 1 種類病毒在馬鈴薯上被發現(28)，但在台

灣地區真正被鑑定之病毒種類只有馬鈴薯 A 病毒(Potato virus A，簡稱為

PVA)(42)、馬鈴薯 M 病毒(Potato virus M，簡稱為 PVM)(41)、馬鈴薯 S 病毒(Potato 
virus S，簡稱為 PVS)(21,24)、馬鈴薯 X 病毒 (Potato virus X，簡稱為 PVX)(4)與

馬鈴薯 Y 病毒(Potato virus Y，簡稱為 PVY)(5,21)等五種；盧等(26)認為馬鈴薯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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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病毒(Potato leaf roll virus，簡稱為 PLRV)在溫帶與寒帶地區發生嚴重造成產

量損失，但在地處亞熱帶之台灣卻不造成威脅，其原因仍在 PLRV 無法越夏

所致，然筆者於進口之’五月’與’男爵’馬鈴薯塊莖中曾發現此病毒之感染。1992
年鄧等(22)以酵素結合抗體免疫分析法(ELISA)調查馬鈴薯產區 981 個樣品之病

毒發生情形，結果以馬鈴薯 S 病毒之發生率最高達 84%，馬鈴薯 X 病毒次之

為 68.7%，馬鈴薯 Y 病毒 N 系統(Potato virus YN，簡稱為 PVYN)為 28.6%，馬

鈴薯A病毒則為 25.6%，馬鈴薯Y病毒－M系統(Potato virus YM，簡稱為PVYM)
最低為 13.8%，顯示病毒病害之普遍發生。 

有關馬鈴薯因病毒病害所造成之經濟損失，根據 Hooker(38)之記載，PVA
可造成馬鈴薯之產量損失為 40%，PVS 則可造成減產 15%，但在台灣則不明

顯。Van der Zaag (51)歸納出 PVX 與 PVS 之田間二次感染所造成之損失約

5-15%，PV YN之田間二次 100%感染所造成之損失約 15-30%；至於 PLRV 與

PVY0(PVY 之一般系統)則造成之損失約 40-70%。 

二、栽培面積與概況  
在台灣馬鈴薯是利用水稻田二期與一期作間之休閒期，在不影響稻米正常

生產下裡作栽培，栽培馬鈴薯之歷史甚短，約從民國 3 年開始，在光復以前二

次大戰期間，為了彌補水稻糧食作物之不足，在稻田休閒期間，裡作馬鈴薯，

栽培面積最高僅達 490 公頃。光復後，民生困苦，農民繼續稻田裡作馬鈴薯或

小麥，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當時種薯進口自日本北海道，栽培面積逐年增

加，至民國 60 年約有 2,900 公頃，其中大部份栽培所用之種薯，來自農民自

留種，以及新竹改良場肉眼選拔生長勢強之植株後代至五峰農場繁殖之種薯，

如此生產所得之馬鈴薯稱之為「五峰種」；少部份由日本進口。結果農民經年

累月之經驗發現，以日本進口之種薯栽培者產量最高，本省自己選拔者與農民

從進口種薯中自留者或薯商冷藏者(所謂的’冰仔薯’)，產量並無明顯差異，而

使老一輩薯農存有根深蒂固之錯誤觀念，認為產量要高之馬鈴薯栽培，一定要

進口種薯方行。後來因馬鈴薯進口地之北海道發生黃金線蟲 (Globodera 
rostochinesis)為害，經濟部商檢局遂在民國 61 年禁止從日本進口。恰好，本

省利用生長點組織培養所得之無病毒培植體而來之小量種薯初次出現，進行田

間栽培比較試驗，得到不亞於進口種薯者之產量效果。64 年因健康種薯繁殖

及機械化栽培計畫之推行，栽培面積劇增為 3638 公頃，65 年最高達 3,963 公

頃(1,17,19)。由於栽培面積之快速擴大，產量過多又無市場行銷通路，價賤商農，

致使農民栽培意願降低，生產面積逐年降低，92 年之種植面積只剩為 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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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3)(表二)。86 年雲林縣栽培面積超過台中縣，成為重要產地，所生產之馬

鈴薯供鮮食、薯片加工與外銷用(1,19)。過去台灣曾栽培的主要馬鈴薯品種有男

爵、農林 1 號(即梅峰種)、克尼伯(Kennebec)、卡地那(Cardinal)、五峰、雪白、

歐美嘉(Omega)、賓士(Bintze)與由樂娜(Jlona)等(15,17)，目前則以薯塊大、芽眼

淺、植株粗壯之原料薯種克尼伯為主。 

由於農民自行二次留種之每分地產量約 1,200 公斤左右，而進口帶病毒率

5%以下之種薯之每分地產量約 2,500 公斤左右，因此我國早在民國 58 年，由

中央研究院植物所開始以生長點組織培養方式進行染病毒馬鈴薯去病毒化之

研究，當時選用澱粉含量最高而對馬鈴薯 Y 病毒敏感之日本品種’農林 1 號’
為材料進行試驗，三年後即民國 61 年我國第一號由生長點培養無病毒化之瓶

內小球(microtuber)誕生，同年正逢日本北海道馬鈴薯發生黃金線蟲，經濟部

商檢局為顧及全農民之利益，宣佈禁止從日本進口馬鈴薯種薯(10,15,17, 26)。農委

會(原為農復會)為了薯農栽培所需，民國 62 年我國開始實施馬鈴薯無病毒種

薯繁殖體系，即由中央研究院培育基本種，新竹區農改場繁殖原原種，再由台

大園藝系梅峰農場繁殖原種，生長期間由商檢局動植物防疫檢疫科，利用抗血

清凝聚反應法檢查病毒，合格之馬鈴薯交由豐原農會採種，推廣農民栽培，所

以農民稱之為梅峰種。如此經過三單位繁殖下來所得之種薯，第一年 65/66
季，推廣面積高達 3,963 公頃，相當成功，植株生長旺盛，每分地產量進 3,000
公斤，不亞於進口種薯所栽培之產量。翌年 66/67 季大量推廣並進行機械化栽

培試驗，由於採種田生長期間發生後期感染病害，66/67 年期栽培結果植株出

現病毒病徵，遭受失敗引起農民索賠。經檢討原因後，遂將種薯繁殖體系中之

繁殖與病害檢定單位重新調整，於 70 年起至今，台灣三級制健康馬鈴薯種苗

繁殖及檢查執行情形如下(圖一)，其目的主要在增加塊莖數量，降低種薯生產

成本。種原之大量繁殖及基本種之培育由種苗改良繁殖場負責，基本種原檢查

過去由中興大植病系負責，目前已由種苗改良繁殖場自行負責檢查，以抗血

清、判別植物接種、電子顯微鏡等方式進行檢查後，將無病種原在種苗改良繁

殖場培育基本種與原原種等種薯(15,16)。 

三、基本種種薯繁殖  
無病毒之馬鈴薯基本種種薯繁殖，係以組織培養方式大量增殖，再於隔離

溫室中移植組培小苗於蛭石、泥炭土、珍珠石等比混合介質之塑膠網籃中，大

小為 40×30×10 公分，高架方式生產基本種種薯，檢查合格後採收冷藏供原原

種繁殖用(23)。採收前約 14 日之基本種以酵素結合抗體免疫分析法(ELISA)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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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係對各籃單株進行集團採葉(8-10 株/籃，每株採全展開心葉之第三小葉)，
主要檢查之特定病毒有馬鈴薯 X 病毒、馬鈴薯 Y 病毒、馬鈴薯 A 病毒、馬鈴

薯 S 病毒與馬鈴薯捲葉病毒(PLRV)等五種；另外本場亦以光學顯微鏡檢查病

毒內含體法、指示植物接種法與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法(RT-PCR)為輔助檢

查法(19)。 
 
                                            種苗場(TSIPS)  
                                             
             種苗場自行檢查       indexing by TSIPS  
                                           
                                          種苗場增殖(TSIPS) 
             種苗場自行檢查           indexing by TSIPS 
          
                                         種苗場溫室栽培(TSIPS) 
                種苗場自行檢查        indexing by TSIPS 
 
                                         種苗場網室栽培(TSIPS) 
            種苗管理科檢查、發證      indexing and issued by SIS 
 
                                          農會栽培 (FA ) 
            種苗管理科檢查、發證      indexing and issued by SIS 
                                                   

                                     農會栽培(FA ) 
            種苗管理科檢查、發證      indexing and issued by SIS 

 
 
 
 

圖一、馬鈴薯、草莓三級健康種薯繁殖及檢查體系。 
Fig. 1. Production and virus indexing system for seed potatoes in Taiwan.  

TSIPS: Taiwan Seed improvement and Propagation Station, COA;  
SIS: Seed Inspection Service, COA 

種原 Mother Stock 

組織培養瓶苗 Tissue culture plantlets

基本種 Basic seeds 

原原種 Super Elite Seeds 

原種 Elite Seeds 

採種 Certified Seeds 

一般農民生產 G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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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Farmers’ Association. 
 
表二、1971 年至 2003 年臺灣地區馬鈴薯栽培、生產情形 
Table 2. Potato cultivation and yields in Taiwan from 1971 to 2003 
年 
year 

栽種面積(公頃) 
Planted Area(ha) 

收獲面積(公頃)
Harvested Area(ha)

每公頃產量(公斤)
Yield per ha(kg) 

總產量(公噸) 
Production (m.ton)

1971 2912 － 11,727 34,145 
1972 2,296 － 11,650 26,744 
1973 2,179 － 12,218 26,622 
1974 2,328 － 11,290 26,285 
1975 3,638 － 10,974 39,922 
1976 3,963 － 11,082 43,895 
1977 2,618 － 11,361 29,743 
1978 2,479 2,479 11,623 28,813 
1979 2,906 2,906 12,339 35,823 
1980 2,964 2,964 12,170 36,072 
1981 2,333 2,333 12,046 28,093 
1982 2,204 2,204 13,590 29,955 
1983 2,154 1,898 11,483 21,795 
1984 2,348 2,348 15,373 36,096 
1985 2,480 2,480 17,329 42,976 
1986 2,484 2,484 16,576 41,164 
1987 2,328 2,328 19,920 46,374 
1988 2,038 2,038 20,900 42,590 
1989 1,966 1,964 20,791 40,834 
1990 1,684 1,684 18,532 31,189 
1991 1,935 1,935 18,666 36,097 
1992 2,513 2,513 19,580 49,198 
1993 1,796 1,796 20,364 36,583 
1994 1,791 1,790 20,326 36,390 
1995 1,701 1,701 19,725 33,531 
1996 1,747 1,747 22,164 38,698 
1997 2,184 2,184 24,046 52,486 
1998 1,970 1,940 20,185 39,163 
1999 1,703 1,700 21,243 36,097 
2000 1,936 1,936 22,304 43,167 
2001 1,727 1,727 18,600 32,119 
2002 1,667 1,667 23,000 38,331 
2003 1,764 1,764 25,091 4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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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原種種薯繁殖  
原原種之種薯繁殖，仍由種苗改良繁殖場負責，為增加繁殖倍數及減少感

病情形，於 32 網目防蟲網建成之網室內栽培，過去竹製簡易網室現已改為鋼

骨塑膠蓬頂網室。種植田需輪作並施行土壤消毒，整地前每 0.1 公頃施用台肥

1 號有機肥 200 公斤、硫酸銨 120 公斤、過磷酸鈣 160 公斤、氯化鉀 40 公斤

作為基肥，依照作物施肥手冊施用追肥。生育期間隨時注意是否有罹病株，一

旦發現病株立即拔除。原原種定植後須向農委會農糧署種苗管理科(前身為農

林廳農產科種子檢查室)申請檢查，檢查項目除栽培期間田間檢查外，馬鈴薯

於採收前，另施行抗血清檢查及種薯就地檢查。其中田間檢查於栽培生長期間

分初期、中期、後期施行，至少三次，初期注意隔離、輪作、品種純度和種薯

帶病情形，中期觀察田間病害發生情形和計算田間發病率，後期則注意田間管

理和病蟲害防治(19)。 

馬鈴薯原原種採收前之病毒檢查，係對各單株進行採樣，並以集團檢查方

式(每20株/袋為一樣本)行酵素結合抗體雙層抗體包夾反應法(DAS-ELISA)，檢

查PVX、PVY、PVA、PVS、PLRV等五種病毒。收穫後之種薯除依規定檢查

外，並逢機取樣，於發芽後取芽體再進行血清檢查。經檢查合格時，由農糧署

種苗管理科發給合格證，並供給原種繼續增量繁殖。歷年馬鈴薯原原種薯合格

量如表三，其中98/99年期因晚疫病發生率偏高並無原原種供應，改於99/00年
期供應原種薯6,510 公斤，以補足二農會之原種種薯生產(19)。 

五、原種種薯繁殖 
為繁殖並維持品質優之原種，供作平地冬作採收種薯用，由原種繁殖農會

委託有經驗之農民負責，目前以豐原市及斗南鎮農會擔任。早期租用如霧社、

春陽等高冷地設置夏作原種圃，然因天候、地力、水源與管理不便等問題，現

今改於平地尋找隔離地區或以網室隔離，於秋、冬種植，種植田需與稻田輪作

並施行土壤消毒，整地前每公頃施用堆肥 15,000 公斤、依照作物施肥手冊建

議施肥量施肥，每公頃氮素 150-225 公斤(基肥 34﹪、發芽後 15 天第 1 次追肥

33﹪、發芽後 30 天第 2 次追肥 33﹪)，磷酐 150-200 公斤及氧化鉀 240-360 公

斤均作為基肥於整地時施用。栽培期間除應善盡田間管理及病蟲害防治工作

外，一旦發現可疑植株或病株，立即拔除。其申請、發證與原原種一樣，定植

後，須向農糧署種苗管理科(原為種子檢查室)申請檢查，檢查項目以田間目視

檢查為主，可疑植株才進行抗血清檢查以為參考佐證，原種經檢查合格發證方

能供作採種繁殖用。馬鈴薯原種合格量如表四，最近食用馬鈴薯開放進口，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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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為進口者品質較佳，自行當種薯栽培，造成抗藥性晚疫病和低溫性青枯病

系統菌株之入侵，以致頻受晚疫病與青枯病的為害，造成重大損失(19)。 

六、採種種薯繁殖  
採種圃亦係由豐原市及斗南鎮農會經營，使用檢查合格的原種種薯，委託

農家集中設置，採種圃經農糧署種苗管理科檢查合格後，供應一般農民或契作

農民生產用。台灣馬鈴薯採種合格量如表四，唯民間採種面積仍偏高，既無經

過田間檢查、政府核發合格證，任其自由買賣，造成病毒病害發生率一直偏高
(19,21,22)。 

七、三級健康種薯檢查  
臺灣省農作物種苗檢查事項輯要(2)中明列馬鈴薯種薯檢查標準，此標準乃

於民國六十一年訂定，曾於七十一年修訂一次，八十六年第二次修訂後沿用至

今，其中除了放寬原種與採種圃之病毒病害容許率分別至 3%與 5%，更明訂

瘡痂病、黑痣病、炭疽病、疫病等之病害容許率分別為 5%與 10%。田間檢查

標準中之一般性標準為：(1) 每一圃場以種植一品種為原則。(2) 各級繁殖圃

須與禾本科作物輪作(即不得連作，用作繁殖圃之前後種植禾本科三年)，並拔

除茄科植物。(3) 田間檢查於植株生長初期、中期和後期至少各實施一次，於

採收後檢查塊莖一次。(4) 品種間原原種圃及原種應隔離 200 公尺，採種圃三

公尺。 (5) 各級繁殖圃應樹立標誌牌，以資識別。馬鈴薯種薯檢查專門性標

準則如表五所列，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種苗管理科依此標準檢查，核發各級種

薯之合格證，申請單位依此供應下游繼續生產用(19)。 

感染馬鈴薯病毒種類繁多，台灣曾發現之病毒亦有 PVA(42)、PVM(41)、

PVS(21,24)、PVX(4)、PVY(5,21)與 PLRV(筆者未發表之記錄)6 種，若要逐項檢查，

種薯生產成本必然增加，因此選擇發生較多與產量影響較大之主要病毒種類進

行檢查，因為 PVM 近十餘年來未曾發現，多方考量下不再列入檢查種類。病

毒檢查方法，目前較常應用之方法為：判別植物接種法(27,29,35,37,38,46,52)、光學

顯微鏡檢查法(32)、電子顯微鏡檢查法(32,33)、抗血清檢查法(34)、聚合酶連鎖反

應(PCR)或互補 DNA 探針分子生物檢測技術(36,48,49)等方式。歸納上述五種病

毒之特性如表六，根據此特性可以檢定馬鈴薯病毒種類，台灣馬鈴薯病毒大宗

檢查，目前以酵素結合抗體免疫分析法為主(19,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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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歷年種苗場生產之合格無病毒馬鈴薯原原種薯量 
Table 3. Certified super elite seed potatoes produced by Taiwan Seed Improvement 

and Propagation Station 
Variety 品種 

Year 
西元年 

Kennebe
c克尼

伯 

Cardinal 
卡地那 

Uki-shi
ro 雪白

Alpha
愛爾發

Omega
歐美嘉

Jlona
由樂娜

Aula
歐拉 種苗2號 

Total 
(Kg ) 

1981/82 217 105 153 196 0 0 0 0 1,771

1982/83 179 557 204 204 0 0 0 0 1,144

1983/84 267 1,941 73 171 29 30 15 0 2,526

1984/85 251 2,056 0 0 35.8 56.6 325 0 2724.4

1985/86 33 1,395 39 0 39 120 0 0 1,626

1986/87 9.9 949 42.9 0 0 259 0 0 1,260.8

1987/88 98 1,280 224 0 0 0 0 0 1,602

1988/89 370 1,850 70 0 0 0 0 0 2,290

1989/90 1,150 1,900 58 0 0 0 0 0 3,108

1990/91 1,350 2,700 0 0 0 0 0 0 4,050

1991/92 2,500 2,150 0 0 0 0 0 0 4,650

1992/93 5,040 1,330 0 0 0 0 0 0 6,370

1993/94 5,700 0 0 0 0 0 0 0 5,700

1994/95 900 0 0 0 0 0 0 0 900 

1995/96 1,875 125 0 0 0 0 0 0 2,000

1996/97 400 0 0 0 0 0 0 0 400 

1997/98 600 0 0 0 0 0 0 0 600 

1998/99 * 0 0 0 0 0 0 0 * 

1999/2000 900 0 0 0 0 0 0 0 900 

2000/01 650 0 0 0 0 0 0 0 650 

2001/02 850 0 0 0 0 0 0 0 850 

2002/03 1025 0 0 0 0 0 0 0 1025 

2003/04 1200 0 0 0 0 0 0 2000 3200 
*本年期並無原原種供應，改於 99/00 供應原種薯 6,5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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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996-2001年台灣馬鈴薯原種、採種薯合格量(公斤) 
Table 4. Elite and certified seed potatoes issued in Taiwan(Kg) 
 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原種 Elite 21,780 0 7,050 6,390 12,090 
採種 Certified 280,290 31,440 2,060* 70,230 138,030 
*本年期原原種雖不合格，但合乎採種之檢查標準，故降級為採種田與採種種薯。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中部辦公室種子技術股。 

  
表五、馬鈴薯種薯檢查專門性標準 
Table 5. Specific standards for seed potato certification 
項目 原原種圃(﹪) 原種圃(﹪) 採種圃(﹪) 

其它品種(最高) 無 無 無 

毒素病(最高) 無 3.0 5.0 
各種萎凋病 無 無 無 

瘡痂病、黑痣病、炭疽病、

疫病(最高) 
無 5.0 10 

缺株(最高) － 20 20 
種薯 

 

不損傷 
不腐爛      

不損傷 
不腐爛 

不損傷、不腐爛，每

棵重量75至150公克

註：(一)栽培地之檢定以圃場別品種別檢查，若所指定之病害發生情形分佈不均一時，施行

全栽培地之檢查，病害發生情形均一時採用隨機抽查方式，即除去兩端畦，在圃場對角線上

任選一處，以上之檢查地點在一畦上連續檢查 100 株以上。(二)採收薯之檢查採取隨機抽查

方式，每 10 公畝檢查 200 薯。 

無病毒豇豆種子之繁殖 

一、豇豆病毒及其造成之損失 
豇豆【Vigna unguiculata (L.) Walp. subsp. sesquipedalis (L.) Verde.】為台灣

夏季重要之豆類蔬菜之一。影響豇豆栽培之病蟲害種類為數不少，但對其生長

與豆莢產量及品質影響最大的是病毒病害。感染病毒病之豆株生育減緩，樹勢

衰弱，以致提早乾枯、落葉死亡，結莢率低。嚴重罹病植株豆莢縮短變形，甚

至有壞疸現象，對品質影響極大。罹病株所採收之種子具有帶病毒之現象，播

種發芽後即成為「感病植株」，此種植株在田間由工人進行整株、摘心、除側

芽等操作及蚜蟲媒介等傳播，造成生育初期即有流行病之發生，嚴重影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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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植株感病後導致衰弱影響全園植株之生長與產量。 

黑眼豇豆嵌紋病毒 (Blackeye cowpea mosaic virus, BlCMV) 及胡瓜嵌紋

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 是危害台灣豇豆之二種最主要病毒
(11,12,13,14)。BlCMV 為長絲狀病毒，可經由種子、機械傷口及蚜蟲媒介傳播。

單獨感染時，豇豆葉片出現輕微濃綠不均之嵌紋病徵，對植株生育影響通常不

大，惟若與 CMV 發生複合感染時，病徵呈皺葉嵌紋，植株生長停頓或矮化，

豆莢扭曲變形，影響產量甚鉅。據 Pio-Ribeero 等人之研究，此二病毒複合感

染可造成種子減產 84%、種莢數減少 75%、株高縮短 67%、葉數減少 36%、

葉總重減少 94%、莖重減少 89%、根重減少 87%，目前無法以藥劑防治。本

病毒只感染豆科、茄科之圓葉菸草、藜科、千日紅與百日草等作物(20)。CMV
為球形病毒，可經由種子、機械傷口及蚜蟲媒介傳播。單獨感染時，豇豆葉片

亦出現輕微濃綠不均之嵌紋病徵，對植株生育影響通常不大，惟若與 BlCMV
發生複合感染時，病徵呈皺葉嵌紋，植株生長停頓或矮化，豆莢扭曲變形，影

響產量甚鉅，目前無法以藥劑防治。本病毒寄主範圍極廣，可感染 85 科 365
屬 800 種以上之植物，包括葫蘆科、豆科及茄科等重要蔬菜作物等(20)。 

二、栽培面積與概況 

豇豆在台灣俗稱菜豆，傳入我國的時期甚早，栽培極為普遍，豇豆為最具

經濟重要性之三種豆類蔬菜之一，栽培地點以彰化縣埤頭鄉、屏東縣鹽埔鄉、

九如鄉、高樹鄉、里港鄉等地均有較大面積經濟栽培外，台灣各地幾乎均有零

星栽培。尤其夏天高溫多溼，葉菜類易受颱風影響左右產量，豇豆即成為重要

夏季蔬菜之一，田間管理得宜，採收期可長達 2 個月以上，就其生育特性，可

彌補夏季蔬菜之不足(9,12)。 

豇豆品種依株型、莢色、莢形、開花早晚、種子顏色而有諸多品種，而在

許多品種中又以俗稱紅心尾之青皮黑仁紫尖品質最佳，但此品系不耐病毒，栽

培期間受病毒病害，嚴重影響產量與品質亦最巨(9,12,13,14)。 

由於感病植株之部分種子會帶有病毒，發芽後即成為田間初次感染源，再

經人員操作及蚜蟲媒介即可造成病害之流行，進而影響植株之生長與結莢。農

試所過去由豇豆品系『三尺青皮』之植株中以 BlCMV 及 CMV 之抗血清篩選

出無病毒單株，再栽培於網室中採收種子而成為無病毒原原種。嗣後由種苗繁

殖改良場續以田間網室大量採種供農民栽培。以此模式所生產之種子經抗血清

檢定證實不再帶有上述二病毒。所生產之無病毒種子共進行四次田間栽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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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發現，栽植農民自行保留之帶病毒種子試驗區，於採收末期之病毒

病發病率均已達到 100 %，而栽植無病毒豇豆種子試驗區之病毒病發病率僅

為 30-72 %，明顯延遲病毒病之發生。各無病毒種子試驗區之產量不僅較對照

試驗區提高，而且所生產之豆莢平均莢重及長度也有顯著增加。無病毒豇豆種

子於 1993 年起正式在當時之省政府農林廳經費補助下，開始於全省幾個重要

豇豆產區推廣、種植，由於減輕及延遲病毒病發生之效果顯著，除產量品質與

收益均有顯著提升外，該豇豆品系之園藝性狀也受到農民之認同與肯定(13,14)。 

表六、五種馬鈴薯主要病毒之特性 
Table 6. Properties of 5 major viruses infecting potatoes 
Virus Genus Particle 

morphology 
Transmission Diagnosis 

species 
Inclusion Symptoms

PVA potyvirus filamentous, 
730nm in length 

aphids, sap 
inoculation 

‘Samaun’ and 
‘White burley’ 
tobacco 

cytoplasmic 
cylindrical 
inclusion 

mild mosaic

PVS  carlavirus filamentous, 
650nm in length 

sap inoculation,
aphids  

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
Nicotiana 
debneyi 

vacuolate, 
paracrtystal-l
ine 

Symtomless 
or mild 
mosaic 

PVX potexvirus filamentous, 
515nm in length 

contact, sap 
inoculation 

Gomphrena 
globosa 

laminate, 
banded 

mild mosaic

PVY potyvirus filamentous, 
730nm in length 

aphids, sap 
inoculation 

Chenopodium 
amaranticolor, 
Nicotiana 
glutinosa 

cytoplasmic 
cylindrical 
inclusion 

mild to 
severe 
mosaic, or 
necrosis 

PLRV luteovirus isometric, 24nm 
in diameter 

grafting, aphids Physalis 
floridana and 
Datura 
stramonium 

cytoplasmic 
inclusion in 
phloem cells 

leaflet rolls 
upward 

 

三、採種田設置、管理及種子生產  
田間防蟲網室搭建一般仿照木瓜防蟲網室搭建方法，並以 32 目尼龍網覆

蓋，田區四週覆土密閉，防止媒介昆蟲－蚜蟲進入，網室出入口並以二道簡易

紗門供工作人員出入。種植前網室內並以 90%納乃得可濕性粉劑 2,000 倍全

面消毒。採種用地整地前每分地均勻施用腐熟堆肥 2,000 公斤及 1 號複合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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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公斤，並撒施 3%加保扶粒劑或其他地下害蟲防治藥劑。然後整地、作畦，

因係採種作業，行株距較一般豇豆栽培寬長，行距 120 公分，株距 80 公分，

畦面覆蓋 PE 塑膠布。一般栽培播種適期北部為 3 月至 9 月，南部為 2 月至 9
月均可種植，尤其夏季高溫期生育旺盛，結實纍纍。台灣除南部少數地區，如

里港地區有冬季裡作外，絕大多數地區均以春、夏作為主。唯無病毒豇豆採種，

於 7〜8 月間受颱風降雨影響，採種田網室設施易破損，植株受蚜蟲媒介入侵，

感染病毒機會高，且種莢成熟期連續降雨，影響種子品質，因此播種適期以春

作 2〜3 月，秋作 9 月較為適宜(9)。 

穴盤育苗移植為近年來發展之重要栽培技術，播種採用穴盤育苗可節省育

苗成本，苗期集中管理，並符合經濟效益諸多優點。豇豆育苗以 82 格塑膠穴

盤填充滿地王三號與田土 1:1(v/v)均勻混合調配之介質為栽培介質，於全日照

網室內育苗以防徒長。育苗 12〜15 日，苗株高約 15 公分，葉片數 6 片時即可

定植。若以直播方法，每穴播種 2〜3 粒，待苗高度 10〜15 公分左右，擇留一

健壯株，其餘田間管理作業諸如噴施殺草劑、立支架、理蔓、施肥、灌溉排水

及病蟲害防治等，均與一般豇豆栽培管理方法相同。秋作愈晚播種，種子產量

愈低，故需於 9 月在網室內播種無病毒豇豆，自播種育苗後 45〜50 日即進入

始花期，自花授粉後約 18〜20 日種莢即成熟，豆莢肥大轉呈黃色即可採收。

豇豆為蔓性植物，主莖繼續生長外，仍產生新側枝，可連續採收，採收期視田

間管理狀況可長達 40〜60 日左右，平均約 3〜4 日採收一次。春作 2〜3 月播

種，生育初期低溫，生長緩慢，自育苗播種至始花期 58〜68 天，生育中後期

溫度由低而高，生長環境高溫多溼下，且 5〜6 月進入梅雨期，成熟種莢內種

子萌芽比率偏高，不充實及破損種子之劣質粒率達 7.6〜24.7%，種子調製後

需僱工檢除劣質粒。種莢長度 45〜75 公分，內含種子數 12〜23 粒，種子千粒

重 117.5〜128.9 公克，每公頃平均種子產量 500〜700 公斤(9)。依據公佈實施

之豇豆種子病毒檢驗作業須知，業者於 32 目網室中繁殖豇豆種子，生產程序

上首先以血清法及病徵檢查法等控管病毒病害。一般程序首先須生產合格之繁

殖用種子，播種於三吋軟盆或相當大小穴格之穴盤內，栽培二至三週，待第三

片本葉長出後，由檢查員依採種圃之面積，挑選適量外觀正常之幼苗供申請人

進行定植，每一定植苗應單獨編號。檢查員就每一植株摘取第一及第二之三出

葉各一片小葉置於封口塑膠袋中，標明植株號碼後送交檢定機關進行病毒檢

定。檢定採用酵素聯結抗體免疫測定法(以下簡稱 ELISA)。驗證合格之繁殖用

種子再提供業者於田間網室採種用種子，並依豇豆種子病毒檢驗作業須知、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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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病蟲害防治曆及採種相關程序辦理，生育期間並定期檢查植株是否感染病

毒，一旦發現可疑植株立即拔除，以確保優良種子，過程繁複，頗費時費工(20)。 

四、種子調製 
無病毒豇豆採種之種子成熟期，秋作在乾旱季、春季則易遇到梅雨季，期

作間因氣候變化大，種子產量及品質變化也很大。就秋作及春作採收種子品質

比較，春作採收種子常因連日陰雨，種子易霉爛及發芽，調製後種子破損，不

充實，病變之劣質種子比率平均高達 11.3〜15.6%；秋作由高溫至低溫，短日

照，種子成熟期正值乾旱季，有利種子生產，採收種子劣質率較低約 2.8〜3.5%
左右，種子外觀品質也較佳。在不良天候下若以乾燥箱設定 60℃溫度烘乾種

莢後再行脫粒調製種子，無論期作種子劣質率在 3.4〜4.5%，此法則可克服種

子品質劣變之影響。豇豆豆莢組織強韌自然不會裂開，必須十分乾燥後才能脫

粒，由於成熟採收期長達 2 個月，分批連續採收後再自然日晒或以乾燥箱乾燥

後種莢，先分批暫時貯藏，待積存一定數量種莢，再以豆類脫粒機轉速 400〜
500 rpm 進行脫粒作業。以傳統日晒常溫乾燥方法，選擇天候良好狀況下，種

莢經人工翻曬、收集作業，根據氣象資料春作 5〜6 月間日射總量在 358.86〜
391.2 MJ/m2/day，日照總時數 149.5〜180小時經過 2.5〜3.0天日晒；秋作 11~12
月間，日射總量 227.85〜244.01 MJ/m2/day，日照總時數 111〜120.7 小時，經

過 6.5〜7 天日晒。自然常溫乾燥與熱風溫度處理之種莢調製後種子，分袋貯

藏於 10℃種子冷藏庫保存，以待推廣。優良種子除具備高純度遺傳特性及不

含夾雜物外，需要高發芽率及發芽整齊度，春、秋二作採收種子經檢定發芽率

均達 85%以上，符合豇豆種子合格發芽率為 75%(9)。 

五、種子推廣 
本場於八十一年於屏東縣里港鄉、雲林縣莿桐鄉召開「無病毒豇豆種子田

間栽培示範觀摩會」，根據田間試驗調查結果，在播種 100 天後對照區之發病

率達 96.2%，使用無病毒種子之試驗區為 32.7%，鮮莢產量比對照區高 13%以

上，因此栽培無病毒豇豆種子，確實可以延遲病毒之發生及減少農藥使用，提

高產量、品質及農民收益，廣受栽種農友歡迎熱愛，前省府農林廳每年均由「蔬

菜保護及安全用藥技術改進」計畫項下補助推廣(12,13,14)。八十九年度起由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補助無病毒豇豆種子推廣與栽培示範經費，每年邀集全省蔬菜專

業區內之農會選定推廣地點，栽培面積每年約計畫推廣 150 公頃，每公頃推薦

種子用量 6 公斤。推廣地區目前已遍及屏東縣里港、高樹、鹽埔鄉、高雄縣美

濃鎮、彌陀鄉與彰化縣埤頭鄉等地，頃近有意栽培地點尚有台南縣東山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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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縣嘉鹿果菜生產合作社、高雄縣大樹鄉、屏東縣屏東市、九如鄉等地，在在

顯示栽植面積逐年增加中。至 2004 年為止，推廣豇豆面積總計達 1,000 公頃

以上，共供應 6,000 公斤以上之無病毒種子。九十一年度更在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經費補助下，種苗場將無病毒將豇豆種子採種技術轉移至屏東縣里港鄉農

會、彰化縣埤頭鄉農會及雲林縣莿桐鄉農會，於隔離網室下生產合格無病毒豇

豆種子，充分供應該地區農民選購栽植。 

結論 

早在 1952 年 Morel 與 Martin(44)首先自感染病毒之大理花植株中，利用莖

頂組織培養方式再生得無病毒之植株後代，此種組織培養技術旋即被廣為應用

在許多作物之去除系統性病原研究。此技術之可以獲得無病毒之植株主要理論

基礎是病毒濃度於感染植株中之分佈不完全均勻所致，又一般而言，頂端分生

組織因細胞分裂快速，又缺維管束與細胞間連絡絲，使病毒無法移行至生長

點。頂端分生組織(apical meristem)是芽尖端之圓頂組織，直徑大約為 0.1mm，

長約 0.25-0.3 mm，於其下方有許多脊狀物，逐漸成長為原葉體 (leaf 
primodia) 。至於莖頂(shoot tip)是指頂端分生組織加上一個或數個原葉體的部

分。切取頂端分生組織或莖頂組織所獲得的再生植株，其遺傳特性與原母株相

同，大可減少變異之可能，唯單獨之頂端分生組織細胞之營養需求性細緻，故

在瓶內之存活機率甚低，必須從培養基配方、培養條件以及用人海戰術切取多

個頂端分生組織方較易成功。首先依據 Limasset and Cornuet (43)研究所得，病

毒雖然系統性分佈植株全株組織，唯有生長點分裂旺盛的細胞未有病毒存在。

而 Morel 與 Martin(44)依此報告取其生長點細胞加以培養，獲得恢復原來母體性

狀的大理花。自此以來，在所謂”退化”後的無性繁殖作物如馬鈴薯、草莓、康

乃馨、甘薯…等利用此法也獲得良好的成效，讓生長點或頂芽組織培養成為作

物去除病原恢復母本性狀的利器之一。在操作培養過程中為了增加培養時容易

得到無病原的培養體起見，在培養過程所使用之材料等先經過加熱、黑暗、紫

外光照射與超音波等處理(30,47)，甚至於在培養基內添加抗病毒劑(virazole)(31)、

血清等(39)以增加去病毒率，然所得結果皆未完全有效，所以目前仍以切取到

真正生長點細胞並且能培養成功者，最易得到無病原存在的培養體。利用組織

培養技術生產馬鈴薯健康種薯，亦在世界各地被普遍完成(25,26,30,31,40,47)。  

馬鈴薯健康種苗繁殖與豇豆無病毒種子生產制度之成功獲得農民認同，執

行過程中各級負責生產、檢查(定)單位與人員之共同努力，發揮團隊精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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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制度運作正常之主要原因。然馬鈴薯健康種薯及豇豆之供應量，亟想充分

供應台灣栽培，但又怕產量過剩、價賤傷農等問題，導致偶有私人引進不良種

源栽培，造成其他病害如晚疫病之大量發生。由於國內生產健康種苗之成本偏

高與病毒再感染問題，私人種苗公司不願繁殖販賣，多年來一直由農委會長期

經費補助，政策生產。但是近年來囿於科研經費緊縮，原原種繁殖之補助逐年

降低，加上政府改造，機關重組或精簡，恐有朝一日此健康種苗三級繁殖制度

無法持續，因此農政單位應透過協商溝通，通盤考量政策永續發展，配合產銷

體系、生產技術、病蟲害檢查及防治技術改進與降低生產成本等相關措施，因

應調適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衝擊(19)。 

台灣栽培的主要馬鈴薯品種有克尼伯(Kennebec)、卡地那(Cardinal)、賓士

(Bintze)、五峰、雪白、歐美嘉(Omega)與由樂娜(Jlona)等，皆由國外引進之品

種，雖然大多已超過植物新品種保護年限，但繁殖之健康種薯欠缺國內自我品

種，缺乏國際競爭力，至今只有農試所於民國 82 年 3 月 2 日命名通過之「台

農一號」，只在金門地區少量栽培(50)。種苗改良繁殖場於 2004 年 3 月申請命

名通過之「種苗 2 號」優良馬鈴薯新品系，為抗晚疫病、PVY 及 PVX 之加工

品種，國內馬鈴薯新品種育成之腳步仍需加快(19)。 

雖然民國 79 年曾由日本引進馬鈴薯種植、施肥機、切莖機及收獲機，並

於雲嘉地區辦理機械化栽培示範觀摩，惟成效不彰。建議國內各界專家能群策

群力克服耕地太小、農機共同使用、種薯切薯繁殖等問題，積極推行機械化栽

培、採收、分級、包裝之一貫作業，得以解決農民年齡老化、雇工困難等問題

與降低生產成本(16,17)。一旦使用 40-50 公克小種薯，亦可避免切薯繁殖所造成

病毒病害之人為接觸傳播(19)。 

馬鈴薯檢查技術所需之抗血清，除 PVA、PVX 與 PVY 之自行供應外(21,22)，

PVS 與 PLRV 則常仰賴國外進口之血清盒組(例如 Boehringer Mannheim 
GmbH，Agdia 等)，行例行性檢查。但病毒抗血清之保存常因停電或機械故障

而損失，因此要貨源穩定供應使用，為馬鈴薯病毒檢查之重要關鍵。傳統抗血

清製作，常與植物蛋白質有非專一性反應，為解決此一問題與純化病毒之困

難，國外目前常以細菌表達病毒蛋白質之方式製作病毒鞘蛋白抗血清(45)，值

得我國參考應用。以 PCR 或 cDNA 探針等分子生物檢測技術(36,48,49)應用於組

培苗母瓶之病毒檢查，亦可增強 ELISA 法靈敏度不足之缺失(19)。 

目前推廣之 ”三尺青皮”豇豆，並非耐病毒品系，只是利用無病毒種子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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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降低田間最初感染源，延遲田間病毒病害之發生率，藉以提高產量及品質，

增加農民收益。因此，請勿栽種於一般市售種子之鄰近田區或自行留種持續栽

植，否則病毒發生率急速攀升，難達防治病毒之效。 

隨著無病毒豇豆種子之推廣，因三尺青皮品系生長勢強，肥培管理不當，

氮肥過多容易造成枝葉茂密，田間病蟲害接踵而至，除了里港地區之早春栽培

外(18)，台灣 85％以上的豇豆均在夏季生產，主要的生產區又集中在屏東的里

港及九如地區。高溫多濕的環境下，又因連作頻繁造成豇豆萎凋病(Fusarium 
oxysporum f. sp. tracheiphilum)的肆虐，嚴重時 80％以上的豇豆廢耕，是豇豆

生產最重要的限制因子。如今徒有優良的無病毒豇豆種子，卻使農民卻步，不

敢冒然種植。豇豆萎凋病是否能有效控制，成為台灣豇豆產業成功的關鍵。 

為台灣農業之永續發展，應以國內自行育成之優良品種為出發點，不帶病

原之健康種苗為基礎，配合健康種苗認證體系之推行與落實，全國農民若皆有

購買或繁殖健康種苗之理念，若種苗不再是田間之最初感染源，則經過數年之

後，雖然台灣之作物相、病蟲害相繁多複雜，田間存在之傳染源應能逐年減少。

健康種苗之長期推展，應可減少病蟲害之發生，減少農藥之使用量，可使農藥

殘留、環境與水源污染等問題自然改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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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於溫室中生產無病毒豇豆原

種種子 
圖四、CMV與BlCMV二種病毒複合感染

造成之嵌紋與葉片捲曲病徵 

圖五、於屏東縣里港鄉網室中示範

生產無病毒豇豆種子 
圖六、無病毒豇豆(示範組)與一般市

售品種之豆莢比較(對照組) 

 
圖七、無病毒豇豆種子驗證以血清

學方法檢定豇豆種子之病毒

圖八、於屏東縣里港鄉舉辦無病毒豇

豆種子採種示範觀摩會情形 



 25

Applications of virus-free seedlings production system for 
controlling potato and asparagus bean virus diseases 

 
Tso-Chi Yang1,2, Man-Wei Liu1, Tsu-Min Tsan1, and Chi-Hsiung Hsiao1 

1Taiwan Seed Improvement and Propagation Station, COA, Taichung, Taiwan, 
R.O.C.; 
 2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tcyang@www.tss.gov.tw 
 

ABSTRACT 
Virus-free potato stocks were selected or eliminated viruses via meristem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s and detected by using bioassay, serology tests,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Once virus-free stocks were obtained, then they were 
micro-propagated at Taiwan Seed improvement and Propagation Station (TSIPS). 
In vitro propagation to produce high amounts of plantlets transplanted into 
greenhouse for basic seed potatoes was conducted also at TSIPS. Microtubers were 
then planted in the aphid-proven screen houses for Super Elite seed potato 
production at TSIPS. Later on, the farmers’ associations locally produced the elite 
and certified seed potatoes.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potato virus A, potato virus S, potato virus X, potato virus Y, and potato leaf roll 
virus were tested for issuing potato seed certification. A similar model was applied 
to produce virus-free seeds of asparagus bean in Taiwan. Meanwhile, blackeye 
cowpea mosaic virus and cucumber mosaic virus were tested using ELISA for 
issuing virus-free seed certification. Since the virus-free seedlings of potato and 
seeds of asparagus bean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can increase seedling 
quality, yields, and incomes, therefore, they are popularly accepted and grown by 
growers in Taiwan. 
 
Key words: potato, asparagus bean, virus-free, seedlings 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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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瓜之設施栽培管理 

 
趙秀淓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 
 

摘要 

小胡瓜原產於熱帶亞洲，很適宜台灣氣候生長，是台灣重要的瓜類蔬菜之

一。為了增加產量及提高品質，所以目前小胡瓜的栽培多以設施栽培為主；在

品種的選擇上除了一代雜交種外，具備單偽結果及高雌花率之特性也是必要的

關鍵條件。 

本文就小胡瓜生長習性、遺傳育種、品種及設施栽培管理等提出討論，以

供有關人士參考。 

 

關鍵詞：小胡瓜、設施、栽培管理 

前言 

    小胡瓜(Cucumis sativus L.)為葫蘆科胡瓜屬一年生蔓性作物，其果實比胡

瓜小，因而稱之為小胡瓜，俗稱花胡瓜，別稱小黃瓜(10)。原產於印度喜瑪拉

雅山南麓附近，最早有栽培記錄的國家是印度，而傳入我國的時間約在西元前

二世紀(6)。台灣地處熱帶及亞熱帶，氣候溫暖，幾乎全年均可栽種小胡瓜；而

栽種小胡瓜的用途甚廣，不僅可炒食、鮮食外，還可加工醃漬，所以成為台灣

重要瓜類蔬菜之一。目前栽培面積約在 3,500〜4,000 公頃之間，產區遍及南部

高屏一帶、中部雲林縣、南投縣和苗栗縣及東部花蓮縣等地區(3)。由於台灣冬

季易受東北季風的影響，時常會有寒流發生，使得小胡瓜在栽培上容易發生生

育遲緩、開花稀少及果形彎曲等現象；夏季則頻遭梅雨和颱風等不良氣候的危

害，因此為了增加小胡瓜產量及提高品質，目前多改以設施栽培為主，露地栽

培較少(8)。早年栽培之品種，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引進，少部分從日本引入，

這些品種經過多年栽種及農民自行留種後，大都形成地方品種(6)；但由於瓜類

具有明顯的雜種優勢(14)，雜交種品質較佳、產量高、生育強健、早熟、整齊

度高及其他廣為人知的優點，所以目前台灣所種植的品種，大都全為一代雜交

種所取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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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瓜生長習性 

小胡瓜性喜溫暖的氣候，不耐寒冷，生育適溫為 15〜32℃(5)；一般而言，

日夜溫差達 10℃，最適合小胡瓜的生長與發育(2)。當溫度高於 35℃時，容易

造成植株生理失調，進而影響果實形狀及品質；溫度升高至 45℃時，植株葉

色變淺，並且花粉發育不良，多畸型果(6,10)；但此時若提高空氣中濕度，反而

可增加小胡瓜對高溫的忍受能力(5)。不過，當溫度低於 10℃時，小胡瓜植株的

生育明顯受阻甚至停止(6,10)；溫度再低至 5℃時，植株即發生寒害(5)。小胡瓜

根系為淺根系，主要根群多分布在表土 20-30 公分處，根入土淺而細弱(5)。所

以根系對地溫變化非常地敏感，生長發育最適宜的地溫為 25℃左右(2)，地溫低

於 20℃時根系生理活動減弱，高於 25℃則造成根部呼吸作用增強，不但消耗

大量營養物質，且易引起根系衰敗和死亡(1)。小胡瓜雖然其主根可向下伸長，

並且不斷分生側根，但其根系的維管束鞘容易老化，所以除了幼嫩根外，斷根

後很難再生新根(1)。若將小胡瓜種植在富含有機質的肥沃壤土中，最能解決小

胡瓜根系喜濕而不耐濕及喜肥而不耐肥等土壤的問題。因為粘質土壤致使植株

發根不良，沙質土壤雖然植株發根較旺，但易老化。同時土壤 pH 值介於 5.5-7.2
最適小胡瓜的生長(6,10)，另外土壤 EC 值不宜高過 1.5dsm-1。因此整體而言，

小胡瓜根系有喜高溫(濕)、通氣、忌光照、富含有機質之肥沃土壤的環境，但

不耐高濃度土壤溶液及鹼性土壤等特性(2)。 

在水分需求方面，由於小胡瓜根系入土淺的緣故，無法吸收土壤深層的

水分，加上葉片大而薄，蒸散量大，所以必須有足夠的水分以維持正常的生育。

尤其在開花結果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若水分供應不足，將影響後期的結果能

力；若水分供應不足，成長中的果實容易造成畸形果的發生(5)。理想的土壤水

分含量為 60-90﹪之間，苗期可略低，約 60-70﹪即可，成株期則攸關結果產

量必須保持在 80-90﹪。所以維持合理且適宜的土壤水分含量，有助於提升小

胡瓜根系的發育及其生理活性(1)。 

由於小胡瓜具有喜光照同時也耐遮蔭的特性，所以當種植在設施中，光

照強度僅為戶外自然光照之 1/2 時，並不影響其光合成產物(5)；只有在光照強

度降到自然光照的 1/4 時，光合成產物的量方才下降(2)。不過在設施中增加光

照有促進小胡瓜植株發育、增加葉片葉綠素含量、提升光合作用能力、增加產

量及改善果實品質等功效(20)，因此設施栽培下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光照強

度，方有利於小胡瓜的正常生育。一般而言，小胡瓜光合作用之光補償點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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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lux，光飽合點約為 55000 lux，過高或過低都將會使得光合成率下降(1)。

此外，小胡瓜屬短日照植物，8-10 小時的光照和較低的夜溫，將有利植株由

營養生長轉變為生殖生長和雌花的分化(2)。 

遺傳育種 

李氏於 1981 有關胡瓜的遺傳研究指出，胡瓜的染色體數 2n=14，此外，

已確定的性狀可歸納如下： 
1、有刺為顯性，無刺為隱性，是一對因子。 
2、黑刺為顯性，白刺為隱性，是一對因子。 
3、粗刺為顯性，細刺為隱性，是一對因子。 
4、果皮刺稀疏為一對因子顯性，密刺為隱性。 
5、成熟果實有裂為一對因子顯性，無裂紋為為隱性。 
6、雌雄異花為一對因子顯性，雌花有雄蕊為為隱性。 
7、黃花是一對因子顯性，綠花為隱性。 
8、主枝生長有限度為一對因子顯性，無限度生長為隱性。 
9、主枝長為一對因子顯性，主枝短為隱性。 
10、成熟果實的顏色為兩對因子。 
11、單位結實與黑刺有連鎖。 
12、光皮與無刺有完全連鎖。 
13、屬於數量遺傳的性狀包括：每株結果數、每果平均重量、每株平均

產量、開花期及側枝發生數等。 

另外胡瓜有數種不同花性類型，包括雌雄同株異花、全雌株、全雄株、兩

性花株、雌花兩性花同株、雄花兩性花同株及三性花同株等 7 種類型(22)。其

表現除了受遺傳的影響外，環境因子的影響亦很大，包括溫度、日照及植物生

長調節劑等。此外嫁接、氮肥及灌水等對花性也可能有某種程度上的影響(16)。

一般而言，較高的溫度和較長的日照會促進小胡瓜雄花的分化；而溫度較低和

日照較短則促使花芽向雌性轉變，有利雌花的形成。在溫度和日照兩個條件

中，日照只決定花芽的產生，而溫度決定花芽性型分化的趨向。而接受日長和

溫度影響進行性型分化的有效時期主要在幼苗期。另外在營養成分也會反應小

胡瓜花性的表現，氮素營養有利雌花的形成，但氮素供應過多，使植株莖葉徒

長，進而消耗大量碳素養分，反而不利雌花的形成；而鉀素營養則有利於雄花

的形成(5)。此外在苗期噴施植物生長調節劑或化學藥劑可用來促進雄花或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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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例如噴施 GA31500ppm、GA4/750ppm、硝酸銀 250ppm 或其他含銀離

子之藥劑可誘導胡瓜產生雄花(19)，而 250ppm 之乙烯則可誘導產生雌花及雌花

數目增加(18)。 

有關胡瓜的花性遺傳，早在 1928 年已由 Rosa 提出雌雄同株異花對兩性株

為顯性，且由一對基因控制，這對基因分別為 G 和 g。而其花性表現主要由兩

對主效基因(M 及 F)來主導，但亦會受到微效基因的影響而有所改變。M 及 m
是控制單朵花出現雌花或兩性花的基因，而 F 及 f 是控制植株出現或不出現雄

花的基因。例如：MMFF 全雌株，全株只有雌花；mmFF 兩性株，全株只有

兩性花；MMff 雌雄同株異花，全株有雌花和雄花；mmff 雄花兩性花同株，

全株有雄花和兩性花(16,21)。 

在小胡瓜的育種方面，生產一代雜交種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同時為了順應

小胡瓜的設施栽培，所以育種目標則以豐產、高品質、育成節成性、單偽結果、

全雌性、果實大小整齊一致、外形美觀、果色鮮綠、抗病性、適應性強、肉質

脆嫩及皮薄為主(12)。全世界最早具有同質結合的全雌性遺傳因子的胡瓜，是

美國在 1960 年育成之醃製用加工胡瓜品系 MSU713-5(23)。此外在中國的一些

胡瓜地方品種如紹乳黃瓜、三葉早及汶上刺瓜等，其族群中也發現存在有相當

高比例的全雌性或高雌性植株(16)。由全雌性胡瓜之花性遺傳得知全雌株和雌

雄異花株之差異係由一對基因所控制，基因為同質結合(FF)或異質結合(Ff)，
植株花性表現均為全雌，但兩者之遺傳背景大不相同(15,21)。目前日本、荷蘭、

以色列或某些台灣適合溫室栽培之小胡瓜品種都是全雌性品種，可利用硝酸銀

等其他藥劑的處理，誘導雄花產生，進而來分離固定全雌品系。以全雌系統做

為母本來生產雜交種子，即可在一隔離地區放任昆蟲自然授粉，完全免除人工

除雄及授粉的工作，可節省一半以上的人力，並增加雜交品種純度和品質(15)。

其方式有三種：1、以全雌株品系為母本，除花性不同外其他園藝性狀均相同

的雌雄同株異花植株為父本，雜交後代再和另一品系的雌雄同株異花植株雜

交，可獲得一代雜交品種。2、全雌株品系與兩性花株品系的雜交種作為母本，

和雌雄同株異花品系的父本雜交，生產三系雜種。3、父母本均採用全雌品系，

父本再於苗期利用藥劑或生長素處理誘導雄花，以生產具全雌性的一代雜交種

子(13)。 

在抗病蟲害的研究方面，小胡瓜栽培上面臨的病蟲害包括：毒素病、露菌

病、白粉病、蔓割病及細菌斑點病等，雖可利用藥劑防治，不但增加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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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造成環境的污染及農藥殘毒對人體的可能傷害。目前已知胡瓜之抗病來源

包括：毒素病(ZYMV)-台中目瓜、黑皮大瓜，毒素病(CMV)-Tokyo Long Green、
Chinese Long、Table green，露菌病-Chinese long、PI197087，白粉病-PI197087、
PI1200815 ，蔓割病 -MSU9429CM 、 Hyuga#2 、 Improved ，細菌斑點病

