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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開發早收栽培技術、全果加

工利用　全面解決文旦產業問題

文旦柚是宜蘭花蓮重要作物之一，其生

產與銷售一直是本場關注重點。在生產方

面，本場多年於產地進行技術改進，今年更

提出早收栽培技術，讓農友不再受限白露的

時序限制。加工方面，則朝文旦全果利用邁

進，本場從綠皮、白皮到果肉，開發食品、

飲品、清潔用品等原料加工技術，期望延長

文旦銷售時間，完善文旦產銷鏈。

平均每 3年，柚農就會因為白露和中秋
差距時間過短，造成銷售壓力。因此本場統

整近年輔導柚農的栽培技巧，在一整年期間

適時施肥、澆水及修剪，讓文旦果實可於 8
月中下旬，即可達到 10.5-12度、轉色良好、
果肉細緻飽滿的銷售水準，如此農友將可自

由調配銷售時期。

除銷售鮮果外，文旦部分格外品，則可

進入加工程序。本場開發全果加工技術，從

外層綠皮開始，白皮及果肉都能完全利用。

產品包括精油、柚皮糖，柚鹽、沾醬、飲品

及烘培等原物料。本場去除文旦柚皮的苦

澀，又引進文旦取肉等機

械，不但提升產品口感，

又能大大地減低人力耗

費。預期本場開發的文旦

早收栽培及加工技術，可

大力提升轄區文旦產業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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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開發文旦早收技術以及全果利用加工技術，完善文旦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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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炎熱乾旱的氣候，常造成龍鬚菜植

株生長障礙甚至死亡，尤其今年梅雨少，4-5
月生產溫度偏高、雨量下降，已影響龍鬚菜

生育。本場建議適度給水、搭設遮陰棚架，

可增加 106%的收穫量。

花蓮縣龍鬚菜 4-5月是生長最旺盛的時
期， 6月後產量下降，往年直到 9月為產量
最低的時候，價格也從每公斤 40元提升至
90元。因此本場研究龍鬚菜龍鬚菜夏季生長
條件，希望確保農友在夏季的收益。

本場觀察龍鬚菜靠近流水處的植株死亡

較少，經試驗後適度給水，可讓龍鬚菜有足

夠的水分可以行蒸散作用以降溫，須注意溝

灌水溫不能過高，建議在太陽西下之後再行

灌水，或是給水時讓水持續流動。同時縮短

灌水週期，維持好土壤濕度避免植株缺水，

建議以噴灌方式給水，同時兼具降溫效果。 ▲適度給水及遮陰，讓龍鬚菜避免夏季高溫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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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產業龍鬚菜

應對夏季高溫有招數

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甘藍有機栽培生育障礙問題探討－以西寶地區為例

測試結果與配套措施研擬

談到前述兩期石灰減量並添加有機質之土

壤改良試驗結果，兩個期作結果均顯示不添加

石灰對其產量品質並無影響。另夏季的二期作

甘藍黃葉病罹病田區因山上溫度提高，且水源

不足，部分田區菜球出現落葉情形，黃葉病情

形亦更為嚴重。團隊建議不宜連作十字花科作

物，然農友仍嘗試轉作結球白菜，因此團隊亦

同時進行病原性接種檢定，向農友證實結球白

菜亦為感病寄主，於採收結果亦證實有許多發

病植株，雖然比甘藍生長勢稍佳，但收穫不盡

理想，後續與農友商討隔年因應對策。

甘藍黃葉病於田區防治不易，一般不建議

再連作甘藍等十字花科蔬菜，另可對土壤進行

處理，以每分地 25-60公斤烏肥 (氰氮化鈣 )、
120-160公斤 SH土壤添加物或石灰等物質，
於整地時進行土壤添加混拌，但有機田區只能

使用石灰，然而於 109年秋作進行石灰操作的
防治效果不顯著，因此亦不是有效的對策，建

議農友先以休耕輪作更換作物別的方式進行土

壤調養，目前先嘗試轉作其他非十字花科之作

物，甘藍則待秋季第二或三期作時再行種植，

希望能有良好的結果。

3 因黃葉病影響田間定植一個月之甘藍生育不佳

4 經病原性測試確認病因為甘藍黃葉病。(左：不處
理對照組生長良好，右：接種處理組萎凋死亡 )

5 結球白菜接種甘藍黃葉病菌 (左、右 )者，生育明
顯較不接種植株 (中 )差

6  農友嘗試種結球白菜 (右 )雖較甘藍 (左 )生長勢
好，但仍不盡理想　 

結　語

西寶地區為花蓮重要之有機蔬菜作物生產

基地，長期連續耕作相同作物及一貫的栽培習

慣，已誘發難以解決之十字花科黃葉病，於有

機栽培上是一大挑戰。相信在有機栽培的高冷

地蔬菜產區也可能有類似的情形發生，目前建

議以輪作之方式做為調節，不應過度仰賴防治

資材，須對作物病因有正確診斷及永續耕作之

防治觀念，期能持續改善當地作物栽培環境增

進作物收穫及品質。

65另外搭設遮陰網，避免強光直接照射，

也可以有效降低溫度。本場以 50%遮陰網比
較露天栽培的龍鬚菜產量，結果有遮陰的收

穫量為 117.9公斤 /0.25分地，露天栽培為
57.3 公斤 /0.25分地，顯示遮陰可提升夏季
龍鬚菜產量 106%。因此本場建議農友適當改
善龍鬚菜生長環境，以利維持龍鬚菜夏季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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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友解決問題一直是本場的理念核心，

地方大宗產業更攸關眾多農友生計。因此

本場已陸續協助青蔥、文旦等產業，本專

輯則以鳳林地區西瓜及秀林西寶地區甘藍

為例，採用栽培、肥料管理及病蟲害防治

等措施，逐步改善作物生育障礙。不過這

些都是階段性試驗，未來場內團隊將持續

接受挑戰，維護地區農產業穩定生產。

工本費：30元
本雜誌僅供場內同仁投稿

轉載本刊圖文  須經本場同意



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作者：陳季呈 研究員
　　　場長室

電話：(03)852-1108轉 1200

花蓮鳳林中心埔
西瓜生育問題診斷分析
與因應策略及作為

前　言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有「總統瓜」美稱的花蓮鳳林中心埔西瓜，

近年因受氣候變遷而影響其品質及產量，尤以

108年 1期作影響最大，中心埔約有 5成西瓜，
在生育中後期因氣溫忽高忽低及連續降雨而造

成西瓜裂開壞死，使得農民損失嚴重；而 109
年 1期作的西瓜也出現有西瓜裂開、果皮較黃
的黃瓜，或收成的西瓜較小等情形，且在堤防

內區塊發生尤甚，於是鳳林鎮農會在同年 5月
向本場提出請求協助，希望可以找到解決方

法，改善鳳林中心埔西瓜發生的問題，以重振

鳳林中心埔大西瓜之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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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產業介紹

花蓮西瓜栽培面積為全國之冠，根據農委

會統計 109年花蓮西瓜種植面積為 1,869公
頃，其中 1期作面積 1,073公頃，栽培品種以
「華寶」大西瓜為主，產區自南向北集中於玉

里鎮、鳳林鎮、瑞穗鄉、壽豐鄉，其中以鳳林

鎮栽培西瓜 500公頃面積最大。而萬里溪畔鄰
近堤段邊區塊 -中心埔，為鳳林鎮西瓜主要生
產地，因其為河川沖積沙洲地，適合西瓜生長，

再加上灌溉水來自中央山脈的純淨水源，與合

宜的氣候條件，生產出口感「沙」、「脆」、

「甜」的大西瓜，早已聞名全國，更多次為國

宴指定水果，而贏得「國宴瓜」、「總統瓜」

的美稱，是炎炎夏日裡消暑的首選水果，而花

蓮大西瓜亦為花蓮的「綠金」產業，為農民帶

來很好的收益。

西瓜為葫蘆科西瓜屬一年生草本蔓性植

物，因原產非洲，其性喜高溫，但極不耐寒，

依據相關文獻報告指出，西瓜種子發芽期適溫

為 26-30℃，植株定植後其生長快速，適宜莖
葉生長的溫度為 25-30℃，而當溫度低至 12℃
或高於 40℃時，植株發育則會隨之減緩或停
止。西瓜根系發育適宜溫度為 25℃左右，開花
授粉則為 25-30℃左右較好，而果實成熟適溫
為 28-32℃左右，當西瓜開花授粉及果實成熟
時，日夜溫差越大，生產的西瓜品質越佳。西