-PI197087(11)。國外栽培毒素病及露菌病的抗病品種以已相當成功(12)，國內在

這方面研究並不多，根據蕭等人 1995 年的研究指出，只有農發 18 號等 19 個

胡瓜商業品種對 CMV 具有抗病性，黑皮大瓜和長青對 CGMMV、PRV-W、

CMV 及 ZYMV 等四種病毒具強抗病性，胡瓜對 ZYMV 之抗病性係受一對隱

性遺傳基因所控制，而對 PRV-W 之抗病性則係受一對顯性遺傳基因所控制。 

小胡瓜育種過程中經常發生果實有苦味的情形，主要是由於含有葫蘆素

(cucurbitacine, C32H50O8)所引起，一般近瓜把即果肩部位含量較多，果頂部較

少，在栽培過程中，若施用過多的氮肥、光照不足、溫度偏低、營養不良及植

株衰弱時，葫蘆素容易形成和累積(2)。此外，在較老的植株上所生長的果實和

過熟的果實、植株根系受損與植株生長不良所結的果實、生長環境之高溫乾旱

和生育初期過低的溫度下所結的果實也容易產生苦味(5)。根據 Barham 於 1953
年的研究指出，胡瓜果實的苦味是可遺傳的，同時是由一對顯性基因所控制，

且與品種有關，將帶有苦味的植株與不帶苦味的雜交，後代果實是苦的。因此

在小胡瓜育種過程中，應慎重選擇雜交親本，同時避免植株處於逆境的環境

下，採合理化施肥作業，可促使植株生育正常。 

品種 

由於引種技術的進步，加上對遺傳資源多樣化的需求，常由國外引進優良

的品種，而新引進的作物品種，除豐富本地育種的資源外，適應較佳者並可直

接供作經濟栽培。 

近來在超級市場及傳統市場的蔬菜架上常可見到一些果色暗綠且有光澤

無果刺、果形呈棍棒狀的小胡瓜種類，有別於以往常見之細長狀及外表具果粉

和果刺的小胡瓜。該種類的小胡瓜最大的特點為產量高，由於高產量的緣故，

在短期內即吸引大多數的農民栽種，曾經是中南部設施栽培中最主要的品種；

之後由於消費習性的改變，該類產品的市場接受度便逐年下降。這類小胡瓜品

種是由以色列 Hazera 公司所育出之一系列具單偽結果和全雌性特點，專供作

溫室栽培用之小胡瓜品種，台灣由福埠公司代理進口作業，其中包括

Alexander(HA1505) 、 Atar(HA436) 、 Candi(HA733) 、 Caspar(HA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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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HA7107)、Darius(HA1237)、Dishon(HA456)、HA1605、HA4419、HA710、
HA7121 、 HA967 、 Meitav(HA480) 、 Nathan(HA9679) 、 Saphi(HA9976) 、
Sarig(HA454)、Suzan(HA1205)、Taoz(HA1236)及 Tempo(HA78)等品種。這些

品種分別具有抗 CMV、CVYV、ZYFV、WMV2、PM 及 DM 等特點，果實長

度則是介於 15-40 公分之間，果實表面光滑無果刺，果色介於暗綠至淺綠，果

形多偏棍棒狀。在這些品種當中令人印象深刻當推是 Darius(HA1237)，有關該

品種特性詳述如下。 

Darius(HA1237)植株屬於早熟且結果早的品種，依季節的不同，在夏季定

植後 28 天即可開始收穫，秋冬季則需要 30-35 天，同時其始花結果之節位在

2-3 節；具有單偽結果的特性，所以栽種時田間不需要釋放蜜蜂；植株生長勢

強健，對於瓜類常見之白粉病較其他小胡瓜品種不易發病；葉片寬大且挺立；

植株之主蔓和側蔓著生 100﹪的雌花，偶爾僅在基部出現 1-2 朵雄花，屬於具

雌花節成性的品種；產量高，其單株結果產量可達 5-7 公斤；果實成熟期非常

集中，採收期依季節的不同，夏季為 2 個月，秋冬季可長達 3 個月；果實長度

為 15-17 公分、果實直徑為 2.5-3.2 公分，果實形狀呈棍棒狀；果實顏色偏暗

綠色且有光澤表面無果刺；最適採收期，為單一果實重量達 70-80 公克之間；

由於果實品質之脆度不高，僅 287 克，且可溶性固形物在 2.5 Brix∘ 左右，所

以在食用的方式上，較不適用炒食，以涼拌生食為佳(7)。 

而在國內種苗公司方面，自行育成的品種除了有農友種苗公司之蜜燕、群

燕、麗翠及阿信等品種，生生種子公司之綠夢和雲雀外。尚有其他種苗公司自

行育成或引進其他國家優良品種(17)，本文僅針對部分品種分述其特性如下。 

一、蜜燕 
由台灣農友種苗公司育成，植株生長強健，耐病毒病(PRV-W)，主蔓和

側蔓全生雌花。且能單爲結果，結果特早，産量高。適收時果長約 13.5 公分，

橫徑約 4 公分，果重約 140 公克，果型端直，果色青綠光亮。果面平滑，果刺

白色細少，外觀優美。肉質脆嫩有甜味，爲切片涼拌沙拉及炒食最佳品種。栽

培時應注意病毒病與露菌病的防除。 

二、群燕 
亦由台灣農友種苗公司育成，植株生育強健，早生，耐病毒病(PRV-W)。

春、秋季主蔓上全雌花，夏季第 14 節以下有雄花發生，分枝上全雌花，結果

力非常強；可連續結數果，産量豐多。適收時果長約 12 公分，橫徑約 4.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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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果重約 200 公克。果色淡綠白，刺黑色細少，果面平滑，果型端直豐滿，

腔內種子微甜，肉質脆嫩，無苦澀味，適於生食和涼拌。 

三、麗翠 
亦由台灣農友種苗公司育成，植株強健，分枝數中等，全雌性，播種至

採收約三十八天，果色油綠，無果粉，果刺特別細少，肉質脆，水分多，果重

約 110 公克，果長約 17.5 公分，果寬約 2.8 公分，果皮薄脆，品質優良，適於

生食、涼拌沙拉或炒食等多用途。無蜜蜂授粉乃可單爲結果。本品種在高溫期

果實尾端可能會發生較尖細的現象。 

四、阿信 
亦由台灣農友種苗公司所育成，植株生育強健，分枝數少，播種至採收

約四十天，葉色濃綠，耐病毒病(CMV)及露菌病，早生，毋蔓雌花多，結果力

強，果色濃綠光亮，無果粉，果刺白色，果長約 22 公分，果寬約 2.7 公分，

果重約 100 公克，果型端直，劣果少，品質優，耐貯運。 

五、綠夢 
由台灣生生種子公司育成，植株生長勢強，主側蔓全是雌花，偶有房成

性(同著果節位可生二至多條果)，單偽結果性強，果實果柄稍長易於採收，果

色翠綠少刺，果身微有縱肋，型殊美觀，口感脆甜好吃。果實直徑 1.8-2.2 公

分為適收期，果長可達 18 公分，不需要媒介昆蟲授粉，在熱帶、亞熱帶區域

全年均可種植；溫帶除霜期後春夏種植。在亞熱帶較涼，冬季由於根系強健、

著果率高、品質優異。 

六、雲雀 
亦由台灣生生種子公司所育成，植株生長勢強，雌性佳，葉小節間短，

側蔓果實著生力佳。早生，播種後約 50 天開始採收，果型一致性高，果重約

180 克，長 13 公分，寬 4.5 公分。果實端直豐滿、甜脆可口、無苦味、青綠色

的果實，果肩為濃綠色；具耐逆境、耐熱、耐露菌病及白粉病等特性。著果力

強，極易栽培，且高產量、高品質，可供作溫網室及露天栽培，為鮮食及加工

醃漬均適宜之最佳推薦品種。本品種適合熱帶、亞熱帶全年栽培；溫帶地區以

除霜後之春夏戶外及秋季溫棚內栽培為宜。 

設施栽培管理 

設施栽培的目的是針對作物栽培的需要，藉由設施的興建，來改善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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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環境，使其在有利的條件下發揮最大的生產潛力；因此設施栽培下的作物

具有生長快速、提早收穫、增加產量、提高品質及減少病蟲害發生等優點。目

前小胡瓜的設施栽培是以搭建簡易溫室為主，以 1/2 吋鍍鋅錏管為骨架，被覆

透明塑膠布，骨架支柱密度 1 公尺，相互連接構成隧道型，頂部多呈圓弧型，

四周內側先圍 24 目防蟲網，防蟲網外的塑膠布為活動式，當冬天東北季風南

下寒流發生時，將塑膠布放下，以達保溫的功效；在夏天高溫時，可將塑膠布

升起，以利通風(9)。一般而言，小胡瓜為雌雄同株異花之異交作物，蟲媒花；

所以結果的過程是需要媒介昆蟲的幫忙授粉才可達到結果，若在設施之下栽培

首先必須克服授粉的問題，雖然可利用釋放人工飼養的蜜蜂來解決，但是增加

栽培成本，因此設施栽培之小胡瓜品種必須選擇具備單偽結果的特性，可不需

要授粉及授精的過程即可自行結果；此外由於設施成本相對高於露地，所以品

種之高雌花率也是必要的關鍵條件(8)。因為小胡瓜起源於熱帶森林潮濕地區，

易從腐殖質土壤中吸收養水分，所以栽種時宜選擇表土深厚且排水良好之壤土

或砂質壤土。栽培時宜採用高畦以利排水，畦高為 20-30 公分；畦寬則依單行

或雙行種植而不同，單行種植為 80-100 公分(含畦溝)，雙行種植為 150-180 公

分(含畦溝)，株距 50-60 公分，同時可於畦面上覆蓋銀黑色塑膠布，以防止水

分蒸發和雜草生長。 

栽種可採直播及穴盤育苗兩種方式，前者是利用剛萌芽的種子，可以 45∘
之斜角倒放至芽部埋沒在介質之中，且以芽部不露出為準，其根部向下伸長，

胚軸向上伸長，進而可順利脫殼出土成苗。一般每穴播下 1-2 粒種子，以防缺

株情形發生，但在幼苗展開本葉 1-2 片時，必須剪除多餘的苗，以維持一穴一

株，此一方式雖然所需的種子數量較多且較費工，但可降低根部受傷及發病的

機率。 

以穴盤育苗為目前最常見應用的栽植方式，利用 128 格的穴盤充填介

質，播種後至本葉 2-3 片時，即可定植於田間，但需確實掌握定植的時間，以

免穴盤苗發生”盤根”的現象，致影響植株後續的正常生育。為了降低苗期疫病

的發生，可在定植前一天及定植後分別於植株基部灌注 35﹪依得利可濕性粉

劑 2000 倍。 

幼苗在 4-5 片本葉展開後，植株由緩慢生長轉變為快速生長，節間長度

增加，同時葉腋出現卷鬚，所謂吐鬚抽蔓，生長狀態由原來的直立變成匍匐狀。

搭設支架時可將拱門型棚架橫跨畦溝，將畦的中央留做走道。由於小胡瓜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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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旺盛，所以支架的距離不宜過長，以 2 公尺較適宜，而後將栽培網搭設在拱

門型棚架上，形成直立式栽培網；雖然瓜蔓本身具纏繞特性可自行攀爬生長，

但在主蔓初期的生長，仍需人工隨時引蔓固定、使瓜蔓不下垂，所以在選擇栽

培網方面，孔隙不宜過大，長寬以在 20 公分以內較適宜，以利瓜蔓自行攀爬

在網上。 

由於小胡瓜生育旺盛，枝葉茂密，為使株間通風透光，促進結果，減少

病蟲害發生，適時適度地進行整枝、摘心及摘果等作業有其必要性。整枝為將

主蔓牽引固定在栽培網上，做法為摘除主蔓 4 節以內所發生的雌花，自主蔓 5
節以上開始留果，主蔓在 22-25 節時摘心，以利側蔓的萌生；側蔓上的雌花可

於雌花形成後的上方留一葉摘心，以利果實的肥大。通常在植株最下位果實的

品質及外觀均較差，應及早採收或摘除，以減少對植物體養分、水分的浪費；

此外彎曲、畸型果及罹病蟲害的果實也應及早摘除，以免影響後來的著果。 

台灣由於地理環境特殊，氣候變化很大，設施栽培的目的與歐美地區不盡

相同，主要目的為夏季防雨和冬季保溫。小胡瓜設施栽培在夏季雖可免於颱風

和梅雨的危害，但由於溫室內溫度過高，容易造成小胡瓜花粉異常，進而導致

流產果、尾端肥大果及彎曲果的發生。冬季不定時的寒流導致植株受低溫影響

而有生育緩慢，且結果不良的現象，進而影響果實品質。 

另外，由於瓜類忌連作，尤以溫室更為明顯，應與其他作物例如玉米輪作

以降低連作障礙。目前配合設施管理”夏菜冬花”的栽培模式是另一個新的選

擇。 
小胡瓜整個生育期長達 3-4 個月，除了初期以營養生長為主外，幾乎是營

養生長與生殖生長緊密接合，屬於需肥量高的作物，若施肥量不足時，不僅生

長受限，而且易落花和落果，更甚者果型彎曲及畸形；但其根系對土壤電導度

(Ec 值)敏感，過多的肥料，反而無法吸收利用，故每一次追肥的量不宜過高，

可採少量多次的施用方式。當定植成活後，植株生育至 4-5 片本葉時，即可進

行第一次追肥，以後每隔 10 天追肥一次，此時為促進營養生長，追肥種類以

氮肥為主，可選用尿素或硝酸銨鈣；待植株進入開花期後，氮肥的使用量切勿

過高，以免影響果實正常生長，且過量施用氮肥會導致果實苦味的增加，所以

追肥種類建議改為台肥 43 號，配合液體複合肥料行葉面噴施，整個生育期間

追肥次數以 4-5 次為主。此外，為了提高果實硬度，增加果實的耐貯運性及耐

寒力，可在果實發育期適量地供給鈣質肥料，並於果實發育後期控制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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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果實含水量，減少擦壓傷果的比例。 

設施栽培下的小胡瓜具有生長快速及提早收穫的特點。一般而言，依品種

的不同，定植後約 30-35 天可開始收穫；加上小胡瓜果實發育甚速，開花後

6-8 天即可採收，因此必須注意掌握最佳採收期，以免影響販售品質；而且植

株下部的結果，若不及時採收，將會影響其他部位果實的發育。小胡瓜果實新

鮮與否的認定，常藉由果實外表的果粉及果刺，所以採收時需加以注意，以提

高商品價值；雖然目前栽培不少之”以色列種”的果實，其外表帶有光澤但無果

刺，採收時仍需注意，勿使果皮受傷。故採收時宜一手握住果肩，一手用割刀

把果柄割斷，輕放容器內。 

結語 

臺灣栽培小胡瓜的面積約在 3,500〜4,000 公頃之間，目前大多以設施栽培

為主；由於搭建設施成本高，因此常常出現同一類作物不斷連作的情形，而且

設施之下因為缺少大自然的淋洗，加上錯誤的過量施肥，使得設施內土壤普遍

有 pH 值過低和 Ec 值過高的問題，進而造成小胡瓜栽培上經常發生植株生育

異常、產量低及品質不佳等問題，而導致農民血本無歸。同時雖然栽培品種眾

多，大多引進國外品種居多，本文就小胡瓜生長習性、遺傳育種、品種及設施

栽培管理等方面提出討論，希望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未來除了繼續加強育

種及栽培技術的改善外，改善並解決設施栽培管理方面的問題亦是另一個值得

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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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Management of Cucumber  
under Protection 

 
Hsiu-Fung Chao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Station Yichu Branch Station/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cucurbit vegetables is cucumber in Taiwan. It was 

originated from tropical Asia and suitable for growth in Taiwan. In order to 
increase yield and improve fruit quality， cucumber are planted and used to F1、
parthenocarpy and gynoecious variety under protection. 

The growth habit、genetic and breeding、variety and cultivation management 
of cucumber under protec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cucumber、under protection、cultiv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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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健康管理 

 
陳甘澍、林照能、李碩朋、劉政道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摘要 

苦瓜富含大量維他命及礦物元素，可作為食用、觀賞用及藥用，其果實、

嫩莖、花、葉及種子皆可分別作為香料、蔬菜及甜味劑之用，用途非常廣泛，

深受國人喜愛。苦瓜可周年栽培，每年 5-10 月為生產旺季，為台灣夏季重要
瓜果類蔬菜之一。苦瓜栽培相當容易，但欲生產健康、優質苦瓜，則需充分了

解苦瓜風土適應性、生長與結果習性，並選擇適當品種、季節、地區，同時配

合良好的栽培管理方式，並進一步加強整蔓、肥料、水分、病蟲害等綜合管理

技術的調控，才能達到生產健康優質苦瓜，供給國人清潔、安全蔬菜的理想目

標。 
 
關鍵字：苦瓜、品種、種子處理、栽培技術、健康管理 

前言 

苦瓜別名錦荔枝、癩葡萄、癩哈蟆、涼瓜等，屬葫蘆科(Cucurbitaceae)、
苦瓜屬(Momordica)，英名為 balsam pear、bitter melon、bitter cucumber、 bitter 
gourd，由於苦瓜果實中含有苦瓜鹼，具有特殊的苦味，故名為苦瓜，為一年

生或多年生蔓性草本植物。苦瓜屬內計有 80 個種(species)是葫蘆科中相當大

的一個屬，其中以栽培種苦瓜(Momordica charantia L.)最多且分布最為廣泛
(16 )。雖然苦瓜原生地尚未被確認，但咸認東印度及中國南部地區為其起源中

心，廣泛分佈在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和熱帶非洲等國家及地區(16 )。苦瓜為

台灣重要瓜果類蔬菜之一，依據 2002 年中華民國農業年報統計，苦瓜年栽培

面積為 2,900 公頃，年產量為 52,692 公噸，產值為新台幣 468,960,000 元，並

且栽培面積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台灣地區可周年栽培，每年夏季 5-10 月為生

產旺季，同時也是消費者最喜愛食用的季節。 

苦瓜用途廣泛，可作為食用、觀賞用及藥用等，並以富含營養成分著稱，

其中又以含大量維他命及鐵、磷和抗壞血酸(ascorbic acid)等礦物元素最為豐富
(16)；嫩果可醃漬、鑲填食物、炒食和其它多種煮食方法；果實、莖和花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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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香料，葉子作為蔬菜用，紅色柔軟漿質的假種皮(aril)則可利用當作甜味劑
(16)。 

苦瓜性喜溫暖，耐熱性強，但不耐寒，低溫時生長勢衰弱，種子發芽適

溫為 30~35℃，幼苗生長適溫為 20-25℃，15℃以下生長緩慢，10℃以下生長

不良，而在 25~30℃和良好日照條件下，不但結果早，且果實發育迅速，產量

也高；在 30℃以上和 15℃以下的溫度對生長及著果都不利(1,8 )。根部喜濕但

不耐濕，忌積水、若積水則根易腐敗，葉片枯黃，輕則影響結果，嚴重時植株

發病致死。忌連作，宜和水稻輪作(1,8 )。土壤以排水良好的砂質壤土至粘質壤

土為宜，土壤 pH 值以 5.5~6.5 之間最適合(1,8)。由於苦瓜屬於短日照植物，但

對光長短的要求不嚴格，喜光不耐蔭。苗期光照不足會降低對低溫抵抗力；而

開花結果期更需要較強光照，若光照不足常引起落花及落果現象。 

雖然苦瓜相當容易栽培，但欲生產健康、優質苦瓜，則需充分了解其風

土適應性、生長習性，並選擇適當品種、季節、地區，配合良好的栽培管理方

式，並進一步加強整蔓、肥料、水分、病蟲害等綜合管理技術的調控，才能達

到生產健康優質苦瓜，供給國人食用消費的理想目標。本文擬就苦瓜品種、栽

培管理技術及各生育時期須注意的栽培要點，作一系列介紹，以為苦瓜生產者

栽培時之參考依據，並祈盼能裨益於提昇台灣苦瓜生產技術。 

種類及品種 

一、苦瓜種類： 
台灣地區目前栽培的苦瓜，依果皮之顏色區分可分為白皮、青皮和綠皮

(濃綠色)三大類。白皮苦瓜在幼果期外表果皮即呈現白色、直至採收食用適期

時仍為白色，不需套袋，成熟時果皮轉變為橘紅色；青皮苦瓜在幼果期外表果

皮呈現淡綠色，至可食時才轉變為青色，若於幼果期套袋，採收時則轉成白色，

成熟時果皮轉變為橘黃色；綠皮苦瓜則由幼果至可食用階段，雖經套袋亦呈綠

色或淡綠色，不會轉成白色，果實成熟時轉變為青紅色(10,13)。 

苦瓜依果面突起的形狀，可分為珍珠狀突起和肋條狀突起二類，依品種

的不同而有各種程度的差異。呈珍珠狀突起的品種，果實容易擠壓而受傷不耐

運輸，肋條狀突起則較為耐壓(8)。台灣本地消費者對苦瓜果皮的果面突起形狀

及顏色有特別的嗜好，喜好果面珍珠突起大而平整、果皮白色的苦瓜，而與東

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某些地區流行的肋條突起、果皮綠色的苦瓜大不相同(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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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的果形可為長紡錘、短紡錘、長球型、長橢圓、橄欖型、寬肩尖頂

型等。苦瓜的大小，依品種及系統之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長的可達 60 公

分、而短的不超過 8 公分(1,8,13)。苦味依品種有顯著的強弱，太苦的一般較不

受歡迎，僅作藥用栽培，作為蔬菜食用的苦瓜以肉厚苦味不太強者為佳。 

苦瓜種子為盾形，呈扁平，顏色有淡黃色、褐色、黑色等，種皮厚、表

面有花紋，每果平均含有種子 20~30 粒，千粒重 150~180 克(1,8)。 

二、品種選擇： 
過去台灣的苦瓜品種並不發達，僅有大果種，小果種之分，大果種均呈

珍珠狀突起。而後經由引種及農民自行留種和不斷的改良而有珍珠苦瓜、短果

種苦瓜、香港青皮苦瓜、粗米大苦瓜、鹿草苦瓜等固定品種。目前台灣栽培品

種主要依果皮顏色大致可分為白皮、青皮及綠皮三大類(表一)，白皮種有：鳳

試-036(17)、屏東南州 F1、白牡丹、鹿草白皮、白珍珠、白蓮、月美、白藤、

日寶；青皮種有月華、高月、黑仔苦瓜、大吉、蘋果、農友三號、黑美人；綠

皮種則有日本青皮苦瓜、大青、青蓮、綠人、青藤、秀華、碧華、翠秀、翠華、

綠鑽、翠妃、野生苦瓜等(10)。 

苦瓜品種的選擇，以耐熱、耐濕、抗逆境性強、植株生長勢強健、豐產、

抗病性強、果型整齊美觀、果粒飽滿、果肉厚、質嫩、品質優良及品種純度高

等為原則。 

種子處理技術 

一、剝殼 
苦瓜種子由於種皮厚且堅硬，為促使種子充分吸水並順利突破種殼萌芽

而發芽迅速整齊，在浸水前，先以指甲剪或瓜子夾剝裂種殼，再進行浸水處理，

可顯著提高苦瓜種子的發芽率(表二)。 
 

表一、台灣地區苦瓜栽培品種 
Table 1. List of bitter gourd varieties /lines cultivated in Taiwan 
苦瓜種類 品種(系)名稱 
白皮 鳳試-036、屏東南州 F1、白牡丹、鹿草白皮、白珍珠、

白蓮、大吉、月美、日寶 
青皮 月華、高月、黑仔苦瓜、黑美人、蘋果、農友三號 
綠皮 綠鑽、綠珍珠、青蓮、綠人、秀華、碧華、翠秀、翠妃、

日本青皮、大青、野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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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不同浸水溫度及剝裂種殼處理對苦瓜種子發芽率之影響 
Table 2. Effect of water temperature and cracking treatment on germination of 

bitter gourd seeds 
苦瓜種子發芽率(﹪) 

處理方式 
40℃循環水浴 25℃循環水浴 未浸水處理 

瓜子夾剝裂種殼 95.3 41.7 46.5 
指甲剪剝裂種殼 86.1 64.8 61.5 
對照組(未剝殼) 84.2 40.4 32.2 
 

二、浸水 
將已利用指甲剪或瓜子夾軋開種殼之苦瓜種子，以 40℃之循環水浴浸潤

4-8 小時或一般流動清水浸水處理 12-24 小時，然後撈起種子，再移至含有 50
﹪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1,000 倍液中浸種消毒 10-20 分鐘，可有效減少種子污染

病原菌的為害，並大幅提高發芽率及培育出健壯的苦瓜幼苗。 

三、催芽 
將經剝殼、浸水及消毒處理過的苦瓜種子，撈起瀝乾並用濕毛巾或吸水

紙包裹，置於溫度為 30℃的定溫箱或簡易保溫設施下催芽，大約經 24-48 小

時後，苦瓜種子的芽尖露出種殼 0.5 公分時，取出播種。 

苦瓜栽培方式 

一、匍地栽培： 
(一) 單向條行植式：畦寬 3.0-3.5 公尺，畦為東西走向，1 畦栽 1 行，每

行苦瓜都在畦溝的南邊畦上。株距 1.5-1.8 公尺，每 10 公畝地栽植 160-190 株。 

(二) 畦溝旁雙向條行植式：畦寬約 7 公尺，1 畦栽兩行，苦瓜種植在畦

溝的兩側，以便畦溝灌水，株距 1.5-1.8 公尺。 

一般而言，採匍地栽培方式，由於可省去搭棚架材料及工資費用，其生

產成本較棚架栽培為低，但僅限於台灣南部地區及秋冬乾旱季節栽培採用，

中、北部地區及雨季皆不適合採用(10,15)。 

二、棚架栽培： 
畦寬 4-5 公尺，畦向為南北走向，1 畦栽兩行，苦瓜種在畦溝兩側，株距

1.5-1.8 公尺，每 10 公畝地栽植 200-260 株。棚架栽培有多種搭架方式，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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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栽培習慣而異，有一字型、水平型、三角型、隧道型等數種。 

一般而言，水平棚架大多利用廢棄之葡萄園或百香果園原有棚架來栽培

的模式，且大都是苦瓜與絲瓜輪作的栽培方式，可降低搭設棚架之成本。另在

南部地區冬季為達到保溫的效果，利用 PE 布隧道型棚架栽培苦瓜、對於苦瓜

產期調節亦有莫大的助益。近年來台灣地區利用簡易溫網室設施栽培苦瓜漸趨

普遍，可能成為日後生產安全、無農藥污染苦瓜的新栽培模式(7,10)。棚架栽培，

一般以頂高離畦面在 1.6-2.0 公尺為適宜，太高或太低的高度，皆不適於採收

及管理作業。採用棚架栽培雖然生產成本較高，但苦瓜品質較優，且雨季和旱

季皆可栽培。 

韓氏(15)研究不同栽培方式對苦瓜產量及品質之影響時指出，在高屏地區

以栽培季節而言，秋作栽培苦瓜比夏作為佳，秋作苦瓜平均產量可高出夏作

37﹪；棚架栽培的苦瓜品質雖明顯較匍地栽培優良，但成本較高，純收益比匍

地栽培方式低 9﹪。夏作栽培苦瓜則亦以棚架栽培之苦瓜較優，且產量較匍地

栽培高出 40﹪(表三)。 
 
表三、不同種植時期與栽培方式對苦瓜園藝性狀及產量之影響 
Table 3. Influence of planting seasons and cultivation method on horticultural 

characters and yield of bitter gourd 
種植時期 栽培方法 果長 

(公分) 
果寬 
(公分) 

果重(克) 果肉厚度

(公分) 
硬度

(公斤) 
產量 
公斤/0.1 公頃

秋植 棚架式 20.78a 7.98 a 400 a 1.64 a 0.66 a 1943 a 
 匍地式 19.55 a 7.79 a 370 a 1.51 a 0.64 a 1870 a 
 平  均 20.17 7.89 385 1.58 0.65 1907 
夏植 棚架式 19.02 a 6.70 a 300 a 1.47 a 0.63 a 1490 a 
 匍地式 16.58 b 5.90 b 210 b 1.01 b 0.40 b 887 b 
 平  均 17.80 6.30 255 1.24 0.52 1189 
                                                     (韓青梅，1983) 

 
苦瓜健康管理 

一、定植 
定植時間宜選擇天氣晴朗的日子，儘量不要在雨天進行。在已挖好的植

穴，先澆灌液肥(百特肥 1,000 倍)及 600 倍普剋菌，每穴約 300~500 ㏄，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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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種於植穴，如此可有效促進苦瓜植株的生育及降低田間疫病、露菌病及白

粉病的發生。 

二、實生苗與嫁接苗管理 
(一) 實生育苗： 

將已萌芽的苦瓜種子播種於育苗缽或穴盤中，每一育苗缽或植穴播

已萌芽種子 1 粒，播種後需覆土，厚度為苦瓜種子大小的 2-3 倍，並立即充

分澆水，以能完全澆濕介質為宜。 

苦瓜育苗，水分管理非常的重要，需經常保持培養土於濕潤狀態，始有

助於幼苗的生育，特別是穴盤育苗，由於使用的介質一般多為泥炭土(peat moss)
且量較少，容易缺水，育苗時需注意水分的供給。 

苦瓜苗期亦應特別注意立枯病及疫病的發生，當子葉展開後可以 66.5%
普拔克溶液 650 倍澆灌預防病害發生。幼苗期可噴施 1,000 倍的百得肥以補充

介質的肥分，並充裕供給幼苗適當的養分。育苗時間，高溫期約需 14-18 天，

低溫期則為 20-25 天。 

(二) 嫁接育苗： 
一般苦瓜嫁接苗係以南瓜或絲瓜為根砧，苦瓜為接穗。苦瓜嫁接苗

通常以親和性高的圓筒型絲瓜或南瓜當作砧木，並用 50 孔穴盤來育苗，育苗

天數約 7-10 天。接穗則以 104 或 128 孔的穴盤來育苗，用靠接方式來嫁接苦

瓜苗。嫁接後之苦瓜苗以嫁接夾固定，並將已靠接的砧木及接穗一起改種於

35 孔穴盤，以促進根群的發育。並將穴盤移至馴化室中保持 27℃的室溫，相

對溼度 80﹪以上，馴化處理 3-4 天後，將穴盤移出使植株照光，逐漸增加光

強度使植株健化，當穴盤移出 5-7 天，接穗及砧木的生長均為正常之後可將接

穗的根剪斷，並觀察 2-3 天，待嫁接苗生長良好之際即可定植於田間。苦瓜嫁

接苗除了具有抗萎凋病的優點外，其耐濕性較好並可延長產期及提高產量
(6,14)。 

苦瓜嫁接採用絲瓜根砧或南瓜根砧各有其優劣點，應「因地制宜」選擇

適當砧木種類、品種及種植季節、地區( 4 )。一般來說，絲瓜根砧在高溫季節

生長良好、較耐濕，且其吸水及吸肥能力亦較強，對苦瓜萎凋病及線蟲亦較抗

病(14 )，但若遇降雨及陰天日數較多的季節，易造成日照不足，光合作用差，

導致苦瓜莖葉茂盛，植株徒長，雌花形成少，著果率差的情形，因此中、北部

地區在夏季栽培苦瓜時較適合採用絲瓜根砧；而南瓜根砧其根群分佈較絲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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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較耐低溫，在低溫期生長勢及吸肥力皆強，但高溫季節，生長勢弱，易出

現微量元素缺乏症，病害發生多及生產不穩定，因此南部地區在冬季栽培苦瓜

時較適合採用南瓜根砧。 

三、整蔓管理技術 
苦瓜的莖蔓較為細小，分枝繁多，葉綠色掌狀深裂。當苦瓜主(母)蔓長至

15 公分時，如採匐地栽培方式，應用稻草覆蓋畦面，以免苦瓜藤蔓被風吹動

植株搖晃，造成根系固持不易而影響生育，或是在苦瓜著果後因泥土飛濺易傳

播病原菌而發生病害，因而影響苦瓜的品質及產量；若採棚架栽培，在畦面上

搭設半圓形或三角形棚架，高度以離畦面約 1.6-1.8 公尺為宜，太高或太低皆

不適宜田間作業。 

苦瓜生育初期，需隨時進行引蔓及整蔓的工作，使莖蔓盡量能夠平均分布

於棚架上，促使光照及通風良好，以減少病蟲害的發生。整蔓時亦須注意，近

根、莖部位不宜留側芽，以促進生育及通風良好。留蔓方式若採 3 蔓或 5 蔓整

枝栽培法，則在進行整蔓時需特別注意所留的側蔓(子蔓)應以生殖蔓(農民俗稱

結果藤或母藤)為主，而不要選留到營養蔓(農民俗稱流氓藤或雄藤)，並儘早淘

汰生長勢太強或太弱的側蔓，而選留生長勢中等且在第一或第二節位即出現雌

花的側蔓，以促進植株形成較多雌花，將來結果數較多，而達到豐產目的；否

則若留錯側蔓，選留營養蔓，則會造成苦瓜植株生長茂盛，但開花及著果數皆

少，產量低的情形(10)。 

苦瓜在母(主)蔓及子(側)蔓皆可結果，一般來說母蔓發生雌花數較少，而

孫蔓所結果實較小且品質較差，主要以子蔓結果為主，但子蔓要多，必須先使

母蔓繼續生長以增加節數，因此母蔓不可摘心(5,8)。苦瓜的雌花大多著生在其

子蔓及母蔓的後端節位上，因此苦瓜蔓在正常生長情形下是不摘心的，但在植

株藤蔓生長勢極弱的情況下，則可進行摘心，以促進植株著果(5)。 

四、環境因子及結果節位對苦瓜生產之影響 
(一) 日照： 

苦瓜的花為黃色， 雌雄異花同株，花柄上著生盾形苞葉，晨間開花。 

當苦瓜接受 8 小時光照處理，雄花數明顯減少而雌花數出現增加，且第

一朵雌花在很低的節位即會出現；12 小時光照則有助於苦瓜雌花之形成，16
小時日照則促進雄花的發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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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溫度： 
由於苦瓜的雄花與雌花為同質(homogeny)，第一朵雌花形成時間與

出現節位的高低和當時氣候環境有密切關係，當溫度較低時，有利於苦瓜花性

的改變，大多形成雌花為主。一般而言，早生苦瓜品種比較耐低溫，可較中晚

生品種提早種植。 

      (三) 結果節位： 
主蔓第一朵雌花出現的時間快慢對苦瓜採收期的早或晚影響甚

大，雌花在主蔓上出現時間愈早且位於較低的節位上，則苦瓜產期較早，同時

其初期的產量亦較高(18)。 

五、肥培管理 
苦瓜為生長期較長的瓜果類蔬菜，對肥份的需求較一般蔬菜為多，且具耐

肥不耐瘠之特性，因此在整地作畦時，宜多施有機肥、米糠及豆餅等作為基肥，

並於生育期間按期施用適量化學肥料，以充分供給苦瓜生長所需之養分，藉以

維持苦瓜豐產及品質。 

苦瓜著果後至果實開始可採收起，宜採用一次灌水、一次施追肥的肥培管

理方式，以充分供給苦瓜果實發育所需養分，而其追肥種類可採複合化學肥

料、複合有機肥料、高氨基酸肥料(魚精、牛奶發酵液)輪流施用，或配合灌水

及滴灌時加入混合追施。苦瓜在每次施用追肥後，宜行一次灌水，以利肥份的

溶解，促進苦瓜的吸收；如於雨後施肥，土壤仍保持相當濕度時，則可免予灌

溉。 

另於播種育苗時接種菌根菌於苦瓜苗株根部，可有效促進苦瓜植株的生長

勢及增進苦瓜果實的發育，特別是在果重、果長及果寬方面皆較未接種菌根菌

的對照組顯著增加(表四)。 
 
表四、接種菌根菌對苦瓜植株生長勢及果實生育之影響 1) 
Table 4. Effect of VA mycorrhiza inoculation on vigor and fruit development of 

bitter gourd plants 
處理別 生長勢 果重(克) 果長(公分) 果寬(公分) 果肉厚(公分) 果皮顏色

接種 強 571.5a 25.9a 8.1a 1.3a 白 
未接種 中強 475.4b 23.5b 7.7b 1.3a 白 
註 1.供試苦瓜品系為鳳試-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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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分管理 
苦瓜生育期間需要相當多的水分，因此須適時供給充足水分，苦瓜田一

旦呈現乾旱時，則須進行灌水，而灌水以畦溝灌溉為適宜，尤其匐地栽培畦面

應保持乾燥。降雨時應注意排水，不使畦溝內有積水。若為河床地栽培模式，

則以噴灌方式為主。 

苦瓜根系發達，鬚根多，根群分布寬達 130 公分，深亦可達 30 公分以

上，由於根系纖細，所以不耐濕，且忌淹水。依據鍾及郭二氏(12 )於 1991 年在

中部地區蔬菜生產專業區，進行颱風豪雨對苦瓜生育及受害情形調查，得知苦

瓜田間部分淹水或根部淹水 2-3 天以上時，產量損失即達 70﹪以上(表五)，此

結果印證苦瓜確實不耐濕及不耐浸水的生長習性，尤其是在雨季積水的情況

下，易造成苦瓜果實腐爛，葉片黃化、植株枯萎死亡。 
 
表五、苦瓜田間浸水受害情形調查 
Table5. Effect of flooding on damage of bitter gourd in the field  
浸水時間 浸水情形 浸水時期 葉片枯黃率(﹪) 產量損失率(﹪) 
2 天 根部淹水 收穫期 90 86 
2 天 半淹 收穫期 80 71 

(楊紹榮等氏，1991) 
 

降雨時應特別注意苦瓜園的排水問題，不能使畦溝內有積水。為排除此

一積水問題，可於苦瓜園加裝抽水馬達及水位感應器(sensor)，一遇降雨積水，

藉由感應器偵測隨即自動啟動抽水馬達以排除積水，可立即有效可排除積水，

且此一設備相當簡單、經濟。 

七、授粉技術 
(一) 開花習性 

單及胡二氏( 11 )研究濱城苦瓜、長白苦瓜及大頂苦瓜等三種苦瓜的

開花習性時指出，苦瓜雌、雄花開放時間會因品種不同而有差異，雌花開放高

峰為凌晨 3-4 點，上午 8 點以後不再開放；雄花開放高峰為凌晨 3-5 點，上午

10 點以後不再開放；另據調查苦瓜植株上已開放的雄花花粉發芽率，自清晨 5
點至下午 5 點均維持在 80﹪以上，其中以上午 9 點時最高，可達 93.6﹪。因

此，在天氣晴朗時，只要雌花柱頭維持乾燥未潮濕，苦瓜可全天進行授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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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授粉 
由於苦瓜為異交作物，網室栽培時需經授粉作用方能受精、結果，

雖可以藉助人工授粉方式完成，但絕大部分需藉由媒介昆蟲(蜜蜂)完成授粉。

人工授粉方法相當簡易，只要在苦瓜開花結果期間，每天上午 7-9 時，摘取當

日清晨開放的雄花，去掉花冠，將雄蕊散出的花粉輕輕並均勻地塗抹在雌蕊柱

頭上，即完成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苦瓜平均較自然授粉(蜜蜂)的果實大且較

重，果型亦較平整漂亮(表六)。 
 
表六、授粉方式對苦瓜果實生育之影響 1) 
Table 6. Pollination method affecting fruit growth of bitter gourd 
授粉方式 果重(克) 果長(公分) 果寬(公分) 果肉厚(公分) 
人工授粉 738.2a 26.8 a 9.4 a 1.7 a 
天然授粉 643.1 b 24.5 b 9.3 a 1.6 a 
1) 供試苦瓜品種為月華 
 

(三) 低溫期授粉 
低溫時期，由於蜜蜂活動力減少，因而授粉率降低，結果數減少，

畸形果發生較多或不結果，因而影響苦瓜果實的品質及產量甚鉅。低溫期需輔

以人工授粉，其雄花常有只見其開花卻不見花粉的情形，此現象特別是在強烈

寒流來襲的時候發生最多，解決的方法就是將明天會開的雄花，在今天傍晚的

時候將花苞採下，放在塑膠容器，並稍微噴濕後，蓋上盒蓋遮光保濕，置於在

溫度為 25-30℃紙箱或木箱容器，內裝燈泡加熱保溫，待隔天花苞開放時取出

花粉授粉，或是採集耐寒性較強苦瓜品種的花粉行人工授粉，皆可解決雄花無

花粉現象。 

八、套袋 
苦瓜套袋的主要目的有：一、為避免瓜實蠅為害(3)；二、使苦瓜的果皮

顏色可由綠色轉為白色(8)，生產「白玉苦瓜」；三、減少農藥的污染及殘留(2 )。 

依據方及章二氏(2 )調查指出，台灣苦瓜的主要害蟲為瓜實蠅，苦瓜果實

被害率隨瓜實蠅之族群密度增高而加大，對果長 6-18 公分的果實皆可危害，

並無偏好性差異；苦瓜果實不同時期套袋與瓜實蠅之危害間有密切關係，以謝

花後幼果長至 2~3 公分時套袋的被害率最低，套袋越晚被害率越高。為有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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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瓜實蠅為害及苦瓜充分轉為潔白顏色，需於苦瓜開花結小果期大約 2~3 公
分長時，即開始進行套袋，且愈早套袋效果愈佳，若套袋時間過遲，則苦瓜不

但容易遭受瓜實蠅為害，苦瓜果實無法完全轉變為白色外，其商品價值亦大幅

降低。 

九、產期 
依據種植至採收所需的天數，大致可將苦瓜分為早生、中生及晚生等三

大類。生育日數在 55 天以內者為早生品種；55-65 天者為中生品種；65 天以

上者為晚生品種。另外，早生品種果實發育較中晚生品種為快，在花謝後 14
天即可採收，而中晚生品種，則需 18 天始可採收(18)。 

採收、包裝及處理 

苦瓜以食用嫩果為主，由於其種子發育過程非常迅速，因此果實成熟的

速度也隨著加快，需即時並適時採收，以免果實過熟，果皮變黃，肉質變為粗

鬆，而失去商品價值，對苦瓜品質和產量影響皆相當大。 

苦瓜採收適期依其栽培品種及種植季節的不同而定，一般而言夏季高溫

期約在開花後 12-15 天左右，冬季低溫期則需 18-25 天，也就是苦瓜果皮表面

的條狀或瘤狀突起(米粒)變為比較飽滿並轉為有光澤，肉質清脆、果頂顏色及

苦味開始變淡的時候即可採收。 

採收後的苦瓜應避免曝曬於太陽下，採收後若置於太陽下 2 小時，經過

一天後，即可明顯看出苦瓜果實重量減輕及黃化程度顯著增加的情形，因此採

收後苦瓜宜置於陰涼處。 

採收後之苦瓜仍會行呼吸作用，使果實之壽命縮短，品質變差，可於每

個紙箱內放入保鮮劑如乙烯吸收劑吸收乙烯氣體，延緩果實的黃化情形，提高

商品價值(9,19)。由於苦瓜不耐壓，採收後宜用厚紙或舒果套單果包裝，每箱以

3-4 層為宜。 

病蟲害防治 

苦瓜主要的病害為萎凋病、露菌病、白粉病、炭疽病、根瘤線蟲、疫病、

苗立枯病、病毒病、葉枯病及果腐病等，蟲害方則有南黃薊馬、二點葉螨、瓜

螟、瓜實蠅、黃守瓜、棉蚜、番茄斑潛蠅、斜紋夜蛾、台灣黃毒蛾及扁腳緣椿

象等。防治方法可參照「植物保護手冊」或「蔬菜病蟲害綜合防治專輯」所推

薦病蟲害防治方法及藥劑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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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苦瓜雖屬熱帶作物，但不耐 30℃以上的高溫，尤其在台灣夏季高溫季節

栽培時常發生植株生長衰弱、著果率差、幼果易黃化、生育停滯、畸型果多、

果實小及品質低劣的情形；而在台灣冬季低溫期栽培，則又常遇寒流來襲，溫

度遽降至 15℃以下，以致植株生長緩慢，甚或降至 10℃以下，造成生長不良

甚至植株死亡的現象。因此，苦瓜栽培適溫以 20-30℃為佳，其中又以 25-30℃
為最佳生長溫度，若能配合良好的日照條件，則苦瓜不但結果早，且果實發育

迅速，產量亦較高。基於上述原因，栽培苦瓜時需確實掌握當地氣候條件，因

地制宜，並輔助設施，以達降溫、防寒之效，方可在最適生育溫度下生產健康

優質苦瓜。 

由於在台灣種植生產、苦瓜不難，以致一般栽培者往往疏忽整蔓工作，

特別是苦瓜側蔓(子蔓)的選留位置太接近根莖部、誤選營養蔓(流氓藤)作為結

果蔓，以致苦瓜植株生長相當茂盛，但雌花形成少，結果數少，產量低的現象，

生產栽培者宜特別注重苦瓜整蔓的工作，才能事半功倍，生產高品質及高產量

的苦瓜。 

苦瓜健康管理(health management)的概念及利用是目前苦瓜經營生產的

重要策略，如何有效整合現有苦瓜栽培技術(種植地點、栽培季節、品種選擇、

育苗方法、砧木選擇、嫁接方法、土壤管理、水分管理、肥培管理、病害管理、

蟲害管理、授粉方法、整蔓方法、雜草管理、施藥技術及採後處理)，營造最

適合苦瓜生長的環境，同時能配合適宜及永續性的苦瓜生產管理方式，以有效

促進植株的健康，進而生產健康、優質的苦瓜產品，並藉由健康、優質的苦瓜

產品維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健康，同時也因合理使用資材而促使環境趨於健康

化，更進一步營造一個生態平衡且多樣化的健康環境，朝向未來台灣農業發展

的生產、生活、生態之「三生」理想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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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ter Gourd Health Management 
 

Kan-Shu Chen, Jaw-Neng Lin, Shough-Peng Lee and Tsung-Dao Liou 
Fengshan Tropical Horticultural Experiment Branch,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bstract 
Bitter gourd can be grown as edible, ornamental and medicinal uses. It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e fruit, young shoot, flower, leaf 
and pulpy aril are used for flavorings, greens and as a sweet, respectively. Bitter 
gour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curbits and very welcomed by consumers 
during summer season in Taiwan. It can be cultivated year round and the main 
production season is from May to October. Bitter gourd is prone to grow in normal 
condition. However, an adequate climate is favored for plant growth, fruit setting, 
and high quality fruit production. Carefully choosing of suitable varieties, planting 
season and production areas as well as a skilful culture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are the key point for production a sanitary and high quality fruits for consumers. 
 
Key words: bitter gourd, variety, seed treatment, culture practice,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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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健康管理 

 
沈百奎、鄧汀欽、余志儒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摘要 

西瓜喜溫耐熱，適合生食或供烹調，味美外尚可解熱利尿。台灣每年栽

培面積近 2 萬公頃，產值約 47 億元，為重要的作物之一。栽培品種多樣化，

大多為產量高、品質優、耐貯性及抗病性均佳的雜交一代品種，大略可區分為

紅肉大瓜、紅肉小瓜、黃肉小瓜、橙肉西瓜、無子西瓜等。西瓜雖全年均可栽

培，但應注意冬季寒流、春作寒流、濕冷、梅兩、颱風及雨季等氣候問題。健

康管理從育苗開始，種子消毒及浸種後，即可催芽，催芽溫度以 20~30oC 變溫

處理為宜。西瓜種子具嫌光性，發芽期間應避免照光，催芽後以穴盤育苗，幼

苗較健壯。栽培園地應注意連作引起的病害，每公頃肥料推薦量為氮素 180-240
公斤，磷酐 120-240 公斤，氧化鉀 200-240 公斤，可依據土壤肥沃度及植株發

育程度彈性施用。西瓜需水量大，尤其是結果初期如灌水不足，果實不易長大。

西瓜的主要蟲害有棉蚜、黃守瓜、瓜實蠅、瓜潛蠅、南方薊馬等，病害則有病

毒病、蔓割病、炭疽病、蔓枯病、疫病等，本文亦介紹防除法。 
 

關鍵字：西瓜、品種、健康管理 

一、概況 

西瓜俗稱水瓜、寒瓜、夏瓜、青登瓜等，屬於葫蘆科(Cucurbitaceae)，西

瓜屬、西瓜種，在西瓜屬中有五種，其中四種為 2n：22，一種為 2n：24，只

有 Citrullus lanatus (Thunb.) Matsum. Et Nakai (2n：22)作為栽培用。西瓜英名

為 Watermelon，起源於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是喜溫耐熱作物，我國除西

藏高原外均有栽培，為最普遍的果蔬之一。果皮內白色，中果皮部分，可向嫩

黃瓜一樣切成絲或片，烹調菜餚使用，也可用鹽醃漬成涼菜，”炒青絲”、”西
瓜雞”為江浙名菜；加工上，可作西瓜罐頭、西瓜汁、西瓜酒、西瓜乾、西瓜

果醬等，其他在藥用上適量食用可止渴解暑熱，利小火，止血痢、解酒毒，對

腎炎、高血壓、水腫、糖尿病等都有一定程度輔助療效。 

台灣地區西瓜近十年來，每年栽培面積維持在 1.8-2 萬公頃左右，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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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農業年報統計」民國 88 年栽培面積為 19,724 公頃，產量 382 千公噸，產值

47.02 億元，為瓜類蔬菜中最大宗者，主要產區集中在雲林、台南、彰化、嘉

義、苗栗等縣，計佔 13,650 公頃，總面積的 70.0％，與民國 85 年之台南、雲

林、嘉義、彰化、桃園等縣，略有改變，且集中於春季一期作，佔 80.50％，

全台灣平均每公頃單位面積產量為 19,685 公斤。   

二、品種 

台灣西瓜品種演進約有四個時期：(一) 固定栽培品種期。(二) 引進品種

期。(三) 研究改良多品種期。及(四) 育成多樣化品種期。 
(一) 固定栽培品種期：早期大陸引進之固定栽培品種，如：黑皮、汕頭

種、大和黃、海湖種、嘉寶瓜及旭大和等，引進種由於多屬固定品種，經自行

留種後品種退化，果品低劣。 

(二) 引進品種期：五十年代由美、日等國引進之蜜寶、小玉等新品種，

並開始研究採種技術，使栽培產量增加，品質提升。 

(三) 研究改良多品種期：六十年代台灣自行進行品種改良技術，先後

推出優良 F1 品種，如：新蜜寶、富光、紅娘、紅雪、富寶等大型紅肉西瓜及

小鳳、特小鳳、金蘭等小型黃肉西瓜。亦由農試所鳳山分所育成鳳山一號、種

苗場育成種苗二號等無仔西瓜。 

(四)育成多樣化品種期：八十年代配合不同市場需求，育成多樣化品種，

產量高品質優、耐貯性、抗病性均佳的雜交一代西瓜品種，如： 
紅肉大瓜：華峰、華寶、富寶二號、天寶、泰山、610 等。 
紅肉小瓜：秀玲、紅鈴、朱蘭、寶冠、黑美人等。 
黃肉小瓜：小蘭、嘉華、寶鳳等。 
橙肉西瓜：橙蘭、鳳蘭、惠蘭等。 
無子西瓜：農友新一號、國龍、元帥、興輝等。又有愛玲、小秀、小華、

小冠、小如等新育成品種。 

公家機關近年來育成之西瓜新品種有：澎湖三號、澎湖五號、台農六號、

台農七號等。 

三、栽培管理技術 

(一) 栽植時期： 
西瓜在台灣一年四季皆可以播種栽培，但需考慮下列情況作適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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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連作問題：西瓜前期作栽培地不適作黃麻、豆類、甘藷、苦瓜、

冬瓜、茄科等作物，主要是容易因根瘤線蟲密度高而為害西瓜，病毒病、蔓枯

病亦易其他由瓜類蔓延而來，紅蜘蛛、蚜蟲亦容易由前期作繁衍而為害西瓜，

如有清潔、適當的土地選擇是成功的一半。 

2、春作寒流、濕冷氣候問題：初春寒流來襲，育苗不易成功，甚至已定

植田間，易因遭濕冷空氣吹擊，生長期長且管理費工，應儘量避免於此時種植。 

3、梅兩及夏季颱風雨季問題：為免遭受不必要之損失，梅雨期可提前於

室內育苗，俟梅雨過後立即定植田間，儘量種植早熟品種，並避免七、八月颱

風之侵擊。 

4、冬季寒流問題：秋作應提前定植，避免寒流來擊，影響西瓜品質及產

生運銷等問題。 

基於上述條件，台灣西瓜播種適期： 
(1) 春作：南部以 12 月至 3 月，中部 2 月至 4 月，北 3 月至 4 月播種。 
(2) 夏作：南部 4 月至 7 月，中部 5 至 7 月播種。 
(3) 秋作：南部 8 月至 10 月,中部 8 月至 9 月播種。 

(二) 播種育苗： 
西瓜可直播栽培，亦可以育苗袋、育苗缽等播種後移植栽培，近幾年來

育苗技術發達，幾乎已全部改用穴盤來育苗。 

穴盤育苗多以現成之培養土如 Biomix、滿地王等填充於穴盤後再將經催

芽後之種子播種其間。穴盤苗生長旺盛，加上適當管理，較易獲得健康幼苗，

可縮短定植到收穫所需時間。西瓜種子，普通用 80%得恩地(Thiram)可濕性粉

劑拌種消毒，或用 50%免賴得(Benlate)可濕性粉劑 1500 倍浸種 1-2 小時消毒。

浸種完成後一般採用催芽播種，催芽溫度最好用 20~30oC 變溫處理，但如用

30oC 定溫亦可。三倍體種子，種皮堅硬，幼芽不易脫殼而出，大多使用指甲

刀，輕輕把種子臍丘部剖開，以促進種子發芽。西瓜因屬嫌光性種子，發芽期

間避免照光，待幼芽出脫種殼時，播種於穴盤。幼苗應垂直放下，每穴放入一

粒催芽種子，然後覆土約 1 公分左右泥炭土，待瓜苗有 3-4 片本葉時，即可定

植，育苗期間，在高溫期約 14-16 天，低溫期約 20-24 天。低溫期應注意保溫，

使用塑膠布覆蓋時，應注意隧道棚之通風，避免苗期徒長及猝倒病(damping off)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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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粉品種： 
三倍體無仔西瓜(3n=33)，因花粉粒萎縮，無授粉機能，在雌花開放時，需

以普通(2n=22)正常二倍體西瓜之花粉，刺激子房發育肥大才能結果，這種 2n
品種稱為花粉品種，為栽培無仔西瓜時無可或缺的，所栽培之株數，約為無仔

2 西瓜的 1/10 或 1/20，可以分區種植。目前最普通使用的花粉品種為「華寶

二號」，無仔西瓜經華寶二號授粉後白色之秕少，品質較優。 

(四) 整地作畦： 
由於西瓜根系發達，長可達地表 3 米，深可達 1.5 米，故深耕可促使土壤

疏鬆,以利西瓜根群之發育，新墾田可用圓盤犁，進行深耕 30-40 公分，再行

碎土，在沒有灌溉系統的旱作，深耕更為重要，除使土壤疏鬆外，可貯藏更多

之水分，使地表養分進入更深土層，利於根部之吸收，作畦前施入基肥，充份

混合，特別在土壤較淺、較貧瘠的土地，尤應重視基肥之使用。整地妥當，在

砂地作平畦，其他土壤作高畦以利排水，依田區方向及品種選定栽植方式及距

離，小作畦抽蔓時，培土成大作畦。 

(五) 栽植方式及距離： 
1、單向條行植式：行距 3-4 公尺，株距 1.0－1.2 公尺，行向東西走為原

則，株蔓向南邊伸長。 

2、雙併條行植式：畦幅約 6.5 公尺，由畦溝向二邊各栽西瓜一行，蔓向

畦溝反方向伸長，株距 1.0－1.2 公尺。 

3、中央畦式：畦幅 2-2.1 公尺，株距 2-2.1 公尺，西瓜栽植於畦中央，

植株向四方伸長。 

(六) 覆蓋銀黑色塑膠布： 
A、舖設銀黑色塑膠布之好處： 

銀黑色塑膠布可增加土壤溫度，增進果皮色澤並防夜間溫度急降，

並可防止豪雨的沖刷、降低株間之濕度，因有反射作用，具驅除蚜蟲、薊馬效

果，減少病蟲害發生；可保持土壤之疏鬆，維持土壤良好之物理性，促進根群

發展；減少水分蒸散，使土壤水分保持適中，減少灌水次數並防止雜草發生等。 

B、舖設及栽培： 
1、規格：依據畦面之大小，選擇不同寬度之銀黑色塑膠布，可由 0.9

公尺至 1.8 公尺不等，越寬則反光愈強，防止蚜蟲、薊馬的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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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舖設：畦作好畦面平整時，使畦中央凸起以利排水，將塑膠布二

邊壓入土壤中固定同時拉平，以免強風吹開。現階段大多使用機械作畦、施肥

及舖蓋黑色塑膠布一貫作業。 
3、打洞：依種植株距以打洞機打洞或購置已打洞之塑膠布，直徑約

10 公分，深約 10 公分，然後定植，隨即灌水以利成活。 

(七) 施肥： 
1、三要素推薦量：肥料用量依土壤肥瘠而不同，砂地、新墾地較瘠肥料

用量較多，尤其宜多施有機肥，砂地保肥力弱又易流失，宜少量多施。依據農

林廳 85 年作物施肥手冊，西瓜每公頃推薦量：氮素 180-240 公斤，磷酐：120-240
公斤，氧化鉀 200-240 公斤，可依據田間土壤肥沃度及植株發育程度，在上述

範圍內彈性施用。 

2、施肥分配率：  
肥料別 基肥 第一次追肥第二次追肥 第三次追肥第四次追肥 第五次追肥

氮肥 10 10 20 20 20 20 
磷肥 60 10 20 10 ---- --- 
鉀肥 40 10 10 20 20 --- 

 

3、施肥時期與方法： 
a、基肥：在整地前與有機肥 120-200(公斤/分)全部施入，並充分混合。 

b、在定植前：配置 20-20-20 Peater’s 01.﹪肥料，灌入穴中，再定植

西瓜。 

c、第一次追肥：本葉 5-6 片開始抽蔓時，施於植株與溝間，隨即培

土。 

d、第二次追肥：蔓長的 50 公分，第 10-12 本葉時，灌水後殘水五分

滿時，施於畦溝間。 

e、第三次追肥：雌花出現始期，灌水後殘水五分滿時，施於畦溝中。 

f、第四次追肥：幼果期，幼果 10-15 公分時，於淹水後施畦溝間中。 

g、第五次追肥：中果期，果實如碗大時，施於畦溝中。 

以上多次施肥法適用於砂質土，一般砂壤土或較有黏質土壤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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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次數，可施用台肥 39 號粒狀肥 (N.P.K=12%、18%、12%)，以 30%為基

肥，其餘改用台肥 43 號肥(N.P.KMg=15%、15%、15%、4%)，分成 4-5 次施

於畦溝中以節省人力。必要時，視植株生長情形酌予以 0.1%尿素或 20-20-20 
Peater’s 肥料進行葉面噴佈，可加速莖葉之生長，開花期及結果期可加入過磷

酸鈣：尿素＝3：1 量稀釋成 500 倍之液肥，由根部灌注，以促進著果及增進

果實之品質。 

(八) 灌水： 
西瓜葉片面積大，蒸散量多，尤其砂地灌水工作更為重要，灌水量是否

適當直接影響西瓜之生育、結果及品質。灌水量隨土壤性質、氣候、植株大小

及發育情形而定，從幼苗期、經生育期植株之需水量漸增至開花著果期而漸

減，至幼果發育肥大期時，需要大量水分，灌水量達最高峰，以利果實肥大發

育。結果初期如灌水不足，果實不易長大，以後如遇降雨或灌水過多，極易造

成裂果。西瓜採收前二週，灌水量漸減，以促進成熟和提高甜度。灌水宜在上

午為宜，灌水後土溫受日照影響全溫逐漸升高，促使根部迅速生長。砂地如在

高溫晴天，每日應灌足量的水，陰天則隔天一次，砂壤土晴天則 2-3 天灌溉一

次，雨天則須注意排水，田間不可積水。 

(九) 整蔓、除草 
1、瓜蔓抽出後即開始引蔓使與畦溝成垂直伸長，勿使莖蔓相互纏繞打

結，造成開花不良、不易結果。 

2、可用稻草或小竹桿固定蔓去向，以利西瓜攀爬，,可避免莖葉被風吹

動、翻轉。 

3、整蔓： 
a、雙蔓整枝：定植後，蔓長 30-50 公分時，除留主蔓外在主蔓基部

留一條健壯的側枝，其餘子蔓或孫蔓及時摘除，始終保留一條主蔓。此種適合

早熟和中熟品種，優點在座果機會多，葉面積大，可提高單果重。 
b、三蔓整枝：除留主蔓外，在主蔓基部選留二條子蔓，摘除其餘的

子蔓和孫蔓。此種整枝優點是單株葉面積大，養分分布均勻，不易徒長，座果

機會多，單果重大，適合大果型晚熟品種。 
c、四蔓整枝：當蔓長至 5-6 片本葉時摘心，促使子蔓及早生長，整

枝時去除第 1 及第 6 節位過旺側枝，保留 2、3、4、5 節之側蔓，優點為生長

勢相似、可同時開花、結果整齊、植株不易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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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草：在生育前期，可用殺草劑施噴乙次，儘除雜草或培土時順便將

畦溝雜草除盡，使通風良好，減少病菌蟲害孳生。 

(十) 授粉和留果 
西瓜為典型的半日花，在高溫期及蜜蜂活動頻繁地區，由晴天清晨至 9

時為最佳授粉時間，下雨天授粉不佳多會流花，在蜂群少的地區需用人工以毛

筆輔助授粉，以增加著果率。在低溫期及陰天，花謝時間較遲，可加長授粉時

間。 

西瓜第一朵雌花開花位置約在 8-12 節，因植株發育尚未完全，多不能結

果，即使結果，果實也不易充份肥大，經常果形不佳或者皮厚、子多，缺乏商

品價值，應及早摘除。待果蔓長到 16-20 節以後會開放第二朵雌花，此時側蔓

雌花亦可能隨之而來，此時植株發育完全，雌花花朵亦較為碩大，就可開始留

果。大果品種可留 2-4 果，小果品種可留 4-6 果，留果位置最好一致，以利採

收。 

(十一) 摘果、除蔓 
凡授粉後之畸形果、裂果、病蟲害果實、結果部位不佳、節位相近、重

複結果及結果過多等均應及時拔除，以免消耗植株養分。植株在發育過程，若

瓜蔓過於繁盛，有徒長現象時，保留 2-3 葉片，摘去側蔓。結果節位側蔓亦應

拔除，促使果實肥大。生長過盛枝條，可於結果莖部以上 1 公尺處捻心，減緩

其繼續生長。大果品種最終保留生長良好果實 1-2 果，小果品種經疏果後保留

2-4 果，適當之留果才能確保果實品質。著果後，即可舖上保麗龍果墊，一來

有利排水，阻隔土壤之病菌及害蟲為害，又可使果實清潔美觀，減少果實之腐

爛。 

四、採收和貯運 

西瓜自播種至採收所需時日，依播種季節、栽培地區、品種、栽培法、

土壤質地、施肥量等而有差異，西瓜成熟與否，可藉下列情形判斷： 

1、計算開花後之日數，依果實大小、品種推算而得。 

2、結果節位之捲鬚、先端色澤開始變成黃褐色。 

3、果實充份發育，外觀呈現品種特有光澤與色彩，果粉臘質脫落。 

4、果柄與果蒂處呈現放射狀維管束凸起，果梗與果實容易分離，切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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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褐色粘狀物流出。 

5、用手指壓臍部，成熟果有彈性。 

6、用手輕拍未熟果音調尖高，成熟時聲音沈濁，過熟時聲音破啞。 

7、用手輕拍成熟果頗有彈性，振動感由一端透過至另一端，未熟果堅硬

無彈性。 

西瓜因屬非更年性果實，不需後熟就可食用，若經貯藏，糖分隨之降低，

如為供應市場需要，則在九分熟時採收，如為外運則可在八分運熟時採摘，若

十分熟採收則肉質易變為軟綿、水浸狀，風味大減。採收期應在晴天採收較耐

貯放，雨天搶收之西瓜甚易腐敗，品質欠佳，採收時用刀割或用剪刀將果梗一

齊割下，小果因果皮薄不耐貯運，避免層積，大果一般較耐貯運，貯藏不超過

30 天，因貯藏日數增加，品質隨之下降。 

五、病蟲害防治 

西瓜的蟲害主要有棉蚜、黃守瓜、瓜實蠅、瓜潛蠅、南方薊馬等，病害則

有病毒病、蔓割病、炭疽病、蔓枯病、疫病等，其防除法可參考其他瓜類的病

蟲害防治或下列方法： 
(一) 蟲害部份 

1、棉蚜(Aphis gossypii Glover) 
俗稱：龜神 
為害部位：為害西瓜之嫩芽、幼葉、成葉、花蕾及果實。 
危害狀：棉蚜成、若蟲多群集於西瓜葉背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汁液，

使被害葉片漸枯黃、捲縮、甚至花蕾或果實上皆會受害，被害嚴重者新梢停止

發育，植株萎凋造成生長不良，蟲口密度高時排出的蜜露可誘發煤病，致葉片

佈滿黑煤狀菌絲，影響植物發育生長。棉蚜亦是傳佈多種植物病毒之媒介昆蟲。 
防治法： 
(1) 保護蚜蠅、蚜獅、瓢蟲及盲樁象等捕食性昆蟲。 
(2)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2、黃守瓜 (Aulacophora femoralis Mostchulsky) 
俗稱：紅龜仔 
為害部位：為害西瓜之葉片、根部及果實。 
危害狀：瓜苗出土後，成蟲飛來食害葉片，被害葉片呈弧狀食痕，



 63

阻礙幼苗發育，嚴重時可致植株枯死。成蟲產卵於根部附近地上，幼蟲孵化後

即潛入土中蛀食根部，地面相接之瓜果，亦屢被蠹入。老熟幼蟲，作土窩於土

內化蛹，以成蟲越冬。 
防治法：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3、瓜實蠅(Dacus cucurbitae Coquillett) 
俗稱：瓜仔蜂 
為害部位：為害西瓜之果實、莖及蔓。 
危害狀：成蟲以產卵器刺入果實並產卵於果實內部組織中，以幼果

受害最烈。卵孵化後幼蟲即在果實內蛀食果肉，造成被害果畸形腐爛，幼果被

害則失去生育而不能成長，果皮變硬前雌蠅之產卵器插入果實內除產卵外，尚

造成果皮的傷害，成蟲產卵於果蒂近處或裂果之果肉內，孵化之幼蟲取食果肉

而致其腐敗。幼蟲老熟後爬出被害果，潛入土中化蛹，幼蟲有跳躍之習性，成

蟲於田間常棲息於高莖或較密之植株間，清晨及傍晚較活躍。 
防治法： 
(1) 施行果園共同防治，收穫後儘速處理殘株及果實，並整地，以防

成蟲產卵或老熟幼蟲於土中化蛹。 
(2)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4、番茄斑潛蠅 (Liriomyza bryoniae Kaltenbach) 
俗稱：畫圖蟲 
為害部位：為害西瓜之心葉及成葉。 
危害狀：栽培初期為害較嚴重，子葉剛長出時成蟲即以產卵管刺破

組織，吸吮汁液或在葉肉中產卵，幼蟲孵化後潛入葉肉與表皮之間鑽食，僅剩

上、下表皮，外觀成白色曲折之隧道食痕，嚴重時被害葉片乾枯，生長受阻。

生育後期，老葉發生較嚴重，被害葉片可見彎曲灰白色之食痕，嚴重時全園葉

片呈一片枯黃焦乾現象。老熟幼蟲在土中化蛹，年發生20-22世代，3-6月及10-12
月為發生盛期，11月與4月無雨之乾旱季節為高峰期。 

防治法： 
(1)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5、南黃薊馬(Thrips palmi Karny) 
俗稱：紅雞苔 
為害部位：為害西瓜之心梢、幼葉、成葉、幼果及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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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狀：成蟲及若蟲主要棲息於芽、葉、花、幼果等部位，以銼吸

式口器銼食植株汁液，被害部呈細密白點，受害葉片黃化、乾枯，致使葉片發

育緩慢或畸形。植株下層老葉聚集的薊馬尤多。田間受害葉可由主脈兩邊白色

斑紋判別，對於幼果的為害則群聚於果實與萼片附近吸食，造成白色或褐色條

斑，或果實表面有粗斑，影響品質，嚴重時可致果實扭曲畸形，或幼果黃化脫

落，植株頂端生長停止並呈萎縮褐化。多發生於高溫乾燥期，雨季則密度減少。 
防治法： 
(1) 施放捕食性天敵(小黑花樁、腿盲樁)。  
(2) 利用南黃薊馬對藍色的偏好設置藍色誘蟲粘板。每次摘除老葉後

應予清除，以免薊馬再侵害植株。  
(3) 鋪設反光塑膠布。 
(4)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6、二點葉蹣 (Tetranychus urticae Koch) 
俗稱：白蜘蛛、青蜘蛛 
為害部位：為害西瓜之老葉。 
危害狀：幼若蟲、成蟲均群集於西瓜老葉之葉背，以刺吸式口器吸

食葉液，受害葉片初期呈白色小斑點，葉面皺縮不平。嚴重時葉片褐化枯萎，

植株無法生長或枯乾。多發生於乾燥期，在西瓜生育後期發生密度較高危害較

嚴重，冬季成蟎常成群聚集樹皮縫隙間越冬或遷移至雜草上繼續為害。本蟲性

喜棲息於葉背取食產卵，以口針刺裂表皮細胞，再以口吻將滲出之營養液吸

入，棲群密度高時會形成細小絲狀物，由於體型小，可經由風力吹散或昆蟲攜

帶遷移，所以全台灣有適當寄主處均可能發生。 
防治法： 
(1)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2) 應於冬季剪枝及除草時去除不必要的枝條及雜草，所剪除的枝條

及雜草應迅速清離園區，不可堆放於園內。 

(二) 病害部份 
1、西瓜蔓割病 (Fusarium wilt) 

病原：Fusarium oxysporum f. sp. niveum (E.F.Smith) Snyder and Hansew 
罹病部位：莖部、根部 
病徵：幼苗被害時地際部軟化如水燙而枯死。本田發病多發生在著果

不久的成株，通常先由一蔓開始，繼之全株萎凋，最後死亡。被害莖部有縱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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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將蔓(莖)剖開，導管呈褐色，根部維管束亦褐變腐爛，俗稱"敗根"。病

害發生溫度為 19-28℃，春作發生率高，酸性土較適於蔓割病之發生，種子可

攜帶病原菌。罹病組織中的菌絲及大孢子可形成大量厚膜孢子，在土中厚膜孢

子侵入西瓜根內繁殖，蔓延至維管束，產生大量小孢子並分泌毒質，為害植株。 
防治法： 
(1) 栽培抗病品種 
(2) 抗病根砧之利用，目前有扁蒲、金瓜、及勇士等可加利用。 
(3) 種子消毒與育苗土燻蒸，平時注意田間衛生與排水。 
(4) 與水稻輪作，可降低病原菌密度。 
(5) 播種前以74%貝芬錳(Carbendazim +Maneb)可濕性粉劑400倍處理

土壤，每公頃每次用藥量5公斤，種植後於開花前、開花期及果實生長期在根

旁四周灌注1公升稀釋液。但苗期不宜使用以免藥害，且採收前6天停止施藥。 

2、西瓜炭疽病 (Anthracnose) 
病原：Colletotrichum lagenarium Ellis et Halsted 
罹病部位：葉片、蔓、果實 
病徵：被害葉及果實，初呈現油浸狀小斑點，以後逐漸擴大，成圓

形至不規則褐色斑點，後期病斑處凹陷，病斑頻色由暗褐色轉黑褐色，並產生

黑色顆粒狀的分生孢子堆，遇高濕度時產生紅色粘狀之分生孢子。蔓亦可受

害。乾燥時病斑有裂開者。排水不良之土地或水田裏作栽培者發病較多，夏季

栽培如遇多雨而高溫時發病亦多，多施氮肥或害蟲加害之傷口都可誘發本病。 
防治法： 
(1) 播種前應行種子消毒，可以25%撲克拉(Prochloraz)乳劑稀釋3,000

倍浸種。 
(2) 避免連作，加強田間衛生，剪除病葉。連續降雨時注意排水，必

要時以果墊墊高果實避免與土壤接觸。 
(3)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3、西瓜蔓枯病 (Gummy stem blight) 
病原：Mycosphaerella melonis (Pass.) Chiu & Walker(無性世代) 

Didymella bryoniae (Auersw.) Rehm (有性世代) 
罹病部位：葉片、莖、果梗、果實 
病徵：罹病葉緣出現黑褐色圓弧狀病斑，逐漸擴大，中央有輪紋，

容易破裂。莖、葉部則呈灰褐色不規則病斑，如火燒狀，整株慢慢枯死。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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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及莖上的表皮層形成如瘡痂之病斑，後有褐色膠狀物從表皮流出，在果實上

呈現水浸狀病斑，中央呈褐色枯死，病斑後期會裂開呈不規則，內部組織乾腐

呈木栓化。可由種子帶菌感染，病菌可經由莖上傷口侵入而感染，產生柄胞子

或子囊胞子，下雨後放射子囊孢子，造成更多病害，在中溫、高濕、排水通風

不良的情形下最易發生，病菌可以在田間殘莖越冬。 
防治方法： 
(1) 清除瓜園殘莖，進行種子消毒。 
(2) 作高畦注意排水，不要在地下水位高處種植西瓜。 
(3) 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植物保護手冊。 

4、西瓜白粉病(Powdery mildew) 
病原：Erysiphe cichoracearum DC. 
罹病部位：葉片 
病徵：多以老葉開始出現病徵。發病初期，病原菌在葉片表面呈白

色粉末狀，莖表面亦呈白色粉末狀。嚴重時，全株表面佈滿白色菌絲及孢子，

並造成植株提早落葉，影響果實品質。 
防治方法：任選一種藥劑防治，使用化學藥劑防治，施用法請參考

植物保護手冊。 

5、細菌性果斑病 ( Bacterial fruit blotch )， 
病原：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 
罹病部位：葉片、果實、種子 
病徵：發病初期在果皮上出現水浸狀小斑點，以後擴大成為不規則

的橄欖色水浸狀斑塊，俗稱 「黑面仔」，發病初、中期病斑只侷限在果皮，

果肉組織仍然正常，後期因受腐生菌繁衍，致使果肉呈水浸狀，罹病後期果皮

易龜裂，並因腐生菌繁殖而腐爛、發酵。部份西瓜品種果實受感染後，在果皮

上僅出現龜裂的小褐斑，並沒有明顯得橄欖色水浸狀斑塊，但病菌已侵入果肉

組織，造成嚴重之水浸狀病徵。病菌亦可感染西瓜的子葉，是果實感染的重要

來源。本病病原菌附著在種子表面，亦可侵入種子內部組織，因此帶菌種子成

為主要的初次感染源，種子發芽後病菌感染幼苗的子葉造成褐色壞疽病斑，也

感染真葉但形成不明顯的褐色小病斑，罹病苗移入本田後，藉雨水或灌溉水而

散播感染，病菌可經由傷口或氣孔感染果實，幼果受感染後病斑不明顯，但到

果實成熟前，病斑則迅速擴大。病菌若直接感染後期果，在適溫下3-5天之間

即可形成明顯的斑塊，病斑有時會龜裂，並分泌出淡褐色的菌泥，成為本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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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感染源。罹病的果實如持續留在田間，會因果實腐爛而釋出種子，帶菌的

種子散落田間後長出的瓜株、殘留在田間的罹病果皮，以及田間可能帶菌的葫

蘆科雜草，都成為感染下期作西瓜的重要來源。 
防治法： 
(1) 自無發病的地區採種，種苗生產過程應避免污染病菌。生產的種

子則應進行種子帶菌率測定。 
(2) 種子處理為預防種子傳病之重要措施，採種時將種子與果汁、果

肉一同發酵 24-48 小時後，取出種子以 1%的鹽酸浸漬 5 分鐘，或以 1%次氯酸

鈣(CaOCl2)浸漬 15 分鐘，再水洗、風乾，可有效去除種子所攜帶的病原菌，

大幅度降低田間發病率。 
(3) 在田間管理方面，由於噴灌會散播病菌且造成果實上積水，有利

於病菌侵入感染，因此，應儘量改採滴灌或降低水壓，讓灌溉水僅噴及根圈。

病害一旦出現後，則應隨時清除病果，以免成為田間二次感染源。徹底清除田

間雜草，亦為減少本病發生的重要措施。 
(4) 抗病品種的應用，據美國方面的試驗，三倍體西瓜遠較二倍體抗

病，而果皮較淺色的品系通常較深色者感病。 

6、病毒病 (Viral diseases )， 
主要病原： 
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木瓜輪點病毒─西瓜系統(type W of Papaya ringspot virus, PRV-W) 
西瓜銀斑紋病毒(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V) 
胡瓜綠斑嵌紋病毒(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 CGMMV) 
瓜類蚜媒黃化病毒(Cucurbit aphid-borne yellows virus, CABYV) 
胡瓜嵌紋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 
罹病部位：全株 
病徵： 
(1) ZYMV及PRV-W主要靠棉蚜及桃蚜以非永續性方式傳播，感染造

成葉片黃化、嵌紋，植株矮化或萎凋、果實與種子變形，若幼株受感染則無法

開花結果。亦可經汁液傳播，但不會藉由種子傳播， 
(2) WSMV感染會造成西瓜「翹尾」現象，節間縮短、植株矮化、幼

葉斑駁、皺縮、末梢直立萎縮壞疽焦枯、果實脫落或縮小畸形，葉片有壞疽斑

點或銀色狀斑駁的病徵，由薊馬以永續型方式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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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GMMV感染在西瓜葉片上造成輕微的嵌紋及萎縮，可由種子及

汁液機械傳播。 
(4) CABYV可以經由桃蚜或棉蚜以永續方式傳播感染各種瓜類下位

葉黃化，其變黃的情況有別於萎凋型的枯黃，且葉片質感較厚，新葉則有一般

的嵌紋現象，花器無法正常受粉，果實數量減少。 
(5) CMV除可藉由蚜蟲傳播外，汁液及種子亦可傳播。 
防治法：由於瓜類病毒可經由汁液、蚜蟲或薊馬、種子、甚至污染

的土壤等方式傳播，而台灣周年均有瓜類生長，媒介昆蟲在瓜園又普遍存在，

因此一旦瓜類受病毒感染，則迅速藉由媒介昆蟲或機械接觸而傳播，造成台灣

瓜園病毒病發生相當普遍，而且植株一旦得病就無法用藥劑得到治療的效果，

因此病毒病之管理最根本的方法是預防而非治療，其方法有： 
(1) 選植抗病品種 
(2) 加強田間栽培管理，儘早去除病株，以避免二次感染，同時儘量

減少不必要的人為接觸，以避免病毒蔓延。 
(3) 留種時不可從病株上採種，以避免病毒經由種子帶毒。 
(4) 避免連作且不可與其他瓜類間作。 
(5) 防除雜草，部份雜草為病毒的寄主，可成為病病的初感染源，需

加以清除。 
(6) 定期噴藥防除蚜蟲、薊馬等傳播媒介。 
(7) 畦間舖設銀色反光塑膠布或反光帶，可避免蚜蟲接近吸食，以減

少病害傳播。施用礦物油可降低蚜蟲傳播病毒的效率，因而降低或延緩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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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elon Health Management 
 
Shen, Bor Kwei, Deng, Ting Chin, Yu, Jih Zu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bstract 

Watermelon is a good fruity vegetable for fresh or cooking.  It will relieve 
summer heat and help urinating other than its delicious taste.  There is about 
20,000 hectares of production in Taiwan.  It will produce 4.7 billion NT dollars 
every year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ops island-wide.  There are many 
F1 hybrids with the character of high yield, good quality, storage tolerance and 
disease resistance.  Generally, they can be divided to big red, small red, small 
yellow, orange and seedless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fruit and its flesh.  
Watermelon can be grown all year around but need to be cautious during winter 
and early spring to avoid cold damage and to protect them from damages caused by 
monsoon and typhoon.  To conduct health management for cultivation, seeds 
should be sterilized first and incubated for sprouting at fluctuating temperatures 
between 20-30 degree Celsius.  While germinating, seeds should avoid to expose 
lighting.  For field produ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180-240 kg of nitrogen, 
120-240 kg of phosphate and 200-240 kg of potassium chloride are applied per 
hectare. Of course, this can be varied due to soil fertility and other conditions 
available.  This crop needs a lot of water to grow,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setting fruit.  The size of fruit can be small if irrigation is not appropriate.  Pests 
such as aphid, fruit fly, thrip etc and diseases such as virus, Fusarium wilt, 
anthracnose, blight etc. which will damage crops if they occur during its growing 
season.  Control measur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Watermelon, cultivar, h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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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健康管理 

 
張廣淼 

農委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搞要 

草莓自1958年引進大湖種植，歷經四十餘年的時光，栽培方式從平畦演進
至今日半圓高畦，產品也從早期以量為目的的加工產品，到今天以鮮食、觀光

休閒為目的的高經濟產業，成就了地方經濟之繁榮。因而在此400公頃土地上
不斷重複開發利用，為求提高產量而使用過量肥料及農藥，造成土壤劣化，環

境破壞，殘毒過高，影響消費者健康，危害產業生存。因此引進植物健康管理

理念，以輪作水生作物、綠肥作物或休耕養育土壤，依土壤狀況施用適質、適

量肥料；同時以專業育苗方式，培育健康成熟之草莓苗，使定植時植株生長健

壯，花數增多、產量提高。在本田期依氣候環境變化，在病蟲害發生前事先做

好預防工作，減少農藥使用量，生產優質安全草莓，供消費者選用，維護整個

產業之永續經營。 
 

關鍵詞：草莓。健康管理。健康種苗。 

前言 

草莓在台灣種植最早溯自 1934 年由日本引進，少量種植在台北蘆洲、五

股、金山等地。1958 年大湖鄉民賴雲添、陳士源和吳士金等人，自台北蘆洲

引進試種，經數年悉心研究終於栽培成功。當時種植品種為「馬歇爾」及「福

羽」，1968 年由美國加州引進「愛利收」種苗繁殖，並在民國 1973 年正式提

供農民種植。1973 年 12 月自日本引入「春香」，並於民國 1982 年 4 月正式命

名推廣。1985 年從日本引進「豐香」，並於 1990 年 2 月經政府農政單位命名

為「桃園一號」；1993 年 3 月草莓新品系「76-18」正式發表，命名為「桃園

二號」，商業名稱「艷紅」(2)
；1998 年 12 月 17 日又將新品系「77-18」正式發

表，命名為「桃園三號」，商業名稱「狀元紅」(3)
。目前苗栗地區以栽培「桃

園一號」(豐香)為主。產品之銷售，在栽植「馬歇爾」、「福羽」及「愛利收」

品種時由金山農場及馥春食品公司契約收購，以加工為主。「春香」品種推廣

後，開始以鮮果市場為主，近 20 年隨觀光休閒業不斷發展，觀光農園成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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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消費市場。栽培方法早期為平畦舖稻草，自「春香」品種推廣後演進為

半圓高畦覆盖防草塑膠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自 1999 年致力開發高架床栽培

方法，以減輕農民體力負擔，預計今年可推廣使用。 

草莓為苗栗地區重要觀光休閒產業，每年草莓季觀光採果遊客達百萬人

次，為週邊產業帶來無限商機。另每日以鮮果銷至各大城市者亦有數十公噸至

百公噸。其平均產值為15萬-18萬元/0.1公頃，觀光採果園更可達30萬元/0.1公
頃，為一高經濟價值之產業。也因此造成農民在病蟲害防治上大量使用農藥，

雖經有關單位大力宣導安全用藥觀念，但仍偶有違規事件發生，使消費者消費

意願降低，嚴重影響產業生存及消費者健康。本文就現有栽培模式，從土壤管

理、健康苗培育、本田管理、病蟲害管理至合理施肥方式，做一概述，生產健

康安全之草莓，滿足消費者需求。 

土壤管理 

適當的土壤管理，不但可以提昇作物的產量及品質，提供適合作物生長的

健康環境，進而減少肥料、生長素、殺蟲劑及殺菌劑之施用，同時亦可避免土

壤生產力的衰退，以及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草莓作物栽培也不例外，生育與

土壤條件有著密切關係。健康的土壤，即表示土壤品質良好。也就是說土壤有

高度能力維繫農業生產，維持環境品質，以及促進植物、動物的生長和人類健

康。依黃盤銘(1999)報告指出土壤品質的標記，是指土壤保持、接受及釋放水

分的能力，即水分流動頻率，土壤保持、接受及釋放養分及其他化學藥品(如
殺草劑、重金屬等)的能力，即土壤養分及化學藥品的流動頻率，以及土壤促

進、維持根系生長的能力。維持合適的土壤生物寄居地的能力，即土壤品質好

壞會影響土壤生物生存的能力。土壤對處理反應和抵抗降解能力的強弱。大湖

地區栽種草莓四十餘年，全面種植亦有二十年，目前土壤狀況如何？苗栗區農

業改良場 2004 年 4 月對大湖地區 48 戶草莓田作調查，土壤分析資料顯示，大

湖地區草莓田之 pH 值明顯偏酸，近 60%之草莓田低於 5.5，依本多(1988)報告

指出草莓栽培最適 pH 值為 5.5~6.0，在受測戶中僅佔 16.67%(表一)。有機質含

量明顯偏低，近 90%低於 2%，受測戶中無任一戶超過 3%(表二)。EC 值約有

1/3 超過參考值 0.26~0.6 ds/m(表三)。在此惡劣之土壤環境下，每年定植期缺

株之情形處處可見(圖一)。大湖之產量僅 300 克/株左右，明顯低於育成地之單

株產量 470 克/株(9)
。除了在栽培株距上有差異外，土壤應為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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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大湖地區草莓田土壤 pH 值之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oil pH in Da-Hu strawberry fields. 

pH 值(1:1) 草莓田數目(戶) 比率(%) 累積比率(%)

<4.0  6 12.50 12.50 
<4.5-4.0 10 20.83 33.33 
<5.0-4.5  7 14.58 47.91 
<5.5-5.0  5 10.42 58.33 
<6.0-5.5  8 16.67 75.00 
<6.5-6.0  3  6.25 81.25 
<7.0-6.5  8 16.67 97.92 
>7.0  1 2.08 100.00 

 
表二、大湖地區草莓田土壤有機質之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n Da-Hu strawberry fields 

有機質含量(%) 草莓田數目(戶) 比率(%) 累積比率( %) 

  <1.0  3  6.25   6.25 
  <1.5-1.0 25 52.08  58.33 
  <2.0-1.5 15 31.25  89.58 
  <2.5-2.0  3  6.25  95.83 
  <3.0-2.5  2  4.17 100.00 

 
 

表三、大湖地區草莓田土壤 EC 之分布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soil EC in Da-Hu strawberry fields 

EC 值(ds/m) 草莓田數目(戶) 比率(%) 累積比率(%) 

<1.0  2  4.17   4.17 
<0.3-0.1 14 29.17  33.34 
<0.6-0.3 16 33.33  66.67 
<0.9-0.6 11 22.92  89.59 
<1.2-0.9  4  8.33  97.92 
>1.2  1  2.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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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目前大湖地區之土壤劣化原因及改正方法，筆者提供下列方法： 

一、水旱田輪作： 
水旱田輪作可有效消除病蟲害與雜草之滋生，且可避免旱作連作所引起

之土壤酸化及生產力降低之現象(1)
。在早期(1986 前)大湖地區草莓收成結束後

仍輪作一期夏季水稻，可有效抑制草莓栽培時土壤中病原菌及有害微生物數及

種類，使草莓栽培時植株生長旺盛，發病率減少。但自政府推行稻田轉作政策

約為春香品種推廣前後，即無水稻田出現在大湖，每年草莓收成後轉作甜玉

米、茄科及瓜類等夏季蔬果。每年湛水時間僅 10~15 天。依楊(2003)報導，土

壤病菌過多之原因常與連作、長期旱作、土壤酸化等不當土壤管理有關。目前

大湖地區土壤狀況與此完全吻合，造成每年定植期缺株率逐年提高，生長期、

採果期病害發生嚴重，農藥使用頻率增加且效果不彰，因此常有殘毒過量事件

發生，使消費者卻步，產業受重大衝擊。因此於每年草莓採收後，輪作一季水

生作物或讓其休耕湛水，當可有效改善目前大湖地區土壤狀況。 

2、輪作綠肥： 
綠肥可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進而增加土壤腐植質，促進團粒構造，增加

土壤之保水力。豆科綠肥作物可固定空氣中游離氮素，增加土壤的氮素養分
(4)
。在若干灌溉水源不足之耕地，於草莓結束後可輪作綠肥作物，藉以改善目

前日益惡化之土壤。依伊吹久美等人(平成元年)指出休閒期栽培禾本科作物，

有除鹽的效果，對草莓的生育及產量較良好。配合深耕及施用有機物，可改善

土壤的物理性，一次根數的增加，使結果量增收。木村及赤木(1985)報告亦指

出栽培禾本科作物及施用有機物，可提高土壤酵素之活性，與土壤化學性增大

作用，使草莓果實產量增收之效果。 

三、合理化施肥： 
草莓自九月中、下旬定植至四月上旬，栽培期長達六個多月，在 10 月中、

下旬覆蓋膠布後，即停止追肥，因此農民在整地時不管土壤狀況如何，儘可能

多施肥，認為如此才足夠供應栽培後期所需肥分。依筆者多年觀察，大湖地區

之基肥施用以生雞糞為大宗，施用量為 1,200 公斤-1,800 公斤/0.1 公頃，約含

有 30-45 公斤氮素，30-45 公斤磷酐，18-27 公斤氧化鉀，比神奈川縣施肥標準

20 公斤氮素，25 公斤磷酐，15 公斤氧化鉀明顯超出許多。以生雞糞為基礎於

整地後立即定植，遇環境條件不佳或水分管理不善，則枯死缺株情形立即發生

(圖一、二)。2003 年大湖地區暖冬，此情形發生嚴重。無論化學肥料或有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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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的施用均有可能造成農田鹽分的累積，特別是直接施用禽畜糞或禽畜糞製

成之堆肥，過量時易造成土壤累積過多可溶性鹽類，導致土壤導電度(EC 值)
增高，非但不利於作物根系之水分和養分吸收能力，且會逐漸破壞土壤物理性

而降低土壤品質(5)
。加上草莓栽培在塑膠布覆蓋前之 1-2 次追肥，追肥種類為

市售有機肥或台肥 1、5、43 號複合肥料，有機肥用量約為 200 公斤/0.1 公頃，

複合肥料 80-100 公斤/0.1 公頃。如此高之施肥量，草莓果實產量為 1.5 -2.0 噸

/0.1 公頃，僅為豐香品種育成地 3-5 噸/0.1 公頃之一半，反而造成今日大湖地

區土壤之劣化。因此對現有栽培地進行土壤性狀分析，依分析結果推薦肥料使

用種類及施用量，合理施用，逐年改善。另台灣地區禽畜糞及其製成堆肥之重

金屬含量偏高，長期施用對土壤環境造成污染，應予監測，如此方能生產優質

安全草莓，對產業永續經營方有助益。 
 

圖一、草莓定植初期缺株情形 
Fig. 1. dead seedlings result from 

devastated soil after transplanting

圖二、草莓定植初期缺株情形 
Fig. 2.Vast dead seedling caused by raw 

poultry droppings after transplanting
 

苗期管理 

草莓苗的培育，不像其他作物可到種子店購買種子播種繁殖，而是培育「親

株」使其長出走蔓，再由走蔓培育成獨立成株，整個時程約需 6 個月。在台灣，

早期育苗方法為生產期結束後，自栽培田選取若干行，經摘除老葉、果梗等整

理植株後，照顧其長出走蔓，培育出新植株，此法稱之為「老株育苗」。80 年

代，由於青枯病猖獗，整行親株常在育苗期受感染而全數死亡，造成當年苗株

嚴重不足，甚至苗株定植本田後仍大量死亡，農民因而紛紛另覓新苗圃，以另

外培養親株繁殖幼苗，而產生所謂「新株育苗」方法。此法是利用當季草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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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蔓，培育於塑膠軟缽中，至 3 月初始定植苗床培育新苗，此法目前農民仍

多使用。不論以何方法培育，目前農民定植之苗可分裸根苗、穴植管苗、軟缽

苗(圖三)，而以祼根苗佔絶大多數。 

幼苗品質好壞，影響定植成活率、初期產量、甚至總產量。漫長 6 個多月

之育苗期，需經多濕之梅雨季、夏日炙熱太陽以及颱風季，如何培育成熟健康

苗，供下季定植，為一首要課題。所謂成熟健康苗，是指莖冠 1-1.2 公分，株

重 20-30 克，花芽分化完成，無病蟲害的成熟苗(9)
。其達成方法有下述幾個要

點： 

一、親株選擇： 
每年 11 月中、下旬於田間選擇發育健壯、果形端正，產量高之植株，

採取走蔓扦插於三吋軟缽中或直接盛接於畦上，成株後集中管理，同時進行青

枯病篩檢。親株之選擇 ，最好選用組織培養苗，可避免病毒及其他病原菌，

惟目前農民極少接受。 

二、苗床管理： 
親株定植後，4 月份起氣溫逐漸上升，日長漸長，草莓進入營養生長，

走蔓開始長出，為育苗之關鍵期，其重要管理工作如下： 
(一) 除草：此時期溫度漸高，雨水充足，各類雜草生長快速，應勤於除

草，避免淹蓋親株及新蔓，影響走蔓產出。 

(二) 走蔓整理：6 月後走蔓生長快速，對每節走蔓應將其有條理固定於

苗床，使其有足夠空間，方能長成健壯之苗(圖四)。 

圖三、成苗種類 

Fig. 3. Mature seedlings cultivated from 
different methods. 

圖四、走蔓以竹籤固定於苗床 
Fig. 4. Runners are fixed on bed with 
bamboo 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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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植株整理：此項工作，一般與前兩項工作一併進行，將親株上長出

之花、果實、老葉摘除。因除草等工作鬆動之幼株，應予固定。 

(四) 水分管理；給予充足水分並注意雨後之排水工作，尤其在 7 月後，

苗床中間之幼株，以畦溝灌溉，無法充足供給水分，易造成幼苗死亡；以老株

育苗者苗床更寬，中間部份水份無法到達，應架設噴溉設施，充分給水。 

(五) 營養管理：新株育苗之苗圃在整地做畦時，給予充足腐熟堆肥，老

株育苗圃，在本田期給予之基肥及追肥，仍足以供應。在育苗期不需再行追肥，

若有缺肥情況，可施用緩效性有機肥或葉面施肥，避免施用速效性化學肥料，

造成肥害。 

(六) 病蟲害防治：定期預防白粉病、炭疽病、葉芽線蟲、斜紋夜盜，葉

蟎等病蟲害。 

三、假植： 
傳統育苗長出之走蔓，定植於苗床上，若無細心規劃，給予足夠空間，

易造成生長過密、幼苗徒長、莖冠細小，因此為期培育健壯整齊標準苗應進行

幼苗假植。假植期可於定植前 60-70 天進行。假植床寬約 120-150 公分，株距

12×12 公分。假植期間苗床之各項作業比照苗床管理，唯追肥之施用宜小心，

避免造成幼苗過於旺盛。 

四、病蟲害： 
苗期病蟲害有葉蟎、白粉病、炭疽病、葉芽線蟲、斜紋夜盜等。分述如下： 

(一) 葉蟎：主要為二點葉蟎，發生於親株培育期及苗床定植初期，常因

草莓採收忙碌而忽略，主要危害葉片，被危害葉片皺縮，呈暗紅色，植株弱小，

嚴重者枯死，明顯影響產蔓數。可釋放捕植蟎或用藥劑及早防治。 

(二) 白粉病：與葉蟎發生時期類似，發病期可至 5 月底，主要危害葉片，

受害葉片捲曲，葉片呈暗紅色斑點，植株停止生長，影響產蔓數，可用藥劑及

早防治。 

(三) 斜紋夜盜：全期危害，啃食葉片及新長出走蔓，可於園區四週吊掛

性費洛蒙誘殺盒及配合藥劑使用。 

(四) 炭疽病：本病於高溫時發生，危害葉片、葉柄、走蔓、莖冠。在夏

季大雨後發生嚴重，常造成局部區域枯死，應予藥劑徹底防治，尤,其採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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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週，避免定植期大量枯死。 

(五) 葉芽線蟲：危害嫩芽，田間密度 3 月開始升高，7-8 月為最高峰，採

苗前徹底防治，以免帶入本田。 

五、專業健康苗圃之設立： 
草莓苗之培育皆為草莓農各自培養，而大多數農民在草莓栽培結束後，皆

繼續從事夏季蔬果之生產，無法專心於草莓苗之培育工作，所育之苗只重數量

而不重品質，所育之苗皆比標準苗小，花數少，易造成第 2、3 果房著生延遲

或者根本不分化的情形發生，產量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每年在頂果房採收後至

第 2 果房採收間近 1 個月之延遲，應是苗太小之故，整體產量不如育成地，原

因亦應是此。因此推動專業育苗場，培育健康成熟苗有其必要性，每一育苗場

以 100 萬株為單位,，從挑選種苗經病毒及病原菌篩檢，以組織培養育成原原

種、原種，再以此繁殖健康成熟苗供農民種植，生產優質安全草莓供消費者選

用。 

本田健康管理 

本田之管理自 9 月中、下旬至翌年 4 月中旬近 7 個月，各項管理工作分述

如下： 
一、整地做畦： 

整地前清除各項雜物，依土壤狀況適質、適量全層施用有機肥，擇晴朗

天氣翻犁做畦。為促使根發達，畦儘量做高，畦寬 112~115cm，株距 30~33cm，

兩行定植。 

二、定植： 
定植期應於基肥施入後 10-15 天後定植，尤其施用生雞糞者，定植前充

分灌水，並在畦上標示定植位置，以上午採苗，下午定植為宜，當日採收苗應

當日種完。以穴植管或軟缽苗定植者，可先覆蓋防草塑膠布後定植。定植後每

日灌水一次，用噴水帶者每日早晚各噴水一次。成活後以藥劑防治葉芽線蟲及

炭疽病。 

三、覆蓋防草塑膠布： 
定植成活後約 40 天，當新葉長出 4-5 片時覆蓋塑膠布。覆盖前 7-10 天施

用追肥，並將缺株補齊及畦面整平。覆蓋時應即時掏出植株，勿使時間過長傷

及葉片，尤其陽光強烈時，更需迅速將植株掏出塑膠布。本階段主要病蟲害為



 79

斜紋夜蛾、切根蟲及白粉病，可於田間四週吊掛性費洛蒙誘殺盒，並以藥劑防

治幼蟲及白粉病 1~2 次。 

四、開花結果： 
10 月下旬已出蕾者施用 GA3 抽出花梗，濃度為 5ppm，10ml/株，未出蕾

者為 10ppm，10ml/株(9)
。花梗之抽出應注意長度，太長至溝底，灌溉時果實

易浸泡，太短則被葉片遮住，果實著色不良。需加強防治白粉病。可釋放捕植

蟎防治葉蟎，嚴重者可先施用藥劑抑制族群後再施放捕植蟎。斜紋夜蛾及甜菜

夜蛾亦可施用蘇力菌防治。 

五、採果期 
(一) 11 月下旬果實開始採收，為使果實充分接受陽光，著色正常，須注

意老葉及病葉摘除。葉片摘除不可過度，以開花時 8 枚，開始收獲時 12 枚，

收獲最盛時 16 枚最適宜(7)
。摘葉時機以各果房採收完與果梗一併摘除。摘除

老葉、病葉及果梗，應全數拿出，不可留置於畦溝。 

(二) 依植株生育狀況，適度的給予追肥及灌水，促進果實肥大與光澤，

並提高糖度。 

(三) 畦溝舖稻殼可抑制雜草滋生，並可減少果實疫病發生率，採收後翻

犁入土壤中，亦可改良土壤物理性狀。 

(四) 果實疫病、灰鰴病、白粉病為果實中最重要病害，於發病期宜加強

防治，並施用推薦藥劑，惟應確實遵守安全採收期。 

(五) 注意田間衛生，病果不可置於畦溝，應全數移出果園。 

(六) 3 月後氣溫上升，薊馬開始危害，使用藥劑確實遵守安全用藥。 

(七) 採收結束後，殘株翻犁入土，避免病蟲害滋生，危害育苗圃。 

結語 

草莓屬高經濟作物，在休閒觀光為主之經營下，用藥安全關係著消費者食

之安全，也維繫著產業之生存。綜前所述，以健康管理之理念，改善現有土壤

狀況，養育健康土壤，以專業育苗方式，培育健康成熟種苗，於本田期適質、

適量施用肥料，栽培強壯健康植株，隨氣候環境之改變，於病蟲害未發生前事

先預防，以減少藥劑使用量，生產優質安全草莓。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於本季草

莓栽培開始逐步進行此項試驗，期能定出一標準之生產程序，供農民朋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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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維繫產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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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Health Management for Strawberry 

 
Gwang-Miao Chang 

Miaoli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Abstract 

Strawberr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Dahu area for over 40 years since 1958. 
The ribs form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flat to apsidal with 40-60 cm height. The 
main purpose for growing strawberry also has transferred from requiring great 
quantity of production for processing during the early time periods to today’s high 
quality berry production for fresh consumption and agro-tourism that has made 
strawberry become a high economical crop and prospered locals. In the meantime, 
the income of people living in Dahu area has distinctively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growing strawberry in this area. But the requirement for good quality berry has 
rendered the over use of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on about 400 ha of strawberry 
farms in this area that destroyed the soil texture and local agro-environment. 
Harmful pesticide residu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berry fruit and soil that has set 
alarm for farmers and strawberry industry. As a result, healthy plant management 
concept, including crop rotation, green manure crops, fallow field, rational 
ferti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 healthy seedling nursery, has been currently raised to 
solve concerned problems. Healthy strawberry seedlings can grow well in the field 
and produce more flowers and yield. Farmers shall adjust their chemical 
applications to prevent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damages based on the changing 
weather. The less agricultural chemicals used, the more safe fruit produced. The 
healthy plant management cultivation concept not only can produce good quality 
berry for consumers, also can make strawberry cultivation become a sustainable 
business.  
 
Key words: strawberry, health management, healthy see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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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健康管理 

 
李美娟 

農委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摘要 

番茄為重要蔬菜之一，全世界番茄栽培面積達 400 餘萬公頃，深受世界
各國人民所喜愛，但番茄栽培不易，為一易受多種病原菌為害之作物。番茄生

產時，依生長發育之適當天候，如陽光、溫度、濕度、土壤及營養等條件，調

整耕種操作，以滿足其生長需求，使其能營最佳之生理功能，而保持植株健康

生長。維持植株生長健康以減少噴灑化學農藥為首要原則，其他健康管理之病

害預防措施包括檢疫、利用清潔種苗以避免病原菌進入、研究抗病育種以提升

番茄品種之抗病性；栽培基地之田間衛生、剷除中間寄主、土壤處理等措施以

根除病原；此外，避病、輪作、調節土壤酸鹼反應、施肥等耕作防治病害方式

都是番茄健康管理的方法。 
 
關鍵字：番茄、管理 

前言 

番茄為茄科一、二年生作物，台灣俗稱「甘仔蜜」、「臭柿子」，富含茄紅

素及維生素 A、B、C、E、醣類、酸類、纖維素、礦物質、蛋白質及果膠等營

養物質，具有抗氧化及預防癌症等多種功效，為世界重要蔬菜之一。番茄用途

廣泛，可以鮮食、烹飪及加工成番茄糊、番茄汁、番茄醬等，深受世界各國人

民所喜愛，全世界栽培面積達 400 餘萬公頃(世界農糧組織網站)，屬於高單價

之經濟作物。台灣栽培面積包括大果、小果及加工番茄約為 4,000 公頃。病害

種類繁多，除了生長條件如溫度、營養造成的各種生理病害外，由各種病原菌

如病毒、細菌、真菌和線蟲等引起的病害也超過 100 種以上(23)，常造成產量

嚴重損失，導致供應不穩定，價格飆漲。若能針對番茄生長需求，給予適當的

條件及栽培管理，保持栽培番茄的健康，即可減少番茄罹病機率。 

何謂植物健康？ 

植物生長及發育在適當的天候(陽光、溫度、溼度、土壤等)及人為(耕作

方法、排水灌溉、施肥、除草、修剪等)精心栽培下，其細胞分裂、分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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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發育、水分及礦物元素的吸收及轉運，光合作用及其產物之利用、貯藏、

代謝作用及生殖作用等生理功能均能達最佳化，此為健康植物。一旦植株的生

理功能受到干擾或阻礙，以致未能發揮其固有遺傳潛能，則不可稱此植株為健

康植株。換言之，植物在正常生活過程中，由於連續遭受其他生物的侵擾或不

利的非生物因素的影響，致使植物的生長和發育受到顯著的阻礙，而在外表上

顯示各種不同形態的改變，而導致產量降低或品質劣變，甚至造成死亡現象，

一般通稱為植物病害(8)，所以廣義的植物病害包括生理症與感染性病害。 

番茄生長習性 

一、陽光： 
番茄為喜光植物，除了黑暗之處有利於種子發芽外，整個生育期都要有

充足之光照，30,000-50,000 燭光以上的強度方能正常生長(5,10,11)，光度足夠時，

苗生長快而健壯，分化較早，第一花序著生位置較低，不容易落花，著果節位

低，花序內花數多，因而早期產量也較高，相反的光強度弱時(低於 30000 燭

光，或如僅有自然光照的 50﹪或更少時)，生育緩慢，葉面積小，花芽分化較

遲，分化後至開花日數多，各花器形成被抑制，花朵常萎縮變小、黃化，而且

容易落花，花粉機能及花之素質低下，果實亦發育不良，因而早期產量較低(1)。

番茄對日照長短不敏感，但每日至少需要 12-14 小時日照，方能促進花器正常

發育。充足的陽光對茄果類的花芽分化及結果都有利，番茄比茄子及辣椒的要

求更高。 
番茄光合作用之光飽和點為 600-800μmol/m2/sec，而在光照 400-500μ

mol/ m2/sec 下，番茄即可生長良好(22)。每日每平方公尺若光照達 13MJ 也至光

飽和狀態(25)，在英國 2 月至 5 月間，番茄每接收 100 MJ 的光能，就可收穫番

茄 2.01 公斤的鮮重(17)。 

二、溫度： 
番茄生理習性總體而言喜溫性，適應乾燥、冷涼氣候的特點，但不耐高

溫、多濕的典型熱帶氣候(5)。生育期的日夜溫差愈大，如夜間溫度比日溫低 5-10
℃，會更有利於生長及發育(10)，因夜溫愈低花芽分化愈早，第一花序著生節

位愈低，花序上的花數愈多，然而番茄的各不同生育階段對溫度要求也有所差

異，如種子發芽適宜溫度為 28-30℃，雖然溫度略高或略低亦能發芽，但初期

發芽整齊特別重要，應努力於確保適溫，低於 5℃或高於 40℃都不易發芽。營

養生長白天氣溫 25~26℃，地溫 20~23℃，上半夜氣溫 15℃左右，後半夜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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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溫 20~23℃為適溫。夜溫 15~17℃時，著花節位低下，溫度低於 15℃以

下時，無法順利開花。花粉發育最低溫度為 13~15℃，最高溫為 32.5℃以下，

開花期遇到 30~35℃以上之高溫時，開花結果不良，白天 30℃以上高溫，落花

多，夜間高溫則落蕾多。果實發育白天 25℃左右為最適溫(1)，果實著色溫度為

18-26℃，若溫度高於 32℃時，果實生長及成熟較快，茄紅素的形成受阻礙，

著色受影響。溫度低於 1℃以下則全株易霜害或凍傷(11)。 

三、溼度： 
番茄是一種需要大量水分的蔬菜，生長初期需水較少，到結果期由於地

上部莖葉茂盛，水分蒸散大，需要大量水分，但在開花前，若土壤水分過多，

根系易腐爛，下位葉易黃化，故雨水多時要注意排水，畦要高，溝要深，畦面

及溝中都不要積水，否則土中空氣少，根系生長不良，葉子容易發黃，容易引

起落花及各種病害(10)。結果期至盛果期之間是果實發育及肥大階段，需水多，

要充分灌溉，土壤最忌忽乾忽濕，否則易引起果頂腐爛及裂果。空氣相對濕度

在 45-50﹪時，最適合花朵正常授粉，濕度過高及溫度過低時易發生晚疫病，

土壤過濕及高溫時，易引發青枯病，幼苗疫病，立枯病及白絹病的發生(11)。 

Geisenberg 及 Stewart(1986)認為於正常氣溫下，每公頃需水量為

2,000-6,600 立方公尺，若於溫室栽培，每株番茄平均每天消耗一公升的水可

達最高的產量。水分灌溉量影響番茄果實產量及品質，Adams(1990)以泥炭介

質袋耕番茄，若只供應約標準量之 80﹪灌溉水，由於果實變小產量減少約 4
﹪，但果實風味、品質提高。 

四、土壤： 
土壤的物理性及化學性均會影響番茄植株生長，土壤物理性如結塊、無

氧、高含水量，化學性如 pH 值過低、土壤肥力和土壤鹽分過高皆會阻礙番茄

根部於土壤的生長穿透。番茄根部通常分布於土壤表層 60 公分以內，其中約

70﹪的根更是分布在 20 公分以內(22)，番茄根部不耐淹水，故對土壤要求通氣

良好，宜排水良好、土層深厚、有機質多的土壤(5)，番茄對土壤的適應性很強，

從砂質土到重黏土、砂礫土都可栽種，通常砂質土栽種時成熟較早，生育期較

短，重黏土則較晚熟，最適宜的土壤是土壤深厚，富含有機質及排水良好的砂

質壤土(11)，番茄在 pH 值 5.5-6.8 之土壤中可生長良好，但最適當的酸鹼度為

6.0-6.5，當土壤 pH 值低於 5.5 時，土壤中可吸收之鎂銳減，且鋁及錳顯著顯

著下降，在酸性土壤條件下，通常土壤鈣量低，在逆境下，番茄容易出現果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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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爛。pH 值高於 6.8 時，則會影響鋅、錳和鐵的吸收。以水耕方式栽培番茄，

結果 pH 值在 6.8 與 7.0 時，生長很快，但到 4.8 至 5.0 時，生長即受抑制(10)。

番茄稍耐鹽分，當土壤鹽度高達 2.5 ds/m 時減產仍不嚴重(表一)。 
 

表一、土壤電導度與番茄產量損失百分率之關係 
土壤電導度(ds/m) 產量損失(﹪) 