瓜喜晴天、高溫、強日照，日照時間需 10-12
小時，且因生長快速，葉面積大，需水性高，

故水分充足補充對西瓜生育相當重要。在土壤

方面，西瓜對土壤的要求並不嚴苛，以排水良

好的砂質壤土為佳，如土壤富含有機質更好，

土壤酸鹼值以 5.5-6.5為宜；砂質土壤因土質
吸熱快、地溫高、日夜溫差大，有利於西瓜早

1  108年 1期，鳳林中心埔西瓜因氣溫忽高忽低及
連續降雨而造成西瓜裂開壞死，農民損失嚴重

2  本場成立西瓜品質改善專案，召集栽培、植保及土
肥同仁組成研究輔導團隊，除內部定期會議討論
外，並透過與專業農友深度訪談，深入了解農友栽
培時程及用肥、用藥情形，以分析釐清問題原因與
因應對策規劃

熟。西瓜忌連作，尤其前期作忌避葫蘆科瓜類

蔬菜等作物。為防止西瓜生育期受蔓割病、蔓

枯病危害，目前多由專業種苗場生產嫁接苗供

應農友種植，西瓜根砧多為南瓜或扁蒲，而目

前花蓮大西瓜多以荷蘭種與壯士種之根砧，嫁

接華寶品種之大西瓜為主。

中心埔西瓜問題分析

接到鳳榮地區農會對西瓜栽培改善的請求

協助後，本場在第一時間即召集作物栽培、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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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花蓮鳳林中心埔西瓜生育問題診斷分析與因應策略及作為

六、西瓜嫁接苗，因嫁接位置過低或根砧過短，

而使種植後嫁接位置與土壤接觸，而遭土

傳性病害危害。

西瓜品質改善因應策略與具體作為

問題原因經診斷分析後，本場依作物生產

流程與影響因子，從土壤處理、健康種苗及氣

象、栽培、病蟲害與肥培等管理因子切入，提

出因應策略與具體作為分述如下：

一、土壤處理

土壤為作物生長之根本，由於中心埔西瓜

長年連作下，易使前期西瓜或其他葫蘆科瓜類

蔬菜病菌持續累積，而危害下期作之西瓜，尤

以土傳性病害為甚。故本場建議於西瓜採收後

深耕翻土，利用夏日炙熱陽光曝曬來消毒土

壤，另亦可於休耕期間以烏肥或菜籽粕進行土

蟲害、土壤肥料等專家，成立西瓜研究輔導團

隊，除即刻著手蒐集西瓜文獻資料外，並與幾

位重要且專業的農友做深入訪談，抽絲剝繭，

企圖分析釐清西瓜問題。經農會與農友指出，

鳳林中心埔西瓜種植期間遭遇多種障礙，出現

瓜果黃化、裂果，並有蔓割病、病毒病、粉蝨

及薊馬危害嚴重，致產量、品質降低，經本場

診斷後，歸納問題原因分述如下：

一、因長年連作而產生連作障礙，如蔓割病為

土傳性病害，當連續種植，土地在沒有休

息下，易使病菌持續累積，而危害下期作

之西瓜。

二、為搶早上市，種植時間過早，致西瓜生育

初期有低溫侵襲之疑慮，而影響根部及莖

葉之生長。

三、栽培環境較過去封閉，通風不良，致微氣

候環境較為悶熱，易發生病蟲害。

四、前期作或西瓜田區附近多有南瓜、冬瓜等

瓜類作物種植，因大多為低度管理，而成

為小型害蟲的棲地，影響附近西瓜生育。

五、氮肥使用過多，致西瓜雖已開花，但營養

生長仍旺盛，而影響果實生育。

3 4A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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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處理，或種植萬壽菊等忌避植物，以減少土

壤內之線蟲或病原菌，降低下期作蔓割病或根

瘤線蟲危害之風險。在試驗規劃及具體作為

上，本場於 109年 7月起，於中心埔 5位西瓜
專業栽培戶，分別採其土壤及灌溉水樣本進行

分析，並訪談農友的用肥、用藥與栽培管理習

慣，對應其生產之西瓜品質，以利後續問題分

析與提出具體有效建議，同時讓研究人員對西

瓜栽培的掌握度快速提升。另為降低 110年 1
期西瓜土傳性病害之發生，於 109年 9月起進
行包括土壤翻耕曝曬、土壤燻蒸及種植萬壽菊

等前處理工作，於110年1期作進行相關調查。

二、健康種苗

種苗健康與否對作物後續生育影響甚大，

為強化西瓜種苗的健康程度，避免受蔓割病危

害，本場建議農民在收到西瓜嫁接苗時，可處

理預防性藥劑或微生物製劑。在試驗規劃及具

體作為上，本場於 109年 2期作起，選擇強健
且具抗病性的南瓜品系作為西瓜根砧之試驗，

期望透過根砧之測試，能再找到適宜華寶大西

瓜生長的根砧品種。另外，本場於 110年 1期
作針對西瓜嫁接苗，進行具潛力之微生物製劑

篩選試驗，以降低西瓜種苗定植後受蔓割病危

害之機率。

3 在進行具體試驗作為時，輔導團隊皆與農友做充分
的討論，照片為西瓜田區休耕期進行深耕翻土與後
續撒萬壽菊之討論說明

4A  為減低連作影響下期作西瓜品質，本場在 109年 2
期作結束後進行相關試驗，透過板犁 (深耕翻土 )

4B 種植萬壽菊來減少土傳性病害及根瘤線蟲發生

5 輔導農友處理有益微生物，強化西瓜嫁接苗，輔導
團隊與農友把握面對面時間討論西瓜議題　

6 從西瓜問題分析、提出因應對策與具體試驗規劃，
本場均隨時回饋農友，並以專案報告方式與鳳榮地
區農會分享

三、氣象因子

原產非洲的西瓜，喜愛高溫，強日照，但

極不耐寒。而中心埔農友因受育苗場供貨影

響，與期望提早採收搶市場先機，近年 1期作
提早半個月甚至 1個月種植，致受低溫影響生
育。本場建議自 110年 1期作起，不要搶種西
瓜，將種植期回到過去 1月下旬的種植時間，
以降低冬季低溫影響生育之風險。在試驗規劃

及具體作為上，因農友反應中心埔栽培環境較

過去封閉、通風不良而悶熱，而鄰近之萬榮氣

象站又無法反映中心埔氣候條件，因此本場

110年 1期時設置小型氣象設備，藉由氣象條
件、土壤溫度、水分蒐集，期望更能釐清問題

與改善解決。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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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花蓮鳳林中心埔西瓜生育問題診斷分析與因應策略及作為