1.7 
2.3 
3.4 
5.0 

0 
10 
25 
50 

(Lorenz and Maynard,1988) 
五、營養： 

番茄為果菜類園藝作物，開花期、結果期均需要充分的養分補給，在定

植前特別著重基肥施用，包括多施有機堆肥及化學肥料，然後在始花期、開始

結果期及盛果期，都必須追施磷肥及鉀肥，以提高產量及品質。若施肥不足則

易落花落果影響結果率，果實發育延遲，產量低，著色不良，品質差，但施肥

過量，特別是氮肥如施用過量，如腐熟的雞糞或豬糞容易引起枝葉茂盛，植株

徒長，花芽分化少及花器異常，故應在生育期間，每階段生育所需肥料量的多

寡，酌量追施以達到投資成本的效益，一般施肥推薦量如表二(11)。 
氮肥有氨態氮(NH4

+)及硝酸態氮(NO3
-)兩種形式，雖然氨態氮在生長初期

較容易被番茄植株吸收，有助於初期的生長發育，但氨態氮比例過高，可能引

起毒害，而產量降低(16)，Hartman 等人(1986)以水耕方式研究不同氨態氮與硝

酸態氮比例對番茄果實生長之影響，結果顯示氨態氮比例提高，產量降低，且

容易引起果頂腐爛病(表三) 

番茄若缺乏鈣肥，即容易引起果頂腐爛病，Grierson 和 Kader(1986)認為

番茄果實乾果鈣含量若為 0.12﹪，就不會發生果頂腐爛，若只含 0.08﹪，就會

發生果頂腐爛，但果頂腐爛發生原因並非單純是鈣含量問題，因水分管理失調

減少水分蒸散作用，無法將鈣運送到發育中的果實，也會引起果頂腐爛。

Halliday 和 Trenkel(1992)計算出若每公頃要生產番茄 40-50 公噸，則需要基肥

氮肥(N)50 公斤/公頃，磷肥(P2O5)150-200 公斤/公頃，鉀肥(K2O)200-250 公斤/
公頃，並施用追肥氮肥(N)100-150 公斤/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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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番茄豐產和優質的施肥方法(公斤/分地) 
施肥次數 施肥時期及方法 堆肥 

(台肥 2 號有機肥)
化學肥料 

(台肥43號複合肥) 
硼砂 

基肥 整地時撒施 300-400 80-120 1 
第一次 第一花序結果期、溝

施(定植後 20-30 天) 
0 20 0 

第二次 盛花期、溝施 
(定植後 40-50 天) 

0 40 0 

第三次 盛果期或始熟期、溝

施(定植後 60-70 天) 
0 40 0 

第四次 第一次採收後、溝施

(定植後 80-90 天) 
0 40 0 

第五-八次 每隔三星期、溝施  40 0 
 總量 300-400 260-300 1 

(陳正次，2000) 
 
表三、氨態氮與硝酸態氮比例對番茄’Floradel’產量及果頂腐爛病之影響 
硝酸態氮：氨態氮

(﹪) 
果實數 平均果實鮮重 

(公克) 
果頂腐爛之果實數

100：0 20 1161 6 
75：25 20 679 14 
50：50 17 413 11 
25：75 18 490 12 

(Hartman 等人，1986) 
 

番茄健康管理 

植物疾病的控制或健康管理的方法，多數是預防性的措施，這些方法包括：  
一、保持植株健康： 

保持植物的健康是控制疾病的重要觀點，因為當植物處於健康狀態時，

受疾病感染的機會自然就少。營造適宜番茄生長的栽培環境，可提供適量的營

養、正確的土壤通透性以及足夠的水分，是比任何化學方法都要優良的預防措

施，足夠的經驗以及良好的判斷能力以觀察植物外表微細的變化，是預防步驟

中重要的關鍵。植物適當的生長必須是在理想的狀況下才可形成，植物生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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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環境除無病源存在或威脅外，土壤中適當的水分、養分等，生長環境中的

適當溫度、光線、濕度等均是影響植物生長的重要因子，如改善植物生長的環

境，促使環境不利於病原對植物的侵害，則植物的病害自然減少。如維持植物

間適當的間隔距離，即可減低植物之間對營養、空間的競爭作用；並且由於植

物之間的距離適當，所以通風良好，於是對病原真菌、細菌在植物表面的生長

構成一種不利的環境，於是減少病害的發生(4)。 

二、健康種苗之應用(4,8)： 
利用拌種、溫湯浸種、乾、濕熱殺菌及未帶菌種苗等方法外，摒除病原

菌以避免病菌由疫區傳入非疫區亦為重要的措施，其中包括植物檢疫及清潔種

苗之使用，兩者均為防止病原菌被引進。檢疫之意義在使嚴重傳染性病原菌、

害蟲或雜草等，與易感染的作物隔離，藉以保護未被傳染的大部分。其主要任

務有：1.禁止危險性病害或病原菌，隨植物或其他產品，由國外輸入和由國內

輸出。2.將國內局部地區已發生之病害，限制於一定範圍內，避免傳播至其他

地區。3.當病害侵入未發生地區，應採取緊急措施徹底消滅。番茄新型晚疫病

於 89、90 年危害非常嚴重，導因於進口食用馬鈴薯感染與台灣不同感染型的

晚疫病菌株，農民以此為種薯種植於田間後，造成嚴重危害。 

清潔種苗即採用無病種子或繁殖組織，令其長出健康、無病原的植物幼

苗，然後種植於適合生長的環境中，例如番茄種皮可傳播番茄嵌紋病毒或番茄

斑點萎凋病毒，番茄幼苗疫病等。目前番茄種植栽培，多由專業育苗場供應穴

盤苗，栽培者在購買番茄種苗必須注意其健康情形，尤其病毒病之病徵在苗期

不易顯現。 

三、植物之抵抗力：栽種抗病品種 
利用植物抗病性，在控制植物病害方面之價值，於 1900 年早期已受重視，

遺傳科學的進步和利用抗病品種以取代感病品種的優點又極為鮮明，益使抗病

育種成為迫切期待的研究。近年來使用化學藥劑以防治病害，使人覺醒到污染

環境的危險性，因而對抗病育種更寄予厚望，且針對病毒病害而言，選用抗病

品系栽種是控制病毒傳染的唯一實際作法(8)。世界從事番茄育種和選種的工作

已超過二百年，番茄抗病選拔起始於美國，於 1912 年於嚴重的萎凋病感病田

區選得一優良抗病單株，培育出一個名為`Louisiana wilt resistant`的品種。此後

因應不同病害，利用雜交育種在後裔世代加以選拔選育出許多抗病品種(12)。

台灣番茄抗病育種由亞蔬中心及種苗改良繁殖場努力之下，也陸續育出許多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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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番茄品種，例如台中亞蔬 4 號番茄、花蓮亞蔬 5 號、桃園亞蔬 9 號、中抗

青枯病及抗煙草嵌紋病毒番茄小種(ToMV)O,OY,1 和 2(9)、種苗七號抗青枯病

及抗煙草嵌紋病毒番茄小種(ToMV)O,OY,1 和 2(13)、種苗八號抗青枯病、萎凋

病生理小種 1、2 及抗煙草嵌紋病毒番茄小種(ToMV)O,OY,1 和 2(14)、台中亞蔬

10 號抗萎凋病生理小種 1、2 及抗煙草嵌紋病毒番茄小種(ToMV)O,OY,1 和 2、
中抗青枯病(2)、台南亞蔬 11 號及花蓮亞蔬 13 號小果番茄抗萎凋病生理小種 1、
2 及抗煙草嵌紋病毒番茄小種(ToMV)O,OY,1 和 2(3,6)。亞蔬中心及種苗改良繁

殖場針對番茄重要病害如：青枯病、半身萎凋病、根瘤線蟲、晚疫病、番茄嵌

紋病毒病及黃化捲葉病毒病，有計畫地進行抗病育種工作，日後針對重要病害

亦會有抗病品種命名推廣。許多外國種子公司之番茄品種也具有抗病性，且於

種子包裝袋上也都註記說明抗何種病害之何種生理小種，如荷蘭 Enza Zaden
種子公司的牛番茄品種’Nagano’，即具有 TmSwC5VF2FrN 的抗病註記。 

四、加強清園、剷除病源(4,8)： 
(一) 注重田間衛生：清除田間殘株、雜草，燒毀落葉枯枝，其目的在除

滅或減少存在其上的接種病原的數量，並防止病原菌之擴展至健康之作物及產

品上。其他諸如移除並正確地處置感染葉片，剪除感染枝或枯枝，移除或燒毀

可能含病原菌的任何植物殘餘物，以減少病原數量，防止其再擴展。當番茄晚

疫病發生嚴重時，可將病葉去除銷毀，一可降低病原密度，二則增加田間植株

之通風，增加藥劑防治的效果。 

(二) 剷除中間寄主：大多數的病原菌都有一定的寄主範圍，除了目標栽

培作物外，田間的雜草也可能是中間寄主，以番茄卷葉病毒(TLCV)而言，田

間雜草霍香薊容易棲息媒介昆蟲粉蝨，且受感染產生葉片黃化的病徵，在番茄

田間防治媒介昆蟲粉蝨時，也要同時除去霍香薊。 

(三) 土壤處理：溫室中及一般土壤行蒸氣消毒，在溫室之長架上，以熱

氣管直接插入土壤內，並允許熱氣在土壤內擴散，一般使用 60℃的通氣蒸氣

30 分鐘可消滅土壤中的病原。另外也可以太陽能提高土溫，在陽光充足之炎

熱季節，利用塑膠布在全陽光照射下，經過一個月或更久，將太陽能所產生之

熱量累積於土壤中，可使土表溫度提升，在日本塑膠溫室內，嚴夏季節室內栽

培之土壤覆以塑膠布，可使 10 公分深處土壤之溫度達 60℃，而 20 公分處則

達 53℃，並經證明對番茄萎凋病有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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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耕作防治(4,8)： 
於從事耕作、生產時和採取相關措施以;降低病害發生，採行之方法包括： 
(一) 避病：改變栽培方法以抑制病害發生，如改變耕種時期、地點等，

因每種病害的發生均有一定的氣候條件(溫度、濕度等)，提早或延後播種時

期，可達改變病害程度的效果。番茄青枯病好發於夏季高溫期，且病原細菌可

在土壤中殘存 14 個月以上，並有 25 年之久的實例(7)，若是種植青枯病的感病

品種，則應避開高溫期，且不可連作，若在夏季種植，則需至高冷地種植。 

(二) 輪作：同一田地如連續種植同一作物，不但會使田地中的肥力不足，

而且也會使得田地中的病原數量聚積，造成病害極易發生，即所謂的病土，而

輪作可以減少病害之發生，尤其對根部病害更有效，以番茄青枯病而言，可與

瓜類、禾本科、豆科等作物實施輪作，期年限至少二年。但目標病害若寄主範

圍廣且可長久存活在土壤內，則輪作效果較不理想。 

(三) 調節土壤酸鹼值：土壤的酸鹼度直接影響到病原菌的活性及對寄主

的致病力，所以調節土壤酸鹼度可抑制病害的發生或降低病害的嚴重程度。番

茄青枯病菌在微酸性(pH 值 6.6-6.7)發育最好，土壤 pH 值 6.0 以下及 8.0 以上

則不發育(7)。番茄萎凋病(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之防治研究上發

現，添加石灰提高土壤的 pH 值時，由於些微量元素變成無效態及改變土壤中

的微生物相，可阻礙病原菌的生長、產孢及毒性，進而抑制番茄萎凋病的病勢

進展。放射線菌和細菌族群喜 pH 值高的土壤，其中部份微生物對 F. oxysporum 
f. sp. Lycopersici 亦具拮抗作用。(8) 

(四) 施肥對植物抗病性的改變：植物之營養或土壤肥力的情況，會影響

到植物對病原菌的反應，但有些病害在植物生長於最小量養分下，其病害較為

嚴重，而有些病害在植物於大量養分下，繁茂生長時，病害較為嚴重。番茄早

疫病(Alternaria solani)及萎凋病，在低濃度之氮肥情況下，病害發生較為嚴重，

亦有研究指出增加氮肥濃度，對早疫病的防治，幾乎可達與使用殺菌劑相同之

效果。番茄萎凋病之病害程度，隨組織內鈣離子濃度之增加(5-500ppm)而減

少，乃因鈣離子會抑制病原菌所分泌之具半乳糖醛酸脢(polygalacturonase)之活

性，此外，番茄萎凋病原菌需較高量之微量元素，缺乏銅，鐵、鉬、錳和鋅時，

則可減少病原菌之生長及其產孢量(8)。 

結論 

健康生活為現代人所極力追求的目標，其中食品的健康安全為關鍵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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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應避免蔬果等農產品於栽培過程因病蟲害管理噴灑過量之農藥。番茄等

果菜類為連續採收型蔬菜，農民採收操作上較無法符合農藥安全期之規定，故

以非化學農藥之健康管理更顯重要。番茄栽培生產首先應了解番茄生長習性及

環境需求，而栽培過程包括耕作方法、排水灌溉、施肥、除草、修剪等操作，

皆是用以營造符合其生理需求之環境，在適當之栽培條件下較易保持番茄植株

健康。再配合包括限制病原之進入、提升番茄品種之抗病性、栽培基地之清園

根除病原，以及避病、輪作、調節土壤反應、施肥等耕作防治病害等預防措施，

將可達到番茄健康管理之目的，使消費者可安心食用蔬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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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Management of Tomato 
Mei-Jiuan Lee 

Seed Improvement and Propagation Station 
 

Abstract 
Tomat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egetables, more than 4 million hectares 

cultivation area in the world till 2004. Tomato is popular in every country, but it is 
difficult to grow tomato for diseases. We can adjust cultivation practice to satisfy 
the need of growth condition such as light, temperature, humidity, soil and nutrition 
of tomato and keep tomato plant healthy form illness.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keep 
tomato plant healthy for health management and avoiding spraying chemical 
pesticide. The other ways of tomato health management are limiting pathogen to 
enter by quarantining and using healthy nursery, increasing plant disease resistance, 
clearing out pathogen by field sanitation and alternate host eradication, cultivation 
management by disease escaping, crop rotation, adjusting soil pH value and 
fertilizer. 

 
Key words： tomato、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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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椒健康管理 

 
王三太、王毓華、林子凱、安寶貞、許秀惠、陳文華、江志鋒 

農業試驗所 
 

摘要 

甜椒為臺灣重要果菜之一，春作與秋作以平地為主，夏作則由中高海拔

山區供應，彩色甜椒主要在設施栽培，全年月平均產量以 7-10 月最低，價格
最高，主要原因有疫病、青枯病等土壤病害，葉部則有細菌性斑點病，媒介昆

蟲與機械傳播的病毒病，以及高溫造成落花、落果與尻腐病，如果採收完熟的

彩色甜椒，則有炭疽病的問題。設施栽培的另一個問題則有茶細螨、蚜蟲與粉

蝨的問題，尤其是茶細螨。由於夏季平均價格高，但栽培問題多，造成生產健

康安全甜椒果實，有其困難，其中戶外以土壤病害與高溫不易著果問題最大，

設施內的彩色甜椒則以缺鈣引起的尻腐病與茶細螨最嚴重。農業試驗所以抗耐

疫病的辣椒雜交品系 9 個作砧木，以栽培最普遍的 ‘銘星’品種作接穗嫁接，
嫁接存活株 7月 17日移植本所田區，9月 27日調查，未嫁接 ‘銘星’死亡率為
36.8%，嫁接 5個品系死亡率為 0，2個品系死亡率為 0-10%範圍，2個品系死
亡率為 10-20%範圍；未嫁接‘銘星’因不耐熱，10株不含果實鮮重僅有 3公克，
嫁接品系 ‘602’則有 80公克；未嫁接‘銘星’結果數平均為 0，嫁接品系最高平
均單株 3個果實，平均單株產量有 66公克；嫁接果實以品評方式測試胎座與
果肉 33株，皆未有辣味。嫁接抗病品系，初步結果顯示有較高田間存活率、
早生、耐熱與產量高的優點，風味則未因嫁接而變辣。設施中茶細螨防治，國

外有利用捕植螨((Neoseiulus cucumeris)與燻硫等方式處理。設施中甜椒缺鈣引
起的尻腐病，可以用品種選擇與養液調整減少發生。 

 
關鍵字:甜椒、嫁接、疫病、青枯病、捕植螨、尻腐病 

前言 

根據世界農糧組織統計，2002 年甜椒在遠東栽培面積為 87 萬公頃，所以

甜椒不僅在西方為重要果菜，在遠東亦為重要茄科果菜之一，台灣 7 年平均栽

培面積 1648 公頃，90-92 年栽培面積皆低於平均值，有逐年減少趨勢。觀察 5
年全年月交易量統計，甜椒交易量以 7-10 月交易量最低，而 7-10 月平均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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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最高。由於甜椒為果菜類，育苗至定植約 1 個月，定植至開花約 1 個月，開

花後至第一次採收約需 40-50 天，所以 7-10 月採收者，必需 4 月-6 月初育苗，

5 月初-7 月初定植，7 月-10 月才可以採收，而此段期間平地溫度偏高，主要

由高冷地供應。根據農情資源網統計，全國栽培面積最高縣市依序為南投縣、

雲林縣與屏東縣，栽培面積最多鄉鎮則為仁愛鄉、莿桐鄕與高樹鄉，南投縣

92 年栽培面積最多鄉鎮為仁愛鄉、信義鄉與埔里鎮，而這些鄉鎮主要供應夏

季甜椒，但栽培地區白天溫度仍高，下午起霧，溼度高，加上無法與水田輪作，

造成疫病與青枯病嚴重，常見到疫病嚴重造成缺株，補植變成大小株不一情

形。彩色甜椒則多在設施內栽培，面臨甜椒細螨、頂腐病與其他小型害蟲等問

題，少數在戶外高冷地栽培的彩色甜椒，則有炭疽病問題，這些病蟲害問題目

前主要依賴藥劑防治，而土壤病害藥劑防治效果有限，造成在夏季生產健康安

全甜椒有其困難。本編擬由非農藥方式探討生產健康安全甜椒之可行性，提供

農藥外另一個選項，或者在果實採收前病蟲害管理的替代方案，擬由嫁接、細

菌性斑點病、生物防治與頂腐病的改善，探討甜椒健康管理的可行性。 

嫁接 

農試所進行青枯病的抗性篩選時，將 100 多個種原分為極抗、抗、感與

極感四個等級，其中極抗者皆為辣椒，極感者皆為甜椒(表一)，顯示甜椒較辣

椒不耐青枯病，辣椒則較耐青枯病(1)。農試所篩選甜椒與辣椒種原之疫病抗感

性，篩選多年發現甜椒皆為感病，部分結果如表二所示。辣椒則品種差異較大，

經多代純化後有較佳抗性，所以如果要培育同時抗此兩種土壤病害的甜椒品

種，恐非短時間可以達到，應應訂定中長期目標時續進行；而短期內則可以抗

土壤病害辣椒品系作根砧，進行嫁接以達抗病目的。國外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

不少，巴西 Santos 與 Goto(9)以 2 個抗疫病根砧嫁接 3 個感病品種，結果抗病

性提高而親和性亦無問題；西班牙為因應 2005 年全面禁止使用溴化甲烷消毒

土壤，所以評估利用抗疫病根砧的可行性，結果嫁接抗病根砧疫病感染率相

當，但線蟲則感染率較高，造成產量減少 13%，前一年不做任何處理較溴化

甲烷處理減少 55%(5)，匈牙利嫁接甜椒較土耕增產 27%產量，較岩棉耕少 28%
產量，但無設施成本。韓國設施辣椒為防止疫病發生，大約有 1 千 2 百萬株嫁

接抗病根砧 (6) 。Yagishita 等人 (12)以甜椒 Spanish Paprika 作砧木，辣椒

Yatsubusa 作接穗，則辣椒素(Capsacin)含量平均約降為原來十分之一。所以國

外以抗疫病根砧嫁接商業品種，已行之有年，但辣椒作砧木，是否會造成甜椒

果實變辣，則為以抗疫病辣椒作砧木的另一重要需要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面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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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對高溫極為敏感，溫室日夜溫 27/21℃減少著果，日夜溫 38/32℃不著果，

田間 32/15℃許多品種不著果(11)。而台灣夏季平地平均溫度往往超過 30℃，不

利於甜椒著果，所以產區集中在高冷地，如果能使甜椒在高溫夏季亦能正常結

果，則可延伸甜椒產期。本所以抗耐疫病品系(表三)嫁接 ‘銘星’甜椒，嫁接株

與未嫁接株 7 月 17 日移植本所田區，9 月 27 日調查存活情形、果數、單株產

量與辣味有無，結果如表四所示，嫁接株田間存活率為 80%至 100%，而未嫁

接株的 ‘銘星’ 存活率為 0%至 68.5%，明顯低於嫁接品系；未嫁接株的平均單

株重約只有 3 公克，且皆未結果，而 ‘602’品系不含果實則有 80 公克，平均

結果數與產量以 ‘26’品系最高有 3 果 60 公克，但亦有未結果者，辣味則嫁接

品系的 ‘銘星’經品嘗皆未有辣味，由此結果推論，以本所選拔抗疫病品系作

砧木，可減少病害感染，而其耐熱特性可使甜椒著果率提高，而其並未有顧慮

的辣味，但由於品系間差異大，所以仍需進一步選拔優良組合。 
 

表一、甜椒與辣椒種原對青枯病的抗性評估 
編號 品種 (品系) 類型 萎凋率(%) 發病指數(%) 抗病等級 
114 HEART SHAPED 辣椒 0% 1.4% 極抗 

104 LOCAL MEDIUM LONG 辣椒 0% 4.3% 極抗 

56 CATIE 9095-1-2-3-5-6 辣椒 0% 5.7% 極抗 

97 UNKNOWN(Capsicum frutescens) 辣椒 0% 5.7% 極抗 

54 CATIE 10994-2-3-4-5 辣椒 0% 7.1% 極抗 

57 THAILAND 84-1 辣椒 0% 8.6% 極抗 

52 CATIE 10916-2-3-4-5-6 辣椒 0% 10.0% 極抗 

74 YOLO WONDER B 甜椒 70% 72.9% 感 

65 RUBY KING 甜椒 60% 73.5% 感 

66 BRUINSMA WONDER 甜椒 50% 74.3% 感 

68 656 CALWONDER 甜椒 60% 77.1% 極感 

72 YOLO WONDER L 甜椒 70% 79.6% 極感 

101 DELGADO 甜椒 70% 81.4% 極感 

116 QIEI MEN 甜椒 60% 81.4% 極感 

44 PEPPER 甜椒 40% 84.3% 極感 

71 673 LADY BELL 甜椒 70% 85.7% 極感 

75 CALIFORNIA WONDER 
300(TMR) 

甜椒 80% 90.0% 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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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甜椒商業品種對疫病抗性評估 
品 種 名 稱 來        源   世代 接種株數 存活株數 
女王星 農友種苗公司 F1  25 0 
巨星 農友種苗公司 F1  13 0 
天王星 農友種苗公司 F1  15 0 
銘星 諾華種子公司 F1  10 0 
青山甜椒 農藝種苗公司 F1  24 0 
中國甜椒 中國種苗採種場 F1  26 0 
COMMANDANT 新吉種苗公司 F1  16 0 
SUSAN 新吉種苗公司 F1  8 0 
細鐘 生生種苗公司 F1  17 0 
夏鐘 生生種苗公司 F1  11 0 
福芳 生生種苗公司 F1  18 0 

 
表三、 辣椒品系對疫病抗性評估 
品系代號 世代 F6 接種株數 F6 接種存活率(%) 

602 F7 14 58 
605 F7 35 86 
607 F7 12 67 
610 F7 12 67 
617 F7 36 75 
623 F7 12 75 

 

細菌性斑點病防治策略 

細菌性斑點病為甜椒葉片與果實的重要病害之一，會造成葉片有黃色暈

狀、落葉與果實的瘡痂。高溫多濕環境適合本病發病且不易控制，目前植保手

冊推薦的藥劑包括嘉賜銅可濕性粉劑與三元硫酸銅水懸劑，若交替輪流使用，

可防止或減少單一藥劑造成的抗藥性問題。目前主要栽培品種 ‘銘星’為感病

品種，國外有Boynton Bell(美國Harris Moran種子公司)、Orion(荷蘭Enza Zaden
種子公司)為抗病品種，但皆屬鐘型(Block)，而不是台灣一般消費的長型(Dulce 
Italiano)，國內長型甜椒，有待育種或引進抗病品種。種子在採種過程可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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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細菌性斑點病，可以用 52℃溫湯處理 20 分鐘，進行種子表面消毒。器具與

環境需徹底消毒，避免潮濕時在植株中走動、造成傷口而增加感染機會。避免

密度太高，不易防治。發病初期應及早藥劑防治。發病株應小心去除或不去除，

如要去除，要避免去除過程造成病原的擴散。三年輪作一次，可減少發病機會。 
 
表四、不同辣椒砧木品系對 ‘銘星’甜椒產量、辣味與死亡率的影響 

砧木 調查株數 死亡株數 死亡率

(%) 
平均果數 平均單株

產量(公克)
平均單株 
重(公克) 

辣味 

未嫁接(前) 10 10 100 0  0     
未嫁接(中) 10 4 40 0  0     
未嫁接(後) 124 39 31.5 0  0 3   

602 12 0 0 2.8 34 80 無 

605 12 1 8.3 0.4  5   無 

607 12 1 8.3 1.0 17   無 

610 12 0 0 2.6 29   無 

617 10 2 20 0  0   無 

623 12 2 16.7 0.6  5   無 

8 3 0 0 2.0 42   無 

26 5 0 0 3.0 60   無 

314 3 0 0 0.7 10   無 

 

系統獲得抗病性( SAR,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植物局部受到誘發物(elictor)的感染或刺激，會產生一連串的變化，表現

出抗病現象，而且將此訊息傳至其他部位，而能抵抗多種病原的感染。此種誘

發物可能是無機物、殺菌劑、合成誘發物、真菌、細菌、病毒、植物化合物、

植物抽取物。國外已應用在多種作物的病害防治，已開發的商品或物質應用在

甜椒或辣椒的有 BTH、DCINA、BABA 與磷酸，應用的病害防治如表五所列。 

利用天敵進行生物防治 

在荷蘭等國溫室利用生物防治控制害蟲，已行之多年，利用的天敵如表

六所列，但由於許多天敵的專一性與價格並不便宜，操作者首先必需了解蟲害

的種類與密度，所以在走道與通風處以黃色粘版監控，定期更換，由此了解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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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種類與密度，決定天敵釋放的種類與數量或進行化學防治。目前設施中害

蟲為蚜蟲、細螨、粉蝨等小型害蟲，其中又以甜椒細螨最嚴重，在 25℃環境

每一世代只需 5-7 天，每年可產 50 世代，危害新芽或嫩葉，新芽被害則葉片

呈挾長皺縮畸形，重者焦枯脫落，延後新的花芽形成，影響產量，花芽被害則

幼果留下灰色粗疤，影響品質，目前推薦的藥劑為 25%新殺螨乳劑，採收前

15 天停止施藥，以單一藥劑對付一年 50 代害蟲顯然是不足，而捕植螨

(Neoseiulus cucumeris)防治甜椒細螨在以色列與佛羅里達皆有不錯的效果，但

是否適合台灣的環境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五、應用 SAR 機制開發的藥劑應用在甜椒病害種類 
藥劑 病害 

BTH 疫病(2,7)、炭疽病(10) 
DCINA 細菌性斑點病(4) 
BABA 炭疽病(3) 
磷酸 白粉病(8) 

 
 
表六、甜椒害蟲的生物防治種類 
害蟲 天敵 
甜椒細螨 捕植螨(Neoseiulus cucumeris) 

蚜蟲 寄生蜂(Aphidius matricariae)-桃蚜 
寄生蜂(Aphidius colemani)-melon aphid
寄生蜂(Aphidius ervi)-potato aphid 
瓢蟲(Harmonia axyridis) 

二點葉螨 捕植螨(Phytoseiulus persimilis) 
法拉斯捕植螨(Amblyseius fallacis) 
捕植螨(Amblyseius californicus) 

薊馬 捕植螨(Amblyseius degenerans) 
捕植螨(Amblyseius cucumeris) 
捕植螨(Amblyseius degenerans) 
捕植螨(Amblyseius cucumeris) 
花椿象(Orius insid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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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腐病發生與防治 

頂腐病發生在果實三分之二處，再往下蔓延，呈水浸狀再乾枯，如果分

析果實中鈣的含量，果實底部低於靠近果梗果肉，所以頂腐病被認為是由缺鈣

所造成生理障礙，許多例子說明無法單純補充鈣來解決，尤其是施用在土壤中

而獲得改善，造成的原因是由水分逆境、蒸散減少、根圈高電導度或品種特性

(尤其是大果品種)造成，解決之道為夏季氮肥勿過量，少施銨態氮，高溫期增

施鈣肥，避免土壤乾濕變化大，夏季不用大果品種，部分較耐頂腐病品種如表

七所示，可作為栽培彩色甜椒品種參考。 

表七、彩色甜椒較耐頂腐病的商業品種 
公司 品種 備註 

Rijk Zwaan Boogie RZ   紅色,耐放 

Rijk Zwaan Bossanova RZ  黃色,抗頂腐病 

Rijk Zwaan Flamenco RZ  紅色,耐頂腐病 

De Ruiter Funky 紅色 

De Ruiter Plenty 紅色 

De Ruiter Derby 黃色 

De Ruiter Otelo 黃色 
 

結論 

甜椒土壤病害與耐熱性可以藉嫁接改善，但是否具經濟性，則有待進一步

評估。細菌斑點病可以藉由品種、栽培措施與化學防治加以控制。系統獲得抗

病性機制所開發藥劑有機會減少藥劑防治病害所造成疑慮，但是否同樣適合台

灣的狀況，或其防治效果是否可接受，皆需進一步確認。天敵防治如何達到經

濟性且生產出具商品性價值之產品為最大挑戰。頂腐病多年來為夏季生產的瓶

頸，可藉由品種選擇、養液配方改變與環境控制等措施達到。這些綜合性問題

並不是單一領域研究人員可以克服，有待群策群力作出完整針對露地與設施不

同問題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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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Management of Sweet Pepper 
 

San-Tai Wang., Yu-Hua Wang, Tzu-Kai Lin, Pao-Jen Ann, Shiow-Huey Hseu, 
Wen-Hwa Chen and  Zhi-Feng Jiang.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Sweet pepper which cultivated in Spring and Autumn for lowland and in 

Summer for highland is important fruit vegetable in Taiwan. Color sweet pepper 
mostly cultivated in plastic house. Average month yield of all year were lowest 
from July to October and highest for average price. Problems of cultivating sweet 
pepper from July to October were soil born disease which included phytophthora 
blight and bacterial wilt, bacterial spot, virus which transmitted by vector of pest or 
mechanical, high temperature which make flower or fruit drop or blossom-end rot, 
anthracnose which happened in color sweet pepper in outdoors, pest which 
included broad mite, aphid and white fly, especially broad mite. As soil born 
disease and low fruit set in summer, it was hard to produce healthy sweet pepper in 
outdoors. As high temperature, blossom-end rot and broad mite, it was also hard to 
produce healthy  color sweet pepper in plastic house. Grafting sweet pepper 
cultivar ‘Andalus’ on 9 different resistant or tolerant phytophthora blight hot pepper 
lines as stock evaluated in middle of Taiwan from 17, July to 27, September, 2004. 
Death ratio of non-grafted ‘Andalus’ was 31.8%, 0% for 5 grafting combinations, 
0-10% for 2 grafting combinations, 10-20% for 2 grafting combinations. As lacking 
of heat tolerance, non-grafted ‘Andalus’ were only 3 grams, grafting with stock line 
of  ‘602’ were 80 grams. Fruit of non-grafted ‘Andalus’ was 0, highest average 
fruits of grafting were 3 fruits and 66 grams for average plant yield. Non of fruit 
was hot for grafting sweet pepper fruit which evaluated by tasting for 33 plants. 
Advantages of grafting sweet pepper on disease tolerance hot pepper were high 
survival ratio, mature early, heat tolerance, heat tolerance, high yield and no hot 
flavor. Broad mite controlled by predator (Neoseiulus cucumeris) or fumigation of 
sulfur in some countries. Blossom-end rot of sweet pepper could be improved by 
choosing cultivar and adjusting nutrition of s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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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病害防治策略之思考邏輯 

 
呂理燊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前主任 
 

芒果炭疽病 

芒果是台灣的重要經濟果樹，而在市面上看到的芒果往往都有黑點，一

般人都認為有黑點才會甜，因為有黑點代表是成熟的果實，上面的黑點則是

炭疽病所造成的，所以看到炭疽病出現，就是表示果實己經成熟了。難道成

熟的果實就一定會有炭疽病嗎？其實不盡然，所以這個觀念要慢慢改變。芒

果炭疽病，尤其是愛文芒果，現在外銷時碰到第一個難題就是炭疽病，而且

十多年來一直是芒果產業的瓶頸，是不是有辦法解決？當然有。炭疽病的病

原菌是真菌，生活習性有三種：第一就是寄生性，第二是腐生性，還有一個

少有人提到的生活習性是內生，生在內部的內生性。腐生性是指一個生物或

真菌生活在快要沒有生命或沒有生命的腐爛的東西上面就是腐生。共生是生

在核的組織裡面，但不表現病徵，理論上，對作物也没什麼影響，但是等到

內生的組織老化以後真菌就開始活躍，這類的生活方式稱為內生。因為有三

種形態的生活習性，而且台灣的氣候非常適合炭疽病，沒有越冬、越夏的現

象，所以一年四季都會發生，也表示四處均有病原菌存在。芒果炭疽病的病

斑處產生黑點以後會凹陷，之後會產生紅色粘性的分生胞子，炭疽病就是就

是靠這個分生胞子傳播，不論果樹、腐生性的、或共生性的，最後均會產生

分生胞子，然後靠雨水傳播、危害芒果。 

今天主要談論的重點為寄生性，至於腐生性、共生性的防治，就是要將

病原盡量除掉即可，所以要注意田間衛生，講到田間衛生，很遺憾，我們台

灣的農民都不太注重田間衛生，一般都認為没有什麼關係，果實掉了會腐

爛，腐爛以後就不見了，然而要爛掉以前病菌是不會消失不見的，同時腐爛

也需要一段時間，所以發生病害後徹底清除病原是必要的。以寄生性來講，

病原菌會寄生在葉片尤其是嫰葉，嫰葉被寄生後，會皺縮、穿孔，此外，病

原菌會寄生在花梗，導致花梗變黑；果梗被寄生時，小的果梗上著生的果粒

會掉落，稍大的果粒被寄生後會形成黑色斑點，亦會造成落果，但最重要的

寄生狀態是，小果感染時沒有引起早期病徵或早期落果，亦不會有病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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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到果實成熟以後再表現病徵，這種現象稱為潛伏感染。不止芒果，

很多果樹都有潛伏感染的現象，一旦發生潛伏感染，藥劑防治就會相當困

難，因為炭疽病的分生胞子，發芽以後分成二室，上面會產生一個附著器，

附著器就粘在植物表皮上面，然後形成侵入菌絲，侵入寄主組織， 侵入菌絲

進去以後會產生二種構造，上面會產生鉤，經過幾天以後組織會變硬，變硬

以後藥劑就無法殺死，噴再多的藥劑都無法殺滅。潛伏感染的現象維持至果

實糖分開始升高時候，差不多八分熟、九分熟的時候，病原菌開始活躍，所

以病斑是在果實成熟以後才會出現，炭疽病難以防治的關鍵就在這裡。 

談到管理芒果炭疽病的要領，當然修剪、果樹密度都很重要，枝條不能

太密，25 個葉片供應一個果實的養分等等，園藝方面的專家都有很徹底的研

究。但談到病害，一般芒果葉片病害發生並不嚴重，很少特別防治葉片病

害，防治主要都是為了保護果實，所以要早期噴藥，一般建議，花梗抽出至

5-10 公分左右(花針)時開始噴藥，以後每隔 10 天噴藥一次，一個月噴 3 次，

持續 2 個多月左右，以台南地區為例，愛文花梗抽出時間大約是 2 月初左

右，此時因為不是雨季氣候比較乾燥，有時會有霧，農民往往認為不會發生

病害，所以不需要密集噴藥，以致 15 天或 20 天甚至 1 個月才噴藥一次。由

於前述所提潛伏感染的緣故，當時病原菌剛侵入、尚未出現病徵，若不迅速

噴藥，就無法將病原菌殺死，以後必然發生問題，所以必需定期噴藥。 

另一關鍵技術為提早疏果和套袋，果實大約生長至 2 公分長度時疏果，

如雞蛋大小的時候套袋。一般果樹都會發生生理落果現象，發生的原因主要

是因為營養競爭，養分吸收較充足的果實繼續生長，而養分吸收較不足的果

實會自然落果，這就是生理落果。芒果生理落果大約 5 月中旬結束，此時掉

落的果實已吸收部份營養後才落果，其實浪費大量植株貯存的養分。假設提

早疏果，植株貯存的營養大多提供給樹上的果實，則可避免養分的浪費。疏

果時當然有原則，依照園藝的原則，25 個葉片留一個，一個花梗留一個，偶

而特殊狀況留 2 個，這樣一棵樹留多少果，差不多都固定了。農民會懷疑用

這種方法疏果之後是否仍會生理落果，依據試驗結果，早期疏果後之生理萿

果不超過 1%。人工疏果的時候還要特別注意的另一重點，由於芒果開花不

整齊時會有很多批次，疏果時同一棵樹盡量留大小一樣的果實，將來成熟期

會比較一致，採收期不致太長，可以節省工資。若不同生長程度的果實都

留，雖然採收期較久，大概要一個月至一個多月，幾乎每天採收而收穫量

少，需要耗費大量工資，假如能夠一個禮拜之內採完，則很理想，所以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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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小要留差不多一樣大，太大不要、太小不要，成熟會比較整齊。很多果

樹都可以用這個原則，將來採收差不多一樣，假如管理技術好，枝條、果實

等條件都均一，甚至可一次採收，偶而有幾個不太成熟的果實可以催熟，如

此一來就更省工了，這是早期疏果的好處。早期疏果，當然不能一下就疏果

完畢，前後大概半個月左右，疏果後就可以套袋了，套袋以前當然要噴藥，

噴藥以後，等藥液乾了再套袋，詳細套，套袋以後不必再噴藥。 

套袋以前，每 10 天噴藥一次保護果實，病原菌無法侵入，侵入後發展

的機會也不大。除非發生蟲害等特殊問題，五月套袋後，到 6-7 月採收時一

個多月都不需噴藥，雨季來臨時也不必噴藥，因為果實已經用紙袋保護，病

原菌無法侵入。然後套袋還有一個好處，為了防治果實蠅使用很多藥劑，其

實套袋是最好的方法。果實蠅差不多果實七分熟時最容易發生，已經在小果

時套袋，果實蠅根本沒有機會來叮，果實蠅問題就解決了。套袋時愛文用白

色透明袋，其他品種則用其他種類的紙袋，品種不一樣套袋就不樣，有什麼

好處呢？果實品質優質化、什麼叫優質化，以愛文為例，標準的愛文顏色，

應該是粉紅色，果粉在果實表面細細佈滿很漂亮，然後貯放到完全成熟，水

份乾了、果實扁了，也看不到炭疽病發生，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糖分會

提高一度至二度，因為早期疏果，所有營養都留下來供應果實，若無法疏果

而自然生理落果，則所有果實競爭養分，待生理落果後存留的果實僅能利用

剩餘的養分，因為貯藏營養不夠，所以會發生隔年結果，假如產量固定，每

年產量一致，營養供應平衡，可防止隔年結果，進行時技術上並無困難。 

有關用藥技術，一般結果初期比較需要密集施藥，後期雨季開始時因已

套袋可以不要噴藥。部份農民套袋以後 3 天噴一次，其實是不必要的。目前

有許多藥劑是系統性藥劑，所謂系統性藥劑是藥劑噴施以後會經由植物體吸

收而存在植物體內，使整株植株都含有藥劑，一般噴施後差不多 2-3 天後會

發揮藥效而具保護性，一般在台灣條件下，藥效大概可維持二星期左右，這

是建議 10 天噴一次藥的最重要的考量。很多人下雨後馬上噴藥是不必要的，

因為下雨前噴的系統性藥劑已存在植物體內，下雨並不會將它淋洗掉。目前

很多農民初期不注重噴藥，20 天或一個月噴一次，噴完 2 天以後遇下雨又噴

藥，果實長大到一定程度還没有套袋，遇下雨又必需趕快噴藥，非常忙碌且

成本很高而未達到目的。因此若能掌握關鍵原則的話，生產的果實應該是好

吃又漂亮，外銷日本根本不會有問題，但是現在很多農民還無法有效掌握原

則，但是慢慢會有進步，現在市面上的芒果炭疽病發生的比例好像比前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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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一點點。有些農民胡亂噴藥，市面上有果皮暗紅色愛文芒果，可能是噴

施砷劑，基於農藥殘留量的考量，千萬不要購買。要生產暗紅色果皮的愛文

主要需靠光照，陽光充足的果園，果皮自然會被曬成呈暗紅色。 

葡萄露菌病 

20 年前種植葡萄，每年 8-9 月往往一天噴 2 次藥，主要為了保護花梗，

花期 20 天差不多共噴 30-40 次藥，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防治露菌病，露菌病跟

芒果炭疽病不一樣，是絶對寄生性而不是腐生性，病原菌會產生卵胞子，存

活在土壤裡很長時間，遇氣候適合時，立即發芽、感染，世界上大部份的葡

萄園都有此現象，在台灣葡萄露菌病不會產生卵胞子，所以第一次感染不會

是卵胞子，但在臺灣一個特殊的現象，一般第一季葡萄差不多長至 12 葉片左

右，而第二季差不多長到 8 個葉片時，可以發現第一、二、三個葉片，已開

始出現病徵，由此現象明顯的表示露菌有芽的潛伏感染現象，病原菌潛伏在

芽，當整枝、修剪後萌芽時，潛伏的病原菌開始活動，以後逐漸繁殖、病源

逐漸增加之後，開始出現病徵，然後傳播。 

感染以後的潛伏期只有四天，假如錯過了這段防治的關鍵時間，則可能

需要耗費相當大的防治成本，但若有效掌握，則往往事半功倍。若能在萌芽

初期以系統性藥劑噴施，則病原菌繁殖被抑制，自然不會產胞，也不會傳

染。田間試驗證明，假如 4 月 8 日發病以前就開始噴藥，18 日再噴一次，27
日發現病徵開始出現，但發病率很低，以後維持低發病率，但是没有噴藥的

對照區則發病率很高。假如病徵出現後再噴藥，例如 8 月 14 日已出現病徵時

再噴藥，則雖經多次噴藥，發病率仍然很高。此外，為避免抗病性發生，最

好以不同性質的藥劑輪流噴施，否則一旦發生抗藥性，防治效果往往不佳。

所以植物保護手冊的推薦方法，發病初期開始噴藥，事實上已經太晚，實在

值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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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病害管理 

 
李昱輝、呂理燊 

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摘要 

目前台灣草莓以灰黴病、果腐病、白粉病及炭疽病等最為嚴重，其次

是葉芽線蟲及青枯病。灰黴病於12月至翌年2-3月間低溫多雨時發生，雖可
危害葉片、莖、花器及幼果，但主要危害成熟果，造成嚴重損失；人工徹

底清除病果對減少本病發生有助益，於發生初期可輪流使用克氯得、依普

同、益發靈、免克寧及撲滅寧等藥劑防治。果腐病多於3-4月溫度升高及多
雨時發生，但若12-2月間連續降雨時，可自12月底與灰黴病同時發生，幼
果至成熟果皆會被害，影響產量甚巨，可用人工清除病果配合腐絕快得寧

初期防治。白粉病於高冷地海拔1,200-2,000公尺一年四季皆可發生，700公
尺高時於8月至翌年5月間顯現病徵，500公尺高時則為9月初至翌年5月，
100公尺時發病時期為10月至翌年3月，海拔再低時則發病時間稍縮短；在
500公尺或更低海拔處育苗，除育苗後期表現病徵外，皆無本病之發生，但
移至本田定植後，若育苗期未徹底防治即可馬上發病，危害葉片造成葉片

壞疽乾枯，危害幼嫩至成熟果實，致使果實外表覆上白色粉狀物，碳酸氫

鉀、三泰芬、撲克拉錳、布瑞莫等殺菌劑均可有效控制，碳酸氫鉀可隨時

使用，但後三種藥劑安全採收期皆長於一星期，噴藥適期訂於育苗後期出

苗前噴2-3次或定植後開花前噴1-2次，即可使本田幾乎不發病。炭疽病發生
於高海拔夏季育苗植株之葉片、葉柄及走莖，一般栽植地區於10-12月及翌
年3-4月間24℃以上高溫時亦會發生，葉片、葉柄及果實偶有發生，但冠部
組織被害時造成植株死亡，已推薦待克利和腐絕快得寧、撲克拉錳二種藥

劑，於育苗期間輪流使用，共噴7-8次，或定植後開花前噴2次均可顯現優
良之防治效果，此等噴藥方式亦可防治白粉病在本田期之發生。青枯病亦

如炭疽病於10-12月及翌年3-4月高溫時發生，危害冠部組織造成植株黃化萎
凋，可用組織培養健康苗或本田期植株完全未罹病田者當母株，由其所得

種苗種植後才不致發病。葉芽線蟲於育苗期及本田初期氣溫仍高時發生，

主要危害新葉及芽苞，造成葉片畸型捲縮導致植株嚴重矮化，開花結果不

良，一般用芬滅松於育苗期及草莓苗種植本田成活後防治1-2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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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草莓、灰黴病、藥劑、防治、成熟果、果腐病、白粉病、炭疽病

、冠部組織、青枯病、葉芽線蟲。 

前言 

台灣草莓栽培以苗栗縣大湖鄉最多，約四百公頃，其他地區則有關西

、內湖、國姓和遍佈全省之零星栽培，經營形態均以觀光果園為主。最初

栽培品種為馬歇爾、福羽，民國五十九年種植愛利收，至六十二年全部種

植愛利收，六十八年十月引進春香，至七十九年增加豐香及少數久能早生

、愛倍利等品種，目前以豐香為主要品種，因市場需求最近又增加艷紅。

草莓育苗期於五月初至九月底，均採健康苗或自行選取優良母株再行走莖

苗育苗，於海拔400公尺以上採全日照育苗，但如在低海拔或平地皆行遮陰

育苗。草莓苗一般於九月底至十月初定植，亦有更早於九月中旬定植者，

但若定植過早遇颱風雨時成活率降低，初期生長亦受阻，且無法提早開花

結果。一般在十一月下旬開始採收，一直到翌年四至五月底。目前草莓病

害以灰黴病、果腐病、白粉病及炭疽病最為嚴重，其次另有葉芽線蟲與青

枯病為害。 

重要病害 

一、灰黴病 
由Bortrytis cinerea引起，遇低溫高濕時易發生，主要危害果實(圖一)

外亦可危害其它地上部組織如葉片(圖二)，因本病病菌寄主範圍極廣，可能

早就存在。 

圖一、果實灰黴病。 
Fig 1.Gray mold rot symptoms on 

fruit. 

圖二、果梗灰黴病。 
Fig 2. Gray mold rot symptoms on the 

pedi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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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果腐病 
主要危害果實(圖三)。由Phytophthora cactorum及P. citrophthora兩者引

起，兩者於田間皆能產生厚膜胞子，但只有前者能產生卵胞子，於1979年
由Kao和Leu兩氏報導(3)，其發生約各占一半，最近幾年則以P. cactorum為

主(本文第二作者，未發表)，在田間P. cactorum以卵胞子殘存，遇溫度及濕

度稍高時最易發病，逢連續降雨時發病更甚，尤其於三月至五月間。若冬

季雨水豐沛，則自十二月中、下旬可與灰黴病同時發生。P. cactorum寄主

範圍廣，而P. citrophthora可引起柑桔裾腐及褐腐病，故兩者早已存在台灣

田間。 
 

圖三、果實果腐病 
Fig. 3. Phytophthora fruit rot symptoms 

on fruits. 

圖四、果實白粉病 
Fig. 4. Powdery mildew symptoms on 

fruits. 

圖五、果梗白粉病 
Fig 5. Powdery mildew symptoms on 

the pedicel. 

圖六、葉片白粉病 
Fig 6. Powdery mildew symptoms on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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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粉病 
白粉病由Sphaerotheca macularis f. sp. fragariae引起，可危害果實(圖四)

、果梗(圖五)和葉片(圖六、圖七)，呂氏等報導(1)本病於七十四年十一月在

大湖鄉發現，七十五年造成嚴重的損失，田間觀察及試驗顯示本病病原菌

無法在平地越夏，四月初發病轉輕，至五月已看不出病徵；母株及其在夏

季所生之走莖苗一直到秋冬季均不發病，延至翌年五月皆如此。 
 

圖七、葉片白粉病 
Fig. 7. Powdery mildew symptoms on 

leaf show red-brownish discoloration.

圖八、冠部炭疽病 
Fig 8. Anthracnose symptoms on 

crown. 

圖九、果實炭疽病 
Fig 9. Anthracnose symptoms on fruits. 

圖十、葉片炭疽病 
Fig 10. Anthracnose symptoms on leaf.

 

四、炭疽病 
可危害冠部組織(圖八)、果實(圖九)和葉片(圖十)，由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引起，於民國八十二年李和呂兩氏於大湖鄉發現(2)。本病在

台灣何時開始發生，無記錄可考，初發現時發病株與青枯病複合感染者不



 113

少，造成草莓植株萎凋死亡，後來因健康苗之組織培養及母株篩選自然淘

汰，使青枯病發病率遞減，近來已不再為害，但疏於噴藥管理郤會造成炭

疽病嚴重發生；本病病原菌一年四季均可存活於草莓植株上，育苗期可於

葉片、葉柄，走莖發現病徵，但一般不會對植株造成嚴重為害，本田期則

於草莓苗移植本田後一個月至一個半月(覆蓋塑膠布初期)植株大量死亡(圖
十一)，縱剖冠部可看到紅棕色斑紋 (圖八)；或於翌年四月氣溫昇高時，罹

病植株易死亡，影響草莓產量甚巨，本菌可危害果實、植株各部位，但以

危害冠部造成植株死亡者最為嚴重，而危害果實則均發生於四月高溫之草

莓果實生產後期，對產量之損失輕微。 
 

圖十一、田間炭疽病死亡情形 
Fig. 11. Crown rot induced by 

anthracnose fungus in the field. 

圖十二、葉芽線蟲為害植株 
Fig 12. Crumpled symptoms induced 

by foliar nematode. 
 

五、葉芽線蟲 
以外寄生方式刺食草莓植株新葉及芽苞，當葉片伸展開時即呈現畸型

，狹小起皺而呈捲縮葉(圖十二)，嚴重被害時植株矮化，葉片稀疏，影響開

花結果。 

育苗圃病害管理 

草莓育苗期每年5月初至9月中、下旬止，病害以炭疽病、白粉病發生較

多，偶有葉芽線蟲發生。葉片、葉柄或走莖有炭疽病斑點存在時，可輪流使

用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或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每隔七天噴

一次防治，連續三次。葉片白粉病發生時，可輪流使用80%碳酸氫鉀可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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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劑1000倍、25%三泰芬可濕性粉劑5000倍、25%布瑞莫乳劑3000倍或50%撲

克拉錳可濕性粉劑6000倍，每隔七天噴一次防治，連續三至四次。葉芽線蟲

可用40%芬滅松乳劑3000倍防治。因多數炭疽病用藥對白粉病亦兼有防治效

果，且炭疽病防治次數多於白粉病，因此防治炭疽病可兼防治白粉病。 

本田期病害管理 

草莓每年由九月底至十月初定植，至翌年四、五月止。初期病害以白

粉病、炭疽病、葉芽線蟲最為嚴重。葉芽線蟲可於草莓苗定植前以40%芬

滅松乳劑3000倍浸苗處理，有必要時幼苗成活後再噴灑一次芬滅松應可完

全防治。白粉病若未能確定苗期防治效果，可於幼苗定植後開花前，輪流

使用25%碳酸氫鉀可濕性粉劑2000倍、25%三泰芬可濕性粉劑5000倍和50%
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6000倍各一次，即可達到根絕之效果，目前有碳酸氫

鉀可隨時防治，不用擔心農藥殘留，三泰芬與撲克拉錳二種藥劑因殘留關

係，安全採收期皆較七天長，且未推廣於採果期使用。炭疽病若未能確定

苗期防治效果，猶如白粉病，可於定植後選用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或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二種藥劑其中之一各一次，應可降低植

株死亡率。中後期如遇雨水充沛時，以灰黴病及果腐病發生最為嚴重，灰

黴病之防治首重於清除病原菌，可把罹病果實摘除，並以封口袋包好後帶

離栽培園，切記勿留於畦溝內任其繁殖蔓延，且畦溝內之積水最好排乾，

並配合推薦藥劑50%克氯得可濕性粉劑1000倍、23.7%依普同水懸劑1000倍
、50%益發靈可濕性粉劑1000倍、50%免克寧可濕性粉劑1500倍、50%依普

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和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2000倍等於發病初期開始施

藥，以後每隔七天施藥一次，共計三至四次之輪流防治；果腐病亦首重於

病果之清除，降低二次感染機率，並配合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
倍於花苞初開時開始施藥，每隔七天施藥一次防治。 

結論 

草莓之生產栽培首重育苗，病害之防治亦以育苗期為重點，因其易行

而且效果極優故為絕對必需。草莓苗集中，用藥量少既經濟且效果良好，

累積三至四年調查結果顯示，於育苗圃用七至八次殺菌劑，如輪流使用待

克利和腐絕快得寧等，可有效控制炭疽及白粉病，且可使本田期免於再發

生(表一)。草莓果實乃生食之水果，首重農藥殘留問題，故對於病害之防治

則更應小心注意，其重點均需深入探討，才能確保消費者之安全。以前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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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針對本田期排定噴藥順序及次數進行田間實驗(表二)，成果亦頗良好，應

可提供防治曆，配合實際園內發生病害情形，運用有效藥劑適時防治，降

低農藥殘留，裨益農友收益及消費者安全。 
 
表一、草莓育苗圃病害管理 
Table 1. Management of diseases of strawberry seedlings in 

their nursery stage 
6月 初 50%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3000倍 

 中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7月 初 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 

 中 62.25%鋅錳邁克尼可濕性粉劑600倍 
8月 初 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 

 中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9月 初 50%撲克拉錳可濕性粉劑3000倍 

 中 62.25%鋅錳邁克尼可濕性粉劑600倍 

 
 
表二、草莓本田期病害管理 
Table 2. Management of diseases of strawberry plants in their 

field stage 
10月 初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中 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 
11月 初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中 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 
12月 初 50%免克寧可濕性粉劑1500倍 
 中 23.7%依普同水懸劑1000倍 

1月 初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中 50%依普同可濕性粉劑1000倍 

2月 初 23.7%依普同水懸劑1000倍 
 中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3月 初 50%益發靈可濕性粉劑1000倍 
 

4月 
中 
初 
中 

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2000倍 
24.9%待克利乳劑3000倍 
53%腐絕快得寧可濕性粉劑12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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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agement of diseases occurred on strawberry 
 

Lee, Y. H.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Gray mold, phytophthora fruit rot, powdery mildew and anthracnose on 

strawberry occurred seriously in the recent times in Taiwan.  However, its foliar 
nematode and bacterial wilt diseases occurred sporadically.  Gray mold becomes 
severe during December to next February to March when the weather is wet and 
temperature is low.  The pathogen attacks stems, blossoms and small fruits, 
However, the great damage happen on mature fruits and the yield is lost thereafter.  
Fortunately the gray mold can be controlled before becoming severe by spraying 
Chlozolinate, Iprodine, Dichlofluanid, Vinclozolin, and Procymidone in turn.  The 
phytophthora fruit rot usually appears in the field when the climate becomes warm 
and rainy during March to April.  However, it may also appear at the same time as 
gray  mold occurred from December to February when it is continuously raining.    
The fungicides, Thiabendazole plus Oxine-copper, used to control gray mold a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severity of fruit rot.  The powdery mildew occurs in 
whole year at the high mountain areas where the altitude is between 1200 to 2000 
meters.  The symptoms appears during August to next May when the altitude 
drops to 700 meter.  When it drops to 500 meter, the diseases appeared during 
September to next May, further decreased to 100 meter, it occurs during October to 
next March.  Only few symptoms could be found at the late stage when the 
nursery was held at the mountain area at the altitude below 500 meters. The 
symptoms of powdery mildew appeared continuously after transplanting to the 
field if the seedlings were infected by the pathogen.  The infected leaves showed 
necrosis. The white powders cover both immature and ripen fruits. Four fungicides, 
Potassium hydrogen carbonate, Triadimefon, Prochlorate manganese, and 
Bupirimate are good for controlling the disease with rotation by spraying two to 
three times in the seedbeds before transplanting and one to two times after 
transplanting to the field.  Manifestations of strawberry anthracnos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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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ting and girdling of stolons and petioles, crown rot, fruit rot and a black leaf 
spot.  In summer day, the symptoms appear on leaves, petioles and stolons if the 
nursery field are located at high mountain area.  Formerly crown rot induced by 
anthracnose fungus occurred during October to December and recurred next March 
to April. If the plants exposed around 24℃or above, crown rot is most serious 
finally.  Difenoconazole, Thiabendazole plus Oxine-copper, are recommended to 
control anthracnose by seven to eight times sprays in turn during nursery stage.  
Anthracnose can also be inhibited if the fungicides are sprayed two times just after 
transplanting or before blossoms.  The bacterial wilt occurs during October to 
December and again next March to April, as those of crown rot induced by 
anthracnose fungus.  High temperature is requisi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cterial wilt.  The pathogen invades crown tissue and induces the yellowing and 
wilting of plants.  The seedlings propagated from tissue culture method and 
keeping healthy stocks for propagation are good methods for escaping from the 
invasion of bacterial wilt.  Foliar nematode occurred at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  The new leaves and leaf buds are attacked and become deformed and 
shrinking, resulting stunt seriously and finally blossoms are retarded.  The 
insecticides, Nemacur can inhibit the severity of foliar nematode after one to two 
sprays. 
 
Key words:Strawberry, gray mold, pesticides, control, matured fruit, phytophthora 

fruit rot, powdery mildew, crown tissue, bacterial wilt, foliar nemat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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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類作物萎凋病和黑點根腐病之嫁接防治 

 
林益昇、蘇俊峯、黃國修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一、摘要 

嫁接乃是將兩個或以上的獨立個體植株，分別切取部分組織並將之組

合，癒合後使其維管束連結，而成為一單獨的植株個體。由於瓜類作物之間有

嫁接親和性，而且各種尖鐮胞萎凋病菌(Fusarium oxysporum)對其寄主又有專
一性，因此世界上嫁接瓜類作物的栽培愈來愈多，主要就是為了防治各種萎凋

病，最近也有報告指出嫁接洋香瓜亦可防治由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所
引起的黑點根腐病。台灣嫁接西瓜的栽培行之有年，最近又研發與推廣苦瓜、

絲瓜及洋香瓜的嫁接栽培與病害防治，尤其嫁接苦瓜不但成功的防治苦瓜萎凋

病，並使苦瓜每公頃產量高達 61-127公噸，而實生苗苦瓜每公頃產量是 0-24
公噸。本文介紹瓜類作物常用的嫁接方法，並報告目前台灣地區所研發推行的

瓜類作物萎凋病與黑點根腐病之嫁接防治現況。 
 
關鍵字：嫁接防治、苦瓜萎凋病、西瓜蔓割病、絲瓜萎凋病、洋香瓜黑點根腐

病 

二、前言 

瓜類作物的栽植大都屬集約式，而設施栽培的面積愈來愈大，在耕地面

積有限的情況下，連作變成不可避免的栽培策略。然而連作常使作物受到土壤

傳播性病原菌的危害，造成作物產量減少與品質變差，日本溫室栽培的蔬菜作

物就因此而減產 61%(46)。目前化學藥劑(fungicide)應用在瓜類作物土壤傳播性

病害的管理上，主要仍以只需短期保護的苗期病害為主，如 Pythium spp. 與 
Rhizoctonia solani 所引起的猝倒病與立枯病等；至於在成株期發生的土壤傳播

性病害，如 Fusarium oxysporum 與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等病原菌所

引起的萎凋病和黑點根腐病，則藥劑防治效果不彰(43)。使用溴化甲烷做土壤

燻蒸(methyl bromide fumigation)雖可有效防治，但土壤燻蒸劑大都含有劇毒，

對人體與環境皆有毒害，且依蒙特婁公約規定，在不久的將來，溴化甲烷將分

階段禁止使用(41)，因此防治瓜類作物土壤傳播性病害大都採用非農藥的防治

方法。常見的非農藥防治策略有(a) 施行輪作制度以降低病原菌傳染源(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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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土壤添加物，或可降低西瓜萎凋病的發生(9)；(c) 栽種香蕉、西瓜與洋香

瓜抗病品種(11)；(d) 應用抑病土防治西瓜蔓割病(28)；(e) 發展無病原性尖鐮刀

菌防治甘藷萎凋病(37)；以及(f) 應用最具效益的嫁接防治法。 

目前在瓜類作物上，尖鐮刀萎凋病菌共有八個分化型，包括 F. oxysporum 
f. sp. niveum、f. sp. melonis、f. sp. cucumerinum、f. sp. radicis-cucumerinum、 f. 
sp. luffae、f. sp. lagenariae、f. sp. momordicae 和 f. sp. benincase，分別引起西

瓜、洋香瓜、胡瓜、絲瓜、扁蒲、苦瓜和冬瓜萎凋病(22, 25, 34, 38, 52, 44, 45)。由於

各種萎凋病菌對寄主有專一性，而且瓜類作物之間又有嫁接親和性(12)，因此

在 1936 年村田及大原兩氏(13)經試驗多種瓜類作物之嫁接組合，並選用扁蒲

為抗病根砧，成功的防治西瓜蔓割病後，嫁接抗病根砧的方法即被用來防治多

種瓜類作物萎凋病(14)。最近，亦有文獻指出以蒲瓜與南瓜為根砧，在田間可

以減緩洋香瓜黑點根腐病的發生至收穫期(19, 50)。 

本文介紹瓜類作物常用的嫁接方法，並報告目前在台灣地區所研發的瓜

類作物萎凋病與黑點根腐病之嫁接防治現況。 

三、瓜類作物常用的嫁接法 

(一) 植株的栽培 
取瓜類作物種子在室溫下(22-28 )℃ 以自來水沖洗供試種子 12-24 小時 

催芽後，播植於盛有泥炭土(peat moss)和珍珠石(perlite)混合物(3：1，v/v)的穴

盤(50 或 60 格，每格直徑 4.5 公分，深 4.5 公分)中育苗，待幼苗長出 2-3 真
葉後，移植於裝有泥炭土的黑色軟塑膠盆(直徑 6 公分，高 6 公分)備用。 

(二) 頂劈嫁接與頂劈高接法(cleft grafting and cleft grafting on top) 
頂劈嫁接法乃取嫁接適期的根砧瓜苗(長出 2-3 片真葉時)，用清潔之刮鬍

刀片(Gillette, blue blades)將瓜苗子葉上方莖部兩邊以 450 斜角切除其生長點

及真葉，保留兩片子葉，再縱切兩片子葉中間的胚軸，深約 1.0-1.5 公分。又

取嫁接適期的接穗瓜苗，於子葉正上方之莖部兩邊以 300 斜角往下斜切成楔

形，長約 1.0~1.5 公分，僅留下真葉即為切子葉接穗；若將嫁接適期的接穗瓜

苗，於平行子葉下方之胚軸兩邊以 300 斜角往下斜切成楔形，長約 1.0~1.5 公

分，留下子葉與真葉即為不切子葉接穗。將接穗插入根砧被剖開的胚軸，用嫁

接夾(新和，接木 clip 1 號)夾住插入部分，使其密合並固定位置，此即為 1：1
頂劈嫁接法。頂劈高接法則在在田間種植瓜苗，約 1 個月，株高約 100 公分

左右的根砧植株，以刮鬍刀片，距頂芽約 5-10 公分的莖部橫切，並縱切其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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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深約 1.0-1.5 公分，做為根砧；再取嫁接適期的接穗瓜苗，以刀片切斷靠

近地基部的胚軸，於胚軸處與子葉平行的方向，兩邊以 300 斜角對切成楔形，

長約 1.0-1.5 公分，保留子葉及真葉，做為接穗，同樣將接穗插入根砧被剖開

的胚軸，用嫁接夾夾住插入部分，使其密合並固定位置，完成嫁接手續。如為

絲瓜接穗可直接切取一棵實生苗而來，亦可在接穗瓜苗培育 3-4 星期後，切取

其健壯蔓穗末稍約 10-15 公分，去其捲鬚，再將莖部兩邊對切成楔形，長約 
1.0-1.5 公分，做為接穗(俗稱絲瓜心，非一株絲瓜苗)。 

(三) 割裂根靠接與割裂靠接(cleft root inarching and cleft inarching) 
將培育在穴盤中 2-3 星期的根砧與接穗瓜苗，同時期移植於本田或栽培

盆中，待株高約 50-100 公分或更高時，為嫁接適期。首先以刮鬍刀片，橫切

除去 1/2 根砧莖部，並在留下來的莖部頂端兩邊對切成楔形，長約 1.0-1.5 公
分。然後選取大小與其相當的接穗植株莖部，由下往上以 300 斜切一個開口，

深約 1.0-1.5 公分，再將已切成楔形的根砧莖部，插入接穗莖部之斜切開口內，

用嫁接夾夾住，1-2 星期後取下嫁接夾，即完成割裂根靠接，若於 2-3 星期

內以刮鬍刀片切除嫁接處以下的接穗莖部，即為割裂靠接。 

(四) 舌狀靠接法(tongue approach grafting) 
將培育好的接穗瓜苗與根砧瓜苗，同時移植於 3.5 吋塑膠軟盆中或田間。

以清潔的刀片，以 300 由上往下斜切至根砧胚軸中間部位，深約 1.0-1.5 公分，

作為根砧；在接穗瓜苗胚軸適當的距離，以 300 由下往上至接穗中間胚軸中間

部位，深約 1.0-1.5 公分，作為接穗。將此根砧與接穗斜切部位組合，用嫁接

夾夾住插入部份，使其密合並固定位置，即完成嫁接手續。 

四、苦瓜萎凋病之嫁接防治 

(一) 苦瓜萎凋病的發生 
苦瓜萎凋病係由病原菌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momordicae 所引起，

罹病株在初期會顯現半側萎凋，進而維管束褐化、葉片黃化，終至全株萎凋等

病徵，使得苦瓜栽培期縮短、產量降低，甚至無收穫。由於本病害在田間發生

嚴重，困難防治。林氏等人(2, 3)以絲瓜為根砧，採用頂劈嫁接的方式嫁接苦瓜

蔓穗，嫁接株不但生長旺盛在田間表現良好的耐濕性與抗病性，而且產量遽

增。(表一)。 

(二) 嫁接苦瓜之病害種類與管理 
1、嫁接苗苗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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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91 至 95 年嫁接苦瓜(絲瓜砧)之田間產量 
Table 1. Yields of bitter gourd grafts (loofah rootstock) in fields between 1991 and 95 
Field Location Grafting method Area (ha) Cultivated 

period 
Yield (t/ha)

1991 
B1 Xinshe Non-grafting 0.1 Mar. ~Apr. 0 
B2 0.2 Feb. ~Oct. 80 
B3 

Dajia Cleft grafting 
0.3 Feb. ~Oct. 100 

B4 Wuri 0.3 Mar. ~Aug. 24 
B5 Daya 

Tongue approach 
grafting 0.1 Mar. ~Sept. 20 

1992 
B6 0.5 May ~Jul. 5 
B7 

Qingshui Non-grafting 
0.3 Jun. ~Oct. 24 

B8 0.1 Mar. ~Oct. 45 
B9 

Wuri Tongue approach 
grafting 0.2 Apr. ~Oct. 25 

B10 Xinshe 0.2 Mar. ~Oct. 43 
B11 0.3 Mar. ~Sep. 68 
B12 0.2 Mar. ~Sep. 62 
B13 0.2 Mar. ~Oct. 61 
B14 

Dajia 

0.2 Mar. ~Sep. 89 
B15 Waipu 

Cleft grafting 

0.4 Apr. ~Nov. 66 
1993 

B16 0.4 Mar. ~Oct. 108 
B17 0.4 Mar. ~Oct. 82 
B18 0.2 Mar. ~Oct. 71 
B19 0.3 Mar. ~Oct. 63 
B20 

Dajia Cleft grafting 

0.2 Mar. ~Oct. 69 
1994 

B21 0.4 Mar. ~ Oct. 101 
B22 

Cleft inarching and 
cleft root inarching 0.3 Apr. ~ Oct. 84 

B23 0.3 Mar. ~ Oct. 56 
B24 0.3 Mar. ~ Oct. 71 
B25 

Dajia 

Cleft grafting and 
cleft root inarching

0.3 Mar. ~ Oct. 68 
1995　  

B26 Da-an Cleft inarching 0.5 Mar. ~ Oct. 34 
B27 0.4 Mar. ~ Oct. 127 
B28 

Cleft inarching and 
cleft root inarching 0.6 Mar. ~ Oct. 82 

B29 0.2 Apr. ~ Oct. 118 
B30 0.2 Apr. ~ Oct. 109 
B31 

Dajia 

Cleft grafting and 
cleft root inarching

0.2 Mar. ~ Oct.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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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頂劈嫁接苗的絲瓜根砧的胚軸和子葉上初期產生褐班，進而促

使胚軸與子葉枯萎，經鑑定乃由 Alternaria alternate f. sp. cucubitae 所引起。

在 16℃以下的低溫才會發生，施用 20.8%比芬諾乳劑 6000 倍液，以為防治(8)。 

2、嫁接苗日燒症 
在炎熱的夏天，28℃以上的高溫環境下，苦瓜接穗會罹患日燒症而乾枯

死亡(10)。 
3、嫁接苗立枯病 

在被切開的絲瓜砧胚軸，會產生水侵狀斑點，迅速擴及苦瓜接穗。在高

溫多濕環境，絲瓜根砧莖部亦會腐爛。遇乾燥環境則罹病組織皺縮，嫁接苗死

亡。本病害乃由 Rhizoctonia solani (AG-4) 所引起，其在 24℃以上的高濕環境

才會發生，只要將嫁接苗放在塑膠袋裡保濕，於 20℃的生長箱內育苗即可避

病(10)。 

4、嫁接苦瓜漏脂症 
在嫁接成株之嫁接處流汁、冒泡或是在絲瓜砧的莖部會有裂口、流漏

膠狀黏稠物質，當苦瓜進入開花結果期，絲瓜根砧會腐爛，終至死亡，此乃因

罹病株只有三分之一的導管連接成功，水分輸送不良，只要再以割裂根靠接的

方法，再行靠接一株絲瓜苗即可有效防治(4, 6)。 

(三) 田間產量 
從 1991-5 年連續在大甲、大安、新社、烏日、外埔、大雅和清水等地

分別試驗、推廣種植各種嫁接方式的嫁接苦瓜，結果指出採用頂劈接苗再割裂

根靠接一株絲瓜苗的嫁接株，其每公頃產量達 61-127 公噸左右。而栽種實生

苗之苦瓜產量(對照組)，每公頃僅有 0-24 公噸左右(表一) 

五、絲瓜萎凋病之嫁接防治 

(一) 絲瓜萎凋病的發生 
絲瓜萎凋病由 F. oxysporum f. sp. luffae 所引起。南投縣埔里鎮的水蛙窟

和大坪頂等地區的農民，大都於二月上旬，將「白絲瓜」苗移植於本田。正常

的移植苗於 2 星期內即長出新蔓，然而罹病株則開始呈現生長不良、葉片伸

展不開、植株矮化；或者根部與莖部維管束褐化後轉黑褐化及植株一側萎凋等

病徵，病苗於 2 週內快速死亡。初期未表現猝倒的植株，在中午蒸散作用旺

盛時，會有暫時萎凋的現象，進而葉片一側黃化，莖部與維管束褐化及植株一

側萎凋，病株於一個月內死亡。隨著三、四月氣溫逐漸回升，絲瓜快速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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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發病的情形會減緩，但成株於初期僅有 1-2 條主根或部分支根的維管束

黑褐化，再向莖部蔓延；每當褐化維管束向上越過一個莖節，褐化的維管束數

目便會增多，約通過 3-4 個莖節後，莖蔓即表現半側褐化，終至有外部「蔓

割」的病徵。在潮濕的環境下(尤其雨後)，莖外表褐化或開裂處會有膠脂狀的

粘稠物泌出。田間調查指出個別田的發病率可達 40-60 %，甚至有達 95 % 而
廢耕者(5)。 

(二) 田間防治試驗 
田間調查發現有農民將尚未發生萎凋之藤蔓以壓條方式進行防治，然而

效果不彰，萎凋病依然發生嚴重。有些農民常利用輪替種植稜角絲瓜的管理方

式，結果發現當「白絲瓜」皆罹病死亡時，稜角絲瓜卻依然存活。因此，推論

以其他品種絲瓜為共砧，或許能防治絲瓜萎凋病。 

1997年2月初在埔里地區絲瓜田，利用圓筒型「白絲瓜」為接穗，圓筒型

「旗山長種 1 號絲瓜」為共砧，於 6 處多年發生嚴重萎凋病之絲瓜田種植以

頂劈高接法與割裂根靠接法製作之嫁接苗。結果(表二)無嫁接之對照處理於

三、四月間「白絲瓜」即嚴重發生絲瓜萎凋病而廢耕(Field-L1 與 L2)。利用

割裂根靠接處理(Field-L3 與 L4)之嫁接株，亦於三月初開始絲瓜萎凋病，發

病率分別為 56 與 17%。四月以後絲瓜萎凋病有緩和的發生，直到八月以後

絲瓜萎凋病又再次嚴重發生，發病率分別為 79 與 58%。而利用頂劈高接處

理(Field-L5 與 L6)之嫁接株，栽種初期並未發生絲瓜萎凋病，直到四月初才

開始零星發生，但並不嚴重。一直到八月以後絲瓜萎凋病亦無嚴重發生，發病

率分別僅為 7 與 3%。 

進一步於 1998 年在溫室內利用頂劈嫁接法，以圓筒型絲瓜 L-4、L-39、 
L-49 與稜角絲瓜美菱為根砧，白絲瓜為接穗，無嫁接者為對照組，於一月底

二月初移植於 Field-L2 與 L5 絲瓜田中。結果無嫁接者二月初即開始發病，

到了六月中旬其發病率分別為 53 與 78%。以圓筒型絲瓜 L-4、L-39 與 L-49 
為根砧者約在四月底五月初才開始發病，到六月中旬時，發病率皆低於 37%。

而以稜角絲瓜美菱為根砧之處理皆未發生萎凋病防治效果最好(表三)。 

 (三) 嫁接絲瓜之推廣現況 
筆者於 2000年在南投縣魚池鄉舉辦「嫁接絲瓜防治絲瓜萎凋病」之示

範觀摩會，並在埔里與魚池地區教導農民製作嫁接絲瓜苗。數年下來發現嫁接

絲瓜所生產的「白絲瓜」果實的品質與風味俱佳。但未有增產的效果，尤其以



 125

美菱為根砧者其生長期較短，反而有產量不佳的現象。因此當地農民轉而種植

其他有別於「白絲瓜」的「綠皮栽培種」，例如「東光 1、2 號」和「阿順」

等在頭社被大量種植，卻也嚴重發生萎凋病。由於從綠皮與白皮絲瓜的罹病株

所分離得到的萎凋病菌，在馬鈴薯瓊脂培養基上的培養性狀有差異。筆者推論

台灣的絲瓜萎凋病菌或許有生理小種的分化，絲瓜品種間或許有抵抗萎凋病的

品種。今(2004)年在頭社教導絲瓜班的成員種植以「旗山長種 1 號」為根砧，

「阿順」為接穗的嫁接絲瓜，結果於六月下旬即發現六處未嫁接之絲瓜田萎凋

病的發病率介於 81-92%，而四處嫁接處理者僅為 2-8%。絲瓜萎凋病是否有

生理小種的分化，而「旗山長種 1 號」之抵抗性的確定，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表二、1997年在埔里利用共砧防治白絲瓜萎凋病1) 
Table 2. Management of Fusarium wilt of “White loofah” by using loofah as 

rootstock in diseased nursery at Puli area in 1997 1)  
Disease incidence(%) Field Grafting method Area 

(ha) 3 Mar. 25 Mar. 4 Apr. 23 Aug.
L1 Non-grafting 0.4 95 95 － － 
L2 Non-grafting 0.3 32 57 69 － 
L3 Cleft root inarching 0.2 56 56 56 79 
L4 Cleft root inarching 0.3 17 31 39 58 
L5 Cleft grafting on top 0.1 0 －2) 2 7 
L6 Cleft grafting on top 0.4 0 0 1 3 
1)   All plants were transplanted in fields around early February of 1997, and 
cylindrical loofah, local line of Qishan long, was used as rootstock in all grafted 
plants. 
2)   “－” = No data. 
 

六、洋香瓜黑點根腐病之嫁接防治 

(一) 洋香瓜黑點根腐病的發生 
洋香瓜黑點根腐病係由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所引起，主要發生在

熱帶與亞熱帶地區，包括印度(32)、西班牙南部(21)、美國中部(17)與西南部(35)、

沙烏地阿拉伯(24)、日本(51)、突尼西亞(33)與台灣(48)等地，造成世界各地洋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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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25%的經濟損失，甚至使許多個別田廢耕者(39)。其寄主植物除洋香瓜外，

尚有香瓜(39)、西瓜(32)、冬瓜及越瓜(31)。 
 
表三、1998 年在埔里以不同品種/系絲瓜為根砧之頂劈嫁接絲瓜苗在田間的萎

凋病發病率 
Table 3. Disease incidence of Fusarium wilt of cleft loofah grafts by using different 

varieties/lines of loofah as rootstock at Puli area in 1998 
Rootstock Disease incidence (%) Field 1) 

Plant Cultivar 7 Feb. 6 Mar. 10 Apr. 6 May 14 Jun.
L2 Non-grafting －3) 0 7 30 53 x2)

 L-4 － 0 0 13 13 y 
 

Luffa cyindrica 
L-49 － 0 0 3 6 y 

 L. acutangula Mariam － 0 0 0 0 y 
L5 Non-grafting 22 44 44 67 78 a 
 L-4 0 0 0 15 37 b 
 L-39 0 0 0 4 15 cd
 

Luffa cyindrica 

L-49 0 0 4 21 30 bc
 L. acutangula Mariam 0 0 0 0 0 d 
1)    Fusarium wilts of “White loofah” were serious in Field-L2 and L5 at 1996 

and 97.  Dates, plants were transplanted in field, were 27 Jan and 18 Feb. 
1998 in Field-L2 and L5, respectively. 

2)    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th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0.05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3)    “－” = No data. 
 

洋香瓜受感染初期，地下部主根和側根會出現褐化小病斑，漸漸的擴展癒

合成壞疽斑，壞疽斑散生，常出現於根分支處，最後產生根腐。將植株自土壤

中拔起時，罹病根系大都脫落。當發生根腐的根部無法吸收足夠供應植株生長

所需的水分時，特別是在果實肥大成熟期(約採收前10-14天)，植株地上部葉片

便產生「突發性的急速萎凋」(sudden wilt)與罹病株死亡，其所產生的果實因

含糖量低而風味不佳，因而失去商品價值(39)。植株死亡後，會在病根表皮上

產生該病原菌的子囊殼(26)，尚未發現其無性世代(40)。由於本病害初期時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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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地上部病徵，因此常被忽略與難以診斷(39)。 

目前世界各地對黑點根腐病的防治多數仍束手無策，以色列的報告指

出，唯有將土壤在種植前做溴化甲烷燻蒸(methyl bromide fumigation)處理，方

能有效的降低本病害的發生(49)。另有文獻指出以蒲瓜或南瓜(利用頂劈嫁接法)
為根砧，在田間可以延後與減緩黑點根腐病的發生至採收後期(19, 50)，但其果

實可能是受到根砧效應的影響，鮮食時品質不佳，市場無法接受。但若以舌狀

靠接法將洋香瓜嫁接於南瓜根砧上，則洋香瓜果實在鮮食時之品質與實生苗無

所差異(47)。 
 
表四、台南縣東山鄉嫁接洋香瓜之黑點根腐病發生與田間產量分析(2003-4)1) 

T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t rootstocks on the wilt rate of root rot/vine decline of 
muskmelon and the yield of muskmelon grafts at Dongshan area during 
2003-41) 

Root rot index (0-4)2) Rootstock Wilt rate 
(%) Muskmelon/ 

rootstock 
Significantly 

different3) 

Yield (t/ha)

Non-grafting (CK) 95 x 1.7/- - 9.9 c4) 
Muskmelon 0823 95 x 2.1/1.8 0.08 6.8 c 
Squash 1913 60 xy 1.9/1.5 0.41 23.6 ab 
Watermelon 1100 40 y 1.8/1.3 0.38 27.4 a 
Wax gourd 1125 44 y 1.9/1.3 0.06 11.4 bc 
Wax gourd 1126 37 y 1.5/0.9 0.24 14.4 bc 
Wax gourd 1202 17 y 1.6/0.8 0.34 - 5) 
1) Tongue approach grafting was employed in this experiment. Twenty-one plants of 

each treatment were planted into field at 4 November 2003 and harvested at 29 
January 2004. 

2) Root rot index on a scale of 0-4: 0=Healthy; 1=Red lesion; 2=Necrotic spot; 3=Root 
rot; and 4=Perithecia formed on root surface. 

3) Values of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ccorded to SPSS T-test. 
4) Value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th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p= 

0.05 according to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5) No data. Virus infested test plants. 

 (二) 田間防治試驗 
筆者在 2003 年底，於台灣洋香瓜主要栽培產區台南縣東山鄉，選擇曾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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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發生黑點根腐病的洋香瓜栽培田(表四)進行防治試驗。配合農民之栽培習

性，於本田整地、淹水後，直播經催芽之洋香瓜(蜜世界)種子與各式根砧種子，

包括洋香瓜(muskmelon 0823)、冬瓜(包括 wax gourd 1125、1126 與 1202)、西

瓜(watermelon 1100)與南瓜(squash 1913)等栽培種，約三至四週後直接於田間

進行舌狀靠接。嫁接初期嫁接苗生長良好，嫁接成活率皆高達九成以上。唯在

採收前一個月實生苗與以 muskmelon 0823 為根砧者首先開始發病，且至採收

後期黑點根腐病之發病率亦最高，於採收時此兩種處理之發病率皆高於

95%(表四)。而使用其他根砧作物者，約於採收前三週才開始零星發病，除

squash 1913 黑點根腐病發病率較高，為 60%，其他根砧發病率則皆低於 44%，

與實生苗和以 muskmelon 0823 為根砧處理者差異顯著(p=0.05)(表四)。 

收集所有供試植株根部觀察其根腐指數(0-4)，結果可以發現根砧與接穗

之根腐指數差距並不是非常明顯，且差異不顯著(p=0.05)，但是發現嫁接處理

之洋香瓜根腐指數介於 1.5-2.1 之間，而其他非洋香瓜根砧之根腐指數則介於

0.8-1.5 之間(表四)。在產量分析上，根據台灣農業年報(2002)的統計資料，台

灣洋香瓜平均產量約為 15.8(t/ha)，利用嫁接處理後發現 squash1913 與

watermelon 1100 的產量可達 23.6 與 27.4(t/ha)，與實生苗和以 muskmelon 0823
為根砧的嫁接苗之產量為 9.9 與 6.8(t/ha)差異顯著(p=0.05)。而以 wax gourd 
1202 為根砧的嫁接株，有部分受病毒感染因而影響產量分析(表四)。 

(三) 嫁接洋香瓜之檢討 
筆者從 1999 年開始著手調查全省洋香瓜黑點根腐病發生的情形與寄主

範圍，目前全省洋香瓜主要產區包括台南縣市、嘉義縣、雲林縣、彰化縣與宜

蘭縣所栽種的洋香瓜栽培種包括秋香、蜜世界、藍寶石、紅寶石、狀元、新世

紀、秋蜜與香華等皆已受到本病原菌的感染；香瓜產區包括台南縣、台中縣、

彰化縣與宜蘭縣所栽種的栽培種銀輝亦遭受侵害。然而嫁接防治法目前仍在試

驗階段，從 2000 年起，筆者即在彰化縣芳苑鄉與台南縣東山鄉著手進行小型

田間嫁接防治試驗。經四年的研究成果，該技術或已達推廣使用的階段，希望

能有效在田間管理洋香瓜黑點根腐病。然而，本嫁接法所使用的根砧亦同為葫

蘆科作物，根據筆者於溫室接種試驗的結果發現，所有葫蘆科作物皆會受到黑

點根腐病菌的侵害，僅是罹病程度不一。推測可能是不同的葫蘆科作物對本病

原菌的發病臨界濃度不一或耐病性不一，而洋香瓜與香瓜對本病原菌較為感

病，因此在田間嚴重發生黑點根腐病。其他葫蘆科作物的臨界濃度較高，所以

目前僅在彰化縣芳苑鄉田間發現有西瓜、嫁接西瓜之蒲瓜砧、越瓜與冬瓜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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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作物發生黑點根腐病，其他地區與作物則否。根據上述的結果，洋香瓜黑點

根腐病之嫁接防治法乃是利用根砧之耐病性，讓嫁接洋香瓜植株能在採收前兩

星期內時而萎凋，時而恢復的特性，以致洋香瓜果實能在田間成熟而逃過黑點

根腐病菌的蹂躪。然而並非所有非洋香瓜之葫蘆科作物皆可供作根砧使用，不

同根砧作物、不同栽培種對本病害的耐病程度不同。因此在選用嫁接防治法

時，首先仍應以篩選適當的根砧為先。 

七、西瓜蔓割病之嫁接防治 

(一) 西瓜蔓割病之發生 
西瓜蔓割病由病原菌 F. oxysporum f. sp. niveum 所引起，主要危害瓜藤與

根部。初期罹病株會在白天發生地上部半側萎凋的病徵，但晚上可恢復，繼之

全株萎凋與死亡。切開莖部組織可發現維管束褐化枯死，地下部細根腐爛，僅

剩主根，其維管束亦有褐化病徵。發病期間，莖蔓有裂開的病徵表現，稱之為

「蔓割」，裂口上有白色帶粉紅之病原菌菌絲及其孢子(20)。蔓割病為西瓜一

大絕症，罹病株多在西瓜成熟之前枯死，嚴重影響產量與品質。利用對蔓割病

有免疫性的蒲瓜或野生西瓜作為根砧，為防除西瓜蔓割病經濟而有效的方法
(7)。 

(二) 嫁接防治 
早在 1950 年代以前就有學者將西瓜嫁接於其他葫蘆科作物上，可有效的

防治西瓜蔓割病。其中以扁蒲根砧的使用最為頻繁，因為其不會被西瓜蔓割病

病原菌所感染，且嫁接後根砧效應對西瓜果實的品質影響最低(27)。根據 2000
年的統計資料在日本約有 92% 以上的露地與溫室西瓜栽培田使用西瓜嫁接

苗，在韓國亦有 90% 以上的栽培田使用(29)。在台灣目前田間約有 90% 以上

之西瓜栽培田採用南瓜或扁蒲之西瓜頂劈嫁接苗(1)。然而有關嫁接西瓜病害之

報導不多，尤其在台灣更是少見。根據亞洲蔬菜中心之研究(16)，將西瓜嫁接

於扁蒲根砧上結果嫁接株(與實生苗比較)於生長期間可產生較長的藤蔓、較多

子、孫藤、提早開花與開出較多的雌雄蕊。到採收後期，實生苗發生西瓜蔓割

病之發病率為 43%，嫁接苗則為 3%，嫁接苗發生西瓜蔓割病的可能是因為嫁

接不良所引起。在產量的採收方面，嫁接株之產量是實生苗的 3.5 倍。 

八、嫁接後產生的問題 

嫁接防治法雖然可以防治上述作物病害，但是嫁接株在苗期和成株皆會

發生嫁接不親和或根砧的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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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砧病害的發生 
使用扁蒲根砧可成功防治西瓜蔓割病，但日本在使用 30 年後，嫁接株陸

續有急性萎凋的病徵出現 (34)，經試驗證明為病原菌 F. oxysporum f. sp. 
lagenariae 所引起之扁蒲萎凋病；於是改用南瓜為根砧，卻也同樣發生該扁蒲

型的萎凋病(36)；再次改用冬瓜根砧亦被該扁蒲型的萎凋病與西瓜蔓割病菌所

感染。此外，使用扁蒲砧嫁接西瓜亦會發生由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所
引起的黑點根腐病和由 Phomopsis screotioides 所引起的褐腐病；使用南瓜砧亦

有由 Phytophthora capsici 所引起的疫病、由 Phomopsis screotioides 所引起的褐

腐病以及由 F. solani f. sp. cucurbitae 所引起的根腐病。又如苦瓜-絲瓜嫁接苗易

產生由 Alternaria alternata f. sp. cucurbitae 所引起的苗枯病 (8)以及由

Rhizoctonia solani 所引起的立枯病和日燒症(10)，在成株其則發生漏脂症(4, 6)。 

(二) 嫁接不親和的產生 
在瓜類作物上，嫁接不親和常見徵狀有(a) 無法癒合；(b) 嫁接後生育遲

緩，定植後死亡；(c) 嫁接時正常生長，定植後慢慢黃化凋死亡及(d) 嫁接時

及定植後皆生長正常，但氣候條件變化較大時，在著果前迅速萎凋死亡。嫁接

不親和的原因，主要因接穗與砧木二者間遺傳差異(genetic differences)，造成

穗砧在生長上或生理生化上有所不同所致(18)。Ryugo 於 1988 年(42)指出嫁接不

親和可分為四種類型：(a) 遺傳性不親和(genetic incompatibility)：血緣越近者

越易成功；(b) 生理性不親和(physiological incompatibility)：如穗砧間生長差

異過大及產生毒素等；(c) 嫁接處結構脆弱(anatomically weak graft unions)：因

形成層只形成薄壁細胞，纖維形成的數目很少，使嫁接處無法緊密結合；(d) 病
原體導致的不親和(pathogen-induced incompatibility)：大部份由病毒感染到嫁

接處所造成。但嫁接親和與嫁接不親和株的嫁接過程與受傷後癒合過程往往非

常類似，差別只在親和植株的癒傷組織可分化成維管束連接而不親和植株無法

分化而已，因此嫁接不親和性的問題至今尚無較為合適的理論可完全的解釋各

種嫁接不親和現象的產生原因與機制。 

九、討論 

所謂嫁接乃是將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植株個體，分別切取部分組織部位，

將其在維管束組織部位組合，當該處癒合後成為一單獨的植株個體，即為嫁接

株。該組合當作地下部組織者稱為根砧(rootstock)，當作地上部組織者稱為接

穗(scion)。而嫁接的癒合過程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a) 接穗與根砧破裂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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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先崩潰並形成一層壞疽層(necrotic layer)；(b) 接穗與根砧的活細胞增生，代

替壞疽層；(c) 接穗與根砧間的嫁接強度因物理凝聚力(cohesion)而增強，細胞

壁分泌的高基氏體分裂片(dictyosome)亦能增強凝聚力；(d) 薄壁細胞分化成新

的維管束形成層；(e) 由新的形成層形成次生木質部與次生韌皮部，並在接穗

與根砧間形成連結(15)。 

由此可知，嫁接的原理其實很簡單，乃是利用作物受傷後的自我修復機

制與作物間的嫁接親合性，將兩個獨立的個體組合成一個個體，而品種系越接

近者，嫁接成活率也越高，如絲瓜與絲瓜共砧，嫁接成活率定高於絲瓜砧頂劈

嫁接苦瓜。此外，嫁接法亦會影響嫁接成活率，如舌狀靠接的嫁接成活率必定

高於頂劈嫁接法。因此不同的根砧與嫁接法的選用，則需視研究的目的而定，

如防治苦瓜萎凋病時需採用抗病根砧絲瓜，不能選用苦瓜共砧，嫁接法的選用

則需以割裂靠接與頂劈接，不能選用舌狀靠接或割裂根靠接(表一)，使苦瓜的

根部完全離開帶有病原菌的土壤，不會遭受危害；但若是要提早收穫，則需另

外選用南瓜為根砧。而絲瓜萎凋病則由於病原菌可能有生理小種的存在，或可

選擇菱角絲瓜或圓筒型絲瓜為共砧，一方面增加嫁接苗成活率與減少嫁接不親

和的發生；另一方面亦可達防治病害的效果(表二、三)。然而，由於洋香瓜以

鮮食為主，在口感與風味上有特殊需求，因此在黑點根腐病的嫁接防治上，應

該選用根砧效應較低的舌狀靠接，而不適合採用根砧效應較高頂劈嫁接法，況

且選用舌狀靠接亦可增加嫁接株的成活率。唯需特別注意，所選用的根砧必須

為耐病根砧，一旦病原菌濃度高於其臨界濃度時，洋香瓜黑點根腐病亦會嚴重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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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ting management of Fusarium wilt and root rot/vine 
decline of cucurbitaceous plants in Taiwan 

 
Yi-Sheng Lin, Jiunn-Feng Su and Kuo-Shiou Huang 

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Grafting is a method that two or more different plant tissues are combined 

into one plant.  Grafting compatibility and host specificity of Fusarium 
oxysporum commonly exist among different species of cucurbitaceous plants.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cucurbitaceous grafts have been cultivated in huge area 
around the world trying to manage their Fusarium wilts.  Also, grafting technique 
has been reported to manage root rot/vine decline of muskmelon caused by 
Monosporascus cannonballus.  Watermelon geafts have been cultivated for many 
years and, bitter gourd, loofah and muskmelon grafts also stidied, developed and 
planted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bitter gourd grafts not only control 
Fusarium wilt caused by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momordicae but increase the 
bitter gourd yield to 61 to 127 tons per hectare.  In contrast, the non-grafted bitter 
gourd only gave a yield from none to 24 tons per hectare.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grafting techniques commonly used in cucurbitaceous plants and report 
the disease menagement of Fusarium wilts and root rot/vine decline of 
cucurbitaceous plants in Taiwan. 

 
Keywords: grafting, Fusarium wilt of bitter gourd, Fusarium wilt of watermelon, 

Fuasium wilt of loofah, root rot/vine decline of musk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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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科果菜之蟲害管理 

 
吳子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摘要 

果菜害蟲各有不同的生物特性與經濟重要性，應該要依據害蟲的種類，採

取合適的防治策略。應用檢疫措施，防堵及消滅檢疫害蟲，並且利用全國性的

偵測系統，監測是否有外來害蟲入侵。西方花薊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與刺足根蟎(Rhizoglyphus echinopus)能危害許多作物，包括茄科作物在內，是
破壞性極大的檢疫害蟲。雖然沒有在臺灣立足，但是有多次被檢出的檢疫記

錄，表示這些害蟲對本地農作物具有很大的潛在威脅。已存在本地的害蟲，如

瓜實蠅(Bactrocera cucurbitae)，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以及一些夜蛾
科(Noctuidae)的害蟲，寄主作物種類眾多，並有高的活動能力，能在不同的寄
主作物之間遷移，因而具有很大的分布空間。對這些害蟲，宜先採行區域性的

防治方法，降低區內的蟲口數量。小面積內的害蟲防治，應該採取最具效果的

綜合防治法。在作法上優先考慮非農藥的防治技術，合理的使用農藥為輔。蟲

害管理的目標並不是要將害蟲完全消滅，而是將害蟲的數量控制在不會造成經

濟損失的程度。 
 
關鍵字: 蟲害管理，檢疫，區域防治，農業防治，生物防治。 

前言 

為害果菜的害蟲，種類眾多，各有不同的生物特性，以及經濟重要性。部

份害蟲，遷移能力大，寄主作物種類多，活動區域涵蓋了很大的範圍，如瓜實

蠅(Bactrocera cucurbitae)，銀葉粉蝨(Bemisia argentifolii)，斜紋夜蛾(Spodoptera 
litura)，以及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部分害蟲，如南黃薊馬(Thrips 
palmi)，茶細蟎(Polyphagotarsonemus latus)，大都藏身在莖頂心葉，及腋芽處，

不容易被發現。能在短時間內繁衍出大量個體，取食植株，使植株新芽發育不

良，葉片枯萎，花苞黃化掉落，或是形成畸型果。粉蝨，蚜蟲，和薊馬又會傳

播病毒病；所有害蟲對植株造成機械性損害，導致植株發育不佳，間接降低果

品品質。檢疫上的考慮，使番茄夜蛾(Helicoverpa armigera)及薊馬的寄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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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順利外銷(6)。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不易估計。另有一類害蟲，如西方花

薊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與刺足根蟎(Rhizoglyphus echinopus)，屬於檢疫

害蟲。可能會使果菜作物蒙受重大經濟損失，卻因為還沒有作物實際受害，容

易被一般生產者所忽略。事實上，由於貿易往來頻繁，在 2002 至 2003 年間，

經由檢疫方法，就已經防堵了 685 次西方花薊馬侵入臺灣的機會(3)。檢疫害蟲

對本地的農作物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在威脅。 

由於果菜害蟲的生物特性及對作物的威脅程度不同，宜採取不同的管理措

施，包括利用檢疫方法，徹底防止境外害蟲入侵；針對寄主作物多，四處遷移

的害蟲，則適合以區域防治的作法，降低害蟲密度，減少作物被侵擊的機會；

對隱藏性佳的小型害蟲，更需利用監測技術，及早發現，並且綜合運用各種防

治技術，抑制害蟲發生。 

以檢疫措施防堵境外害蟲入侵 

應用檢疫措施，防堵檢疫害蟲及其他本地區未發生的害蟲入侵，以維持本

國純淨的農業生產環境。統計數字指出(3)，在 2002 年至 2003 年進口的植物或

其產品中，曾有 3296 批被檢出夾有其他生物。就檢出的種類中，纓翅目的薊

馬類被檢出 2288 次。經精確鑑定後，計有 12 屬 24 種薊馬。有 9 種並沒有在

臺灣發生的記錄，其中包括西方花薊馬，被檢出 685 次。另外，刺足根蟎也被

檢出 17 次。依據「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公告 30 種檢疫

害蟲，西方花薊馬與刺足根蟎名列其中，這兩種害蟲對果菜作物都有嚴重的威

脅，與其相關的寄主植物或植物產品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檢疫程序，才准許輸入。 

西方花薊馬，已經是世界性分布的害蟲，寄主植物達 50 科約 500 種。包

括番茄、甜椒等果菜在內的蔬菜，以及瓜果，花卉植物，都會受到此蟲及其傳

播的番茄斑點萎凋病的威脅。台灣是少數尚未發現此蟲的地區 (10)。 

刺足根蟎是唯一名列檢疫名單的蟎類。寄主植物範圍很廣，包括茄科與十

字花科蔬菜在內的球根、球莖、根莖、塊莖及鱗莖類的蔬菜與花卉作物。根蟎

通常棲息在土面下，以植物的根系或地下組織為食，也會傳播病害。 

害蟲侵入一新棲地之後，若缺乏有效天敵的壓制，以及人們疏於注意，錯

失入侵初期這段最好的撲滅時機之後，通常會很快的蔓延至其他地區，成為重

要的經濟害蟲，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13)。因檢疫問題使農產品無法外銷，這

部份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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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花薊馬與刺足根蟎若成功的侵入臺灣，對農業生產環境必定會造成重

大的衝擊。針對檢疫害蟲的偵測與撲滅，都有完善的作業規範可資遵循 (8, 17)。

利用各種誘引劑、採樣技術以及行政資源，組成偵測系統，及時發現入侵的害

蟲，並啟動緊急防疫作業，限制害蟲擴散並且予以撲滅。撲滅的方法，包括偵

測，空中及地面噴藥，燻蒸，以及撒佈有毒誘餌(35)。 

針對入侵初期的害蟲，通常在衡量緊急防治費用與往後可能的損失之後，

會認為及時撲滅才是最節省成本的作法(33)。南黃薊馬是歐洲共同體(Eruopean 
Union, EU)的檢疫害蟲。在 2000 年，英國曾在栽種菊花的商業溫室內，以黃

色黏板偵測到南黃薊馬。估計，如果沒有撲滅成功，使其擴散至各地設施，往

後 10 年的經濟損失中，農產品無法輸出將是最大的損失來源(33)。 

區域性的害蟲管理 

一些果菜害蟲，如瓜實蠅，銀葉粉蝨，以及夜蛾科(Noctuidae)的害蟲，寄

主作物種類眾多，具有較大的分布空間，極高的活動能力，能在大區域內的多

種寄主作物間遷移。這些害蟲族群密度的消長，並不能以小面積或單一作物上

的蟲數來表示。鄭允等(15)提及防治果實蠅時，大面積防治時易收效，但小區

域防治時則失敗的案例較多。原因是防治區外的害蟲很容易再度侵入。因而要

了解這類型的害蟲對某一作物的真正威脅，應該調查較大範圍及長時期成蟲密

度變化，並配合主要作物的種植面積、種植時期、分布區域等相關資訊。調查

的結果可以作為區域性共同防治的參考(20)。 

區域防治是以管理大面積內的害蟲族群為著眼點，協同各種防治方法，使

區內害蟲維持在低密度的狀態，甚至是被滅絕。在 1988 年瓜實蠅開始隨著東

方果實蠅同步實施共同防治。採用的防治方法(14)：在作物區四周懸掛含毒克

蠅誘殺板或甲基丁香油誘殺板。每 5-7 天噴灑一次含毒蛋白質水解物，誘殺雄

蟲。幼果時即行套袋，保護果實；並進行清園、摘除被害果。在作物區四周的

雜草噴含毒糖水，誘殺成蟲。這些措施大幅減少瓜實蠅的疫情。 

在澳洲，番茄夜蛾會在寄主作物的殘株上以蛹越冬。因而利用耕作方法，

進行大區域的防治。剷除寄主作物殘株，以減少蛹的數量，有效的抑制住番茄

夜蛾的發生(25)。在多明尼加，為了防止粉蝨及毒素病為害番茄，在番茄主要

生產季節之前 90 天，開始禁止種植粉蝨的各種寄主作物，受到影響的面積，

每年有 600 公頃。再配合採用耐病蟲品種，合理使用農藥等，而使番茄產量增

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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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菜害蟲的早期偵測 

早期偵知，配合有效防治，是重要的蟲害管理原則。尤其是對體型細小，

具隱匿性的果菜害蟲，如：薊馬、茶細蟎、粉蝨及蚜蟲，特別適用。這些害蟲

大多藏匿在植株的隱密處，不容易被發現。短期間內就可以繁衍出大量個體，

對寄主造成嚴重的機械性傷害，部份害蟲也會媒介病毒病。已經顯現出異狀的

植株，縱使立即清除害蟲，也很難回復生長勢，因而需要有簡單、快速的監測

工具，來警示這些果菜害蟲的發生，作為啟動防治工作的依據。 

有色的黏紙是很理想的監測工具，可以及時偵測到害蟲的存在(37)。黏紙

的色度或亮度會影響誘蟲效果。陳等(6)提及可利用薊馬偏好藍色的特性，全面

施放藍色黏紙，預測田間薊馬的發生時期，尤其外銷蔬菜更需要早期偵測以防

薊馬侵入。用黃色黏紙誘集到的玉米薊馬(Frankliniella williamsi)數量較直接從

超甜玉米幼苗上採集到的高，因此黃色黏紙可做為偵測玉米薊馬族群消長的工

具 (11)。黃色黏紙也可以誘殺黃條葉蚤 (Phyllotreta striolata)、番茄斑潛蠅

(Liriomyza bryoniae)、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 )、斜紋夜蛾，顯示設置黃色黏

紙具有偵測害蟲種類，相對數量以及防治害蟲的功能。 

黃色黏紙對銀葉粉蝨及其寄生性天敵 Eretmocerus eremicus 都有很強的吸

引力。因而黏紙也可用於對天敵的密度監測(31)。 

費洛蒙及其類似物也可當監測工具。在已知的 610 種昆蟲費洛蒙當中，有

193 種用在調查及偵測法，12 種用在大量誘殺法，3 種用在干擾法(12)。斜紋夜

蛾，甜菜夜蛾，都可被性費洛蒙誘蟲器誘引。大面積或區域性實施偵測法時，

通常每 1-10 公頃設置一個誘蟲器。獨立的農田、果園，每一塊田也要放置一

個誘蟲器。在蟲害發生早期，族群密度較低時，以性費洛蒙誘蟲器作為蟲害發

生的偵測工具，成效較佳(12)。 

檢查被害果或落果，目視檢查也是簡便的偵測方法。 

果菜害蟲的防治技術 

一、耕作防治 
利用耕作方式，調整生態環境中的某些因子，創造一個不利於害蟲生存、

繁殖的環境，使害蟲數量降低，因而減少對農作物的損害。 
(一) 不連續栽作果菜作物 

以休耕或轉作其他作物的方式，避免週年沒有間斷的種植果菜作



 141

物；銷毀作物殘株，與能被當作寄主的雜草。使害蟲食物來源不繼，因而減少

害蟲族群的密度。果菜作物都有特定的生長季節。一般是以春、秋二季為主。

夏季高溫多濕，影響著果及果實品質，並不適合種植。此段時間可以採取休耕、

轉作、清除雜草寄主等農耕方式，中斷害蟲的食物來源。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番

茄遭受銀葉粉蝨為害，感染病毒病。因而採取剷除作物殘株，及休耕兩個月的

作法，成功的抑制住粉蝨的發生數量(30)。 

利用耐熱或耐寒品種，提前或延後栽種，以與害蟲大發生時期錯開，可以

減輕蟲害損失(30)。然而也可能使害蟲在食物缺乏的季節裏，仍然能維持較大

的族群密度，反而不利於後續作物的栽培管理。 

(二) 利用農耕操作，撲滅害蟲 
在作物間混種誘引植物、吸引害蟲，然後以殺蟲劑撲滅。惟此一操

作方法，有可能反而引來更多的害蟲(38)；使用各種有機物質如稻桿、鋸木屑，

進行畦面覆蓋，可以提供天敵產卵和幼蟲隱匿的場所，間接減少害蟲數量(40)。

使用不同顏色的塑膠膜覆蓋在小苗四周，藉由反射的光線，干擾害蟲的視覺，

可減少作物被害蟲侵擊的機會，甚或可將害蟲吸引到被日曬產生高溫的塑膠膜

上致死(23, 30)。以有顏色的塑膠膜覆蓋畦面，配合噴灑礦物油乳劑，可以減少

粉蝨的數量(23)。更可利用噴灑澆水的方式，將作物上的害蟲沖刷下來(30, 40)，

或是畦面淹水，溺斃藏匿在土中的害蟲(1)。慎選輪作的作物種類，避免上期作

的害蟲遷移到下一期作。玉米蚜(Rhopalosiphum maidis)可以在玉米與高粱間傳

播(18)，因而此兩種作物不宜輪作。  

(三) 田間衛生 
甜菜夜蛾的野生寄主雜草中，以藜(Chenopodium album)及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最為常見。龍癸(Solanum nigrum)是葉蟎、蚜蟲及茶細蟎的

中間寄主。瓜實蠅常停留在玉米株上，吸食莖部流出的汁液。刺莧(Amaranthus 
spinosus)及野莧(A. viridis )是甜玉米的重要害蟲-玉米薊馬的主要雜草棲所
(11)。清除田區周邊雜草，可減少入侵的害蟲蟲源。 

(四) 管理幼苗，避免成為蟲害來源 
甜椒，番茄，瓜類小苗大多在溫網室內培育，容易有茶細蟎，葉蟎，

薊馬隱藏在新稍中。因而即將移植至新環境栽稙的小苗，必須要先做除蟲處

理，以保證移植的是無蟲害的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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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利用溫網室隔離害蟲，保護作物 
常見的網室，頂部多以 PE、PVC 透光塑膠布或仍以防蟲網覆蓋。

四周以不同規格孔徑的防蟲網圍住。常用的防蟲網，孔徑多是 16 目，24 目或

是 32 目，可以防止瓜實蠅，夜蛾類等大型害蟲的侵襲，但是對胸圍不及 0.3mm
的薊馬、細蟎、葉蟎，及蚜蟲和粉蝨等小型害蟲沒有阻隔的效果，小型害蟲可

以自由進出。 

以整片玻璃或塑膠板作為材料，建成的溫室，小型害蟲及葉蟎的發生仍是

最主要的困擾。蟲害發生的原因，多因設計不良，施工不嚴密，以及人員、物

品進出時不小心的攜帶。 

利用紫外線斷除型的塑膠布作為覆蓋材料，可以阻止小型害蟲入侵網室。

多數溫網室使用的 PE(polyethylene)塑膠膜都含有紫外線吸收劑，以吸收紫外

線(UV 線)，延長使用期限。塑膠膜通常都能阻斷 380nm 以下的紫外線，而光

合作用需要的光線(400-700 nm)能正常穿透(22)。 

田間試驗顯示，以能阻斷紫外(UV)光的塑膠布圍成網室，在室內栽植蔬

菜作物，可以大幅減少蚜蟲、薊馬的數量(22)。也可以減少茶細蟎的密度，使

危害降低，或延遲發生(9)。銀葉粉蝨非常依賴視覺來辨識方向和行進(34)。因而

干擾紫外光線，可以中斷粉蝨的遷移(21)。 

使用阻斷紫外光線的塑膠膜，會減輕蟲害的發生以及減少作物感染病毒

病，原因是昆蟲不會被缺乏紫外光線的建物吸引，只有少數昆蟲會侵入此類建

物。其次是侵入此種建物的昆蟲，因為缺乏紫外光線的影響，行為產生改變，

導致飛行活動減少。這種情況會降低傳毒昆蟲散播病害的效率(21)。而沒經過

阻斷塑膠膜過濾，由間隙直接透進溫室內的一般光線，會影響阻斷型塑膠膜的

防蟲效果(21)。 

(六) 利用圍籬，阻止害蟲入侵 
種植高莖作物，或在作物四周築起圍籬，可以減緩蚜蟲及粉蝨侵入

作物區中(30)。惟部份已侵入的害蟲，反而會被圍籬阻住，不能順利的再往外

遷移。此種情況會加重作物受害的程度(40)。斑潛蠅可隨風遷移，飛行高度可

以達到 10 公尺(16)，圍籬並不容易將斑潛蠅完全阻在作物區外。 

二、生物防治 
茶細蟎、葉蟎、蚜蟲、薊馬以及粉蝨等害蟲，生活史很短，只需數天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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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一個世代，短時間內就可以繁殖出大量後代。若經由藥劑篩選，很容易