四、栽培與肥培因子

栽培方面，本場除建議不早植、不連作、

不與其他葫蘆科瓜類輪作，但實際上，農友可

調整不提早種，但在避免連作仍有困難。在試

驗設計及具體作為上，如前述之土壤處理，以

降低下期作西瓜罹病風險外，在品質提升上，

於 110年 1期作進行畦面覆蓋試驗，減少著果
後遇到高濕霪雨氣候下，氮肥釋放速度過快而

影響果實發育；及西瓜著果後施用高磷鉀試驗，

期望藉由高磷鉀補充，改善黃瓜、裂果發生。

肥培方面，本場建議在西瓜種植前 2個月進行
土壤採樣及分析，以為下期作施肥量之參考。

具體作為上，本場透過訪談農友用肥及試驗田

區每月採集土壤進行檢測分析，並檢視比對施

肥手冊之用肥建議，期望可給予農友更精確地

用肥建議。

五、病蟲害因子

本場在土傳性病害除前述的土壤處理、健

康種苗的建議外，更強化農友正確用藥並輪替

使用不同作用機制藥劑。在試驗設計與具體作

為上，於 110年 1期作起，研究團隊定期至
前述土壤處理、健康種苗試驗田區調查蔓割病

與病毒病發生率，及監測粉蝨及薊馬族群，與

試驗農戶保持暢通連繫管道，隨時輔導正確用

藥。同時為釐清並證明西瓜病毒病發生與粉

蝨、薊馬小型害蟲，及周邊其他葫蘆科瓜類管

理之關連性，本場除於西瓜試區進行調查外，

同時亦將試區附近之南瓜田區納入病毒病調查

範圍，並監測粉蝨、薊馬之數量變化，以釐清

致病因子，提出更有效的具體建議。

結　語

西瓜研究輔導團隊與農友經過一年的努力

後，當 110年 1期作西瓜採收時，我們看到農

民的臉上堆滿滿意的笑容，鳳林中心埔西瓜不

僅大豐收，且個頭比前幾年更大、更重，顯然

我們進行的部分調整技術奏效了，但是不是已

圓滿解決了所有問題呢？我想答案很清楚，西

瓜還需要我們繼續努力，完成這階段性試驗，

不是專案的結束，而是研究的開始，未來仍有

許多挑戰等著團隊持續鑽研努力。

7 研究團隊定期採土檢測、定期試驗調查。為釐清其
他葫蘆科作物對西瓜的影響，更增加附近南瓜田區

的小型害蟲監測及病毒病調查，同時設置小型氣象

設備，監測中心埔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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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瓜為宜蘭及花蓮縣最大宗之蔬菜作物，

光是一期作面積就分別佔 733及 1,073公頃，
為宜花地區的重要農業產業，宜花兩縣因為其

特殊的土壤與氣候，所生產的大西瓜品質良

好、遠近馳名。然而，農民栽培大果西瓜的主

要品種‘華寶’西瓜已經多年，不免產生許多

病害與蟲害，最主要的西瓜土壤病蟲害為蔓割

病與根瘤線蟲，而利用嫁接抗病良好的根砧可

以使西瓜植株抵抗蔓割病與根瘤線蟲的危害，

本文將介紹西瓜根砧與嫁接苗的生產與利用。

蔬菜嫁接苗的生產簡介

嫁接係利用不同品種或種類的植物將其連

接在一起而存活之技術，目的就是為了要抵抗

土壤中的病蟲害及逆境。蔬菜要食用的上方部

分稱為接穗，下方具有病蟲害逆境抗性的部分

稱為根砧。接穗與根砧的接合過程中，接合處

中間會增生成癒傷組織橋，隨後會分化成新的

維管束組織幫助水分與養分的輸送，因此這個

癒合過程影響嫁接苗的生長甚鉅，癒合不良通

常會出現癒合組織生長慢及維管束輸送養分水

分變慢的情形，甚至接穗發育不良至死亡。影

響接穗與根砧癒合最重要的決定因子為嫁接親

和性，因此至少要選擇同科蔬菜作物進行嫁

接，同種作物尤佳，例如西瓜可嫁接在西瓜、

南瓜及扁蒲上，但也依品種而有不同之親和

性。

作者：王啟正 副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000

西瓜嫁接苗之生產栽培與改進

1  剛發芽的接穗插接在瓜類接穗頂端，初學者可用夾
子固定以增加存活率

2 瓜類靠接的情形

3  本場農民學院蔬菜嫁接實習課中，學員以牙籤在瓜
類根砧頂端戳洞

1

2

3

此外，接穗與根砧在嫁接時必須保持緊密

接合，以免有空隙造成癒合不良，因此在削切

接穗及根砧時要有熟練的技術，刀具必須鋒

利，使得切口平滑再輔以適合的夾子或套管，

以利緊密結合。接穗與根砧的粗細必須相配

合，如番茄切接接穗與根砧大小必須相同，西

瓜接穗必須為剛發芽的苗以利插接在根砧頂端

的洞口。

花蓮區農業專訊第一一七期 /110.09月號 / 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專輯 7



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西瓜嫁接苗之生產栽培與改進

嫁接後癒合及馴化環境亦十分重要，一般

瓜果蔬菜嫁接苗癒合溫度為 25℃， 相對濕度
為 90%以上，嫁接後剛開始 2-3日控制光照為
完全黑暗，第 3-4 日可提供嫁接苗光源，約為
500 -600 lux，隨後視生長狀況可將光源增強
至 2,000 lux，直到接穗確定可由根砧獲取水、
養分後才將嫁接苗移至戶外馴化。馴化目的在

於促進嫁接苗適應戶外環境，一般建議在溫度

25-30℃、相對濕度約 80%、遮陰 50% 環境，
以循序漸進方式進行馴化處理，以使嫁接苗適

應未來定植後的生長環境。

西瓜嫁接目的與方式

西瓜嫁接的目的是抗蔓割病、根瘤線蟲、

黃萎病及耐低溫、乾旱。最常使用的嫁接方式

為靠接與頂插接，靠接時以刀片將砧木子葉下

方之胚軸由右上方往左下方斜切約 1公分；隨
後在接穗子葉下方 2-3公分 之胚軸由左下方往
右上方斜切約 1 公分，再將接穗切口與砧木切
口靠合，並以嫁接夾固定即可，癒合後再將根

砧的頂端及接穗的基部去除。

頂插接則是將根砧的頂芽去除，再利用楔

形細針或牙籤自根砧頂端插入約 0.5公分，再
將剛發芽的接穗以刀片削切為楔形，長約 0.5 
公分，接著將細針或牙籤自根砧頂端拔出，隨

即將接穗插入砧木頂端，使穗、砧切口密合即

可。頂插接法嫁接密合度高，且不需使用嫁接

夾，生產成本較低，受種苗業者歡迎。

西瓜根砧用品種及種植注意事項

西瓜最常用的根砧品種為農友種苗公司的

‘壯士’，其次有農友種苗公司的‘鐵甲’，

另外有花蓮縣農民偏愛使用的荷蘭種及少數人

愛用的‘超野 10號’，‘壯士’的下胚軸為
深綠色的，故稱為青骨種，而荷蘭種及‘超野

10號’為西部嫁接場自行販售繁殖的品種，
‘超野 10號’的根系發展比較旺盛但葉色比
較淡，這些品種嫁接苗在生長時會有一些根砧

比接穗還粗的砧正現象，為西瓜嫁接南瓜的正

常現象。種植時要注意定植深度不要太深，避

免接穗接觸土壤，若接穗接觸土壤則容易直接

由接穗傳染土傳病害。

由於 108年起發現花蓮有少部分西瓜植
株生長表現不良，西瓜蔓割病害及線蟲為害率

增加，造成農民損失，本場深入了解之後除了

嫁接苗種植過深接觸土壤病原以外，根砧品種

因自行留種致使根砧品種純度不純，因而影響

根砧的抗病性與耐逆境程度，因此本場將收集

選育的南瓜品系進行交配及試驗嫁接西瓜的親

和性，第一年試驗為 109年二期及 110年一
期作，試驗的根砧品系有 HT034、HT044及
HT051等 3個品系，若以 HT034及 HT044品
系當根砧很明顯有不親和現象，在加強追肥下

會有根砧開裂的現象，定植後西瓜接穗明顯生

長不良，而以 HT051作為根砧比‘壯士’當
根砧的生長勢還要強，蔓長較長，西瓜果實稍

作物 根砧 抗逆境種類 抗病種類 嫁接方式

西瓜 扁蒲、南瓜、西瓜 耐低溫、乾旱 蔓割病、根瘤線蟲、黃萎病 插接、靠接

苦瓜 絲瓜、南瓜 耐淹水、耐低溫 萎凋病 靠接、劈接

胡瓜 南瓜、扁蒲 耐低溫 萎凋病、立枯病、根瘤線蟲、黃萎病、
苗立枯病

靠接、插接

甜瓜 南瓜、甜瓜 耐低溫 萎凋病、黑點根腐病、根瘤線蟲、蔓
枯病、黃萎病

靠接、插接

表、瓜類作物嫁接用根砧種類、嫁接目的及嫁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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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糖度稍高，但果皮較厚，且雌花分化慢，

HT051品系與‘壯士’相較下各有優缺點，因
此再重新依據這些根砧品系的表現重新選擇親

本進行雜交，目前已經有 HT038等 5個品系
於 110年二期作進行嫁接苗定植試驗，希望可
以選出優良的根砧品種供農民另一個選擇。

結　語

西瓜利用良好的根砧可以抵抗土壤病蟲害

而且可以增加耐寒性，因此嫁接苗場的選擇很

重要，要選擇信譽及技術良好的嫁接苗場，以

保證嫁接苗的高成活率，苗場所使用的根砧品

種也要注意是否苗場自行留種的，自行留種很

容易造成品種純度降低造成抗病力消失，因此

良好及專業採種的根砧品種很重要。另外嫁接

苗在選擇時不要選擇下胚軸太短之嫁接苗，以

免定植時容易使接穗接觸土壤而被傳播病害，

嫁接苗到貨時建議先在地馴化 2-7日再行定植
以增加存活率，並適合的施肥及木黴菌、菌根

菌灌施，將有益於西瓜嫁接苗日後之生長與發

育。

4  ‘超野 10號’根砧 (上 )的根系發展比‘壯士’快
5 西瓜嫁接不親和時會有根砧下胚軸開裂現象　

6  ‘超野 10號’根砧的接穗葉色 (右 )比‘壯士’(左 )
的接穗淡

 7 ‘華寶’大西瓜嫁接在‘壯士’根砧上會有一些砧正
現象，不會影響接穗生長　

 8  ‘華寶’大西瓜嫁接南瓜HT034、HT044、HT051及‘壯
士’根砧品系 (種 )之生長表現情形

HT034

HT044

HT051

壯士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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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花蓮地區西瓜病毒病
發生情形與建議防治
策略

1

前　言

花蓮地區西瓜分為二期作栽培，生育期間

常面臨多種病蟲害問題，其中，病毒病為一、

二期作均會面臨的病害，以 110年一期作為
例，西瓜產區栽培後期氣候高溫乾燥，導致病

毒病及蟲媒薊馬危害提升，據本場田間調查結

果發現，病毒病主要隨環境溫度與蟲量提升而

漸增。國內早在 1987年有針對在國內西瓜和
甜瓜上的五種病毒病調查文章，但後來少有西

瓜病毒病害相關研究與發表。本文茲就病毒病

的危害徵狀、生態及防治方法介紹如下，供農

友參考，以提前做好防範因應作為。

西瓜常見病毒種類、病徵及防治

臺灣地處熱帶、亞熱帶地區，物種多樣，

氣候適宜，小型害蟲猖獗，非常適合病毒病發

生。病毒病，泛指由多種病毒單獨或複合感染

引起的病害，可經由小型昆蟲如蚜蟲、粉蝨或

薊馬作為媒介傳播，也可能經由機械傳播。

根據前人文獻指出，國內會危害西瓜的病毒

種類包括甜瓜黃斑病毒 (Melon yellow spot 

作者：劉亭君 技士 *、
　　　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施智為 研究助理、
　　　王俊翔 研究助理
　　　作物改良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防檢局 高雄分局 
電話：(03)852-1108轉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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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MYSV) 、西瓜銀斑病毒 (Watermelon 
silver mottle virus, WsMOV)、 南 瓜 捲 葉

病 毒 (Squash leaf curl Philippines virus, 
SqLCV)、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 (Zucchini 
yellow mosaic virus, ZYMV) 、胡瓜嵌紋病毒
(Cucumber mosaic virus, CMV)、胡瓜綠斑
嵌紋病毒 (Cucumber green mottle mosaic 
virus)…等。不同病毒種類的病徵和傳播途徑
也有差異，本場經 110年田間調查，發現鳳林
地區西瓜病毒種類主要為甜瓜黃斑病毒及西瓜

銀斑病毒。本文針對幾種花蓮地區西瓜上檢驗

出之病毒介紹其病徵、發生生態與傳播途徑。

一、番茄斑萎病毒屬 (Tospovirus)

在西瓜田間最為常見的甜瓜黃斑病毒

和西瓜銀斑病毒，均屬於番茄斑萎病毒屬

(Tospovirus)，此類病毒在臺灣茄科及葫蘆科
作物上都可能造成嚴重損失。此類病毒可經由

薊馬以持續性繁殖型方式傳播，幼蟲獲毒，成

蟲傳毒，不會經由卵傳播，此病毒亦可經由機

械傳播。

甜瓜黃斑病毒感染西瓜後，病徵容易在新

生葉片出現嵌紋病徵，在較老葉片上呈現黃化

病斑，後期逐漸轉為壞疽斑，此可與西瓜銀斑

病毒造成之病徵區隔；而西瓜銀斑病毒，因導

致西瓜葉片有銀色反光之病徵而命名，在田間

造成之病徵為葉片黃化斑駁、伴隨壞疽斑點、

節間縮短、矮化、瓜蔓末梢直立等病徵，且罹

病株所結果實容易脫落、變小或畸形。除西瓜

之外，胡瓜、甜瓜、冬瓜也容易被西瓜銀斑病

毒危害。

二、 雙生病毒 (Geminivirus)

南瓜捲葉病毒為雙生病毒 (geminivirus) 
的一種，在臺灣地區全年均可發生。由粉蝨以

1  黃斑病毒在西瓜上之病徵

2 本場研究人員於田間調查西瓜植株病害發生情形

3 西瓜銀斑病毒之病徵

永續性、循環性方式傳播。若於瓜苗定植初期

感染此病害，可在植株葉片引起嚴重的向下捲

曲病徵，或出現葉脈黃化、腫起、變形，葉片

黃斑，葉面皺縮，及造成節間縮短，心葉形成

簇葉狀，也可導致果實較小及糖度降低。南瓜

捲葉病毒病的嚴重程度與生長初期田間的粉蝨

族群密度和帶毒率有密切的關係，若西瓜定植

初期時粉蝨密度和帶毒率愈高，植株發病率愈

高。

病毒種類 傳播方式 傳播模式
甜瓜黃斑病毒 薊馬、機械 永續傳播註1

⻄瓜銀斑病毒 薊馬、機械 永續傳播

南瓜捲葉病毒 粉蝨 永續傳播

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 蚜蟲、機械 非永續傳播

胡瓜嵌紋病毒 蚜蟲、機械 非永續傳播

胡瓜綠斑嵌紋病毒 蚜蟲、機械、種子 非永續傳播

表、不同病毒種類傳播途徑及模式

註1：當媒介昆蟲吸食帶病毒葉片枝液後，病毒累積在蟲體內，
該蟲終其一生都會傳播病毒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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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花蓮地區西瓜病毒病發生情形與建議防治策略