就產生具有抗藥性的後代。加以個體細小，多隱藏在植株心葉或葉片隱密處，

一些沒有被農藥直接毒殺致死的個體，反而可能產生再猖獗現象。利用天敵控

制這類害蟲，是最理想的防治方法。 

茶細蟎是設施內甜椒最主要的害蟎。釋放捕植蟎 Neoseiulus cucumeris 防
治甜椒上的茶細蟎，效果比使用硫磺製劑好(41)。增補式的釋放 N. barkeri，每

主莖釋放 5 隻成蟎，每星期釋放一次，連續三次，就可以有效的抑制茶細蟎(26)。 

混合使用兩種寄生性天敵，Encarsia formosa 和 Eretmocerus eremicus 或是

E. formosa 和 Eretmocerus mundus，可以有效的防治銀葉粉蝨(32)。釋放捕食性

的瓢蟲 (Delphastus pusillus) ，配合寄生蜂 E. formosa ，或是 Encarsia 
pergandiella，可以抑制銀葉粉蝨發生。生物防治成功與否，天敵的“種類”，

比天敵的“數量”重要(29)。Denoth (24)認為在引入多種天敵時，應該有所限制，

以免彼此扺銷防治效果。 

害蟲還處於低密度時期，是釋放天敵的理想時機。有些害蟲，如蚜蟲，族

群的增長速度太快，遠大於天敵的繁殖潛能。因而要在蚜蟲發生初期即釋放天

敵，甚至於要在還沒有發現蚜蟲之前，就釋放天敵(32)，早期建立起天敵族群。 

許多作物的花都能吸引天敵。花粉與花蜜提供天敵活動與繁殖必須的營

養。將種在盆中，已開花的 Ricinus communis 植株，擺放在種植甜椒的溫室

及育苗室內，可以在作物尚未開花的時期，預先建立起捕植蟎 Amblyseius 
degenerans 的族群，防治之後可能發生的薊馬(36)。 

三、生物農藥防治 
生物性農藥(Biopesticide)是指利用生物或其衍生物，經製備或配方，生產

出來防治病蟲草害的農用藥劑，包括天然素材農藥，微生物農藥，生化農藥，

以及由基因工程技術產製的生物農藥。用於防治蟲害的微生物農藥，包括蘇力

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黑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以及蟲生病原線

蟲(Entomopathogenic nematodes)。 

利用蘇力菌混合玉米油或礦物油，防治玉米螟，93-98%的甜玉米果穗都

具有商品價值(28)。以蘇力菌為主，在番茄園進行害蟲綜合防治，從整體性的

結果考量，優於使用化學防治(39)。微生物農藥的專一性比較高，田間藥效期

太短，害蟲取食過後 3 至 4 天才會死亡，是微生物農藥主要的缺點。適合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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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密度還不高的情況下使用。 

將蘇力菌製成餌劑(7)，誘引玉米螟幼蟲取食，可以有效的防治玉米螟，使

可上市的甜玉米果穗率達到 83.8%。且因將蘇力菌包埋在餌劑內，可防止因陽

光照射後影響殺蟲效果。誘餌調製後經 220 天的儲藏，對玉米螟幼蟲的致死率

仍與新鮮者無異。使用蘇力菌玉米螟誘餌，每公頃玉米田每次施用誘餌 16-20
公斤，就可有效的防治玉米螟，而使用粒劑農藥則需 40 公斤。 

性費洛蒙及其類似物歸類於生化農藥。除了用於監測害蟲族群密度之外，

以大量設置性費洛蒙誘餌，或撒佈含毒誘餌的方式，誘殺雄成蟲，干擾交尾，

這些措施都可以降低害蟲數量，減少作物受害。在落花生播種後，立即以性費

洛蒙誘引劑大量誘殺番茄夜蛾，甜菜夜蛾，及斜紋夜蛾。在落花生生育期間，

可減少 60%的幼蟲數(19)。利用費洛蒙誘引劑，誘得的都是雄性成蟲。雖然捕

捉到的雄性成蟲數量很多，但可能大部份都已經與雌性成蟲交配過(5)。已商品

化量產的生化農藥有斜紋夜蛾與甜菜夜蛾的性費洛蒙。 

食物誘引劑能同時誘集雄蟲與雌蟲。費洛蒙配合食物誘引劑，會比使用單

一種誘殺劑的效果好(27)。 

四、化學防治 
農藥是確保農作物生產最可靠的方法。近二十年來，國內每年都維持著約

四萬公噸的農藥銷售量，推廣的藥劑也逐年累計到 1,551 種(2)。顯然蟲害防治

工作仍是深深的倚賴著農藥。但是農藥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不能再被忽視，農

藥的使用需更慎重。 

使用正確的農藥種類與濃度防治害蟲，減少農藥濫用。葉蟎類是茄子的重

要害蟎。主要種類有神澤葉蟎(Tetranychus kanzawai)、赤葉蟎(Tetranychus 
cinnabarinus)和二點葉蟎(Tetranychus urticae)。茄園內葉蟎的優勢種類則受到

茄園附近作物以及當地農業特性的影響，各地區並不一定相同(4)。各種葉蟎體

型都很細小，體色大都呈紅色，從外觀上很難判別種類。不同種類的葉蟎，適

用的藥劑種類，施用的濃度也會不同。因而在用藥時，要先能確認防治的對象，

以免錯用藥劑與濃度。 

農藥與其他防治技術配合，可以降低農藥的使用量。國外防治蘋果蠹蛾，

先以性費蒙作為調查的工具，當每週每個誘蟲器誘到的蟲數達到 5 隻時，施藥

防治，依此可節省 50-75%的噴藥次數(12)。以性費洛蒙或捕蚊燈誘殺甜菜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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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蛾，噴施黑殭菌防治甜夜蛾的幼蟲，以 2.8%畢芬寧農藥為輔的綜合防治

法，在青蔥示範區，全期可節省約 10 次的農藥防治(5)。 

結論 

近年來由於經濟的蓬勃發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日漸受到重視。逐漸體認

到農業生產，除了追求豐產之外，也應該要致力於維持更好的生態與生活品

質。因而啟發了農業永續發展的觀念，強調動植物與環境相互依存的事實。蟲

害的管理也導向於綜合防治模式。 

從健康作物的觀點來看果菜蟲害管理，最首要的措施是讓作物遠離蟲害的

威脅。利用檢疫措施，使境外害蟲不易入侵，侵入之後也能迅速被撲滅。其次

是減少作物被害蟲侵襲的機會。對現存於本地，分布範圍廣，寄主作物多，移

動性又大的害蟲，採取區域防治的作法。著眼於害蟲族群的管理，降低一特定

區域內的害蟲密度，以減輕作物遭受蟲害的風險。最後，藉由有色黏紙與費洛

蒙誘引劑，偵測及預報蟲害發生，及時採取整合性的防治措施，有效的管理害

蟲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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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insect pests management of vegetables  

in Solanaceae 
 

Tze-Kann Wu  
Department of Applied Zoology, Taiw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Wufeng, Taichung, Taiwan, 413,  ROC 
 

Abstract 
 
As insect pests differ in their biological features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control tactics should be varied with pest species.  Quarantine pests should be 
intercepted and eradicated with quarantine treatments, and monitored through 
nation-wide detection systems to determine if there is any invasion of exotic pest.  
Quarntine pests, western flower thrips,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and bulb mite, 
Rhizoglyphus echinopus, are severe pests of various crops, including vegetables in 
Solanaceae.  Although they have not become established in Taiwan, sporadic 
introduction present potential threat to native crops.  The mobile polyphagous 
insects, such as melon fruit fly, Bactrocera cucurbitae, whitefly, Bemisia 
argentifolii, and some noctuids, distribute among various host plants over a wide 
area.  Wide-area control is a useful tactic for maintaining these native pests at 
acceptable levels.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controlling insect pests in small farms.  The use of non-pesticide tactics should be 
prior to chemical applications.  The goal of a management program is not to 
eliminate all pests but to reduce pest populations to tolerable levels of economic 
damages.   

   
Key words: Insect pest management, quarantine, area-wide control, cultural 
control, biolog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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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果菜類安全用藥原則 

 
翁愫慎 

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研究員兼組長 
 

摘 要  

蔬菜水果以農藥作為病蟲害防治的方法，除了注重其防治效果以外，對於

安全的要求也不容忽視。蔬果安全用藥廣義而言，除了採收農產品之殘留量符

合安全標準以外，應包括農藥販賣及管理之安全管控，農民施藥時之自身安全

防護，以及對環境之影響評估。蔬果登記使用之農藥在農藥審查安全採收期訂

定會考慮防治時期之適用性，如小葉菜類及草莓以10天之內為原則，連續性採

收及一次採收者會有不同之調整。因此安全採收期長短與農藥毒性強弱不一定

成正相關，也不可引用至其他類別作物。蔬果農藥殘留量基本要符合食品衛生

標準之最高殘留容許量，再依農民對安全品質之自我要求或外銷國之要求作調

整。各類蔬果易殘留之農藥及易違規使用之農藥將於文中說明並作原因分析。 

農藥安全用藥準則包括「人、事、物」的管理。對人的影響包括施藥農民、

進入採收及作業農民、附近居民及路人、以及消費者。施藥農民的體力、行為、

對農藥的認識及自身防護也是關鍵。事的管理包括農藥品質、販售體系和貯

存、劑型選擇、施藥時間及方法等，均可視為安全管控的部分。物的管理是成

品農藥的主成分、不純物、劑型、包裝容器、標籤內容等。 

安全用藥原則 

農藥安全使用原則簡單的用一句話來思考，就是「這位農民以這種方式

施用這種農藥安全嗎?」。因此安全用藥準則必須考慮三個主要因素：農民、

農藥及方法。 

施藥農民是僅次於農藥工廠工人之高農藥暴露風險者，因此先進國家對

施藥農民有特別規範，如必須考取施藥證照、，每年固定講習時數，及保存用

藥記錄等。我國因農地面積小，產品多樣化，因此要推行施藥農民證照化現階

段尚有許多配套措施須同時考量。施藥農民之安全除了本身對農藥特性毒性之

了解及施藥技能之訓練外，與其年齡、教育程度、個性習慣都有關係。 

農藥的毒性與劑型是決定安全之主要項目。選擇毒性低、效果好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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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是很重要的。此外，農藥不純物含量、包裝容器是否合適、及農藥標籤說

明及標示是否完整及清楚，都會決定農藥使用是否安全。 

施藥方法及時間最容易為農民所忽略卻是最重要決定暴露量的因素。不

同的施藥器械會決定用水量、著藥量、農藥在環境中之分布量、及施藥農民之

暴露量。背負式施藥器械用水量最少，對施藥者因近距離接觸，若無適當防護

風險最大。牽管式或定點噴施式施藥應注意其管線完整及噴施之範圍。使用噴

藥車應注意駕駛座及人員之防護措施。施藥時間應選擇風小日弱的時候進行，

且應避免施藥的人暴露於藥液下。對於施藥區範圍內之人畜安全應作妥善的防

護及明顯之警示。 

政府在農藥使用安全防護上也應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對申請上市的農

藥作完整及嚴謹的審查外，農藥產品資訊及毒性危害之管理也應透明化及制度

化。積極研發及引進低毒性的農藥，改良劑型增加安全性，施藥器械建立評估

及管理制度，增加安全用藥講習及防護技能訓練，以全面提昇國內農民施藥之

水準。 

農藥殘留管制及吉園圃推行 

管理是安全的根本。安全管制應先有法源依據，建立安全評估準則，使

用標準檢驗方法，再以完備之管制流程執行之。我國自民國四十一年開始引進

化學農藥，民國四十八年經濟部發布「台灣省農藥管理規則」，五十一年發布

「台灣省植物保護新農藥委託試驗程序」，並成立「台灣省植物保護技術審議

委員會」，建立農藥登記使用前之試驗審查制度。民國六十一年總統令公布「農

藥管理法」，六十二年經濟部發布「農藥管理法施行細則」，規範農藥申請登

記應進行田間試驗，包括藥效、藥害及殘留量測定。同年決議農藥殘量分析工

作由「台灣植物保護中心」(藥毒所前身)辦理，始建立我國之農藥殘留管理制

度。 

田間作物農藥殘留量測定之目的，在探討農藥依建議使用方法施用後在

作物上之消退情形，據以研訂安全採收期及安全容許量。七十一年植保中心撰

寫「農藥委託試驗中殘留量測定試驗之要領」以為試驗進行之準則，殘留測定

結果與容許量比較，建議安全採收期。因此，自民國六十三年起，每件農藥申

請案完成後均建立該藥劑在此作物中之殘留檢驗方法、毒理資料、容許量及安

全採收期等資料。容許量公告後，依作物農藥殘留量國家標準檢驗法公告標準

之要求，製備完整之資料提供相關單位審查後公告。統計自六十六年至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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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止計完成一千九百三十件田間作物殘留量測定及安全採收期建議，並製備四

百一十七種農藥在登記作物中之殘留量檢驗方法。 

農藥使用對食品之安全性及安全採收期制訂，其評估準則為農藥安全容

許量。民國六十三年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十種農藥在蔬菜上及十二種農藥在水果

上之殘留農藥容許量暫行標準。植保中心進行農藥殘留測定之同時，即著手收

集各農藥之毒性資料，進行農作物分類及計算各類農作物之每日取食量，於民

國七十年發表「食用作物中農藥最高殘留容許量之訂定方法」，研訂一百廿種

農藥在登記使用作物上之殘留容許量。七十五年九月召開「農產品中農藥殘留

容許量研訂方法研討會」，會議通過容許量之訂定原則及程序，由衛生署委託

藥毒所研訂後送交農委會函轉衛生署審查公告之。同年十二月衛生署公告殘留

農藥安全容許量，正式取代施行十二年之暫行標準。本研訂方法及程序延用至

今，至九十二年四月，共公告307種農藥計1287組安全容許量。 

蔬果農藥殘留監測工作始於民國五十五年，由農林廳申請農復會專案補

助，於全省各主要蔬果產地及集貨場設置農藥殘留生物測定站，以利用家蠅作

活體測定。六十六年工作站移至縣市政府，七十二年遷至各地區改良場。生物

測定站利用家蠅作活體測定，七十五年曾試用酵素反應之生化檢定法二年，此

等方法測試之農藥種類有限，且無法定性定量，不能與衛生署公告之農藥殘留

安全容許量相比較，無法達到農民教育之功能。七十八年一月工作站之監測員

納編於本所，工作站之業務由本所接辦，全面改用藥毒所研發之多重殘留化學

檢驗法，當時可同時偵測五十八種農藥之殘留種類及殘留量，目前增至八十

種。八十三年起工作站改名為「農藥安全使用諮詢站」，分設於本所及各區改

良場。 

本所於七十八年辦理農藥殘留工作站業務後，即規劃工作站之工作程

序，包括監測人員檢驗技術訓練、農民用藥種類調查、修正檢驗方法、檢驗結

果高殘留原因分析及違規農民追蹤教育等。第一年經輔導之農民用藥改善率為

百分之五十，第二年提高為百分之八十九，顯見工作站以化學法為檢驗方法並

同時依結果進行用藥教育，在蔬果農藥殘留管制及農民教育上皆有實質之效

用。 

田間農藥殘留檢驗結果反應農民用藥之缺失，必須據以輔導改善始能降

低農藥殘留之不合格率。因此工作站之工作結合各區改良場之植保人員及各縣

市政府執法人員，建立農藥殘留監測體系，同時發揮教育、檢驗及取締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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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為將各蔬菜產區分為重點區及一般區，就高殘留蔬菜、產期及地區加

強輔導，歷年來蔬果不合格率由七十八年之百分之十五降至八十二年之百分之

六。八十二年為鼓勵農民建立安全品牌及推行品質責任制，推行「吉園圃」標

章。由農林廳公布「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園圃標章核發使用要

點」及其相關要點，以農會或鄉鎮公所轉導之蔬果生產班為對象，藉由班會組

織研究病蟲害防治方法，並推行用藥記錄之工作。輔導具成效後經農藥殘留檢

驗合格，經審核後即可與藥毒所簽約使用本標章。八十五年起由各縣市全力推

行，吉園圃標章改由各區改良場負責輔導及審核，縣市政府核發。八十六年並

選擇蔬菜供應量最大之十四鄉鎮推行安全示範區工作，鼓勵各生產班取得吉園

圃標章。至九十三年十一月止共有六百一十九個蔬菜產銷班及一千零一十六個

水果產銷班計二萬三千零七位農民取得吉園圃標章使用資格。吉園圃目前亦為

蔬果品品牌輔導班之必備資格。 

瓜果菜類安全用藥 

國內瓜果類蔬菜大都種植於東部及南部，種類非常多，如番茄、茄子、

甜椒、胡瓜、苦瓜、絲瓜等。瓜果菜類在病蟲害防治及安全用藥上的特色是多

數為連續性採收的作物，即採收期、成熟期長之病蟲害多，加上薊馬、粉蝨、

葉蟎等小型害蟲及疫病、露菌病等均需要使用系統性藥劑防治，所以在用藥選

擇上常面臨藥劑效果與殘留安全無法兼顧的情形。也因其為連續採收的作物，

因此不易達到安全採收期之要求常是消費者對瓜果菜類農藥殘留時有疑慮的

原因。 

瓜果菜類施藥後之農藥殘留情形與葉菜類不同，葉菜類其著藥部分全部

為食用部分，因此一般而言殘留量會較高。瓜果菜類施藥部位為全株包括莖

葉，直接接觸到食用的瓜果菜部分不多。且瓜果菜類大都表面光滑，不易著藥。

此外果實套袋如苦瓜，生長勢快如小黃瓜，都可以降低農藥殘留。 

以登記使用於防治瓜果菜類的藥劑來看，病害防治藥劑其安全採收期為3
天或6天者不佔少數，除部分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及有效成分高的藥劑及系統

性長如依得利等藥劑外，應該有足夠之藥劑可在採收期間使用。蟲害防治藥劑

有機磷劑登記藥劑非常少，若依規定使用之藥劑防治，殘留問題應可克服。 

然以90-92年度田間蔬菜農藥殘留檢驗結果分析，各類瓜果菜類農藥殘留

檢出不合格率約為1.5%（表一、表二）。殺菌劑以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及四

氯異苯腈為主，應是未遵守安全採收期，該二藥劑殘留期長，應避免在採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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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使用。殺蟲劑殘留檢出達馬松殘留，該藥劑因殘留期長且為系統性藥劑，不

易經由清洗及烹煮過程消退，已全面禁止使用於水稻、蔬菜及茶樹防治（表三、

表四）。 
 
 
表一、90~92 年度瓜菜類蔬菜農藥殘留檢驗結果 

蔬菜名稱 抽驗件數 合格率(%) 檢出率(%) 不合格率(%) 

絲瓜 953 98.8 5.9 1.2 

苦瓜 733 99.3 6.5 0.7 

花胡瓜 546 99.6 9.0 0.4 

胡瓜 279 98.9 11.1 1.1 

菰瓜 184 100 2.7 0.0 

角瓜 46 100 0.0 0.0 

南瓜 84 100 2.4 0.0 

冬瓜 51 98.0 2.0 2.0 

 

 
表二、90~92年度果菜類蔬菜農藥殘留檢驗結果 

蔬菜名稱 抽驗件數 合格率(%) 檢出率(%) 不合格率(%) 

番茄 1670 98.4 22.7 1.6 

甜椒  565 98.4 15.9 1.6 

茄子  227 97.8 13.2 2.2 

辣椒   87 95.4 36.8 4.6 

 

農藥殘留發生原因很多，但經長期監測及輔導，大部分作物的植物保護

技術都可逹到兼具防治效果與殘留安全的理想。以瓜果菜類而言，減少殘留期

長藥劑使用即可逹到生產安全蔬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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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90〜92瓜菜類蔬菜農藥殘留不合格率(%)比較 

藥劑名稱 90年(965件) 91年(938件) 92年(985件) 

四氯異苯晴 0.1 0.1 - - 

達馬松 0.1 0.3 - - 

毆殺松 0.1 - - - -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1 - - - - 

加保利 - - 0.3 - - 

陶斯松 0.2 0.3 0.1 

美文松 - - - - 0.1 

依普同 - - 0.1 - - 

畢芬寧 0.1 - - - - 

賽滅寧 0.1 - - 0.1 

毆滅松 - - 0.1 0.1 

益滅松 - - 0.1 - - 

 
表四、90〜92果菜類蔬菜農藥殘留不合格率(%)比較 

藥劑名稱 90年(933件) 91年(999件) 92年(962件)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1.1 0.3 0.3 

四氯異苯晴 0.1 0.2 - - 

納乃得 - - 0.1 0.1 

陶斯松 0.1 - - - - 

達馬松 0.2 0.2 0.5 

加保扶 0.1 0.1 - - 

腐絕 0.2 - - - - 

毆滅松 0.2 0.1 - - 

百滅寧 - - 0.1 0.1 

三落松 - - 0.2 0.1 

三泰芬 0.1 - - - - 

美文松 -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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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use of Pesticides on Growing Fruiting Vegetables 
 

Sue-Sun Wong 
Taiwan Agricultural Chemicals and Toxic Substances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Pesticides use as plant protection materials on growing fruiting vegetables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on the safety. The key factors of safety use of pesticides 
including three major areas: the safe products, safe application system, and the safe 
worker protection. The safe products including active ingredients, contamination, 
formulation, container, mixes and label, which should be well regulated through 
pesticide control law. The safe application system should including transport, 
storage, equipment, product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timing. Many factors effect 
the safe worker protection such as age, fatigue, hydration, knowledge, skill, and 
behavior. Concern about the harvest intervals of pesticides on fruiting vegetables 
which have long harvest period, the pesticide selection and timing of applic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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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萃取液對植物病原菌之抑制及棉蚜之忌避 

 
胡敏夫 1、謝廷芳 2、許秀惠 2、余志儒 3、黃晉興 2 、柯文雄 4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農藝組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植病組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  
4.美國夏威夷大學 

摘要 

以 83 種中草藥植物中萃取液評估對真菌類病原孢子發芽抑菌率效果發

現，有 2 種植物之水萃取液與 4 種植物酒精萃取液對土壤鐮胞病菌孢子

(Fusarium proliferatum)完全抑制發芽。2 種植物之水萃取液與 13 種植物酒精萃

取液亦完全抑制炭疽病病菌孢子(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發芽。對百合灰

黴病菌孢子(Botrytis elliptica)與十字花科黑斑病菌孢子(Alternaria brasica)發芽

有完全抑制效果者，分別有 2 種與 4 種植物酒精萃取液。在檢測多數狀況下發

現，植物酒精萃取液通常比水取液效果佳，但狗肝菜(Dichiptera chinensis)之水

取液對土壤鐮胞病菌孢子與百合灰黴病菌孢子抑制效果比酒精萃取液好。A 及

B 配方之酒精萃取液，係分別由九種及十種中草藥之種子所組成，對 5 種真菌

病原孢子有抑制作用，它對茄科青枯病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火鶴花細菌

性葉枯病菌(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dieffenbachiae)、茄科細菌性斑點病菌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vesicatoria)及軟腐病菌(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等 4 種細菌病原亦有抑制生長的作用。至於對棉蚜(Aphis gossypii 
Glover)忌避效果調查結果，僅發現有顯著忌避效果者為薑及茴香等之水萃取液。 
 
關鍵詞: 植物萃取液、孢子發芽率、植物病原細菌、離避率。 

前  言 

台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區，整年多數時間處於高溫多濕環境下，適合

多種作物病(蟲)害的發生與傳播。往年政府的農業經營政策，在增加產量導向

的原則下，為使農民減免損失，多年來常輔導農民噴施大量農藥，以防治猖獗

的病害及蟲害發生與雜草叢生而獲得高產，但期求高產量後相對衍生了農產品

的農藥殘留及土壤污染等等棘手問題。根據 1995 年統計，全球用在農業上的

化學藥劑花費達 250 億美元，其中除草劑的花費佔 120 億美元；而臺灣地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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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劑用量達到 18,000 噸，施用面積達 280 萬公頃。如此高的用量非但金錢的

消耗，亦是對環境造成很大衝擊。於是倡議非農藥防治，降低人類對化學農藥

的依賴，以保障人類的健康、生態環境平衡及農業的永續經營應運而生，且普

遍受到全世界學者所重視。此方法乃利用害蟲之生態性及耕種法來抑制病蟲

害，或栽培天然植物，直接利用其植株之芳香味及根分泌物，或抽出物噴灑於

目的栽培作物植體上，產生遮斷、攪亂及忌避等來抑制病蟲害及雜草，以收防

治之效果(4)。 

據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記載(1)，中藥草中如當歸、荊芥、金銀花及薄荷等等

芳香類植物之萃取物對多種細菌有殺菌或抑菌作用。謝氏(10)以批粑葉浸酒

後，再加醋並以清水稀釋噴射，可防止甘籃及山東白菜之軟腐病。日本學者亦

指出，選擇香草類進行間作、混作等耕作方式，不但可發揮忌避功效並有助主

作物之發育(2)。黃氏報告(9)，利用甘藍葉加菸葉渣、氯化鈣與用牛肉煎汁加 S-H
混合製成中興 100，稀釋 100 倍測試，可顯著的抑制瓜類蔓枯病(Didymella 
melonis)、蓮霧與番石榴果斑病(Pestalotia pesidii & Rhizopus stolonifer)的菌絲

生長與抑制銹病(Puccinia allii Uromycs vignae)的夏胞子發芽；間作天人菊利用

其根之分泌物或將植株埋入土壤有防治根瘤線蟲之功效。另柏克來大學在肯亞

進行一系列試驗發現，含蛻素之夏枯草(Bugleweed)有避免蝗蟲之掠食；英國

沙斯提試驗場發現，一種野生馬鈴薯(Solanum berthaulthii)，其葉部會產生

E-β-farnesene，因此馬鈴薯植物可利用此物質驅散蚜蟲；馬利筋植物體內含有

一種複雜化合物，稱心臟干擾素(Cardenolides)，因此利用它達到防衛目的(3)；

又，羅等報告(11)，利用植物在生理代謝過成中所產生的二次代謝物，如酚類、

松烯類、植物鹼、類黃酮及其他有機化合物，經發揮作用、淋溶作用、根的泌

濾作用及植物殘體等方式釋出體外，抑制強生草、五節芒及香附子等生長，且

類黃酮對青蟲亦有拒食作用(8)。Cohen Y.et al.等(15)指出一種生長於地中海地區

之雜草 Inula viscosa，屬菊科，噴佈其萃取物可防治葡萄、番茄及南瓜白粉病

(downy mildew)、番茄及南瓜晚疫病(late blight)與灰黴病(gray mold)。基於上

述之情，本所特積極探討開發天然植物保護製劑，希望篩選多種天然(中草藥)
植物，萃取汁液研製成配方，分別對真菌、細菌感染的重要病害及主要蟲害作

防治。 

材料與方法 

天然植物種原收集：由國內收集植物種原計 93 種(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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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汁液萃取方法：將莖與葉切碎，取 200 克分別放在打果汁機內，分

別添加 50%酒精 1,000 ml(1:5 w/v)；或 1,000 ml 蒸餾水(1:5 w/v)；或 100 克粉

劑加 50%酒精 1,000ml(1:10 w/v)等三種方式，高速打碎，然後將混合液分別倒

入有色玻璃瓶內密封，置於陰涼處三天，每天振搖一次，三天後用高速離心機

(3,000 rpm)15 分鐘過濾後，稀釋不同倍數測試，測試時應以 25%酒精同量稀

釋作為對照。 

真菌孢子發芽抑制效果檢測：取 15μl 之植物萃取液稀釋 50 倍濃度與

等量的孢子懸浮液混合，滴於 8 孔載玻片上，置於 24℃下 15 小時後觀察孢子

發芽情形，每重複記錄 100 個孢子。並進行盆栽試驗，盆植小白菜噴施每毫升

含 105 個分生胞子的炭疽病孢子懸浮液，每盆植 5 棵，於接種後隨即分別噴施

50 倍之大風子水與酒精萃取液一次，以噴水為對照，4 重複，噴施後七天調查

其發病指數(disease severity )。 

細菌抑菌試驗：將 FA 及 FB 配方萃取原液(已稀釋 10 倍)分別再稀釋 5
倍、10 倍、15 倍及 20 倍等不同濃度，以營養培養基(Nutrient Agar,NA)及濾紙

測試兩種配方對不同病原菌生長之抑制效果，各試驗重複三次，試驗參考

Adaskaveg 氏方法進行(14)。 

配方製備：FA 配方係由木虌子、地芙子、五倍子、蛇床子、蔓京子、苦

參子、牛蒡子、韭菜子及篦麻子等量組成磨粉，加 50%酒精萃取；FB 配方係

多加板藍根一種藥草。 

棉蚜忌避試驗 
受測棉蚜(Aphis gossypii Glover)為初成熟能生育之成蟲，選取與繁殖受測

蟲族群相同之寄主植物洋香瓜秋香品種(Autumn famous)，切取含葉柄之健康

葉片，柄端包裹已浸濕脫脂棉花，以山韭菜、薑、茴香、香茅、辣椒、蔥、牛

蒡及九層塔等之水萃取液處理，清水為對照。試驗進行時，先將受測棉蚜自寄

主植物挑置於脫脂棉花上，每一種萃取液處理一片葉，由葉尖垂直浸入藥劑 5
公分，經 5 秒鐘取出，然後靜置於有濾紙鋪底之養蟲盒(直徑 13 公分)內，葉

背向上，隨即置入棉蚜。單隻測試，係將 1 隻棉蚜挑上葉片處理區域之中心點，

然後觀察並記錄其動態。離開率計算方法，將 5 隻受測棉蚜置於葉片處理區之

中心點，觀察記錄其離開處理區之蟲數，以公式(離開率=100% x 離避蟲數/5)
換算之。觀察記錄方法：移動速度：記錄移動距離(㎝)、所費時間(秒)，直至

離避浸藥區，或停下維持 10 秒以上不再移動。存活時間：記錄自接入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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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間。 

結果 

植物種原的收集與抽出物萃取 
種原的收集與萃取計月見草、Spilanthes、普列薄荷、金絲桃、洋艾、茴霍

香、韭菜、小白菊、馬約蘭花、皺葉黑辣薄荷、百里香、葛縷子、 甜菜、浦公

英、Epazote、茴香、甘藍、Plantain、蛇根草、纈草(Valerian)、穗花山奈、馬藍、

艾草、紫花蔓陀蘿、魚腥草、單葉蔓荊、狗肝菜、何首烏、綠珊瑚、金鋼纂、

粉藤、落地生根、對葉豆、一枝香、喜樹、大風子、檳榔、九層塔、番茄葉、

香椿、金錢薄荷、天人菊、仙草、黃麻、火炭母草、虎杖、扛板歸、金銀花、

小葉灰黎、篦麻、食朱萸、芸香、鴉膽子、迷迭香、刺茄、木虌子、地芙子、

五倍子、蛇床子、蔓京子、苦參子、牛蒡子、韭菜子、薑黃、萬年青、白蘇、

枸杞、蕨類、馬齒莧、香茅、長柄菊、小花蔓澤蘭、山葵、朱槿、益母草、板

籃根、鵝掌藤、胡椒木、薑、蘿蔔、馬纓丹、仙草及黃花夾竹桃等八十三種(表
一及表三)。 

上述植物涵蓋唇形科、菊科、繖形科、茄科、蔾科、蓼科、馬齒莧科、馬

鞭草科、十字花科、大戟科、芸香科、莢竹桃科、椅科、錦葵科、蹄蓋蕨科、

五加科、豆科、三白草科、景天科、爵床科、棕櫚科、柳葉菜科、百合科、薑

科、楝科及苦木科等，其中以唇形科與菊科佔較多數。 

真菌類胞子發芽抑制試驗 
檢測結果發現，對土壤鐮胞病菌胞子發芽率有良好抑制效果者為大風子及

韭菜之水與酒精萃取液，其孢子發芽率為 0，其它天然植物如有較明顯抑制效

果者為艾草、狗肝菜、落地生根、香椿、土荊芥、虎杖、食朱萸、山葵、A 及

B 配方等。除狗肝菜以水萃取液形式產生抑制效果外，餘均須溶於酒精使能萃

取其有效成分而達抑菌效果。 

對蔬菜炭疽病菌孢子之抑制發芽效果試驗，亦發現大風子及韭菜之水與酒

精萃取液，有 100%抑制胞子發芽率(表一)，由此，盆植小白菜噴施大風子之水

與酒精萃取液發現，七天後其發病指數僅 1.38 %與 0.79 %，分別低於對照組 2.37 
%達 5 %顯著水準(表二)。另外，發現紫花蔓陀蘿水萃取液處理孢子發芽率僅 4 
%，酒精萃取液處理孢子發芽率為 0，而其它有產生抑菌力的為土荊芥、茴香、

小白菊、皺葉黑辣薄荷、百里香、甜菜、Dandelion、甘藍、香椿、金錢薄荷、

白蘇、小花蔓澤蘭、薑黃、艾草、天人菊、山葵、仙草、食朱萸及 A、B 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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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這些植物的成分亦須使用酒精萃取始有效。 

 
表一、天然植物萃取液對土壤鐮胞菌、蔬菜炭疽病菌、百合灰黴菌、十字花科

黑斑病菌及蔬菜白粉病菌孢子發芽的影響 
Table 1.Effects of plant extracts on spore germination of Fusarium proliferatum,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des, Alternaria brasica, Botrytis elliptica and 
Podosphaera xanthii  

Plant family and name or 
Formula 

               Germination(%) 
   F1     Cg       Ab      Be 
   w/e2     w/e     w/e      w/e 

            
   Px 
   w/e 

爵床科 Acanthaceae      
狗肝菜 Dicliptera       

chinensis(L.)Nees 
20/96 90/96 100/100 0/94 ND/ND 3 

莢竹桃科 Apocynaceae      
黃花莢竹桃 Thevetia     

peruviana MERR.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64.8/64 

五加科 Araliaceae      
鵝掌藤 Schefflera odorata 
      (Blanco)Merr. 

100/100 100/93 100/60 100/100 62.3/14 

菊科 Asteraceae      
蒲公英 Dandelion,wild 93/94 97/20 100/100 98/98 ND/ND 
(Spilanthes acmella) 92/98 95/96 100/100 96/98 74/72 
碲蓋蕨科 Athyriaceae      
過貓 Anisogonium  
     esculentum(Retz.) 

100/100 100/100 100/99 95/91 34/25.5 

忍冬科 Caparifoliaceae      
金銀花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100/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68/57 

藜科 Chenopodiaceae      
土荊芥 Epazote Chenopo-   

dium ambrosiodes 
99/0 98/0 100/99 94/18 46/62.5 

小葉灰藜 C. album ( L.) 100/82 100/100 99/99 100/100 19/46 
菊科 Composite      
洋艾 Wormwood (Artemisia 

absinthium) 
97/98 96/96 100/100 98/98 45/44 

甜菜 Beets(Beta Vulgaris) 95/92 98/1 100/100 97/97 ND/ND 
天人菊 Gaillardia var.  

pulchella Fong. 
49/92 96/1 100/100 98/98 ND/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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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菊 Feverfew (tanac- 
etum Chrysanthemum) 

90/88 97/4 97/95 96/93 ND/ND 

馬藍 Baphicacanthus  cusia 
(Nees) Bremek. 

長柄菊Tridax procumbens L. 

95/93
 

100/100

96/96 
 

100/100

99/100 
 

100/71 

89/92 
 

100/80 

62.5/40.5 
 

66/72 
艾草 Artemisia princes  var. 

orientalis (PAMP) HARA 
84/46

 
95/0 

 
93/98 

 
92/92 

 
ND/ND 

 
小花蔓澤蘭 Mikania cordata 

(Burm.f.)B.L.Rob.) 
100/100 42/0 100/86 100/100 53.8/23.8 

一枝香 Vernonia cinerea  
  (L.)Less 

97/91 96/94 97/95 58/93 36/32 

景天科 Crassulaceae      
落地生根 Bryophyllum 
 pinnatum (Lam.)Kurz 

92/47 95/66 94/0 90/76 58/48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甘藍 Kale(Brassica   oleracea) 86/86 86/3 100/99 96/99 ND/ND 
山葵葉 Wasabi leave 100/13 100/0 100/100 100/64 41.5/30 
山葵根莖 Wasabi rizome 100/89 100/14 100/100 100/100 5/6.25 
大戢科 Euphorbiaceae      
綠珊瑚 E.tirucalli L. 96/99 91/95 100/95 20/93 43.8/47.3 
金鋼纂 E.antiquorium L. 99/98 96/97 98/96 90/94 43/41 
篦麻 Ricinus communis L. 92/95 100/100 100/0 100/100 35/47 
椅科 Flacoutiaceae      
大風子 Hydnocarpus  

castaneus H.F.&Th. 
0/0 0/0 75/92 83/89 ND/ND 

金絲桃科 Gramilleal      
金絲桃 Hypericum  perforatum 96/97 96/69 100/100 98/98 66.3/67.5 
唇形花科 Labiate      
普列薄荷 Pennyroya  

(Mentha pulegium) 
97/89 20/43 100/100 90/98 ND/ND 

百里香 Thyme(Thymus     
Vulgaris) 

96/95 94/0 98/99 98/99 ND/ND 

金錢薄荷 Glechoma  hederacea 
L.var.grandis  (A.Gray) Kudo 

97/93 95/1 100/100 95/91 ND/ND 

九層塔 Ocimum sanctum L. 96/96 97/98 95/91 93/93 37/53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 97/98 95/95 100/100 98/99 58/35 
白蘇 Perilla futescens      

(L.)Britt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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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母草 Leonurus 
heterophyllus Sweet 

100/93 100/66 100/100 100/100 33.5/21 

仙草 M.procumens Hemsl. - 96/0 - - 58/35 
馬約蘭花 Marjoram Sweet 
(Origianm majorrana) 

97/96 89/99 100/100 96/97 ND/ND 

藿香 Mint Korean (Lami-aceae 
Agastache ugosa) 

97/97 70/92 100/100 93/97 30.5/40.5 

皺葉黑辣薄荷 Mint 
peppermint(Mentha piperita) 

91/92
 

96/0 
 

100/100
 

97/92 
 

ND/ND 
 

豆科 Leguminosae      
對葉豆 Cassia alata L. 98/94 93/95 97/97 93/94 47/49 
百合科 Lilaceae      
萬年青 Rohdea Japonica 
     ( Thunb.)Roth 

67/50 100/100 99/98 100/100 66.3/70.5 

山韭菜 Allium thurbergii  
      G.Don 

0/0 0/0 100/82 62/0 35.3/39.8 

錦葵科 Malvaceae      
朱槿 Hibiscus rosa sinensis L. 95/83 100/31 100/1 100/100 60.3/60.3 
楝科 Meliaceae      
香椿 Toona sinensis      

(A.Tuss.) Roemer 
94/0 94/8 100/1 98/91 ND/ND 

喜樹科 Nyssaceae      
喜樹 Camptotheca  
     acuminata Decne. 

95/86 93/94 97/95 91/91 61/59 

柳葉菜科 Onqraceae       
月見草 Evening Primrose  
    (Oenethera biennis) 

98/98 67/71 100/100 96/98 46.3/59 

棕櫚科 Plamal      
檳榔 Areca catechu L. 91/90 94/93 95/98 92/93 49/30 
車前科 Plantaginaceae      
 Plantain( Anasazi) 98/94 98/57 100/100 98/99 ND/ND 
蓼科 Poiygonaceae      
何首烏 Polygonum       

multiflorum 
97/98 95/95 100/83 73/99 72.5/7 

火炭母草 P.chinense L. - - - - 37/4 
虎杖 P. cuspidatum S.et Z. 100/12 100/100 100/3 95/100 59.8/67.3 
扛板歸 P.perfoliatum L. - - - - ND/ ND 
馬齒莧科 Portula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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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L. 85/100 100/100 85/100 93/77 62.8/73D 
茜草科 Rubiaceae      
蛇根草 Snega snakeroot 96/91 - - - ND/ND 
芸香科 Rutaceae      
胡椒木 Zanthoxylum odorum 94/59 100/100 100/99 100/100 50.5/57.3 
食茱萸 Z.ailanthoides SIEB 84/3 100/0 - 95/0 - 
三白草科 Sauruaceae      
魚腥草 Houttynia cordata T. 100/100 96/97 99/98 98/97 ND/ND 
茄科 Solanaceae      
枸杞 Lycium cbinensis MILER 100/66 100/100 99/100 94/93 60.3/49.3 
刺茄 S. aculeatissimum JACQ 100/100 100/100 99/0 96/98 58.5/30.8 
番茄葉 Tomato leave 95/93 95/95 97/100 92/94 66/56 
紫花蔓陀蘿Datura tatula L. 91/25 4/0 98/2 87/75 ND/ND 
田麻科 Tiliaceae      
黃麻 Corchorus capsularis L. 100/100 100/100 100/100 97/100 71.5/56.8 
繖行科 Umbelliferae      
葛縷子 Carum carvi L. 97/99 89/95 100/100 97/99 ND/ND 
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95/44 95/0 100/98 98/98 ND/ND 
敗醬科 Valerianaceae      
纈草 Valerian 87/40 97/94 100/98 98/98 ND/ND 
馬鞭草科 Verbenaceae      
馬纓丹 Lantana camara L. 100 100/100 100/100 100/100 ND/ND 
單葉蔓荊 Vitex trifolia L. 
  var.simplicifolia Cham. 

94/19 94/94 and 100/99 55/98 ND/ND 

葡萄科 Vitaceae      
粉藤 Cissus repens Lam. 100/100 95/95 100/99 95/96 62/52 
薑科 Zingideraceae      
穗花山奈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g 

96/97 98/92 - 98/98 ND/ND 

薑黃 Curcuma longa L. 100 100/0 100/90 100/28 67/55 
Formula A w -/0 -/0 -/0 ND/0 7/6 
Formula B -/0 -/0 -/0 -/0 5/6 
對照組 93/92 90/91 100/100 97/97 63.5/57.5 
1 Fp=Fusarium proliferatum, Cg=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des,Ab=Alternaria  

brasica, Px=Podosphaera xanthii. 
2 w/e=water extract/ethanol extract, x ND=No detection. - : No preparation. 
3 Formula A and B which were combination of 9 and 10 plant speci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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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噴施大風子萃取液對小白菜炭疽病之影響   

Table 2.Effect of Hydnocarpus anthelmintica extract on disease severity (%) 
of Chinese mustard for incubation the disease of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des 7 days in pot culture                      

Treatment Disease severity (%) 
0 day        7 days 

Water(CK) 
25%of alcohol 
Hydnocarpus anthelmintica L. 
  water extract 
Hydnocarpus anthelmintica L. 
 alcohol extract 

0          2.37a1 
        0          2.03a 

        0          1.38c 

        0          0.79d 

1 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within the column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 level by 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對百合灰黴病菌孢子發芽有抑制效果者，為韭菜、土荊芥、薑黃、食朱萸

及 A、B 配方之酒精萃取液與狗肝菜之水萃取液；對十字花科黑斑病菌孢子發

芽有抑制效果者為紫花蔓陀蘿、落地生根、香椿、朱槿、篦麻、虎杖、刺茄及

A、B 配方等之酒精萃取液；對甜瓜白粉病菌有抑制效果者，發現火炭母草、

鵝掌藤虎杖及 A、B 配方酒精萃取液與小灰葉蔾水萃取液，由此可確定 A、B
配方酒精萃取液對上述四種真菌類病害之孢子發芽均有很高的抑制力，值得進

一步研究。 

細菌生長抑制檢測 
檢測結果發現 A 配方酒精萃取液對茄科細菌性斑點病菌(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vesicatoria)稀釋 50 倍抑制圈大小為 0.7 公分，稀釋 100 倍抑制

圈為 0.53 公分，稀釋 150 倍就顯現無抑制效果；對火鶴花細菌性葉枯病菌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dieffenbachiae) 稀釋 50 倍抑制圈大小為 0.6 公

分，稀釋 100 倍抑制圈為 0.5 公分；對番茄青枯病菌(Ralstonia solanacearum) 稀
釋 50 倍抑制圈大小為 0.86 公分，稀釋 100 倍抑制圈為 0.66 公分，再稀釋至

150 倍數亦達 0.46 公分；對軟腐病菌(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 稀
釋 50 倍抑制圈大小為 0.73 公分，稀釋 100 倍抑制圈為 0.46 公分。至於 B 配

方酒精萃取液對番茄細菌性斑點病菌稀釋 50 倍抑制圈大小為 0.8 公分，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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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倍抑制圈僅 0.3 公分；對火鶴花細菌性葉枯病菌稀釋 50 倍抑制圈大小為

0.48 公分，稀釋 100 倍抑制圈為 0.33 公分；對番茄青枯病菌稀釋 50 倍抑制圈

大小為 0.8 公分，稀釋 100 倍抑制圈為 0.33 公分；對軟腐病菌稀釋 50 倍抑制

圈大小為 0.48 公分，稀釋 100 倍抑制圈為 0.36 公分 (表三 )。 
 
表三、各種病原細菌對天然植物萃取液之感受性 
Table 3. Sensitivity of various bacterial plant pathogens to formulated plant extracts 

 Inhibition zone (cm) Plant 
extract 

Dilution 
(X) 

X. axonopodis 
pv. vesicatoria

X. axonopodis pv.
dieffenbachiae

Ralstonia 
solanacearum 

E.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

Fomulat A 50 0.7 0.6 0.86 0.73 
 100 0.53 0.5 0.66 0.46 
 150 0.1 0.23 0.46 0.3 
 200 0.1 0.1 0.1 0.1 
Fomula B 50 0.8 0.48 0.8 0.48 
 100 0.3 0.33 0.33 0.36 
 150 0.23 0.1 0.2 0.1 
 200 0 0.1 0 0 

1 The same as in Table 1. 

棉蚜忌避效果檢測 
本項試驗發現對棉蚜有較佳忌避效果者為薑及茴香之水萃取液與香茅酒

精萃取液，前二種植物之棉蚜在處理區域內逗留活蟲百分比僅為 4%，離開率

各為 96%，後者為 80%，顯著對照組用水處理 4%高(表四)。 

討論 

作物之萃取液，對植物病原菌及棉蚜能扮演抑菌與產生忌避作用之機制，

可能為其組織內含有特定代謝物所使然，據譚等報告(13)，抗菌藥物作用機制

係干擾細胞壁的合成、抑制核酸複製與轉錄、抑制蛋白質合成、影響細胞膜功

能及抑制代謝基本物質的形成等。至於產生昆蟲拒食或忌避作用機制為昆蟲本

身感受器信息的中斷，或中樞神經特化的抑食細胞(deterrent cell)受到刺激所引

起。本研究所用藥材如大風子屬椅科(Flacourtiaceae)，又名大楓子，主產於泰

國、緬甸及大陸福建、廣東一帶，性味辛、熱、有毒，主成分為 chaulmoog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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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hydnocarpic acid、glyeeride 油等，其藥理作用為袪風及殺蟲，對人類多

種真菌性病皮膚有抑制作用(5 )。山韭菜屬百合科(Liliaceae)，又名起陽草，能

治腸炎及下痢(6)，其種子為中藥藥材，自古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即不可或缺，

取之容易，主成分為揮發性硫化物及配糖體，以用鮮材或冷凍乾燥方式萃取。 

表四、不同植物水萃取液對棉蚜忌避效果之表現 
Table 4. The repelling effects of aqueous plant extracts on Aphis gossypii Glover  

Repelling effects Stay rates 

Treatment1 Repelled(%) 
Moving 
speed 

(mm/sec.)

Moving away 
distance(㎜) (%) Time(sec.) Migrate (㎜)

Allium turbeorsuom 
Rottl..ex spr 山韭菜   56 cd 2  86.7 0.37  44 

cd 
243.0 42.5 

Zingiberaceae 
officinale   
Roscoe 薑 

96 a 167.6 0.26  4 e - - 

Foeniculum 
vulgare L. 茴香 96 a 203.2 0.22  4 e - - 
Capsicam annuum 
L. 辣椒 40 d 75.5 0.63 60 bc 114.0 4.7 
Cymbopogon . 
genuinus Honda
香茅 

80 b  89.7 0.33 20 d 192.0 17.5 

Allium cepa L.蔥 16 e 125.0 0.20 84 a 230.0  5.5 
Raphanus sativus 
L.蘿蔔 

60 c 124.0 0.33  40 
cd 

102.5  0.8 

Arctium lappa L.
牛蒡 

40 d 250.0 0.28  60 
bc 

168.3  4.3 

Ocimum 
gratissimum L.九
層塔 

20 e 486.0 0.04  80 
ab 

270.5  8.3 

Water(CK)  4 e x x 96 a  96.3   0.03 
1：Plant extract 1 ㏄＋water19 ㏄. 
2：Means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 in the same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 level according to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x: Only one of aphis was found on the move around the water area at 10 minutes in 
CK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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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荊芥(Epazot)屬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墨西哥，為當地人使用作殺蛔蟲

之傳統藥用植物。茴香為繖形科多年生植物，根具解毒、利尿及減肥作用，耐

旱性強，到處可生長，含有揮發性精油。紫花蔓陀蘿屬茄科多年生植物，葉有

麻醉作用，根含生物鹼。香椿屬楝科蕎木，葉及嫩枝治痢疾，根皮含有楝素。

大青葉屬十字花科一年生植物，係漢方應用之處方名，含有 indican，氧化後

生成 indigo，具解毒及清熱，中藥界常作為防治流行性病毒的藥材。食朱萸屬

芸香科木本植物，藥用植物圖錄記載(12)，含 evodin、evodene 等精油及茵芋鹼

有抗菌作用。虎杖屬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與火炭母草略似，含有醌類化合物，

全株具抗菌、抗發炎及解毒作用，Stavroula et al.研究報告(16)，發現其萃取液

不僅有防治溫室南瓜之白粉病效果，且有產生誘導性抗病機制(natural defence 
response)與比無處理區可提高南瓜產量達 49%，其所萃取的植物品種為

Reynoutria sachalinensis (F.Schmidt)與本試驗所採用台灣自生 Polygonum 
cuspidatum S.et Z.品種不同。狗肝菜屬爵床科草本植物，遍及全台灣，通常被

採用治療肝病、肺炎、疔瘡腫毒、泡狀帶疹及抗發炎藥材，於本試驗中水萃取

液就可顯現抑菌效果，此似含有水溶性成分，而不溶於酒精。 

皺葉黑辣薄荷及金錢薄荷屬唇形花科一年生植物，植體含揮發性

menthol 、menthone 等形成的精油，前者在中藥材上洋人稱“peps”，百里香亦

是。甜菜則屬蔾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一般用於防治 Cercospora leaf spot。艾草

屬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植體之主成分為 phellandrene、cuprol 及 cadinene 精

油。金鋼纂及篦麻均屬大戟科多年生植物，前者含有大戟醇，後者含有 ricinolein
成分，為抗黴菌劑 undecylenic acid 之製造原料。落地生根屬景天科多年生植

物，為消腫毒及治肺炎良藥，主成分含量不詳。天人菊屬菊科多年生植物，目

前被證實有防治根瘤線蟲效果。仙草屬唇形花科多年生植物，植體富含多醣體

及酚類成分，慷抗氧化力高，民間偏方用以治療淋病及花柳病(7)。薑黃屬薑科，

含有 curcumin 成分，可抑制腫瘤細胞形成及抗炎作用，目前已被開發成一種

熱門保健食品。朱槿則屬錦葵科多年生木本植物，亦用於治阿米巴痢疾及支氣

管炎。刺茄屬茄科植物，植體含有生物鹼，專治梅毒用材。 

小花蔓澤蘭屬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民間常用治療肺炎藥材，有抗炎作

用。至以 A 及 B 配方係採用八種中草藥種子及五倍子(蚜蟲刺激鹽膚木所產生

之蟲癭物)組成，為漢方裡常配伍治疔、癤、癰、疽、癬、痘及瘡等藥材，均

具有抗菌成分，因此，以上經篩選之天然植物，其植體內不外含有特殊酵素、

或揮發油類、或生物鹼、或楝素、或有機酸類、或皂甘、或醌類化合物及類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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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等成分，始能產生抑菌及忌避作用，其機制推測有些為單成分就能產生效

果，但有些或許須要多種成分複合產生拹力才有作用，此等問題值得進一步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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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racts from a total of 83 species of medicinal plants were assayed for their 

effects on spore germination of fungal plant pathogens. Spore germination of 
Fusarium proliferatum was completely inhibited by aqueous extracts of 2 plant 
species and alcohol extracts of 4 plant species. Aqueous extracts of 2 plant species 
and alcohol extracts of 13 plant species also completely inhibited spore germination 
of 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Spore germination of Botrytis elliptica and 
Alternaria brasica were completely suppressed by extracts from 2 and 4 plant 
species, respectively. In most case, alcohol was more effective in extracting 
inhibitory substances from plant tissues than water. However, for Dicliptera chinesis, 
aqueous extract was more inhibiting to spore germination of Fusarium proliferatum 
and Botrytis elliptica than alcohol extract.  Formulas A and B which were 
combination of 9 and 10 plant species, respectively,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tests.  
Alcohol extracts of both formulas were inhibitory to all the five species of fungal 
pathogen tested.  They were also inhibitory to the growth of the following plant 
pathogenic bacteria: Xanthomonas axonopodis pv. vesicatoria, X. axonopodis pv. 
dieffenbachiae , Ralstonia solanacearum, and Erwinia carotovora subsp. carotov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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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eous extracts of 7 plant species showed different degree of the repelling effects 
on aphis, Aphis gossypil .The repelling effects of extracts from Zingiber officinale 
and Foeniculum vulgare were strongly among these.  
 