三、 馬鈴薯 Y病毒屬 (Potyvirus) 

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屬於馬鈴薯 Y病毒
屬，為臺灣最常見的植物病毒，此類病害蔓延

相當迅速，可藉由蚜蟲或機械傳播，在田間不

容易由病徵型態來判別致病的病毒種類，葉片

有黃斑嵌紋或暗綠疽狀凸起，感染後新長葉片

呈黃化或畸形，可感染超過 20 種之葫蘆科作
物，主要包括甜瓜、胡瓜、西瓜、胡瓜及南瓜

等。

西瓜病毒病建議之防治策略

病毒病目前雖尚無核准用藥可以防治，但

仍可透過田間栽培與害蟲管理來降低病毒病的

發生。提供建議防治策略如下︰

一、無病毒種苗

應選擇無病毒或有商譽之種苗商種子或瓜

苗，以減少苗期帶毒風險。若發現瓜苗罹病時

盡早拔除。在苗期管理時亦可施藥防治小型害

蟲，降低媒介昆蟲傳播病毒機率。

二、適當田間管理

做好田間管理及適當疏蔓疏葉，氮肥不宜

添加過多，以免藤葉過盛影響植株間通風。

三、媒介昆蟲防除

栽培全期應加強媒介昆蟲防除。如︰一期

作特別注意防治薊馬與蚜蟲，二期作則強化粉

蝨管理。

( 一 ) 一期作薊馬防治

因薊馬發育速度快且採孤雌生殖，生活史

短即繁殖率高，故在建議以多種管理手段才能

達到較佳防治效果。據本場田間觀察，鳳林地

區西瓜自開花期 (約 3月中 )開始，所有田區
薊馬族群開始增加，數量維持到採收時，其中

環境較不通風之田區族群數明顯較高。由於薊

馬體積小且善躲藏在葉背或花器內縫隙，一般

在施用藥劑上不易接觸到蟲體，因此非系統性

藥劑在蟲口密度偏高時效果較差，應輪用不同

作用機制藥劑或添加協力劑以延緩抗藥性發

生。

( 二 ) 二期作粉蝨防治

粉蝨於一期作在 5-6月西瓜接近採收時已
累積一定量，至二期作西瓜定植後即存在於田

區，故建議二期作瓜苗定植後即開始施用具殺

卵效果的百利普芬，搭配其他具殺誘蟲效果的

化學藥劑，如：賜派滅、畢芬寧、氟尼胺等不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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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瓜捲葉病毒病徵  
5  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病徵

6  定植時盡量選擇健康瓜苗

7  薊馬常躲藏於花器  
8 蚜蟲易在短期內大量發生

9  銀葉粉蝨常在葉背上棲息

10  田區雜草管理不當易吸引薊馬

同作用機制的藥劑輪流使用，勿一次混用過多

藥劑或加重施用濃度，以免加速抗藥性發生。

如擔心二期作高溫環境且苗期植株較為脆弱，

可避免施用乳劑，改採水懸劑等劑型。

四、雜草管理

做好雜草管理。通常田區遍布開花雜草者

(如︰紫花藿香薊 )薊馬亦嚴重發生。另根據
陳氏等人在 1991-1995年間之調查報告，所調
查之 11種雜草中，野莧及龍葵均為WSMoV
之寄主植物，其中龍葵也是南黃薊馬之寄主植

物，故其在田間野莧及龍葵都見於西瓜生育後

期或收穫後才表現病徵，推測此類雜草在非栽

培期可能成為病毒感染來源之一。

五、拔除病株

若看到罹病株應盡早拔除。且需注意在整

蔓、摘心或疏果時，若除去或碰觸疑似病毒株，

最好先將刀具或手部利用 75%酒精進行消毒
後再接觸健株，以免病毒感染其他健康植株，

或先跳過問題株並標示記號，待全園處理作業

完成後再行清理或整理罹病植株，若全區有大

面積罹病植株，建議整蔓應依病毒發生情況分

多個區塊進行，刀具以 0.05%漂白水消毒後先
整理未發病區域，再次消毒後再進行發病嚴重

區。

六、落實田間衛生

管理周邊廢園老瓜藤及其他瓜類寄主植

物，最好避免在西瓜田周邊種植其他葫蘆科作

物，以免因停藥時期不一，造成蟲源及可能的

病毒感染源，在防治時也建議注意臨田情形並

加強相鄰處之施藥。

七、合理用藥

除施用核准用藥防治媒介昆蟲外，近採收

期則可改用苦楝油等油劑、脂肪酸鹽類等防治

資材持續管理小型害蟲。

結　語

在氣候暖化的情形下，高溫乾旱容易導致

多種小型害蟲難以防治，也連帶提升了病毒病

的發生風險，本場呼籲農友除了可善用國內核

准的化學藥劑防治外，也應善用病蟲害整合管

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為
IPM)，綜合使用不同的管理手段，以達到經濟
理想的病毒病防治成效，維護花蓮大西瓜安全

優良的品質。

9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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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作者：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施智為 研究助理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600

西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預防篇

前　言

西瓜在栽培管理上常面臨多種病蟲害問

題，其病害種類包括：蔓枯病、炭疽病、病毒

病、根瘤線蟲、細菌性果斑病、蔓割病等，蟲

害則有薊馬、葉蟎、蚜蟲、夜蛾類、瓜實蠅、

潛蠅及銀葉粉蝨等。因此，病蟲害管理是瓜農

栽培工作上常需特別注意的重要課題；有鑑於

消費者對食安的日益重視，與生產透明化和溯

源的要求，農友如何利用更安全經濟的方式防

治病蟲害更成為重中之重，也使得害物整合性

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成為
我國農藥減量政策中的重要一環。

1

俗話常說，預防勝於治療。雖是老生常談，

但也是農友長久以來在病蟲害防治上多有的重

要觀念。近年來，本場於田間主動勘查或接獲

瓜農反映，發現花蓮西瓜產區，尤其鳳林中心

埔一帶，常受到蔓枯病、蔓割病、薊馬或病毒

病危害較為嚴重，瓜農表示有時施藥亦難以控

制，或有少數核准用藥亦難以取得的問題。因

此，本場自四年前開始啟動西瓜病蟲害調查、

農友訪談與相關防治技術建立，研究工作與推

廣輔導併行，讓農友多加認識 IPM，以期逐步
解決產區面臨問題 

14



害物整合性管理 (IPM)

簡介

害 物 整 合 性 管

理 (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簡 稱
為 IPM。害物指的是對作物生長有害的生物，
包括病害、蟲害、草害、有害動物等其他生物。

IPM在農業經營系統下，利用多元的防治技
術，盡量採用非化學農藥的防治方法，來控制

有害生物族群，原則是將害物族群降低在經濟

危害水準之下，不用到趕盡殺絕的程度。首先，

生產者需要充分了解病蟲害的發生生態。例如：

可傳播病毒的媒介昆蟲 (如：薊馬、粉蝨 )常
好發於高溫乾燥的環境，如為預防病毒病發生

傳播，應需特別注意監測與防治，以即時做到

管理；若不得已需使用化學農藥時，則應慎選

及慎用藥劑，努力將對環境與非目標生物之影

響降到最低，以生產安全高品質農產品，同時

兼顧人類健康及環境保護。

西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預防措施

一般跟農友詢問其病蟲害如何防治時，

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化學農藥 (化學防治
)。但其實在栽培工作上，很多實務面執行的