Key words: Plant extracts, Repelled effects, Spore germination rates, bacterial plant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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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製劑應用於作物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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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防治為目前最具潛力的作物病害防治策略之一，亦是永續農業發展

的重要一環。用於植物病害的拮抗微生物主要有 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 
strain 84、螢光假單胞細菌(Fluorescent Pseudomonads)、放線菌(Streptomyces 
spp.,)、木黴菌(Trichoderma spp.)及膠狀青黴菌(Gliocladium spp., )。這些有益微
生物除可防治多種作物病害外，尚有促進植物生長的功能。病害防治的主要機

制，通常可被歸類成下列五大類：即抗生物質的產生(antibiotic substances 
production)、營養競爭(competition for nutrients)、微寄生(mycoparasitism)、細
胞壁分解酵素(cell wall degrading enzymes)以及誘導植物產生抗性(induce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最近已商品化的有：Bio-Fungus TM、Bio-save10 

TM、Bio-save11 TM、A506 TM、Conquer TM、Deny TM、Fusaclean TM、Galltrol-A TM、

GlioGard TM、Intercept TM、Invade TM、Kodiak TM、Kodiak HB TM、Mycostop TM、

Nogall TM、SoilGard TM、Sopdopterin TM、Supresivit TM、System3 TM、Bio-Trek 
22GTM、Bio-Trek T22-HB TM、Trichocap TM、Trichodex TM 等已被用於防治病原

菌。這些拮抗微生物可施用範圍包括葉表、土壤、種子及冷藏環境。施用作物

涵蓋糧食作物、蔬菜、水果及草皮。病害防治種類更廣達大部分之土傳性病害、

種子病害及葉部與儲藏病害。衡諸過去與未來，拮抗微生物在農業上的應用，

將日顯其重要性。 

前言 

台灣地處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氣候高溫多濕，作物病害種類因而繁多；

以園藝作物而言，其主要病害即包括有立枯絲核菌(Rhizoctonia spp)、腐霉菌

(Pythium spp.)、鐮刀菌(Fusarium spp)、疫病菌(Phytophthora spp.)、白絹病菌

(Sclerotium rolfsii)、及菌核病菌(Sclerotinia spp)等所引起的土傳性(soil-borne)
病害；以及炭疽病菌(Collectotrichum spp)、灰黴病菌(Botrytis spp)、葉班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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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ria spp)、白粉病菌、及露菌病菌等所引起的空氣傳播(air-borne) 病害。

另外，害蟲、雜草種類更是繁多。據估計用於防除上述病蟲及雜草之化學農藥

單位面積使用量，目前被認為以台灣為最高。惟台灣地窄人稠，若不能有效的

節制使用化學藥劑與抑制病蟲害，其受害度亦將為世界之最。況且土傳性病害

目前尚不易為化學藥劑所控制。因此不論是以降低化學藥劑的觀點，或病害綜

合防治的策略應用上，如何選擇有效且無毒性的化學藥劑替代品，可說是今日

吾人必需努力的目標。 

  生物防治為最具潛力之作物病害防治策略之一，亦是永續農業發展的重要

一環。最近美國農部發佈的四大農業政策，更將有利於生物防治的發展與因應

解決作物病害問題的需求。如(i) 2006 年溴化甲烷將被禁止使用，如何填補其

在作物病害防治的空缺，則有賴生物防治等策略與方法。(ii) 永續農業的推展

被列為重點政策，而生物防治則符合其標準。(iii) 命令在 75％之農業綜合防

治中，需要用生物防治技術來減少化學藥劑的使用。(iv) 有機農業生產產品，

需利用無污染，且在自然體系內如生物防治來減少病害損失。雖然目前僅有少

數商品化產品，但隨著對拮抗微生物的瞭解與分子生物科技的引進，無疑的生

物防治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替代化學藥劑的主流。根據資料顯示，世界性植物

保護生物製劑市場近年來的成長，若以美元計，1985 年約只有 200 萬，1990
年增至 2,500 萬，1995 年即達兩億餘元，至公元 2000 年之市場值，樂觀估計

為 58 億元，其中微生物製劑市場值約為 21 億元左右。我國在植物保護生物製

劑方面相關研究起步並不晚，然而卻少有正式商品化的產品誕生。為能有效利

用台灣蘊藏豐富的生物資源，並將之開發以供使用，如研究發展成為微生物製

劑，以進軍國際市場，並取代大部分化學藥劑在植物保護上的使用，實為當務

吾人應努力的目標。 

生物性農業藥劑種類與使用對象 

  生物藥劑之定義：根據美國 EPA 之定義，生物藥劑依成份而言可包括(1) 微
生物性藥劑(microbial pesticides) 如真菌、細菌、病毒、原生動物(protoza)、藻

類(algae)等為主要成份，而這些微生物可能來產自於自然界或是經由人工基因

調 整 改 變 而 來 ； (2) 生 化 性 藥 劑 (biochemical pesticides) 如 費 洛 蒙 
(pheromones)、賀爾蒙(hormones)、天然昆蟲或植物生長調解劑(natural insect or 
plant growth regulators)、忌避劑(repellents)以及酵素等當作主要活性成份 
(active pesticidal ingredient)；(3) 轉基因植物藥劑(transgenic plant 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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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面主要是受 Office of Pesticides Program(OPP)法條規範， 依據其定義主要

是為了授予或增進農藥(pesticide)產生而引入遺傳物質去改變植物遺傳性者，

因此主要活性成份即被考慮來至於修改或引入遺傳物質所產生之農藥

(pesticidial substance)。若依據施用對象而言，生物藥劑目前主要約可含概(一)
生物性殺蟲劑(bioinsecticides)、(二) 生物性殺菌劑(biofungicides)、(三) 生物

性殺草劑(bioherbicides)等，茲僅就微生物部分分別略述於下(表一)： 
 
表一、部分已商品化之微生物殺菌、殺蟲及殺草種類 

產品 微生物 施用對象 製造者 

 
Rotstop 
GlioMix 
Mycostop 
 
Kodiak 
Various 
 
AQ10 
Aspire 
Fusaclean 
 
Bio-Trek 
22G 
Various 

 Mycofungicides 
Phlebiopsis gigantea 
 Gliocladium sp 
Streptomyces gresoviridis
 
Bacillus subtilis 
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
 
Ampelomyces quisqualis 
Candida oleophila 
Fusarium oxysporum 
FO47 
Trichoderma harzianum 
 
Trichoderma viride 
 

  
Fomes annosus 
Soil microorganisms 
Fusarium spp. and other 
soil pathogens 
Soil pathogens 
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Powdery mildew 
Postharvest decay 
Fusarium oxysporum 
F. moniliforme 
Soil pathogens 
 
Wood treatment 

  
Kemira Agro Oy 
 Kemira Agro Oy
 Kemira Agro Oy
 
 Gustafson 
 Various 
 
 Ecogen 
 Ecogen 
 Natural Plant 
 Protection 
 BioWorks 
 
 Various 

 
Various 
Mycotal 
Vertalec 
BIO 1020 
Various 
 

Mycoinsecticides 
Bacillus thuringiensis 
Verticillum lecanii 
V. lecanii 
Metarhizium anisopliae 
Beauveria bassiana 
 

 
Wide range 
Whitefly and thrips 
Aphids 
Vine weevil 
Coffee berry borer, bettle 
corn borer 

 
Various 
Koppert 
Koppert 
Bayer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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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Green 
Muscle 
PreFeRal 
 

B. brongniartii 
Metarhizium flavoviride 
 
Paecilomyces 
fumosoroseus 

Cockchafer 
Locusts, grasshopper 
 
whitefly 

Various 
CABI 
 
Biobest 

 
DeVine 
Collego 
 
 
BioMal 
 
Dr. 
Biosedge 
Biochon 
 
Camperico 

Mycoherbicides 
Phytophthora palmivora 
Collectotrichum 
gloesporioides f.sp. 
asechynomene 
C. gloesporioides f.sp. 
malvae 
Puccinia canalicularta 
 
Chondrostereum 
purpureum 
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poae 

 
Stranger vine 
Northern jointvetch 
 
 
Round-laced mallow 
 
Yellow nutsedge 
 
Stump sprouting 
 
bluegrass 

 
Abbot 
Encore 
 
 
Pholom Bios 
 
Tifton Innovation 
Corporation 
Berkel en 
Rodenrijs 
Yokohama 

備註：主要自 Biopesticides(edited by Hall, F. R.,and Menn, J. J.)摘錄 

一、微生物殺蟲劑： 
目前較常被使用者有(1) 細菌殺蟲製劑--如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在環境適合時可分泌外毒素(β-exotoxin)，作用對象包括昆蟲及無脊椎動

物。當環境不適宜時則產孢並產生蛋白結晶；即為吾人用來殺蟲的內毒素

(α-endotoxin)，主要用 cry 基因控制。根據胺基酸序列及防治對象可將蘇力菌

內毒素分成七類；即 cryⅠ殺蟲對象為鱗翅目，但分子量為 81.2Kda 之毒蛋白

對鱗翅目及鞘翅目均具活性。CryⅡ殺蟲對象為鱗翅目及雙翅目，cryⅢ殺蟲對

象為鞘翅目；cryⅣ殺蟲對象為雙翅目；cryⅤ及 cryⅥ殺蟲對象為線蟲；第七

類為因子(cyt)殺蟲對象為雙翅目害蟲；其他則有Milky sporeTM(Bacillus popillae)
產品可殺蟲製劑。(2) 真菌殺蟲製劑--如黑殭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白殭

菌(Beauveria bassiana)、綠殭菌(Nomuraea rileye) 和 Verticillium sp 主要殺害對

象較無專一性；除可殺蟲鱗翅目及鞘翅目外，亦可殺害蚜蟲及飛蝨；另外對線

蟲及亦有毒性。(3) 其它尚有病毒製劑如核多角病毒、細胞質多角病毒及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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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劑類如斯氏線蟲(Steinernimatidae)及異小桿線蟲(Heterorhabditidae)科的線

蟲，寄主廣泛可用於防治白蟻、蠐螬等地下害蟲；樹蜂、蟲、螟蟲等鑽莖害蟲；

甜菜葉蛾、棉鈴蟲等食葉害蟲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二、微生物殺菌劑： 
目前較常用且有商品化者，計有(1) 螢光細菌類(fluorescent pseudomonads)

可抑制小麥病害及大部分腐霉病菌(Pythium spp)引起的病害、立枯絲核病

(Rhizoctonia solan)及鐮孢菌(Fusarium spp)病害。(2) 枯草桿菌(Bacillus spp)
類，可減少灰黴病(Botrytis spp 引起)、白粉病(Powdery mildew)、露菌病(downy 
mildew)及銹病(Rust diseases)。(3) 木黴菌(Trichoderma spp)，根據文獻主要可

抑制重要農藝和園藝作物之立枯絲核病、白絹病(Sclerotium rolfsii)、菌核病

(Sclerotiorum spp)、疫病(Phytophthora spp)、腐霉病(Pythium spp)、灰黴病

(Botrytis spp) 及鐮孢菌 (Fusarium oxysporum) 等； (4) 其他則有放線菌

(Streptomyces spp.)可防治線蟲、立枯絲核菌及腐霉病引起之病害。 

三、微生物殺草劑： 
目前以 Fusarium spp；Phytophthora sp 和 Collectotrichum spp 等病原菌來

抑制雜草者研究最多；例如 Abbott 公司製造的 DevineTM即是第一個用棕櫚疫

病菌(Phytophthora palmivora)向美國 EPA 登記用來防治柑桔園中的 milkweed
產品。另外則有 Xanthomonas spp.及綠黏帚黴菌(Gliocladium virens)被用來處理

土表而殺害或減少雜草生長之微生物。 

拮抗微生物種類 

目前用於植物病害的拮抗微生物主要包括有放放線農桿菌(Agrobacterium 
radiobacter) strain 84 防治腫瘤病；螢光假單胞細菌(fluorescent pseudomonads) 
防治多種病原引起的病害作為種子處理及防治根瘤病；放線菌(Streptomyces 
spp.)防治菌核病；木黴菌(Trichoderma spp.)及黏帚青黴菌(Gliocladium spp. ) 防
治多種病害等。雖然仍有其他拮抗微生物被研究與記載，但其中被研究最多，

用途亦最廣者則首推木黴菌(Trichoderma spp.)、黏帚青黴菌、芽孢桿菌(Bacillus 
sp) 、螢光假單胞細菌等。 

拮抗微生物的應用範圍與實例 

    有關木黴菌在病害防治上的應用報告： 在1934年Weindling首先將木黴菌

應用於防治R. solani所引起的病害，爾後木黴菌陸續被研究証明是最具潛力的

生物防治真菌之一，依文獻所載可被防治的病原病害包括鐮刀菌引起的萎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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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腐病，如F. oxysporum所引起的萎凋病及F. solani、F. colmorum所引起的根腐

病；R. solani引起的莖腐病；P. spp.所引起的猝倒病及根腐病；P. citrophthora
引起的檸檬樹根腐病；其他如Heterobasidium annosum; Armillaria mellea; 
Ceratocystis ulmi及Chondrostereum purpureum(30,31)及Phellinus spp.所引起之根

腐病；Sclerotium rolfsii所引起的白絹病；S. cepivorum及Sclertinia spp.所引起的

菌核病；Plasmodiophora brassica所引起的十字花科作物根瘤病；Meloidogyne 
spp.所引起的作物根瘤病；Botrytis spp.所引起的作物(包括草苺、葡萄及花卉)
的灰黴病以及Collectotrichum spp所引起的炭疽病。 

依據施用的環境，木黴菌屬在作物病害防治的應用範圍，約略可區分成

(一) 適用於葉表(phyllosphere)的生物防治菌株，例如：葡萄灰黴菌(Botrytis 
cinerea引起)是一種溫帶地區最為普遍而嚴重的病害之一。利用哈茨木黴菌(T. 
harzianum)於開花後到收穫前三週施用，可有效的減少灰黴病的發生。(二) 應
用於土壤的生物防治菌株，此類木黴菌屬被用於防治土壤傳播性病害(soil 
borne diseases)最多，主要有(A) 種子處理，(B) 粒劑(granules)佈施(broadcast 
application)，翻犁(in furrow treatments)或土壤添加(planting soil amendment)，
以及(C) 覆蓋作物的攜帶(Trichoderma-carrying cover crops)等。(三) 應用於收

穫後病害(post-harvest disease)的生物防治菌株，由於收穫後的病害，大多屬於

低溫型(接近0℃)的病害，因此應用木黴菌，即必須選用耐低溫之菌株。成功

的例子有防治胡蘿蔔根腐病 Mycocentrospora acerina 或 R. carotae引起)及蘋

果果腐病(Phlyctaena vagabunda 或 Cryptosporiopsis curvispora引起)。 

有關螢光假單胞細菌與枯草桿菌(Bacillus subtilis)在病害防治上的應用報

告有：Scher & Baker (1982)曾發現從加州土壤分離出來的(Pseudomonas putida) 
菌株，可抑制有病原性的 F. oxysporum 並可因其加入導病土中(如 Colorado soil)
而發生抑制作用,這種細菌後來被証明會產生一種鐵離子嵌合物(siderophore) 
而弱化病原菌或使其不能利用鐵離子。 Yuen et al,(1985)等亦發現 Ps. putida
是康乃馨萎凋病抑病土中的主要微生物，可抑制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dianthi 及降低病害。另外螢光假單胞細菌 2-29 則可抑制 Gaeumannomyces 
graminis var. tritici 生長及降低小麥根腐病。P. fluorescens Hv37a 可產生一種抑

制霉腐菌(Pythium ultimum)的化合物(AFu)而降低棉花猝倒病。  Howell & 
Stipanovic 亦證明 P. fluorescens Pf-5 可減少棉花遭受 P. ultimum 及 Rhizoctonia 
solani 的危害。 P. putida M17 抑制  Erwinia spp.所引起的馬鈴薯軟腐病以及

P. fluorescens CHA0 可抑制煙草根黑腐病(Thielaviopsis basicola)。至於枯草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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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在病害上的防治，主要被應用於種子處理(Cook 1993)，防治對象包括菌核

病(Sclerotium cepivorum)、Fusarium spp.引起的萎凋病、G. graminis var. tritici
引起的小麥根腐病、Phytophthora spp.引起的疫病及 Nectria galligena 引起之根

腐病等。 

病害生物防治機制 

拮抗微生物防治病害的主要機制，通常可被歸類成下列五大類：即抗生

物質的產生 (antibiotic substances production) 、營養競爭 (competition for 
nutrients)、真菌寄生(mycoparasitism)、細胞壁分解酵素(cell wall degrading 
enzymes)以及誘導植物產生抗性(induce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一般而

言，上述機制雖會因拮抗微生物種類(species)或菌株(strain)的不同而所含機制

略有差異，但病害防治的機制則通常可能含蓋一種以上。由於有關之拮抗微生

物種類繁多，因此本文將僅述及常見與具代表性者，以作為說明例子(參閱表

一)。 

在抗生物質的產生方面: 抗生作用的研究主要証明抗生物質與抑病效果

的關係。方式有二：(一) 為生化方法直接純化抗生物質來使用，但常因不易

從土壤中萃取到抗生物質，或因萃取之抗生物質量太低或未能施用於感染點，

而無法獲得好的結果。(二) 為利用基因分析技術，可解決上述問題。應用步

驟如下 (a) 會產生抗生物質之拮抗微生物應該會抑制病原菌或降低病害發

生，(b) 若將會產生抗生物質的基因去除而獲得不產生抗生物質的變異菌株，

則將喪失或降低對病害或病原之抑制能力，(c) 當具有產生抗生物質基因導入

變異菌株後，應可恢復其抑制能力， (d) 依同樣原理亦可應用於病原菌的測

定(如產生對抗生物質不敏感菌株等)。由此若獲得正相關則表示生物防治劑之

效用與抗生物質有關。反之則無關。最明顯的例子有：(1) P. fluorescens strain 
2-27與G. graminis之間的關係。此2-27菌株抑制小麥根腐病的主要機制有二，

除產生鐵離子嵌合物外，另一機制為抗生物質。在抗生物質方面，則以利用

Tn5 變異菌株(不產生Phenazine抗生物質者)証明，抗生物質與病害抑制不完全

有關。Poplawasky et al發現當Tn5基因植入變異菌株內(I11 strain)，會增強抗生

物質量的產生，而其濃度大小與抑制病原菌生長效果成正比。 (2) P. fluorescens 
strain HV37a抑制P. ultimam引起的棉花猝倒病。James and Gutterson(1986)曾報

告HV37a可產生至少3種抗生物質去抑制P. ultimum生長。Gutterson et al (1986)
曾引入一種Cosmid clone bank到不產生抗生物質之變異菌株中去篩選抗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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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活性被阻礙的菌株。這一Cosmid clones可被一種Transposon誘變而這

Transposon再被引入野生型菌株中，以作為改變的標誌(maker exchange)，再經

過thin-layer chromatography培養測定，証實無生長抑制與降低病害能力之變異

菌後，經纏化於根，仍然發現有抑病能力(38)。顯示變異株可和病原競爭養份

或感染點而抑制病害，根據利用變異菌株之結果顯示在此一病害防治的機制是

超過一種上的。木黴菌中可產生抗生物質來防治病害以 Trichoderma 
(Gliocladium)  virens產生Gliotoxin及 Gliovirin被報告最多，主要防治對象以

P. ultimum，R. solani及 Phytophthora spp.引起的病害為主。雖然木黴菌中T. 
harzianum曾被報告產生抗生物質與病害防治能力並無直接關連，但若與水解

酵素組合，則可能在拮抗作用中扮演中重要角色。例如Schirmbock et al曾觀察

T. harzianum可產生細胞壁分解酵素及peptaibol抗生物質。若此抗生物質與幾丁

質分解酵素組合，可增加抑制真菌孢子發芽和菌絲生長。關於枯草桿菌防病機

制，可能與產生抗生物質有關；根據報告顯示Bacillus sp.包括B. suitilis對植物

病原真菌和細菌具有拮抗作用者，至少會產生66種不同的抗生物質，以B. 
subtilis為例，所產生之抗生物質依所在的細胞位置和分子結構可分為三類：胞

內環狀胜脂類、胞外環狀胜脂類、和胞外胜環狀類。較為人所知的有

bacillomycins、iturin A 和mycosubtilin是屬於iturin族；至於是否還有其他因子

則未知。 

在營養競爭方面：利用競爭能力強的微生物，主要在於減少可利用之特

殊物質(如鐵、氮、碳、氧或其他適宜病原生長的微量元素)而限制病原菌之生

長、發芽或代謝。 由於營養競爭很難以變異菌株證明，且添加物質可改變病

害的發生，亦不能有結論性的證據顯示防治的機制是與競爭養份有關。因此目

前有顯著證明者僅在鐵離子的競爭而這又與能產生鐵離子嵌合物的微生物有

關。 

土壤微生物所產生的鐵離子嵌合物曾被證明與抑制鐮胞菌的厚膜孢子發

芽及發芽管伸長有關，例如對F. oxysporum f. sp. lini 或G. graminis var. tritici的
導病土，可因加入B10菌株(可產生鐵離子嵌合物)或Pseudobactin(鐵離子嵌合物

的一種)而變成抑病土。這顯示土壤的抑病作用部份是由於病原菌與土壤微生

物競爭Fe+3之結果。Bakker et al(1986)曾利用transposon element誘變P. putida去
產生鐵離子嵌合物的變異菌株(sid-)，發現當其與野生菌株混合處理於土壤

中，其菌落增加量較單獨處理於土中者多，而從Ps. fluorescens病原獲得的sid- 
之菌株與 Ps. putida野生菌株混合則其族群量顯著的降低。此一結果被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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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顯示,來自 Ps. putida的sid-變異株會利用Ps. fluorescens的產生的鐵離子嵌

合物，反之則不能。 

另外，利用木黴菌如T. harzianum作種子處理，可減少25%玉米根的電解

質流失。這個因子被歸因於減少病原菌孢子發芽所需的養分，而這個減少養分

可能被木黴菌奪取或阻斷。類似情形則被發現Trichoderma spp.可纏化在作物

根部受傷處。另外Harman等 (未發表 )發現T. harzianum可產生還原酵素

(reductase)，而推測可能與微量元素如Fe、Mn之吸收能力有關。 

在細胞壁分解酵素(cell wall degrading enzymes) 方面：一般認為細胞壁

分解酵素在抑制病害上拌演著重要角色；主要原因在於幾丁質與多葡萄糖酐

(β-glucan)為真菌(除卵菌綱)細胞壁的主要成份。很多試驗証明顯示幾丁質分解

酵素或多醣分解酵素( β-glucanase)單獨或組合使用可直接分解真菌細胞壁。最

近遺傳學上亦證明，缺乏幾丁質分解酵素(ChiA)的突變菌株顯示降低抑制病原

菌孢子發芽能力以及病害防治能力。更進一步試驗顯示，當這個ChiA基因被

引入無病害防治能力之E. coli菌株中，這個轉殖的菌株可減少大豆白絹病 
(Southern blight of bean caused by Sclerotium rolfsii)。同樣的 T. harzianum被引

入來自Serratia marcescens之ChiA的菌株亦較原來菌株具有覆蓋白絹病生長的

能力。最近更有很多轉殖植物(transgenic plant)含有來自木黴菌之幾丁質分解酵

素(endochitinase)，而增加對病原菌(plant pathogenic fungi)之抗性。目前chitinase
因其構造及amoino acid排列上的差異，約略可分為二群(十八及十九群)五類

(class I、II、III、IV、V)。多葡萄糖基水解酵素曾被報導可存在於多數之細菌 
(bacteria)、放線菌 (actionomycetes)、酵母菌 (yeasts)、絲狀真菌 (filamentous 
fungi)、軟體動物類(Mollusks)以及高等植物類(higher plants)。基本上，多葡萄

糖基水解酵素，可依水解型態而區分成內分解型 (endo –type)及外分解型 
(Exo-type)；然而若依分解鍵結結構而區分，則又可分成  (1,3-)，(1,4-)及 
(1,6-)beta－多葡萄糖基水解酵素。根據報告指出，這些來自真菌或細菌的1.3
－鍵結葡萄糖基水解酵素，均可有效分解酵母菌及真菌細胞壁。另外，Cruz et 
al., 等 在 1995 亦 曾 記 載 兩 種 來 自 木 黴 菌 (Trichoderma  harzianum) 之
β-1.6-glucanases及β-1.4-glucanases可被純化出來，並對病原菌有抑制作用。 

在真菌寄生(mycoparasitism) 方面：以木黴菌屬寄生病原菌被報導最

多，以木黴菌之微寄生立枯絲核病菌(Rhizoctonia solani)為例，其過程大約可

分為四個步驟，首先是趨化性生長(chemotropic growth)，即木黴菌生長趨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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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化學刺激物之病原菌；第二步驟則為辨識(recognition)，此一步驟則與病

原菌含有的聚血素 (Lectins) 及拮抗菌表面擁有的碳水化合物接收器

(carbonhydrate receptors)有關；而此些物質則牽涉到病原菌與拮抗微生物間作

用的專一性。第三步驟則為接觸 (attachment) 與細胞壁分解 (cell wall 
degradation)；最後則為穿刺作用(penetration)；即木黴菌產生類似附著器之構

造(appressoria-like structures)去侵入真菌細胞進而分解與利用病原菌細胞物

質。儘管這些步驟已被證實，惟分子生物學之證據尚無報告。 

在誘導植物產生抗性(induce systemic acquired resistance) 方面：植物之

系統性誘導抗病現象是指植物經第一次接種源或非生物因子刺激後產生對第

二次接種源的抗性。此一抗性的發展可導致植株對多種病原的感染均有抵抗

性，而非僅限於對原先之誘導病原。例如受煙草嵌紋病毒(TMV)感染的煙草除

可產生對TMV有抵抗性外，對其他病毒(如TNV)及細菌病原亦有抗性。爾後之

研究亦指出許多植物均具有SAR特性，且除了可對抗病毒與細菌的感染外，尚

可產生對真菌病原的抵抗性。另外，促進植物生長的根圈細菌(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zobacteria, PGPR)最近亦有報導指出具有誘導植物之系統性抗病

的能力。例如Pseudomonas fluorescens 以種子處理可以誘導胡瓜及康乃馨對地

上部病害如Fusarium萎凋病的抵抗性。田間試驗也顯示PGPR菌株確實可以降

低胡瓜上P. syringae pv. lachrymans引起之角斑病及Collectotrichum orbiculare  
所引起的炭疽病的嚴重程度；另外也可促進蘿蔔對Fusarium萎凋病以及煙草對

TNV之抗性。目前，PGPR雖然表現出可誘導植物產生抗病的能力，但有關其

實際作用機制仍不清楚。另外，雖然在木黴菌的利用尚未有報告出現，然最近

筆者利用T. harzianum處理瓜類根部或土壤，可顯著性的減少白粉病的危害(未
發表)，顯示利用Trichoderma spp.可能誘導作物產生抗性，至於其機制，則尚

待研究。 
結語 

生物性農藥雖然是最近幾年新興發展之產品，但目前已有多種產品(生物

性菌株)陸續在世界各地被開發與問世；如 AgreeTM、AsirTM、Back-off1TM、Binab 

TM、BiofoxC TM 、BioMal TM、Bio-Fungus TM、Bio-save10 TM、Bio-save11 TM、

A506 TM、Blue Circle TM、Boverin、Conquer TM、Deny TM、DevineTM Dipel TM、 
DiTera TM、Epic TM、Exhibit TM、Fusaclean TM、Galltrol-A TM、GlioGard TM、Intercept 
TM、Invade TM、Kodiak TM、Kodiak HB TM、Mamestrin TM、Milky spore、M-p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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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MVP TM、Mycostop TM、Nogall TM、Novodor TM、Ostrinil TM、Phagus TM、

Polygandron TM、PSSOL TM、RootShield 、Roststop TM、SoilGard TM、Sopdopterin 

TM、Supresivit TM、System3 TM、Bio-Trek 22GTM、Bio-Trek T22-HB TM、Scythe TM、

Teknar TM、Trichocap TM、Trichodex TM、TM  Trichopel TM、Trichoject TM、

Trichodowels TM、Trichoseal TM、Trichoderma 2000、TY TM、Victus TM、及  XenTari 

TM等；其可應用範圍則包括抑制病原菌、害蟲或雜草等。台灣目前甜菜夜蛾、

斜紋夜蛾性費洛蒙均已上市，本土枯草桿菌亦已上市，仍有多家廠商積極加入

產學合作行列，並有量產基礎，相信不久即有新產品問世。另外有關生物製劑

之應用，往往牽涉到作物生態、製劑微生物生態、防治對象生態及三者之間的

作用，因此相關之基礎試驗有必要事先研究與了解，才能有效防治病害、害蟲

或雜草等，並進而減少化學農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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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opesticides on health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crop 

 
Lo, Chauur-Ts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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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gical control will be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the control of plant pests 
given the history of pesticides on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coming century because 
biopesticides are thought as the natural organisms that are less toxic and pollution 
than chemical pesticides for the globe ecology. So far, the biopesticides may 
mainly include biofungicides, bioinsectcides, and bioherbcides. Generally,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a successful system of biological control of plant pests are (a) an 
effective biocontrol agent, (b) production and formulation methods that give rise to 
high yields of biomass consisting of appropriate efficacious propagules of high 
viability and stability, and (c) delivery systems that provide a conducive milieu and 
minimize growth of competitive microflora. In addition, the processes of the 
biopesticides for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till need to complete the technical 
transfer and to pass the field tests, toxicity tests, and registration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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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類蔬菜之土壤、水分及營養管理 

 
林景和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摘要 

瓜類蔬菜是台灣非常重要的蔬菜，其中以絲瓜、胡瓜、苦瓜及冬瓜等最為

普遍(林，1995)，為求豐產及高品質，土壤管理、水份管理及營養管理之綜合
管理技術相當重要。土壤管理的目標在於造就根系生長的優良條件，其要項

有：合適的土壤酸鹼度、豐富之有機質、適當的總體密度及土層厚且質地均一

等。瓜類蔬菜較適合於微酸性土壤(pH 6.0-6.5)生長，石灰性土壤酸鹼度偏高，
而紅土或沖積之粗質土則多偏低，偏高者得以施用硫磺或酸性肥料漸進改善；

偏低者常用石灰資材校正。土壤有機質可提供作物養分，並有改善土壤性質之

功能，直接施用有機質肥料、種植綠肥及減少耕犁為增加土壤有機質方法。土

壤總體密度大小影響根系伸展程度，以 0.9-1.1 g cm-3 為適度，總體密度太大
應翻耕或施用有機質肥料改善。一般作物喜生長於土層厚且質地均一之土壤，

土層淺或剖面質地差異大，造成土壤內部排水不良，不利忌水的瓜類蔬菜，其

缺失可適當客土或深耕等改善。水分是瓜類蔬菜之重要組成分，管理上要能於

生育期中及時提供適當水分，但有時因土壤排水問題使植株浸水受害，因此水

分管理首重改善土壤排水，其次為灌溉量，通常以田間容水量為度。營養管理

目的在提供足夠且平衡的養分供植株吸收、利用，以土壤肥力速測和葉片營養

診斷結果做為施肥依據才能合理施肥，田間實務上則需具備辨認養分缺乏或過

量症狀之能力，俾及時矯治。另一方面，為提高肥效，對肥料特性、肥料與土

壤間之作用及養分吸收與氣候關係等需有所瞭解。 

土壤、水分及營養管理皆為瓜類蔬菜健康管理上之要項，各種管理雖可分

割敘述，但實質上，三者相互影響，不得偏廢。 

前言 

  瓜類蔬菜是台灣非常重要的蔬菜，種類很多，大多當蔬菜食用，其中以絲

瓜、胡瓜、苦瓜及冬瓜等最為普遍。台灣一年四季皆可生產瓜類蔬菜，但惟有

培育健壯之植株，才有希望達到高產量及高品質之目的，因此，肥培管理技術

相當重要，而肥培管理技術是包含土壤管理、水份管理及營養管理等之綜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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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術。 

土壤管理 

土壤是作物根系立身之地，土壤之物理、化學及微生物性皆與根系發展、

養分有效性、作物養分吸收以及土生病原菌的危害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土壤管

理的目標在於造就根系生長的優良條件，其要項有：合適的土壤酸鹼度、豐富

之有機質、適當的總體密度以及土層深且質地均等。 

1、土壤酸鹼度管理 
適合瓜類蔬菜生長土壤多屬微酸性(pH 6.0-6.5)，但土壤因其發育之母岩、

淋洗、陽離子交換量低以及長期施肥不當等，造成土壤酸鹼度偏高或過低，如

石灰性土壤，其酸鹼度高，而紅土或一般沖積之粗質土則偏低常為強酸性。石

灰性土壤，微量要素易缺乏(鉬除外)，施用氮肥會因氨揮失而損失，以及磷肥

與土壤中鈣結合為鈣磷，降低磷肥有效性，而影響開花結實，偏高者可施用硫

磺礦或施用酸性肥料漸進改善；強酸性土壤下，蔬菜根部對鈣的吸收變弱，因

此發生缺鈣症(郁，2001)，另磷與土壤中鐵、鋁等結合而不溶，根無法吸收而

缺磷。強酸性土壤可施石灰資材改善之，適度施用石灰可中和酸性、提供鈣質、

解鋁毒及促進團粒構造，但施用過多，將使微量要素和磷、鎂的有效性降低，

表一列出以消石灰改善強酸性土壤，所需用量供參考，表二則列出常用石灰資

材之特性供選擇和應用。為根據表一適當施用石灰，種植前應先測定土壤 pH
值，而後石灰均勻混入土壤，並待至少 10 天後再種植為宜。此外，酸性土壤

應多施用堆肥，提高其緩衝能力，緩合土壤酸化，並可疏鬆土壤、促進土壤團

粒形成及活化有益微生物，及降低因施用石灰產生作物不可利用之無效態肥

份。 
 
表一、以消石灰改善強酸性土壤最高用量(公斤/公頃)(Sprague 氏) 

pH 值 砂土 砂質壤土 黏質壤土 黏土 

4.0 2890 3860 5550 7010 
4.5 2660 3640 5100 6530 
5.0 2180 2890 4130 4840 
5.5 1680 2180 3150 3860 
6.0 -- -- -- -- 

(摘自：郁，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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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有機質管理 
土壤有機質是土壤肥力的指標，除可提供作物養分外，還有活化土壤微生

物、增加土壤保肥和保水能力及鬆弛土壤等功能，土壤有機質含量以 2-4﹪較

適當，在台灣高溫多濕的氣候和精耕制度下，土壤有機質礦化迅速而使其有機

質含量普遍低於 2﹪，為增加土壤有機質，除直接施用有機質肥料外，種植綠

肥或減少耕犁等亦為良策。 
 
表二、常用石灰資材之化學成分及來源 

資材名稱 主要化學成分 
酸性中和能力

(相對值＊) 資材來源 

貝殼粉 CaCO3 95 – 100 貝殼經過粉碎  
石灰石粉 CaCO3 100 石灰石礦經過粉碎 
消石粉 Ca(OH)2 136 生石灰吸水後變成 
生石灰(氧化鈣) CaO 179 石灰石鍛燒 
白雲石粉 CaCO3  MgCO 109 白雲石礦經過粉碎 
矽酸爐渣 CaSiO3 60 – 80 煉鐵礦渣(高爐) 
石灰爐渣 CaSiO3 60 – 85 煉鐵礦渣(轉爐) 
以石灰石粉之鹼度(﹪CaO + ﹪MgO × 1.39)為100時，各種資材之鹼度相對值。  
(摘自：連，1991) 
 

3、總體密度管理 
根為吸收養分必需進入土壤，根若能分佈到不同深度和角度對養分吸收愈

有利，只是土壤中除非有比根粗大的孔隙或裂縫存在，否則根必需利用它生長

時產生的壓力推擠土壤才能進入，總體密度大小影響根系伸展程度，密度太大

表示土壤密實，其機械阻力大，使根難以擠壓出所需空間，根系不易伸展(廖，

1986)。一般土壤機械阻力隨土壤乾濕程度而改變，土壤愈乾其機械阻力大；

然而常見土壤在某一深度存在水平向的密實層，阻斷根向下生長，同時亦阻斷

或減緩水向下移動，該密實層的不透水性常造成根敗壞。密實層形成的原因很

多，有些是受氣候及土壤礦物成分等自然因素影響而生成，如鐵磐、硬磐及脆

盤等；有些則是外力壓實而成，耕犁磐就是最常見者。台灣耕地土壤，黏重者

大多存有耕犁磐(林 和 向，1991)，水田經常濕犁，時間一長久亦形成密實的

犁底層(即使是砂土亦如此)，若改種瓜類作物等旱作則會限制根系伸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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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否密實可由作物根生長形式和觀察土壤而得，作物根系多在壓實層上方

向水平生長或壓實層上方的根軸變粗，都是有壓實層的徵兆；觀察土壤辨別是

否有密實層，可用土鏟挖 60 公分左右的土坑，在其剖面上以小鏟刺試，密實

的土層會感覺到緊密不易刺入，取出該層土塊放在拇指與食指間，要出力才破

碎或甚至沒法壓碎，則其壓實程度足以影響根系伸入。台灣中質地的水田或輪

作田耕犁磐普遍存在，大多在 20-40 公分深土層非常緊密，凡過去種植歷史如

此，而今改種瓜類作物者皆需注意。台灣耕地中土壤密度太小者尚屬少見，密

度太小機械支持力不足而易倒伏，水份滲透迅速，土壤易乾等是瓜類作物土壤

管上應注意的。楊(1991)指出，就總體密度而，構造良好的土壤應在 1.2 克/
立方公分(g cm-3)左右，如果大於 1.4 g cm-3 構成對根系的限制，1.6 g cm-3 則已

相當嚴重，到 1.8 g cm-3 則極為嚴重，種植瓜類作物之土壤總體密度，根據田

間調查建議在 0.9-1.1 g cm-3 較宜，低於 0.9 g cm-3 則類似將其完全種於有機質

肥料上，恐其支持力弱。為維護優良之土壤總體密度，除應避免重機具的壓實

和濕田耕犁等田間作業外，對於壓實的土壤，可藉深耕的機械犁破密實的土層

或施用有機質肥料改善之。 

4、土壤剖面管理 
土層深厚且質地齊一之土壤最適合一般作物生長，但台灣有很多土壤常因

沖積、沖蝕、客土及犁底層等，使有效土層淺或剖面質地差異大。一般淺層土

多分佈於河川地(新舊河床)與沖積扇或山麓梯田，根據土壤調查報告台灣共有

27 個土系屬淺層土，面積約有 57,800 公頃，佔全部耕地約 7.3%。淺層土做為

種植瓜類蔬菜等旱作利用有以下缺點(郭 等，1999)：(1) 限制作物根系自由伸

展，影響水分和養分之吸收利用，(2) 抗乾旱和潮溼之能力差，遇此逆境生產

力降低，(3) 片岩粗質地淺層土若曾為水田利用，常產生硬厚的鐵錳積聚層，

阻礙根系穿透或造成排水不良，對旱作生長不利。普遍分佈於水旱輪作田或使

用大型機械耕犁、收穫造成之犁底層，也有相同的問題，其中造成土壤內部排

水不良，相當不利忌水瓜類蔬菜之栽培，最應注意。為使土層深厚與質地齊一，

利用適當客土或深耕等以增加土壤有效土層。有效土層深度有 50 公分以上較

理想，改良上常以此為目標，但至少需有 25 公分，種植上較無問題。淺土層

依不同特性其改善方法不同，茲列於表三供參考。至於在剖面質地差異太大，

常採深耕法，讓上下層均勻混合至少 50 公分，但翻耕後需注意增加肥料用量，

尤其是氮肥和磷肥，若為酸性土還要施用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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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改善方法之選擇 
條  件 改善方法 

旱田之砂礫出現在 25 公分以內 客入優良品質之壤土 25 公分厚 
鐵錳聚積層出現 不深耕法(適合土層較淺，石礫較大的

區域)： 
(1)客入紅土 5-10 公分。 
(2)每公頃施入硫酸亞鐵及硫酸錳各

200 公斤。 
(3)每公頃施用矽酸爐渣 3 噸。 
(4)施肥合理化 
深耕法： 
(1)板犁深耕 30 公分。 
(2)深耕後再客紅土。 
(3)每公頃添施矽酸爐渣 3 噸。 
(4)深耕後，每公頃施入硫酸亞鐵及硫酸

錳各 200 公。 
 

旱作有犁底層存在 (1)潛耕犁或刀犁深耕 40 公分。 
(2)栽植深根綠肥。 

(摘自：郭 等，1999) 
 

水分管理 

水分是植體中主要組成分，作物養分吸收和蒸散作用等皆與土壤水分有

關，植株在不同生育期所需的水量不同，因此各階段皆要能適當且及時提供水

分最佳，為達此目的需利用灌溉技術。一般田間灌溉以淹(漫)灌、溝灌及噴灌

等方式最常見，淹灌易使土壤水飽和，即土壤大孔隙和小孔隙都充滿水，此時

除非土壤內部排水好，否則土壤水飽和時間太長會造成根系腐敗，因此土壤排

水不好的土壤採取全園淹灌方式並不適當；溝灌在實務上是較佳的方式，利用

畦溝行水而側滲入種植行，由於水透過毛細孔擴散，無過度飽和水之虞，但應

就瓜類蔬菜植齡或特性，調整畦溝行水程度，通常畦溝水以六至七分滿為度；

噴灌是較節水的方式，但設置費高，通常靠肉眼無法見水是否已至根系範圍，

因此最好埋設土壤水分張力計(圖一)，監測灌水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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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土壤水分張力計構造 
 
土壤排水問題也是水分管理的要項，栽種瓜類蔬菜需水量高，除應充分的

灌溉水外，土壤的排水更為重要，以免植株常因浸水受害，造成土壤排水不良

的原因很多，前述犁底層、剖面質地差異大及地下水位高等皆是。楊(1991)指
出：判斷土壤排水是否有問題，可觀察 40-150 公分深度範圍內土壤的顏色，

當其中任何一層的土塊出現锈斑，就是排水不良的徵候。灰斑會和锈斑一起出

現，灰斑是指色度(chroma)≤3，色值(ｖalue) ≥4 的顏色。具有這種特徵的土層

又叫潛水灰化層。灰斑的出現，會妨礙植物根的伸入和健康。在下雨或灌溉使

土壤充分吸水後，會出現較持久的缺氧狀況，限制根系伸入，或使已伸入的根

系死亡。灰斑土層常呈整體狀構造，缺乏構造面構成的裂縫，土壤密度較大，

也使根系不易伸入。當灰斑佔土塊面積 60﹪以上時，稱為灰斑層。灰斑層在

40-150 公分深度內的位置愈高，排水愈差。這種土壤的生產力較低，產量與

品質易受不良天氣影響(例如多雨、高温等)，水分管理需要特別技術，作物易

罹病害。由於根系淺且較不健康，故吸收能力弱，肥料需要量較多(尤其是氮、

鉀、鈣、鎂)，並且會發生元素間供應失調問題。 

台灣很多栽種瓜類蔬菜之土壤係由水田轉作，水田因長期耕耘造成壓實的

犁底層，不但阻礙根系發展，亦為土壤內部排水不良的主因，影響植株生長甚

大，應藉深耕排除；剖面質地差異大者亦需深耕使上下土層均勻，以利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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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地下水位高的土壤，種植忌水的瓜類蔬菜可採高畦種植或設置暗管排水，

改善其土壤排水問題。土壤含水量決定於土壤孔隙中水分和空氣比例，土壤各

種孔隙如充滿水表示通氣不足，易使根系呼吸受阻，瓜類蔬菜適當之土壤含水

量可以田間容水量為度，此時土壤含水情況，約為大孔隙無水而貯存空氣，小

孔隙(毛細孔)則儲水為用，不同土壤之田間容水量不同，因此某量的水並不適

合做為各種土壤之田間容水量。 

一般作物在其凋萎點之土壤含水量下即會枯萎，土壤質地不同，凋萎點之

土壤含水量亦不同，因此，不同土壤下之瓜類蔬菜應有不同之起灌點，農民灌

溉多以目視土壤乾濕程度為準，如此常使土壤保有過多之水分，根系因而跼限

於土表，不但易因太濕之逆境受害，根系亦無法深入土層，養分吸收面積亦降

低，因此，若能運用水分管理，訓練根系，可使植株更為健壯。 

養分管理 

根系是植株吸收養分的主要器官，植株在良好的土壤與水分管理下，供給

適當的肥料量，吸收充分與平衡之營養，植株自然健壯。營養管理目的即讓植

株於不同的生育期，皆能獲得足夠且平衡的養分，為達此目的，多藉田間試驗

求得適當肥料量，但不同區域或不同的土壤特性下其肥料施用量不同，多年來

台灣在各試驗機關(農試所和改良場)經由田間試驗，將所得結果編集「作物施

肥手冊」一書，有關瓜類蔬菜的推薦施肥量可自此書查閱。 

肥料施於土壤並非完全為作物吸收利用，根據估計氮肥有效性在旱田約為

50-70﹪，磷肥為 5-20﹪，鉀肥則為 20-40﹪，肥料有效性的高低受土壤性質、

氣候、肥料特性和施肥方法影響，其中氣候因素難人為控制，因此瞭解土壤和

肥料特性，再配合適當的肥培管理，在瓜類蔬菜的養分管理上相當重要。土壤

肥力速測和葉片營養診斷結果為作物合理化施肥的重要依據，藉此可瞭解土壤

養分含量和診斷植體的養分狀態，避免植株要素缺乏和施肥過量或不平衡。然

而，在田間實務上，最好也具備目視辨認株養分缺乏或過多等症狀之能力，以

利及時調整；而在肥料施用上，則需瞭解肥料特性、肥料與土壤間之作用及養

分吸收收與氣候關係等施肥技術，以提高肥效。 

結語 

土壤、水分及營養管理皆為瓜類蔬菜健康管理上之要項，各種管理雖可

分割敘述，然而，實質上此三項管理技術則相互影響是不容偏廢的，否則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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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一簣或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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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getable melons are very important vegetables and loofah (Luffa spp.), 
cucumber (Cucumis sativus L.), balsam pear (Momordica charantia L.) and 
wax/white gourd (Benincasa hispida Thund.) are more common of them in Taiwan. 
Soil, water and nutri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are much concerned to its high 
yield and qualities. The goal for soil management is to establish good soil 
environment for roots that include proper soil pH value, rich soil organic matter, 
suitable soil bulk density and deep and even soil profile. In general, weak acidic 
soil (pH 6.0-6.5) is more suitable for vegetable melons’ growth. Calcareous soils 
are alkaline, while common red soils and alluvial coarse soils are strong acidic. 
Both are not good for their growth. Application of sulfur minerals can lower 
calcareous soils, while lime materials can amend strong acidic soils. Soil organic 
matter not only provides nutrients but also improves soil properties. Appling 
organic fertilizers directly, planting green manures and less tillage are good ways to 
increase soil organic matter. Soil bulk dens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roots’ 
development. The better soil bulk density for vegetable melons’ growth is 0.9-1.1 g 
cm-3 from field experience. Soil with higher bulk density means it is compacted 
and can amended by deep plowing and by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Vegetable 
melons are fond of deep and even soil profiles when they are growing. Soils with 
shallow layer or soils with high texture variation inside profile layers tend to worse 
drainage and cause stress to the melons. The defeats mentioned above had been 
corrected successfully by immigrating soil properly or deep plowing. Water is a 
major component of vegetable melons. The key of water management is to supply 
moderate water to plants at right time. However, sometimes the key is broken for 
water-logged root at some soils with worse drainage. Therefore, impr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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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drainage is important above all. The amount of watering by soil water capacity 
is also much concerned generally. The object of nutrition management is to provide 
the plant with rich and balanced nutrients. Soil testing and leaf nutrition diagnosis 
are useful tool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fertilization, but otherwise the ability of 
recognizing the symptom of nutrient deficiency or excess is also necessary for 
correcting in time in practice. Another aspect of nutrition management is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fertilization. It can be reached by knowing the fertilizer’s 
characteristic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rtilizer and soil and the effect of climate 
on nutrient sorption. Soil, water and nutrition management are three main 
components of plant health management for vegetable melons and can be stated 
respectively as above, but in fact not be allowed to improve only one or two 
aspects in practice for their closed relations amo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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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科蔬菜之土壤、水分及營養管理 

 
王鐘和 1、丘麗蓉 1、江志峰 2 

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2 農業試驗所農業化學組 

 
摘要 

本文僅對番椒、番茄、茄子三種茄科蔬菜之土壤、水分及營養管理加以討

論，此三種蔬菜自開花後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同時進行，需維持適宜根系生長

之土壤水分及肥力狀態，以持續養分吸收，滿足枝葉及花果生長所需。相關文

獻中所載之氮、磷、鉀施肥量及方法並不一致，此應與品種及作物生長環境及

結果期長短有關。高溫環境下氮、鉀、鈣等營養元素之調節亦甚重要。為避免

長期施肥不當，形成鹽分累積，導致鹽害及養分失衡等生育障礙問題，應用土

壤診斷技術瞭解土壤性質及肥力狀態，有利安排適當的土壤及施肥管理措施。 
 
關鍵詞：茄科蔬菜、土壤、水分、營養 

前言 

茄科(Solanaceae)蔬菜包括有 6-7 屬，常見的約有 12-13 種，這些作物種

類有馬鈴薯、番椒、番茄、茄子、龍葵、酸漿、枸杞、樹蕃茄等，除馬鈴薯為

塊莖作物外，其餘均以果實為利用目的。以果實做蔬菜用的主要有番茄屬

(Lycopersicon)、番椒屬(Capsicum)、茄屬(Solanum)等三個屬，其中以經濟價值、

栽培面積及品種改良等方面而言，番茄為第一大作物，其次為番椒，再次為茄

子；這些作物除了有鮮食的利用目的外，同時兼具有加工、觀賞及藥用的價值
(21)。蔬 菜 作 物 需 要 較 高 濃 度 之 養 分 供 給 才 能 生 長 正 常 ， 果 樹 次

之，而水稻則最低 ( 3 2 )。  

雖然不同種類蔬菜作物在吸收養分上有著顯著的差別，但與其他種類作

物相比較，蔬菜作物仍有其一定的共同特性，那就是：(1) 高需肥性；蔬菜作

物在極短之生育期內要吸收大量養分，生成大量之生質量，因此單位時間內單

位面積養分之需求量遠高於其他作物。(2) 喜硝性，蔬菜作物為旱田作物，長

期演化之結果，蔬菜作物對氮素之吸收以硝酸態氮為主。(3) 鹽基置換量高，

作物根系鹽基置換量為根系活力之指標，鹽基置換量高代表根系養分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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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4) 對土壤環境品質之要求度高，蔬菜作物普遍較其他種類作物不耐土壤

環境逆境，例如：不耐酸性及不耐土壤高鹽分濃度、不耐旱、不耐土壤空氣不

足及不耐浸水等等(3 、 4 、 5 、 7 )。  

Chapman 及 Hall(1997)(36)指出番茄、番椒及茄子等茄科蔬菜適宜之土壤

酸鹼值為微酸性至中性，分別呈：5.5-7.0、6.5-7.0、5.5-7.5，根系在適宜生長

之中質地土壤環境下分佈於 60 至 100 公分之土壤中(表一)。鑒於台灣平地農

田約有四成屬強酸性土壤(pH＜5.5)，而山坡地強酸性土壤的比率更高達八成
( 7 、 1 2 )，另外還有一些質地過砂、過黏等均不利作物生長的土壤，必須施行適

當的土壤改良及管理，合宜的水分與營養調節，才能使茄科蔬菜有正常的生產。 
 
表一、番茄、番椒及茄子等作物適宜生長之土壤酸鹼值及根系分佈之深度 
Table 1.  Optimum soil pH for tomato, peppers and eggplant and it`s root 

distribution depth 

作物別 適宜 pH 值 根系深度(公分) 

番茄 5.5-7.0 60 
番椒 6.5-7.0 100 以上 
茄子 5.5-7.5 中等深度(介於 60〜100) 

(Chapman and Hall, 1997)( 3 6 )  
 

適當的土壤改良及管理 

土壤環境如果過酸、過鹼、排水不良、質地過砂或過粘、具有硬盤或鐵錳

積聚層，及營養不平衡等現象，必將成為土壤生產力的限制因子，生產力低，

影響作物的生長及產品的產量與品質，必須加以適當的改良，才能提昇生產

力。台灣地處熱帶和亞熱帶，高溫多濕，土壤礦物風化迅速，土壤鹽基經雨水

淋洗流失量多，更由於採行集約式農業經營，耕作頻繁，作物自土壤中吸收大

量鹽基，以及化學肥料大量施用等，致使土壤之酸化相當普遍( 3 、 8 )。土壤酸

化後的結果對作物之生育形成各種阻礙，故為維持土壤正常之生產力，土壤酸

性化之預防或酸性之改良乃甚重要。一般酸性土壤的改良方法如下：以表土為

例；調一個高單位 pH 值所需石灰石粉用量，砂質壤土為 1.0 公噸/公頃，壤土

及坋質壤土為 1.5 公噸/公頃，黏質壤土則為 2.0 公噸/公頃。 

砂質土壤之保水力及保肥力均不佳，需加以改良。一般客入粘質土壤於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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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為最佳的根本對策，另外亦可施入多量有機質肥料以提昇保水及保肥能力。

此外，土壤水分的管理也為重要的關鍵，適當的灌溉以補給水分，可預防旱害

的發生及促進作物生長。而灌溉的方法有地表漫灌、溝灌、噴灌及滴灌等，其

中以滴灌最為經濟有效。灌溉水量、時期依作物及土質而異，砂土保水保肥力

弱，肥料容易流失，因此肥料的施用宜採少量多次分施的方式，且肥料宜施用

緩效性的有機質肥料，或粒狀固態肥料。同時需注意微量元素如鎂、錳、硼等

元素的不足，應立即補充之。肥料的施用法以條施或穴施為宜，撒施易流失，

效果不佳。 

重粘土具因有下列的特性，1、粘粒含量很高，2、土壤粘質堅密，通氣性

及排水性不良，3、耕犁層下常有一不滲透粘土盤，4、濕時粘性及可塑性高，

乾時堅硬，常龜裂成大柱狀土壤溝造，5、保水及保肥力高，6、耕犁困難。改

良方法如下： 1、客砂，2、有機物的施用，3、深耕。 

另外，設施內因為土壤淋洗量的減少，易產生鹽分累積。設施的另一個主

要目的為減少雨水對作物根部的浸泡，但也因此阻絕了雨水對土壤中鹽分的淋

洗，使鹽分不斷的累積，而這些鹽分大部份是栽培作物時所施到土壤裡的肥

料。設施中的溫度常高於設施外，蒸發量大，因此在蒸發量大於灌溉水之入滲

量時，可溶性鹽不但不往下淋洗，反而會隨著水分的蒸發由底土經由土壤的毛

細管作用往上移動至表土，待水分蒸發後，可溶性鹽類則殘留在表土，造成可

溶性鹽的累積。此外，有些農民會把設施內作物因鹽分累積導致生長不良之現

象，誤認為肥料不足，而施入更多的肥料，致使鹽分之累積更為嚴重。鹽土改

良方法：(1) 浸水，(2) 客土或深耕，(3) 換土，(4) 種植耐鹽作物或綠肥作物。

以上皆為治標的方法，根本解決鹽分累積的要領則是要掌握每作作物(尤其是

複作指數高之蔬菜作物)種植前土壤中殘餘之營養要素量，加上該作期間內土

壤可能礦化供應之養分量，作為調節該作施肥量之診斷及施肥推薦工作，甚為

重要。 

茄科土壤水分管理 

植物吸收水分，主要用於抵消其自身蒸散之所需，維持細胞或組織的膨

潤狀態。水分來自土壤，經植物維管束系統向上輸送，再由葉片發散至大氣中。

當水分蒸散量高於根部所吸收之水分時，葉片水分勢能逐漸降低，繼而細胞之

膨壓減弱，影響植物葉面氣孔的開度，降低蒸散作用，同時也干擾光合代謝進

而抑制乾物質之生成，終至對植物之經濟產量發生影響。灌溉最主要之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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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持最適宜作物生產的土壤水分狀態，滿足作物對水分之需求。田間灌溉需