1  氮肥過量造成葉片茂盛，通風不良容易誘發蔓枯　

2 蔓枯病為一期作西瓜最常見之重要病害，也為農友
首要防治目標　

3 西瓜蔓割病導致植株全株黃化萎凋，影響產量甚鉅

4  病毒病為二期作西瓜常見病害，本場發現近年因受
高溫影響也提早發病　

5 薊馬造成新梢乾枯，防治亦有相當難度　

細節，也屬於 IPM的其中一部分。IPM包括了
預防、監測和治療三個面相，以下即自最首要

的預防開始談起，從尚未定植的田區和瓜苗處

理，到本田期的管理作為，綜合本場在鳳林中

心埔之田間防治試驗成果，向農友一一說明西

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中的預防工作如何執行：

3

5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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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西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預防篇

一、盡量選用新田或可適時休耕、輪作其他

非葫蘆科作物

長年連作西瓜情形下，田土會逐漸累積蔓

割病菌、蔓枯病菌及根瘤線蟲病等病原菌，如

情況許可，選擇沒種過西瓜的新地種植，或是

二期作採行休耕或耕犁田土、輪作其他非葫蘆

科作物，均可降低來年上述土傳性病害發生的

風險。

二、瓜苗定植前可利用烏肥或菜籽粕處理田

土

如前所述，連作田常累積相當量的土傳性

病原菌。以蔓割病為例，建議農友可在定植前

一個月，在種植區域處理烏肥 (0.3-0.6公噸 /
公頃 )或菜籽粕 (1公噸 /公頃 )，有助於減少
蔓割病發病。然須注意在後續基肥施用上應扣

除掉對應的肥料量，避免氮

肥過重。

三、使用嫁接苗及外觀健康

種苗，定植時注意勿種

過深

為防範西瓜蔓割病，花

蓮西瓜產區主要採用以南瓜

為根砧之嫁接苗，但農友在

定植時，有時會有種植過深，

而使嫁接處接觸土壤、甚至

是西瓜莖部直接埋入土中的

情形，而喪失了嫁接苗防病

的功能性。根據本場於 110
年之田間調查，部分田區約

有 3-5成瓜苗種植過深的情
形，種植過深比例高的田區，

發病情形亦較重。此外，多

種病害可藉由種苗傳播，如：

蔓枯病、細菌性果斑病、病毒病等，建議農友

應選擇無病毒或有商譽之種苗商種子或瓜苗，

以減少苗期帶毒風險。若在瓜苗葉片看到病

徵，可盡量避免定植、移除病葉或先施藥處理。

若發現瓜苗罹病時盡早拔除。在苗期管理時亦

可施藥防治小型害蟲，降低媒介昆蟲傳播病毒

機率。

四、澆灌微生物製劑，提升瓜苗營養吸收及

預防病害

為預防蔓割病，建議可在苗期即開始澆灌

已核准的生物農藥（如：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PMB01稀釋液 400倍），定植 7日後再連續
施用 2-3次，花期再施用一次，使有益微生物
保護植株根系，避免被病原侵入感染。

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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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盡量避免機械傷害、傳播與做好器具消

毒

為預防病毒病透過機械傳播整蔓、摘心或

疏果時之器具、手套應常用酒精或二氧化氯消

毒過後再行作業。栽培全期加強病毒病之媒介

昆蟲 (如：薊馬、蚜蟲及粉蝨 )防除。

六、合理化施肥，切勿過度施用氮肥

農友在施肥前可先送本場進行土壤肥力檢

測，並根據分析結果瞭解土壤是否需進行改

良，作為作物施肥的參考依據。若土壤偏酸 (
低於 5.5以下 )，可每年施用 1公噸 /公頃的
生石灰，每年檢驗一次，確認酸鹼度變化，也

有助於防治蔓割病。氮肥過多容易造成枝葉繁

茂使通風不良，合理化施肥可提升植株對病害

及葉蟎的抗性。蔓枯病在春季時較易發生，尤

其氮肥重施之田區更為嚴重；炭疽病在夏季高

溫多雨時好發，若有害蟲製造傷口或高氮肥情

況下更容易誘發。農友可酌施鉀肥及鈣肥加強

植物對蔓枯病及炭疽病的抗病性，一般而言，

當植株老化或衰弱時較容易感染炭疽病，故加

強肥培管理可減少植株染病風險。

七、注意及加強鄰近廢園及其他瓜類作物之

區域防治

儘可能避免在西瓜田周邊種植其他葫蘆科

作物，以免因停藥時期不一，造成蟲源及病毒

等蔓延。若田區旁有其他已近採收作物或休耕

區域，則應加強鄰近管理瓜園區域的施藥，以

避免病蟲擴散。

9 10

11

6  本場除於田間進行病蟲害診斷與防治輔導，也在產
地辦理講習會方便農友參加　

7  田土經耕犁後可讓土壤中累積的病原菌，因曝曬而
減少病源　

8  瓜苗種植過深 (左 )，則失去嫁接根砧防病功能；
右邊植株為較適當種植深度 (嫁接處於土表之上　

9 苗期開始澆灌微生物製劑

10 �病果應盡速清除，以免成為感染源

11 �可在田間觀察植株根系是否感染根瘤線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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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西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預防篇

八、落實田間衛生

有些病原菌 (如：炭疽病和白絹病等 )為
腐生性較強之病原菌，建議可做病枝葉清除病

帶出西瓜田外，定期摘除蔓枯病受害較嚴重之

老葉可使田間發病輕微。在田間若看到夜蛾卵

塊可即時摘除。如有摘心疏葉之瓜葉蔓莖，瓜

實蠅被害果、病瓜或收穫後廢藤蔓葉、敗瓜、

未收果須盡快處理銷毀，以免成為病蟲害感染

源。

九、雜草管理

雜草除了與作物競爭養分，也常成為其他

害物的寄主，建議注意防除。在田間常見的雜

草，如：龍葵、白花霍香薊，為根瘤線蟲的寄

主，農友在定植前可檢視龍葵根系是否有根

瘤，以判斷田間是否已有根瘤線蟲留存危害。

十一、物理防治

畦面鋪設銀色反光塑膠布，銀色塑膠布可

反射陽光使薊馬忌光不易靠近，也可減少薊馬

進入土中化蛹。夏季高溫時，噴灌或灑水可提

高濕度，可創造不適合葉蟎生存的環境。在夜

蛾防治上，可利用成蟲趨光性，在夜晚架設燈

光陷阱進行誘捕。

預防勝於治療

在病蟲害整合性管理中，預防工作即佔了

大多數；因正如俗話所說：預防勝於治療，建

議農友應以避免害物一開始的入侵和擴散為優

先，之後搭配田間監測，及化學農藥與安全資

材的施用防治，以達到較為理想的防治效果。

本場未來將持續在西瓜產區進行多項病蟲害試

12 �本場在西瓜產區試驗田進行病害調查情形

驗工作及積極輔導，以預防方向為主，從未發

病前的田土及苗期開始處理，且盡量與農友現

有管理模式相容，提高瓜農採行的意願，也可

有助減少後續的農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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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西瓜病蟲害管理上，農友最常使用的方

式就是化學防治，但為避免過度依賴化學農

藥，病蟲害容易產生抗藥性而難以有效控制，

也徒增環境與非目標生物的健康風險，建議

農友應採用害物整合性管理 (IPM)，綜
合利用不同防治技術。其中，IPM當
中的監測與治療，實息息相關。舉例

而言，以本場近年常跑西瓜產地及與

農友互相交流觀察到的現象，重視及

落實巡田監測的瓜農，即使栽培管理相當

大面積，通常仍可即時掌握作物生長及病蟲害

發生狀況，並據以調整施藥種類與頻度，或採

行其他管理措施；反之，若監測不確實，僅倚

靠過往經驗施藥者，則有較大風險未能即時因

應環境變化，而錯過防治適期，後續需花更多

成本補救。 

落實監測，掌握病蟲害防治適期

監測是 IPM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做好監測
工作，可幫助農友決定採取預防或治療作為，

而非僅依賴過去的防治習慣，否則可能導致防

治不及，或徒增用藥成本。瓜農首先要先對當

期作可能發生的病蟲害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包

括害物種類、為害狀況、發生生態及疫情進展

等，可利用目視巡田、性費洛蒙和黏紙等方式

於田間綜合評估病蟲害發生情形及防治效果，

監測方式分述如下：

一、目視法

農友巡田時，可以肉眼觀察作物病蟲

害發生情形，及注意用藥後是否持續蔓延、或

已獲得控制。若在苗盤看到疑似病毒、細菌性

果斑病病株，應避免將罹病瓜苗移植至本田。

在田間巡田時，外圍到田區中間都要巡視，尤

其田區中央或產區中心往往較外圍通風性差，

病蟲害通常較嚴重，應特別留心。若經強風豪

雨或颱風過後，在植株受災後尚可維持生長之

前提下，適度增加巡田頻率，更可即時掌握災

情及疫情。除了觀察田間整體狀況，在小型害

蟲的監測部分，以粉蝨為例，若翻葉觀察到每

葉葉背超過 2隻銀葉粉蝨，建議即需適時防
治。

作者：蔡依真 助理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600

西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 
－監測與治療篇

1 落實監測，巡田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2 銀葉粉蝨常在葉背上棲息，可翻開檢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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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西瓜病蟲害整合性管理－監測與治療篇

二、性費洛蒙

性費洛蒙，是昆蟲用來吸引異性的化學物

質，可應用於田間幫助農民監測特定種類害蟲

的蟲口變化。在西瓜田利用設置甜菜夜蛾性費

洛蒙誘殺器，能幫助瓜農監測雄性成蛾的數量

及決定施藥防治時間。建議農友可在田區周邊

設置甜菜夜蛾性費洛蒙誘殺器 (所使用的中改
式誘蟲器為藍色誘蟲孔 )，懸掛高度約 1公尺，
懸掛密度為每公頃 11到 18個，每個月定期
更換一次性費洛蒙條；此外，為達到監測及防

治瓜實蠅的效果，建議可在開花結果期開始設

置克蠅香誘殺雄蟲，每隔二星期換藥一次，與

「58%乃力松乳劑」或「50%芬殺松乳劑」之
比例為 10:1，每公頃設置 5-10個。一般而言，
誘蟲器需設置於陰涼、通風、無障礙物之田間。

農友可藉由監測誘蟲盒中的蟲量，了解害蟲發

生情形與防治適期。

三、黏紙 (膠 )

為達到適時防治及節省藥劑成本，懸掛黃

色黏紙 (立於植株頂端不超過 30公分的高度 )
誘引薊馬或瓜實蠅、銀葉粉蝨，以觀察決定藥

劑噴施的時機。農友也可購買黃色黏膠自製監

測黏紙，然提醒避免噴在黃色或白色以外的色

紙上，以免因顏色改變而影響誘蟲

效果，並應定期更換黏紙或黏膠。

治療：病蟲害入侵後的管理措施

化學防治是農友最廣泛應用的防治手段，

但其對農友所帶來的健康、環境和非目標風險

值得被大家注意和重視。瓜農應先自我要求安

全用藥，再講求防治效果。在用藥前，先力求

正確診斷田間作物受害原因，以對症下藥。如

果不確定是否為病蟲害所致時，可諮詢本場專

家、農會儲備植物醫師、或植物教學醫院進行

確認，本場有提供相當便民的 Line線上問診
服務 (如有需要，可掃描圖六的QR code)，
農友加本場好友後，除了可收到重要的農業資

訊推播外，還能自行上傳想詢問的作物受害徵

狀近照與問題描述，將由本場專家進一步協助

判斷回覆。

一、西瓜施藥前評估

在藥劑選用上，建議農友應選擇西瓜核准

用藥，瓜農可上網搜尋「農藥資訊服務網」或

「植物保護資訊系統」，線上查詢防治作物標

的害物的核准藥劑，或洽本場諮詢，取得最新

用藥資訊，切勿使用未核准藥劑。施藥前，應

注意藥劑特性，包括如：預防性、治療性、接

5 6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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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田區外圍懸掛甜菜夜蛾性費洛蒙可監測蟲口變化　

4 瓜實蠅

5 黃色黏紙可同時監測瓜實蠅、粉蝨及薊馬等多種害蟲

6 農友可多加利用 Line，掃描此行動條碼即可將本場
Line 官方帳號加入好友，方便線上問診，方便又省時

7 �西瓜花期時有蜜蜂訪花，建議農友用藥應特別謹慎

8 �雨季前施藥預防病害，並應確保用水量足夠

觸性、系統性、對蜜蜂和

水生物毒性等。若在病害尚未發生或發生初

期，可優先使用預防性藥劑，如發病較嚴重則

以治療性藥劑為主；對於容易躲藏在葉背、新

梢和花器內縫隙的小型害蟲，如粉蝨、薊馬，

在施藥時盡量噴到新梢及葉背，一般在施用藥

劑時較不易接觸到蟲體，因此在蟲口密度偏高

時，接觸型藥劑效果較差，應改用系統性藥劑。

在西瓜開花時期，應避免使用對蜜蜂毒性較高

的藥劑 (如：類尼古丁農藥 )，改用對蜜蜂毒
性低毒之藥劑，對蜜蜂採集花粉或花蜜時相對

安全。

二、施藥注意要點

為避免抗藥性問題，建議一次勿混用過

多、或 2種以上相同作用機制的藥劑，也不要
輕易加重藥量，應搭配和輪流施用不同作用機

制的農藥、適度添加協力劑等，都有助於延緩

抗藥性的發生。以西瓜常見病害 -蔓枯病為例，
本場近年田間蒐集菌株並進行藥劑室內測試，

發現已有部分菌株對幾種農友常用藥劑感受性

低，推論田間可能已出現抗藥性族群，會建議

農友在用藥時特別注意，避免長期使用特定藥

劑。

此外，為提升防治效果，也需特別注意施

藥時機及方式，以甜菜夜蛾為例，在害蟲開始

活動時之黃昏後開始施用，防治效果較佳。在

蔓枯病防治方面，建議在入春濕涼的天氣、雨

季來臨前開始施藥，加強噴施莖基部。除了化

學農藥，也可搭配施用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如：利用油劑、脂肪酸鹽類防治薊馬、葉蟎等

小型害蟲。需注意的是，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多屬於接觸性，施用時應盡量噴到蟲體棲息

處，防治效果較佳。

結　語

IPM在植物保護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觀
念，更是需要大家一起來落實的行動，在我國

化學農藥減量的重大政策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有鑑於消費者對食安日益重視，本場呼籲農友

除了善加運用化學藥劑進行防治外，也為了減

少化學用藥對人體健康影響與環境的衝擊，應

從栽培環境、健康種苗、營養管理、田間衛生、

物理防治…等多種方式共同管理病蟲害，提高

植株本身的健康與抵抗力，更容易有經濟理想

的防治成效，增加在氣候變遷下生產的韌性，

提供消費者健康安全的西瓜，達到西瓜產業永

續經營目標。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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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甘藍有機栽培生育障礙
問題探討
－以西寶地區為例

作者：呂柏寬 助理研究員、
　　　徐仲禹 技士 *、
　　　彭慧美 約聘人員、
　　　簡梓丞 助理研究員、
　　　邱淑媛 副研究員兼課長
　　　作物環境課 植物保護研究室
　　　*花蓮林區管理處
電話：(03)852-1108轉 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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蓖麻粕等資材，亦有反應田區植株根部腐爛為