水量為作物需水量減去有效雨量加田間滲漏損失，如有地下水補給時應予扣

除。灌溉需水量大小之影響因子主要為土壤保水力、有效雨量、根深及吸水型

態、地下水毛管補給等。 

不同種類作物的需水生理不同，水分供應對產量的影響可區分如下( 3 8 )：

1、經濟產物佔生質量之大部分者，如牧草、蔬菜及纖維作物類；用水量能滿

足蒸散潛量時，產量最高。2、經濟產物為化學組成物，如奎寧和橡膠；輕微

之水分逆境，有助於分化作用，可以增產。因此在橡膠園收穫前適度缺水有助

產量之提升。3、經濟產物係以碳水化合物為主之儲存器官，如根莖作物、甘

蔗；成熟期適當之缺水，可以增加糖的含量，提升品質。4、經濟產物如係花

果種子，用水量和產量關係最複雜，不同生育期缺水對產量有不同之影響。 

Doorenbos及Kassam(1986)( 3 7 )指出作物吸收水分的能力可區分為 4類(表
二)，其中番椒及番茄分別列為第 1、2 類，而在不同氣候條件各類作物維持最

大吸水速率下可利用之土壤有效水分百分率(表三)，表中顯示 1、2 類作物利

用土壤水分的能力明顯低於 3、4 類作物，以最大日蒸騰量 5 毫米/日(mm/day)
為例，1、2 類的水分利用率(利用有效水分的比率)分別為 0.30 及 0.40，而 3、
4 類的利用率則較大，分別為 0.50 及 0.60。 

 
表二、依照對土壤水分利用率區分之作物群組 
Table 2. Crop groups according to soil water depletion 

群組 作物種類 

1 Onion, pepper, potato(洋蔥、辣椒、馬鈴薯) 
2 banana, cabbage, grape, pea, tomato(香蕉、甘藍、葡萄、豌豆、番茄)
3 alfalfa, bean, citrus, groundnut, pineapple, sunflower, watermelon, 

wheat(苜蓿、豆類、柑桔、豆芋、鳳梨、向日葵、西瓜、小麥) 
4 cotton, maize, olive, safflower, sorghum,soybean, sugarbeet, 

sugarcane, tobacco(棉花、紅藍花、橄欖、、高粱、大豆、甜菜、

甘蔗、菸草) 
(Doorenbos 及 Kassam 1986)( 3 7 )  
 

有適當的灌溉才能使作物理想的生長，影響灌溉頻率的因子，包括有氣候

環境、土壤環境及植物特性等因素；當溫度高、溼度低及刮風的氣候環境，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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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頻率需多，反之則要少。淺層土及粗質地的土壤環境，灌溉頻率高，反之則

較少。淺根性、有損傷及罹病的根以及植被可形成土面完全覆蓋，灌溉頻率要

高，反之則低(表四)(39)。 
 
表三、於不同最大蒸騰作用環境下不同作物群組之水分利用率 
Table 3. Soil water depletion fraction(p) for crop groups and maximun 

evapotranspiration(ETm) 
最大蒸騰量(毫米/每日)(mm/day) 作物

群組 2 3 4 5 6 7 8 9 10 
1 0.500 0.425 0.350 0.300 0.250 0.225 0.200 0.200 0.175
2 0.675 0.575 0.475 0.400 0.350 0.325 0.275 0.250 0.225
3 0.800 0.700 0.600 0.500 0.450 0.425 0.375 0.350 0.300
4 0.875 0.800 0.700 0.600 0.550 0.500 0.450 0.425 0.400

(Doorenbos 及 Kassam 1986)( 3 7 )  
 

 
表四、影響灌溉頻率的因子 
Table 4. Affection factors for irrigation frequency 

項目 灌溉頻率多 灌溉頻率少 

氣候環境 溫度高、溼度低、刮風 溫度低、溼度高、無風 

土壤環境 淺層土壤、粗質地土壤 深層土壤、細質地土壤 

植物特性 淺根性、有損傷及罹病的根、

土面完全覆蓋 
深根性、健康的根、土面不完

全覆蓋 

 
Chapman 及 Hall(1997)(36)指出番茄番椒及茄子等作物均不耐浸水，需種

植在排水良好的土壤，全生育期需均勻適當的供應水分，其中茄子較番椒及番

茄耐旱。而過度缺水則會造成尻腐、落花、落果及產量降低。期作需水量則因

種植環境(氣候、土壤)、栽培管理及生育期間長短不同而有較大差異(表五)。
故適當灌溉對此三種作物的生長及果實生長實有密切影響。 

國內之報告也指出茄科蔬菜根系不太發達，除主根很長外，鬚根並不旺

盛，栽種時應選擇上層土壤深厚，排水良好、灌溉方便的肥沃砂質或粘質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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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且番椒不耐乾旱也不耐濕，土壤乾燥生育不良，易引起落花、結果差、

果實變小；過濕時易則引起疫病、青枯等土傳性病害及根部腐爛、枯死，尤其

在夏季高溫期，蒸散作用大，土易乾，且偶有驟雨，最不易管理，因其水分管

理至為重要、而灌、排水原則為：1、急灌、急排：灌水時間儘可能縮短，進

水要快，濕透心土即可排出，不能久浸。2、晚上灌水：此時氣溫、土溫、水

溫均較低，較安全，切忌中午灌水。3、灌水逐次加深，第一次齊溝深 1/3，第

二次 1/2，第三次接近土面，但不能漫過土面。4、依天氣調整，儘量避免雨後

灌水或灌水後下雨( 1 、 2 3 )。 
 
表 5、番茄、番椒及茄子等作物適宜生長之土壤水分以及期作的需水量 
Table 5. Optimum soil water and water requirement for one crop growth duration 

of tomatos, peppers and eggplant 
作物別 適宜土壤水分 期作需水量

(mm) 
備註 

番茄 均勻供水、不耐浸水、

排水良好 
600-900 生育後期土壤水分削減，可增

加果實固形物含量，高溫缺水

形成尻腐症 
番椒 均勻供水、較耐旱不耐

浸水、排水良好 
400-1000 開花期缺水導致落花、落果。

高溫缺水導致尻腐症。浸水會

導致落葉及根部病害。 
茄子 較番茄及番椒耐旱、排

水良好、不耐浸水 
900-1000 過度乾旱仍會影響產量 

(Chapman and Hall, 1997)(36) 
 

除了灌溉措施外，適當的畦面敷蓋也具有保持水分的功能。畦面敷蓋可緩

和表土層土壤含水量及溫度之極端變化，促進甜椒早期之生育。春作之效果優

於秋作，甜椒產量增加 30％，莖葉乾重也增加 33％( 2 2 )。 

茄科的營養管理 

一、氮、磷、鉀三要素肥料施用量 
茄科蔬菜肥料施用一般依種植時土壤肥力的高低，施以基肥(氮、鉀比率

一般為 25%~50%，磷肥則大部份作為基肥，保留部份作為追肥，施用量因種

類而異)，其後依種類不同再追施 1 至數次之氮、鉀及磷肥(可參考台灣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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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廳編印之作物施肥手冊中各類蔬菜之施肥方法)。一般而言，基肥採撒施

方式，隨後整地作畦，而追肥則採條施、穴施於播植行或兩株之間。番椒、番

茄及茄子的三要素肥料推薦量及施用方法，許多學者、專家的報告彼此間並不

相同(表六、表七及表八)，此應與種植之品種及栽培管理與採果期間長短有關

(部份報告建議追肥的用量隨採果期之時間或採果次數增加，而增加施用肥料

的次數)。此外，各報告均建議施用平均約 20 公噸/公頃之有機質肥料，顯示

眾人皆認為有機資肥料對茄科蔬菜生長有其重要性。 
 

表六、番椒氮磷鉀三要素推薦用量 
Table 6. Recommended rate of N,P,K for peppers plant 

化學肥料 

N P2O5 K2O 

有機質肥料 
堆肥 作物 

--------(公噸/公頃)-------- (公噸/公頃)
資料來源 

辣椒 210 180 270 20 曹幸之 1992 
( 2 7 )  

甜椒 63＋(52.5×H) 36 150＋(30×H) 25-30 郭孚耀

1993( 2 6 )  
甜椒 (120-150)＋

(30-50×H) 
120-150 150-180 10-20 作物施肥手

冊 1996( 1 3 )  
番椒 180-350 80-120 120-280 10-20 黃裕銘

1998( 2 9 )  
H：代表收穫次數 
 

二、營養管理與生育 
番茄與茄子，開花後不久，由花梗之節處，每有未開花於蕾期時連萼片一

起落下凋謝的情形。此為氮素過多，莖葉生長過盛，或栽植過密，日曬不足所

造成( 3 2 )。 

鈣缺乏時番茄生長停滯，幼葉捲曲、發黃，逐漸壞死，乾枯，嚴重影響生

長及品質( 2 ， 1 2 )。由番茄所看到之尻腐病，其果實落下部份，為凹下、變黑，

會隨果實變大而加劇。此種尻腐病，在氮素施用過多時發生。氮素之施用量多

時，可使鈣之吸收減少，增加土中養分濃度，尻腐病則較易發生(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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尻腐病形成原因，主要是由果實在成長中土壤含鈣偏低，多濕、乾旱、氮

肥過量、根部生長受害均較易造成。防治方法包括：1、勿施用過量氮肥、鉀

肥；2、高溫期增施鈣肥( 2 0、 2 4、 2 5 )。江等(2003)(11)亦指出提高養液鈣濃度顯著

降低甜椒缺鈣症狀的產生。Xu 及 Kafrafi(2003)(41)指出高溫及高光照的環境，

可以提高甜椒之鉀及糖含量，但導致缺鈣含量降低。 
 
表七、番茄氮磷鉀三要素推薦用量 
Table 7. Recommended rate of N,P,K for tomato plant 

*H：代表收穫次數 
**W：代表週數 
 

缺硼時心芽變為赤褐色、或黑色、停止伸長(40)。果菜類長大後，土壤過

乾或過濕與鹽類濃度障害等，造成硼素的吸收，被抑制進而影響著果率，果實

瘦小，果皮出現銹狀。硼素缺乏症，於土壤腐質少時，易發生，故施用堆廄肥，

為根本改善之對策( 3 2 )。硼缺乏吸收果實小而畸形，木質化，果汁少，如番茄、

草莓、蘋果、楊梅等( 1 5 )。Adam 及 Winsor(1974)(35)指出施用石灰及土壤含有

化學肥料 有機質肥料

N P2O5 K2O 堆肥 作物 
-----(公噸/公頃)----- (公噸/公頃)

資料來源 

 158 135 216 20 賴森雄，楊又迪

1980( 3 1 )  
 126-147 136 180-360 20 洪進雄 1993( 2 0 )  
 150~250 100~150 100~150 20 作物施肥手冊( 1 3 )

 168 144 360 20 陳正次 1997( 2 3 )  
(大果) 150 150 150 20  
(小果) 135 135 135 20 傅成美 1994( 3 0 )  

 200-350 80-120 120-180 10-20 黃裕銘 1998( 2 9 )  
 120-160 100 80(中部)  林天枝 1993(16) 
   120(北部)   

食

用

番
茄

 
 60+20×H* 120-150 60+40×H 5-8 林經偉 2002( 1 9 )  
 168 144 240 20 賴森雄，楊又迪

1980( 3 1 )  
 40+60×H 100 50+50×H 20 作物施肥手冊

1996( 1 3 )  
 105 90 240 20 陳正次 1997( 2 3 )  

加
工
番
茄 

 60+20×W 120-150 60+20×W** 5-8 林經偉 2002(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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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量磷及鉀，易導致番茄缺硼。 
 
表八、茄子氮磷鉀三要素推薦用量 
Table 8. Recommended rates of N,P,K for eggplant 

化學肥料 有機質肥料 

N P2O5 K2O 堆肥 豆餅 
-----(公噸/公頃)----- ---(公噸/公頃)--- 

資料來源 

137~319 
(214)x 

46~96 
(64)x 

72~288
(189) x 

有施用未記載用量 黃祥慶、王錦

堂、賴文龍

1989( 2 8 )  
300~500 120-180 200~300 10-20 0 黃裕銘 1998( 2 9 )

610 800 630 10 1 
作物施肥手冊

1996( 1 3 )  
274 144 240 20 1 林秋雄 1980( 1 7 )

446 224 536 30 0 諶克終 1986( 3 2 )

x:平均施肥量 
 
營養液膜栽培(NFT)番茄時添加 1000mgL-1 氯化鈉(NaCl) 和提高營養液

濃度，對產量無影響，提高果實可溶性固形物的含量，高溫期營養液鹽基(EC)
值高於 1.5mS cm-1 時，幼果期臍腐病的罹患率大幅提高( 1 4 )。 

施用添加微生物之雞糞堆肥、猪糞堆肥及豆粕等有機質肥料處理，甜椒之

株高、果粒大小、果粒數、果實產量均較化學肥料區高( 3 3 )。接種菌根菌處理

秋作茄子產量 32,914 公斤/公頃較對照增產 8.7％。春作茄子產量 31,243 公斤

/公頃較對照增產 10.4％，接菌處理茄子之果長、橫徑、果重及光澤均較佳( 1 8 )。 

三、高營養鹽累積之養分失衡問題 

(一) 因拮抗作用而影響吸收(6、10) 
土壤過量累積的營養鹽，常因其所含元素間的比例不平衡，產生拮

抗作用，造成植株吸收某元素較少，而形成之缺乏症狀，其例子有： 
1、多量的氮吸收影響鈣及鉀的吸收：許多的作物當氮素吸收過量

時，常影響鈣吸收，而因缺鈣引起之細胞生長不健全，形成腐爛症狀，如蕃茄

尻腐症，甜椒亦有此現象。同時也可能造成鉀吸收受影響，如蕃茄果實花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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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花紅素之過程不正常，顏色不佳，並且影響光合作用，故糖度甚低。過量氮

吸收引起之缺鈣、鉀現象在高溫環境如夏季及設施內甚常發生，嚴重影響產品

的產量及品質。 

2、多量的鉀吸收影響鎂的吸收：作物過量吸收鉀時，會造成植株

缺鎂，影響葉綠素生成，形成葉脈間產生黃化現象。另外，作物種植在過量營

養鹽累積的土壤中，當果實快速生長時，也會因鎂的供應不足，而使下位葉產

生缺鎂現象。 

(二) 生理原因形成之缺乏(9) 
高營養鹽累積亦會造成微量元素缺乏的症狀，其情形是植株內微量

元素的含量並不缺乏，但是因其他生理因素的影響使其活性(activity)減低，因

而造成缺乏症狀，高量磷及氮的吸收，使植株內鐵的活性減低。雖然黃化葉片

鐵的含量與正常葉片比較並不缺乏，但卻明顯有鐵缺乏的症狀；因為葉片中二

價鐵的缺乏，使得葉綠素無法形成，葉片呈脫色、白化的症狀。即葉片內鐵的

含量並不缺乏，但活性鐵(二價鐵)的含量卻較低，其原因是植體中有高的磷及

氮素含量，使快速生長的新生組織部位形成缺鐵症狀。過量的磷吸收，使微量

元素的活性降低；由於有多量磷吸收，使鐵、錳、銅、鋅等微量元素，在植體

中形成無法參與生理代謝的型態，因而造成缺乏症狀。 

上述各種營養失衡現象的生成，原因都是因為土壤中累積過量的有機質

及營養鹽所造成的，要防止此種情形，治標的方法為以多量水淋洗去土壤中的

可溶性營養鹽，以及補充缺乏的營養元素，但改善的效果是有限的，因為土壤

中如果已經累積大量的有機質，仍會繼續礦化釋放多量營養。根本上，必須經

常注意土壤的肥力狀態，據以合理的施用肥料，使土壤有良好的性質及養分狀

態，才可避免鹽害及營養失衡的現象產生，及確保產品的品質。 

結論 

番椒、番茄、茄子等三種茄科蔬菜自開花後營養生長與生殖生長同時進

行，需維持適宜根系生長之土壤水分及肥力狀態，以持續養分吸收，滿足枝葉

及花果生長所需。相關文獻中所載之氮、磷、鉀施肥量及方法並不一致，此應

與品種及作物生長環境及結果期長短有關。高溫環境下氮、鉀、鈣等營養元素

之調節亦甚重要。為避免長期施肥不當，形成鹽分累積，導致鹽害及養分失衡

等生育障礙問題，應用土壤診斷技術瞭解土壤性質及肥力狀態，有利安排適當

的土壤及施肥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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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soil, water and nutrition of tomatoes, peppers and 
eggplants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fter flowering both of the vegetative growth 
and the reproductive growth are proceeding simultaneous. Consequently, it is 
needed to maintain optimum soil moisture content and fertility level for root 
growth, and to sustain the demand for stems, leaves and fruits growth. The 
Recommended rates of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s were 
different among some reports, because of the varieties,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and 
growth duration were different among those reports. However,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modifying nitrogen, potassium and calcium nutrition in high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Excessive soluble salts in soil solution hinder crop growth, 
application of soil test monitoring soil properties and available nutrient content is a 
good guide for fertilization and soil conservation. 
 
Key words：Solanaceous vegetables, soil, water,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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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之土壤水分與營養管理 

 
鍾仁賜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摘要 

草莓對水之要求甚嚴，因此，對於水過多或缺乏甚為敏感，加之根系脆

弱，故最適合之土壤為土層深厚能適當灌溉之砂質壤土。由於不同之栽培品系

的產量常有甚大的差異，因此，養分之需求亦異。一般而言，草莓之養分需求

量為中等。經由施肥管理，形成具有適當肥力之土壤，對草莓生長與產量之影

響，往往超過當季對本田之施肥管理所造成的影響。氮是影響草莓生長與產量

最重要的無機營養元素，同時供應硝酸態與銨態氮肥時，最利於草莓生長，有

機肥料(或土壤有機物)則具有這種性質。健康苗對生長與產量之影響甚至超過
本田之肥料管理。 
 
關鍵字：草莓、土壤、水、無機營養、氮、磷、鉀、Fragaria ananassa Duch。 

前言 

Cato(羅馬的參議員)的著作是最早提及草莓者，大約在 234-149 BC。在

1000 AD 即在文獻上記述草莓，而第一個描述草莓植物之刊物則印刷於 1484
年。最早的文獻主要記述此植物之藥用方面，而非利用其果實。約在 1831 年，

倫敦市場開始販賣草莓，此後，在英格蘭與歐洲大陸消費草莓日趨普遍，主要

來自採集，法國則是栽培之先驅。 

草莓學名為 Fragaria ananassa Duch，屬於薔薇科(Rosaceae)的多年生草

本溫帶水果。廣受大部分人喜愛，世界各地都有分布，也是分布最廣的水果。

由於目前栽培種的草莓為高度變異之八倍體品種之雜交結果，故可以在極度不

同的條件下生長：由需要灌溉之沙漠至 2500 mm 年雨量的地區；由海平面到

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度；由冷至華氏-50 度至熱帶。台灣在 1930 年代即引進種

植，早期是以加工為主，至民國 60 年代逐漸改為鮮食。目前全台種植面積將

近 500 公頃，主要生產地區在苗栗縣大湖鄉、新竹縣關西鎮，台北市內湖區

與南投縣亦有少量種植，但是以苗栗縣為主要產區(約佔總面積之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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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之生長 

草莓營養生長(vegetative growth)似乎與生殖生長(reproductive growth)互
相拮抗，即增加植物之大小不一定會增加果實產量。此外，不同的栽培品系

(cultivars)對肥料，尤其是氮的反應不同。草莓經移植後，逐漸生長，在綠果

期時，葉片、葉柄、冠狀莖(crown)及根之鮮重達於最高(1)。收穫之後，果實佔

總乾物產量的 60%。 

土壤與草莓生長 

草莓可在廣泛之不同性質的礦質土壤中栽培，對土壤酸鹼度的忍受範圍

亦大(pH 4-8.5)(2)，在適當量水分供應之下，可以在非常輕質地土壤中栽培(3)。

限制草莓根發育之因子為其穿透之土層厚薄，其吸收根(feeder root)細、弱、活

的期間短，且對飽和水的土壤及高的鹽分敏感。由於健康的根系，是草莓好的

營養生長、開花、結實之先決條件，因此栽培地點的選擇甚為重要。適合草莓

栽培的土壤應具有之特性為：內部排水良好，但是具有好的保水力，具有之有

效性水分高，其他之要求則為土層深厚、有機物含量高、沒有線蟲、地形平坦、

易耕犁、鹽分含量中等、雜草少、無病蟲害之問題(2)。一般而言，在深厚肥沃

之砂質壤土(sandy loam)栽培之草莓產量最高。 

Kaya 等人(4)指出，鹽分與土壤酸鹼度影響草莓生長。Kaya 等人(4)利用水

耕栽培顯示，水耕液之氯化鈉濃度為 35 mM 且使其 pH 為 8.5 時，則植物體

乾重及葉綠素濃度顯著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增加鉀有助於減緩鹽害。鹽害之

原因，除了因水耕液滲透壓高，影響植物根吸收水分之外，鈉會增加細胞膜之

通透性，因而影響細胞保留養分，而鉀則減少細胞膜之通透性。土壤鹽分高時，

草莓植株出現葉片頂燒症(tip-burn)、溢泌量減少、匍匐莖(stolons)切口之溢泌

量少及溢泌液中的鈣濃度低，生長中的葉片的鈣濃度亦低(5)。 

施產酸氮肥(acid-forming N fertilizer)多，不但因硝化作用(nitrification)而
使土壤酸化，且導致硝酸態氮在土壤中累積(6)。土壤表層(0-15 公分)之有效

氮，隨施肥量增加而增加(7)，導致草莓過度吸收氮肥，進而影響產量與品質。 

水分與草莓生長 

水是影響植物生長之重要因子之一，植物體中水分佔總量之 80%以上。

草莓亦不例外，甚至對水分之缺乏非常敏感(3)，即水分影響草莓之生長甚鉅
(8)。不同栽培品系之草莓，對水分之需求不同(9)。缺水使草莓葉片或整株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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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乾，產量低(10)，果實沒有香味與水分(3)。水經由影響植物體之水勢能(water 
potential)，進而影響光合作用與產量(11, 12)。葉片伸長與水分密切相關(13)。中午

時，葉片的膨壓(turgor pressure)常常低於 0.4 MPa，夜晚時則上升至 1.3 MPa。 

水分之吸收則又與光照強度、蒸散作用及植物生長期有關。Lieten 和 
Misotten 之研究 (1)顯示，剛種植之草莓，水分消耗量甚低 (約 80-100 
mL/m2/day)，植物開始發育時，水分吸收約為 200-350 mL/m2/day，開花時，

吸收量為 0.8-.6 L/m2/day，綠果期之水分消耗量為 1.6-2.1 L/m2/day，收穫時則

為 1.5-2.6 L/m2/day。 

McNiesh 等人(14)認為，當 15 公分深之土壤有效水之勢能高於-0.03 MPa、
30公分深之土壤有效水之勢能高於-0.02MPa時，蒸發散作用(evapotranspiration)
不會成為植物生長之限制因子。 

水分之需求有兩個重要的臨界期：種植時與果實膨大期(15, 16)。溢泌作用

(guttation)是測定水分狀態(16)的簡易方法：當黎明之前葉片之水勢能(pre-dawn 
leaf water potential, PLWP)大於 0.07 MPa 時，會發生溢泌作用，而 PLWP 小於

0.11 MPa，則否。溢泌作用之測量，則以年輕葉片為準。 

草莓之無機營養 

在土壤中，養分之間的交感作用是複雜的，因而影響作物產量，草莓也

不例外(17)。一般認為草莓氮肥需要量是中等，施氮肥多時，不但導致減產，

也增加致病之機會(18)。Albregts 等人(19)之研究顯示，草莓種植之前施肥(preplant 
fertilization)太多，對產量與品質無太大的助益，但是土壤肥力也不能太低。苗

栗與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對草莓之三要素推薦每公頃施肥量，氮為 150-200 公
斤，磷酐為 150-200 公斤，氧化鉀為 150-200 公斤，均以其中三分之二當基肥。 

草莓植株之養分組成，因採樣時間而異(20)。年輕草莓植株的養分濃度通

常高於年老者。不同年之間，同一栽培品系，在相同之施肥管理下，葉片乾重

與養分濃度亦會不同(18, 21)。此外，不同栽培品系草莓之養分濃度不同(21)。在

果實成熟期間，營養器官中的養分濃度變化因養分不同而不同(22)。 

果實之養分組成，因栽培品系而異，且在不同採樣時期組成有變化(23)。

由果實之養分濃度與產量，可以得知由土壤中移去的養分量。 

Wang 和 Liu(24)之研究顯示，施肥顯著增加果糖、葡萄糖與蔗糖的濃度，

施用堆肥則增加草莓的有機酸濃度。增加氮肥施用量，對表示果實品質之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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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影響，如 α-胺基態氮及多元酚增加(polyphenols)，維生素丙則下降。 
一、氮 

整體而言，草莓對氮肥的反應，比其他作物小。許多試驗均顯示，在不

同之土壤與環境條件下，在相當大範圍之氮肥施用量下，對草莓之產量無顯著

影響。Lamarre 和 Lareau(10)在砂質壤土栽培草莓，發現氮肥用量對草莓產量

無顯著影響，故他們認為低氮肥用量即足以造成大顆粒品系草莓之高產。草莓

之始花(floral initiation)則強烈的受營養條件所影響。花與果實之數目可能與始

花時植物體的氮濃度有密切關係。花芽開始形成則決定於移植於本田之前的營

養狀態，故苗期的氮營養重要。不同的栽培品系，對氮的反應不同(25)，進而

對地上部、根與總乾物重有顯著影響。 

Rodgers 等人(26)之研究顯示，移植時，低氮肥處理之單位面積之總植物物

質量顯著較低。苗(plantlet)之地上部乾重雖然不受苗圃氮肥施用之影響。但

是，苗圃的氮肥施用，會增加最終之果實累積採收量。苗圃氮肥施用量增加，

根的乾重減少，但是增加中型大小苗的比例。苗圃的氮肥施用，也影響在不同

時期果實產量之分布。不影響果實採收完後植物體的氮、磷、鉀濃度。增加田

間的氮肥施用量顯著增加冠狀莖及葉片的鉀濃度。 

Lamarre 和 Lareau(27)及 Hochmuch 之研究(28)均顯示，本圃氮施用量在每公

頃 50-200 公斤下之產量相同，但是不良的草莓比例，則隨氮肥用量增加而增

加。Haynes 和 Goh 之研究(6)則顯示，氮肥施用量高則產量低。Clay 等人之研

究(7)顯示，土壤表層(0-15 公分)之有效氮(N)達到每公頃 150 公斤時，草莓之產

量即固定。因此，土壤中有效性氮多時，雖施氮量增加，但產量並未增加。

Darnell 和 Stutte 利用水耕栽培發現，水耕液之氮濃度由 3.75 至 15.0 mM，對

產量無影響(29)。 

草莓移植初期之發育，受氮基肥施用之影響，並影響以後的表現，最終

則影響產量，在結果期施用之追肥則無顯著效應。Breen 和 Martin 之研究(25)

發現，營養生長似乎與生殖生長互相拮抗，增加植株大小可能與果實產量無相

關。 

草莓屬非極限型植物(indeterminate plant)，整個生長期都在吸收氮(29)，且

隨外界氮施用量增加而其吸收增加。累積量的差異可能反應基因型在氮利用效

率及/或由根至地上部之傳輸之不同。每一株草莓的葉片數與葉面積隨施氮量

增加到一極限值。草莓每公頃所吸收之氮(N)量約 60-120 公斤(1)，其中營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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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與果實各約佔一半(6)。葉片的氮濃度在 20-30 克/公斤應是適當的(29)。吸收

的氮，幾乎有一半是在果實(30)，總的吸收量因品系與產量不同而異。氮對花

數之影響與其對乾重的影響相似(25)。 

在大多數情況下，銨態與硝酸態氮共存時，氮的吸收量較高，根溫度與

植物的年齡也影響對氮型態的偏好；不同器官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影響對氮型

態的偏好的轉變(31)。Ganmore-Neumann 和 Kafkafi 之研究(31)亦顯示，因營養或

生殖、生長之發育不同而導致之內部代謝變化亦異，進而影響對銨態與硝酸態

氮的吸收。植物生長在單一氮源時，因溫度上升而使總乾重下降。25oC 時，

以乾重為基礎的最大生長，發生在銨態氮與硝酸態氮的比值為 1/1 時。硝酸態

與銨態氮共存時之葉面積也較大(32)。氮源改變時，根與葉是受影響最大者(33) 

雖然草莓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在不同器官中的硝酸還原酶活性與草本

植物相似，硝酸還原主要在葉片(29)。不論硝酸還原酶的存在位置，硝酸還原

酶活性比其他木本及草本植物者低。Ganmore- Neumann 和 Kafkafi(32)的研究顯

示，氮源對花粉數目之影響小，以硝酸態氮為氮源者，花粉呈圓形，以銨態氮

者則為長型，但是 Neilson 和 Eaton 之研究則顯示，花粉數則受氮源的影響，

也因栽培品系而異(34)。 

在移植(或播種)之後到開花期，硝酸態氮的吸收速率最大，到綠果期至收

穫期時下降(1)。Ganmore-Neumann 和 Kafkafi(31)之研究則顯示，結果之草莓對

硝酸態氮的吸收速率大於未結果者。葉片中的硝酸態氮濃度受氮肥處理顯著的

影響，收穫期時，施肥者之硝酸態氮濃度顯著較高(35)。當介質中的硝酸態氮

濃度甚低時，果實中所累積的硝酸態氮，即已達極限值，因此，再增加介質中

的硝酸態氮濃度，並不會導致果實中硝酸態氮的濃度增加(29)。 

開花期之葉片乾物分析，可以當做葉片氮營養診斷指標(18)。當做當季養

分施用校正之參考。因此，以土壤中的無機態氮與葉片分析之結果結合，可以

在同一年當做氮肥校正之依據。 

二、磷 
缺磷導致生長不好(20)，接種菌根真菌時，則磷肥之施用與否不影響草莓

生長與產量，但是 Gryndler 等人(36)之研究則相反。在 Blatt(37)和 Bradfield 和 
Guttridge(5)之研究顯示磷肥之施用量 100與 200公斤/公頃之草莓產量無顯著差

異。Blatt 之研究(38)顯示，土壤中的有效磷大於 40-60 mg/kg 時，施磷肥無用。

總吸收的磷量為 40 公斤 P2O5/公頃，由果實移去的磷量(44%)約為 17 公斤 



 218

P2O5/公頃(23)。 

三、鉀 
對鉀肥之反應因品種而異(39)。Bould(40)已經證明開花與結果期間，葉片的

最適鉀濃度，分別應為>20 克/公斤及 15 克/公斤。鉀的消耗量與乾物產量呈

正相關。在開花時，鉀的吸收量達於最高。吸收的鉀量與吸收的鈣與鎂量之和

的比值，於營養生長期最低，成熟期最高。葉片與葉柄所累積之鉀量分別佔總

吸收量的 10 與 14%，果實中的鉀最高，約 70%。果實與其他器官中的鉀約佔

巨量要素的 42%，鉀的總吸收量約 190 公斤 K2O/公頃(1)。 

鉀與鈣之間有拮抗，鈣之施用量越低，植物體中的鉀濃度越高。而植物

體中的鉀濃度高，則與介質中之鉀鈣比高有關。植物體中的陽離子則與土壤中

者相關。總陽離子的濃度增加，鉀的吸收量增加，果汁的 Ph 值則不受影響(41)。 

四、鈣 
鈣在調控果實與蔬菜之成熟上的重要性已獲確認。草莓吸收之鈣，於達

開花期時，累積量達於最高。鈣主要分布在葉片(40%)、根(25%)及葉柄(16%)。
果實成熟期之吸收量下降，且僅有少量分布在果實(7%)。果實中的鈣佔巨量要

素的 2%，其他器官則為 28%。鈣(Ca)的總吸收量約為 56 公斤/公頃(1)。 

生長中之草莓葉片的頂燒症是因夜間低的相對溼度及濃的養分所引起局

部缺鈣而造成(42)。土壤溶液中鈣濃度、土壤溶液中鈣濃度與總陽離子濃度之

比值及與生長中之葉片的鈣濃度及頂燒症之程度密切相關(43)。施肥量增加，

生長中之葉片的鈣濃度與早晨之溢泌減少時，葉片的頂燒症增加。砂質壤土生

長之草莓的葉片的頂燒症多於有機質或黏質土壤。 

溶液中鎂與鈣的比值為 20：1 時，頂燒症加劇且使葉片鈣濃度下降。當

養分之鎂與鈣的比值增加，發生頂燒症之葉片鈣臨界濃度為 0.7 克/公斤。若土

壤溶液中鎂與鈣的比值大於一或鈣與總陽離子的比值小於 0.15，出現鈣缺乏症

候。因此，適當供應鈣之土壤溶液中，鈣與總陽離子的比值定為 0.15(41)。 

由於葉片鈣濃度與果實鈣濃度密切相關，因此，葉片鈣濃度可以當做需

鈣之指標。當組織中的鈣濃度低於臨界值時，葉面施用有效。鈣常常在果實收

穫前後施用，以防止生理異常以及延遲不同果實之成熟(44)。收穫前三至九天

葉面施用氯化鈣，增加組織中的鈣濃度、延遲成熟及延長貯存期間以及果實之

外觀，其效果持續整個生長期。但是，Blatt(45)之研究顯示，土壤及葉面施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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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草莓之品質(可溶性固體 soluble solids、汁的酸鹼度 pulp pH、可滴定酸及硬

度 titratable acidity and firmness)無顯著影響，但是減少貯存期之損壞(reducing 
fruit storage decay)，葉面施鈣也可以增加草莓之硬度。Lieten 和 Marcells(46)之

研究顯示，草莓葉片氮(N)/鈣(Ca)與鉀(K)/鈣(Ca)較大，氮、磷、鉀與鎂濃度較

高時，會出現白果(albino fruit)。白果是草莓之生理病，其特性為成熟期果實

沒有顏色，即白果呈現不規則之粉紅色甚至完全白色及有時候呈現膨脹現象。

白果在採收時通常會受傷，易受灰黴菌(Botrytis)感染，貯存時易敗壞。白果之

糖與酸含量低，收穫與貯藏之後較軟。白果與正常果的葉片無機營養元素並無

顯著差異，但白果之乾物量較低，而其葉片氮(N)/鈣(Ca)與鉀(K)/鈣(Ca)較大，

當施用較高鉀/鈣比的養分溶液時，果實之鉀/鈣比顯著增加。 

當土壤中的有機物含量高時，果實中的維生素丙也較高，但是這種影響

在同時施用石膏及白雲石時更顯著(20, 47)。 

五、鎂 
大部分鎂在營養生長期吸收(1)。所吸收的鎂則大部分分配在葉(31%)，其

次為果實(25%)。吸收之鉀/(鈣+鎂)比值於綠果期最高。鎂的總吸收量每公頃約

為 14 公斤(1)。 

六、硼 
不同之植物，硼之需求量不同，植物體中的硼濃度，雙子葉植物高於單

子葉植物者。硼缺乏與過多之範圍甚窄。由於草莓之栽培常選擇在砂質壤土，

故常有硼缺乏現象發生，或者需常常施硼，以補充土壤中之缺乏。 

硼缺乏最易顯現在生殖器官，導致減產。缺硼草莓產生之瘦果(achenes)
著生在果梗上的力量薄弱。因此，缺硼在影響果實產量之前，已先影響果實品

質。每一瘦果因組織生長而造成之膨大是對產量有最大影響的因子。缺硼，使

果實無法長大。 

在許多土壤中，當硼之施用量大於 1.23 公斤/公頃時，造成硼過多之毒

害，葉片硼濃度大於 50mg/kg 時，即有明顯症狀。對試驗之草莓適合的葉片

硼濃度為 20-30 mg/kg(42)。 

七、氯 
Lambert 等人(41)之研究顯示，草莓之營養生長不因大量氯離子取代硫酸根

離子而受到顯著之影響。提供高量氯離子則使開花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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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矽 
長久以來，即知草莓植體含有矽(48)，葉面施用矽(矽酸鉀，potassium silicate)

增加葉綠素與有機酸濃度，也增加生長。矽處理也增加糖脂(glycolipid)及磷脂

(phospholipids)濃度，以及提高不飽和脂肪酸的比例((18:2 + 18: 3)/18: 1)。此結

果可維持細胞膜的流動性(fluidity)，導致細胞擴張而促進生長。矽酸鉀處理也

引起代謝之改變，如增加檸檬酸與蘋果酸濃度，果糖、葡萄糖及環己六醇

(myo-inositol)濃度。表示矽有助於草莓之代謝(48)。 

結論 

較適合草莓生長的土壤是土層深厚之砂質壤土，草莓對 pH 值的適應範圍

則較廣，對水分之缺乏與過多則十分敏感，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栽培草莓

都採滴灌的方式，以免發生水分之缺乏與過多。一般而言，草莓之養分需求量

為中等，經由施肥管理，形成具有適當肥力之土壤，對草莓之生長與產量之影

響，往往超過當季對本田當作所施之肥料所造成的影響。氮是影響草莓生長與

產量的最重要無機營養元素，而同時供應硝酸態與銨態氮肥時，最利於草莓生

長，有機肥料(或土壤有機物)則具有這種功能。健康苗對生長與產量之影響甚

至會超過本田之肥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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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water, and inorganic nutrients managemen 

 of 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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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oil, water, and nutrients on the strawberry growth and 
production we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trawberry cannot stand water saturated 
soil for 24 h, however, strawberry growth also affected by water shortage. The most 
suitable soil for cultivation of strawberry is deep, sandy loam with irrigation. The 
fruit yield of strawberry varies with different cultivars, so is the nutrient 
requirement. The nutrient requirement for strawberry is medium. Fertile soil with 
high organic matter content is more favorable for strawberry growth than 
application fertilizers before and during the growth. The growth and production of 
strawberry are the best, when the nitrate and ammonium were simultaneously 
supplied and with 1: 1 ratio.  
 
Key words: Strawberry, soil, water, inorganic nutrient, nitrogen, phosphorus, 

potassium, Fragaria ananassa D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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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果菜類作物栽培之溫室 

 
姚銘輝、梁連勝 

農業試驗所 農工組 
 

摘要 

溫室披覆材料的光線穿透性是影響作物生長及發育的重要因子，本文收

集多篇相關文獻，探討不同披覆材料對溫室內光質及光強的影響。此外，台灣

夏天溫室降溫為重要的課題，在自然通氣無法將過多能量帶走前提下，披覆材

料塗成白色或溫室遮蔭也是可考慮的降溫策略。此外，紫外光可誘導合成類黃

酮，該物質是作物花色素的重要成分；因此，溫室栽種花卉作物應避免使用過

濾紫外光的披覆材料。增加溫室內二氧化碳濃度有助於作物生長，但實際運用

時，需考慮作物反應效率及設備使用方法，例如成本、氣候及二氧化碳之分布

等。 
 
關鍵字：溫室；披覆材料；光質；光敏素；穿透率 

前言 

由於人類對地球環境的過度開發及破壞，已經造成氣候的亟劇改變，尤其

是地球暖化所衍生異常氣候發生的問題。而農作物栽培及農業生產與大氣環境

息息相關，當氣象災害發生時，農作物損失常居災害損失的首位。因此，建立

人工控制的栽培溫室日益普遍，除提供病蟲害防治及調節作物栽培曆外，防範

氣象災害更是重點，尤其是防雨及防風部份。但溫室栽培仍存在一些障礙，如

夏季高溫、高濕的問題，雖然透過自動化控制設備如水牆、風扇及灑水系統可

以改善夏季栽培的困難，但對生產果菜類這種成本需求低廉的作物，栽培溫室

在無降溫設備下，如何藉由被覆蓋材料的選擇，作物栽培技術改進及溫室內微

氣象的探討，以提供建構適合溫室的參考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溫室微氣象環境 

地球氣候環境的改變肇因於人類大量使用石化原料及土地過度開發，使得

以氣態方式存在的二氧化碳大量增加，而二氧化碳濃度和地球暖化有密切關

係，一般稱為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而農業栽培溫室內高溫和大氣的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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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效應有相同的機制，基本上，太陽輻射穿透溫室披覆材料，大部份光譜為土

壤或作物群落(canopy)所吸收，少部份光譜反射回大氣中，其中紅外光(>740nm)
是二氧化碳及水汽吸收波段，因此這些波段能量會滯留在溫室內而造成溫度昇

高，除此之外，溫室夏季昇溫和密閉環境通氣率低及垂直對流減少也有關。 

在探討溫室內部微氣象前，先說明大氣氣候環境的改變，因這會直接影響

局地氣象。全球氣候因溫室效應而增溫約 0.5℃(15)，而姚等人(1999)針對我國

過去 45 年氣象資料分析發現，各地也有 0.09-1.62℃的增溫現象。對作物栽培

而言，溫度增高 1-2℃即會改變生育日數，但更重要為增溫是造成異常氣候頻

率增加的原因之一(16)。面對氣候的不穩定及氣象預測的準確性仍不足，利用

溫室調節栽培環境可維持作物穩定生產。 

徐等人(1992 a,b)曾針對我國溫室微氣象變化作一系列研究，包括溫室內

之熱收支、溫度、濕度及光環境等，以探討溫室座向(東西向及南北向)對洋香

瓜及蔬菜栽培的影響。其中溫室熱收支之向上能量的分配部份，潛熱(latent heat)
佔比率最高，可達 65-70%；可感熱(sensible heat)約佔 25-20%，而地中傳導之

熱量僅佔 10%左右。在春夏兩季，溫室內濕度平均高於室外 20%，同時蒸發

散量可達 4.5 mm ⁄ day 以上，顯然夏季溫室內水汽對流旺盛，溫室屋頂以開窗

方式使水汽能藉由對流排出室外，此具有冷却空氣的效果。如果水汽無法完全

排出，或溫室內外溫差過大時，在披覆材料內層容易在表面凝結水滴，尤其容

易阻擋太陽輻射穿透之未處理表面塗劑者。Pollet and Pieters(1999)比較乾及溼

披覆材料之輻射穿透率，二種處理在入射角由 0-55。間呈定值，濕的表面減少

輻射量約 23%，之後隨入射角度增加則兩者差距縮小，75。時相差僅 3%，同

時就一天的累積輻射量而言，凝結水滴的批覆材料約減少 15%的輻射量，有

些報告則指出相差約 9-19%(33)或低於 8%(12)，這和所選擇覆蓋材料及測量時微

氣象有關。溫室內水汽凝結除影響輻射量外，凝結水滴掉落在作物葉片上，或

造成空氣相對溼度增高，容易引發病蟲害的發生。因此，增加開窗面積及內循

環風扇可增加空氣擾動，使溫室內上下對流增加，葉片蒸散作用旺盛，蒸散流

帶動土壤營養成分的吸收，同時穩定葉片溫度，有助於各種生理代謝及酵素活

性，可使作物適應夏季高溫環境。 

在密閉或半密閉的溫室環境中，二氧化碳濃度和外界不同，由實測資料顯

示，溫室內外差異可達 150 ppm，一般稱此現象為二氧碳缺乏(CO2 depletion) 
(9,14)；溫室內 CO2 偏低的原因主要為作物吸收及 CO2 通量(flux)減少所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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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而言，CO2 缺乏不利於乾物質累積及產量，因此，溫室內添加 CO2 是在避

免 CO2 缺乏(34)，惟添加 CO2 增加生產成本。利用外界新鮮空氣送進溫室，或

在作物行光合作用時增加換氣率，可改善 CO2 缺乏的現象(37)。同時，若能提

高溫室內 CO2 濃度可增加光合作用速率，有助於生質量(biomass)的累積；因

此，國外相當多有關溫室內添加 CO2 對作物生長影響的研究(17)，而 CO2 添加

方式可由氣體鋼瓶或燃燒方式產生。夏天在溫室種植果菜類作物因高溫必須增

加通氣，於溫室內添加 CO2 並不可行，冬季雖可以較密閉方式種植，但溫室

內水汽仍需排出以減少病害發生，較可行方式是在地下舖設管路，氣體直接供

應葉片進行固碳作用，而不以整棟溫室作控制。 

覆蓋材料特性及溫室設計 

溫室被覆材料的選擇需由各種角度作考量，包括物料成本、維護成本、氣

候條件及栽種作物特性等。而發展具抗霧、UV 穩定、隔離紅外光及可長期使

用之材料，則可有效提高 PAR 穿透，節省能源及低維護成本(13)。Papadopoulos 
and Hao(1997)比較玻璃、PE 塑膠布及壓克力等材料所搭建溫室之微氣象條

件，三種材料之 PAR 穿透率以玻璃 62.6%為高，其次是壓克力 57.9%及 PE 塑

膠布 55.7%；而溫室內之溫濕度以 PE 塑膠布最高，壓克力次之，玻璃溫室則

最低。雖然玻璃及壓克力材料是較理想之溫室被覆材料，但成本偏高，目前仍

以 PE 塑膠布為主。 

溫室內日夜溫差極大，可高達 12-19℃(徐等 1992b)。如何調節溫差以提供

作物合理溫度範圍，國外在極端氣候條件(如砂漠)所興建溫室的設計可供借

鏡。Feuermann et al.(1997)將溫室覆蓋材料以液體輻射過濾器(liquid radiation 
filter)取代，白天將輻射加熱後之液體儲存於熱量交換裝置，夜間再將熱能送

回溫室屋頂加溫，同時因避免傳統通風或蒸發冷却，溫室保持密閉環境，可利

用添加氣體 CO2 濃度，以增加作物產量。依據試驗結果，此種溫室設計可周

年栽培作物，同時增加產量 14-35%，另由於避免結露，農藥使用量約為傳統

溫室 1/4 到 1/8 之間。液體過濾器中添加 1.5 %硫酸銅(CuSO4)溶液，可吸收紫

外光 (200-400nm)和紅外光 (700-3000nm)，但作物光合作用所需之可視光

(400-700nm)則可完全穿透。減少紅外光則增加紅光/紅外光的比值，有助於高

CO2 環境下作物的生長(11)。事實上，利用硫酸銅過濾紅外光，以控制株高也廣

泛用於溫室作物(23,31)。Li et al.,(2000)以四種不同濃度之吸收紅外光染劑塗抹於

PE 塑膠布上，並和硫酸銅濾片作比較，染劑濃度越高，則 R：FR 比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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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高度及節間長度減少約 10-35 %，但硫酸銅濾片所生長苗較矮，原因是硫

酸銅為藍色液體，藍光可降低株高(39)。Oyaert et al.,(1999) 利用含有不同藍色

吸收色素濃度的 PE 膜，比較溫室內菊花的生長，在藍色濾片下，B：R 大幅

增加及 R：FR 下降，對作物的影響則是 CO2 同化速率及乾物重下降。事實上，

藍光比值增加將減少葉片及莖之可溶性糖類(蔗糖、果糖及葡萄糖)及澱粉含量
(8)。 

夏季溫室內高溫可藉由自然通風達到降溫的效果，但在水平風速偏低或垂

直對流不旺盛下，無法由通風帶走溫室內的熱氣，尤其是大面積或高度偏低的

溫室(4)。將覆蓋物塗抹白色顏料以增加反射，降低輻射負載(radiation load)是一

種低成本，改進溫室微氣象的方法。Kittas et al.,(1999)認為白色塗料可略為增

加可視光在入射輻射能的比例，紅外光相對減少。而 Baille et al.,(2001)探討白

色玻璃使溫室之輻射穿透係數下降，進而影響微氣象環境。溫度方面，白色塗

劑的利用在盛夏具有降溫 5℃的功能，同時群落葉溫對氣溫之差值及水汽壓值

明顯下降，另由於高溫獲得改善，溫室內物理環境如可感熱及鮑溫比(Bowen 
ratio)顯著降低，使作物氣孔可完全打開，蒸散作用增加，作物因生長代謝旺

盛而有助於生長。就實際運用而言，目前常用黑色塑膠布作為外遮蔭的材料，

改用白色材料亦應具有降溫效果，而又不會大幅減少入射輻射量，白色可明顯

增加散射光(scatter light)的比例，而這能有效增加作物葉片之輻射利用效率

(radiation use efficiency)。 

溫室作物之光質需求 

溫室披覆材料對於溫室內部微氣象環境扮演具有重要角色，包括太陽入射

的光質和光量都能直接影響溫室作物之生長及分化。基本上，太陽輻射的波譜

範圍，一般定義在 300-3000 nm，由紫外光(UV)到遠紅外光(far red：FR)之間。

植物葉片對光質的需求主要在可視光的光譜範圍(400-700nm)，尤其是藍光

(425-490 nm)及紅光(640-740 nm)是光合作用光系統(PSII 及 PSI)所截取之主要

光譜。McCree(1972)量測出作物之有效光譜及光量子產量(quantum yield)後，

使光質在作物型態發生及生理反應上的影響有更明確的瞭解。而近年來，對光

質在生理反應上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光接受體(Photoreceptor)的基礎

研究，及光質在作物型態或發育上的控制(24)。 

光敏素(phytochrome)是一種具有光轉換功能的蛋白質(35)，含有兩種反應

狀態，Pr 為紅光吸收狀態，Pfr 為紅外光吸收狀態，輻射光譜中紅光及紅外光



 231

的比值(R：FR)決定 Pr ⇔  Pfr 的轉換，可控制發芽、開花和光合作用胞器的

發育(18)。因此，作物光型態的反應受紅光/紅外光的比值影響，可用光敏素光

平衡值(phytochrome photo-equilibrim；Φ)作表示(31)，如果光環境中，紅光高

於紅外光則Φ值較高。Morgan and Smith(1979)指出草本植物莖伸長比例和Φ

值有關。Casal et al.,(1995)指出 R：FR 比值下降將使節間還原糖量增加，也改

變葉片到莖部碳素的分配因此，高紅光生長之植物莖節較高紅外光為短。在溫

室產業，生產者會以較密植及將盆栽置於網架上栽培，光的垂直分佈，在群落

上方截取紅光，群落下方則紅外光增加，密植下Φ值降低，植株細長及徒長，

克服方式可用人工光源增加紅光及降低紅外光的方式，但需增加生產成本及作

物生長容易畸型，因光源之光譜分佈不協調(30)。 

紫外光對溫室作物之影響 

紫外光(尤其 UV-B)破壞葉片光系統而影響農作物產量(21)，在溫室內，

UV-B 佔輻射能的比例較田間高 (32)，除影響葉片光合作用外，Valkama et 
al.(2003)指出溫室內過多 UV-B 和高硒(selenium；Se)含量的土壤結合使草莓葉

片生長受阻，尤其是葉片長度及走莖乾重下降最為顯著。但 UV-B 並非對作物

完全有害，Teklemariam and Blake (2003)以低劑量 UV-B 前處理胡瓜幼苗，發

現可增加對高溫(44-48℃)的忍受性，主要機制是維持細胞膜完整性，而未前處

理之植株在高溫處理後，脂質過氧化及細胞膜滲漏明顯增加。葉片表皮細胞內

之類黃酮(flavonoid)是植物的二次代謝產物，也是紅、藍及紫色花色素的主要

成份(40)，而 UV-B 則可誘導此種物質的形成。Bieza and Lois (2001)分離出可抗

高劑量 UV-B 的阿拉伯芥突變體，發現該植株含有高量的酚類化合物，其中包

括類黃酮。因此，目前雖然有商品化抗紫外光之被覆材料，但對於花卉作物的

溫室栽培仍應有適當比例的紫外光，以提高花卉的色澤。 

結論 

台灣農作物之生產面臨多種氣象災害的威脅，其中風雨害更居首位；不論

是簡易塑膠溫網室或具有多功能控制之精密溫室，主要目的在於防災，以提供

穩定的氣象環境栽培作物。本文所探討適合果菜類生產之溫室，此類溫室之特

性在於低成本及盡量減少動力的使用，當然隨著溫室面積逐漸增加，所提供的

功能更多樣化，包括產期調節及病蟲害防治等。而溫室栽培之密閉或半密閉環

境，仍有許多問題亟須待解決，例如夏季高溫問題，可透過披覆材料的選擇、

增加通氣率，溫室內外遮陰、甚至塗抹白色顏料以增加反射，及減少輻射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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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應可達到降溫的效果。此外，增加溫室內 CO2 濃度可增加作物固碳

速率，有助於作物生產，但除了生產成本考量外，夏季高溫需增加通氣，如何

兼顧 CO2 的利用，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依據國外研究報告，利用液體過濾材

料減少紅外光進入溫室內，在夏天具有降溫功能，同時溫室保持密閉，才能使

CO2 有效利用。揭示溫室改進或促進生長的策略，需配合各項現有條件作整體

性考量。當然，對溫室內作物的生理反應及微氣象觀測需做更廣泛及精確的研

究，以 CO2 的反應為例，我國溫室內栽培果菜類作物，其生長是否有 CO2 缺

乏的問題？或是提高多少濃度對作物促進程度為何？皆有賴於基礎資料的建

立，才能評估各項措施的效益及成本，同時也應建立溫室微氣象條件和作物生

長性狀之相關模式，這對於作物產量及栽培曆的建立極為重要，然而過去不論

是溫室內或溫室外，包括溫室物理環境的偵測，例如潛熱、可感熱、淨輻射及

土壤熱流等通量咸少研究，但卻是水汽或二氧化碳平衡模式建立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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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ght transmitted by greenhouse cladding or shading materials is essential to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plants. This review article collected  
abundant literature to evaluate the light quality and quantity within greenhouse 
with different photoselective plastic films. In addition to, greenhouse cooling is an 
important matter during sunny summer days of Taiwan. Natural ventilation is the 
normal practice, however,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extracting the excess energy. 
Therefore, whitening the cover material or shading the greenhouse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strategy of cooling. UV light induces the synthesis of flavonoids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lower pigments for plant, therefore, the 
UV-cut plastic sheet should be avoid when cultivated flower crops in greenhouse. 
Many greenhouse crops respond favorably to CO2 enrichment, however, the 
constraints was found in crop response efficiency and method of implementation, 
such as cost, climate and CO2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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