十字花科根瘤病感染，因此施用大量生石灰，

但根據所反應的受害徵狀的描述以及現場遺留

的前期作田區，似可排除上述線蟲以及根瘤病

狀況，尚待後續栽培期觀察。本場於現地進行

土壤採樣，進行土壤的成分分析，一般而言土

1 西寶農場座落於太魯閣峽谷內，種植高品質的高山
蔬果

2 當地農田習慣大量使用石灰類資材

前　言

太魯閣國家公園景色優美，除了擁有知名

的地理景觀外，海拔九百多公尺的西寶聚落也

座落於此，因當地氣候較平地涼爽，有一片將

近 20公頃的農場，種植高品質的高山蔬果，
其中有近 7公頃面積是從事難度較高的有機栽
培。當地生產的有機蔬果品項有少數果樹、青

椒、番茄、夏南瓜、花胡瓜以及甘藍、白菜、

蘿蔔、芥菜等十字花科蔬菜，其中甘藍為當地

生產作物最重要生產品項。自 109年起，農友
陸續反映在甘藍的生長栽培上遭遇困難，亟需

相關專業介入支援輔導，本場隨即成立專案團

隊，長期針對該問題探討解決辦法。

障礙成因探討

109年 1月，本場開始定期輔導，當時為
休耕時期，尚未有甘藍栽培，每位農友依據自

身狀況，均有反應不同問題標的。有反應園區

甘藍生長不良甚至死亡，同時發現土中有白色

蠕動蟲體，懷疑線蟲造成危害，因此經常使用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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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地區產業重要問題

/ 甘藍有機栽培生育障礙問題探討－以西寶地區為例

壤中鈣含量 1,000 mg/kg即已充足，然根據
109年第一期甘藍栽培前土壤數據顯示當地多
數土壤鈣含量平均值已超過 6,000 mg/kg，顯
示該區域土壤鈣含量極高，另使用石灰進行土

壤改良目的主要是提高土中之酸鹼值，通常建

議酸鹼值低於 5.5之土壤進行使用，而當地區
域多處土壤酸鹼值大於 7，評估應不太需要增
施石灰。

另因當地農友從事有機栽培田區不能使用

化學藥劑進行土壤消毒防範病蟲害，且山區水

源不足，土層多屬砂礫地，無法建議以淹水的

方式進行處理。因此習慣使用石灰進行土壤處

理。一般土壤改良使用之石灰種類主要有碳酸

鈣、苦土石灰以及生石灰，追溯該地農友使用

石灰習慣，各期作定植前均下高量的生石灰，

除了大量增加土中之鈣含量外，生石灰於土中

反應迅速，較易傷害土壤中有益生物，甘藍苗

株定植後易使植株根系受損導致初期生育慢，

此時若土壤中具有土傳性病害病原，則有助於

病原感染受傷根系而發生嚴重影響。

專案規劃釐清

團隊為釐清主要原因，於第一、二期作與

合作農友先規劃減少生石灰施用，改用比較溫

和的碳酸鈣並配合大量的有機質堆肥進行後期

生育比較試驗。同時觀察西寶其他農田的植株

是否有其他問題及上述疑似病害發生。於甘藍

定植後 1-2月，西寶地區已有部分田區發生定
植苗無法長大，且陸續黃化萎凋，進而死亡現

象；經由本場田間病徵診斷已排除為農友密切

關心的線蟲以及根瘤病問題，初步判斷疑似為

甘藍黃葉病；然因田間植株尚小即死亡，依據

病徵診斷及田區分布狀況結果不夠精確，亦將

植體攜回實驗室進行菌株分離純化作業，並將

疑似病原真菌進行甘藍苗株接種，結果於 3週
內可造成接種植株萎凋死亡，確認西寶當地亦

有由鐮孢菌所引起之十字花科黃葉病。追溯該

區域栽培歷史，六十年前即已開始種植甘藍，

與農友交流時，得知當地各處田區習慣重複種

植十字花科作物，一年基本上有兩期作的甘

藍，甚至部分田區高達 4期甘藍或其他十字花
科蔬菜，且於每一期作均會施用大量生石灰。

經由上述結果評估診斷，顯示當地土壤已有大

量黃葉病病原以及生石灰使用操作不當造成連

作障礙，應為當地甘藍栽培生育不良的主要問

題來源。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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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與配套措施研擬

談到前述兩期石灰減量並添加有機質之土

壤改良試驗結果，兩個期作結果均顯示不添加

石灰對其產量品質並無影響。另夏季的二期作

甘藍黃葉病罹病田區因山上溫度提高，且水源

不足，部分田區菜球出現落葉情形，黃葉病情

形亦更為嚴重。團隊建議不宜連作十字花科作

物，然農友仍嘗試轉作結球白菜，因此團隊亦

同時進行病原性接種檢定，向農友證實結球白

菜亦為感病寄主，於採收結果亦證實有許多發

病植株，雖然比甘藍生長勢稍佳，但收穫不盡

理想，後續與農友商討隔年因應對策。

甘藍黃葉病於田區防治不易，一般不建議

再連作甘藍等十字花科蔬菜，另可對土壤進行

處理，以每分地 25-60公斤烏肥 (氰氮化鈣 )、
120-160公斤 SH土壤添加物或石灰等物質，
於整地時進行土壤添加混拌，但有機田區只能

使用石灰，然而於 109年秋作進行石灰操作的
防治效果不顯著，因此亦不是有效的對策，建

議農友先以休耕輪作更換作物別的方式進行土

壤調養，目前先嘗試轉作其他非十字花科之作

物，甘藍則待秋季第二或三期作時再行種植，

希望能有良好的結果。

3 因黃葉病影響田間定植一個月之甘藍生育不佳

4 經病原性測試確認病因為甘藍黃葉病。(左：不處
理對照組生長良好，右：接種處理組萎凋死亡 )

5 結球白菜接種甘藍黃葉病菌 (左、右 )者，生育明
顯較不接種植株 (中 )差

6  農友嘗試種結球白菜 (右 )雖較甘藍 (左 )生長勢
好，但仍不盡理想　 

結　語

西寶地區為花蓮重要之有機蔬菜作物生產

基地，長期連續耕作相同作物及一貫的栽培習

慣，已誘發難以解決之十字花科黃葉病，於有

機栽培上是一大挑戰。相信在有機栽培的高冷

地蔬菜產區也可能有類似的情形發生，目前建

議以輪作之方式做為調節，不應過度仰賴防治

資材，須對作物病因有正確診斷及永續耕作之

防治觀念，期能持續改善當地作物栽培環境增

進作物收穫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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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團

歡迎來按讚 歡迎加入 LINE

本場開發早收栽培技術、全果加

工利用　全面解決文旦產業問題

文旦柚是宜蘭花蓮重要作物之一，其生

產與銷售一直是本場關注重點。在生產方

面，本場多年於產地進行技術改進，今年更

提出早收栽培技術，讓農友不再受限白露的

時序限制。加工方面，則朝文旦全果利用邁

進，本場從綠皮、白皮到果肉，開發食品、

飲品、清潔用品等原料加工技術，期望延長

文旦銷售時間，完善文旦產銷鏈。

平均每 3年，柚農就會因為白露和中秋
差距時間過短，造成銷售壓力。因此本場統

整近年輔導柚農的栽培技巧，在一整年期間

適時施肥、澆水及修剪，讓文旦果實可於 8
月中下旬，即可達到 10.5-12度、轉色良好、
果肉細緻飽滿的銷售水準，如此農友將可自

由調配銷售時期。

除銷售鮮果外，文旦部分格外品，則可

進入加工程序。本場開發全果加工技術，從

外層綠皮開始，白皮及果肉都能完全利用。

產品包括精油、柚皮糖，柚鹽、沾醬、飲品

及烘培等原物料。本場去除文旦柚皮的苦

澀，又引進文旦取肉等機

械，不但提升產品口感，

又能大大地減低人力耗

費。預期本場開發的文旦

早收栽培及加工技術，可

大力提升轄區文旦產業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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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開發文旦早收技術以及全果利用加工技術，完善文旦產業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