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與透明四種；芒也可分成長、中、短與無芒

等四種表徵，多樣化的外觀型態視覺效果極

佳，可加以開發利用來做為花藝素材之用。

未來展望
山地陸稻品種繁多，栽培性狀及利用性亦

各具特色，部分品種如紅糯米及黑糯米等特殊

地方品種如今已發展成花蓮縣光復鄉及壽豐鄉

極具地方特色的農特產品。但因陸稻本身產量

低，農友栽培意願不高，縣內除部分農會及產

銷班採契作栽培經營外，田間多僅零星種植。

再加上本地栽培的陸稻多為地方品種，田間栽

培時常有品種混雜情形發生，造成田間管理之

困擾，也影響產品之品質。為提升東部地區山

地陸稻之栽培品質，本場已持續多年進行陸稻

種原之純化工作，目前由各地區收集而來的陸

稻種原已達二百餘種。希望能藉由品種純化工

作來篩選出表現優良的陸稻品種供農友種植，

以提升產品品質，增加農友收益。因陸稻擁有

豐富的遺傳資源及對逆境耐性良好等特性，除

可加以利用來做為水稻育種材料外，本場目前

正持續進行各項陸稻品種特殊成分分析工作，

希望能開發陸稻的多元化利用以增加其利用

性。也更期望能讓珍貴、多樣化的山地陸稻，

能在東部這塊土地上永續的經營下去。

瓜類整蔓技術之介紹

作者：胡正榮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0

▲花蓮縣光復鄉特產-紅香糯

前　言
台灣地區瓜果類蔬菜種類豐富，是夏季的

主要蔬菜來源，其生育型態多為蔓性生長，且

初期營養生長後、到栽培中後期呈現枝蔓生長

與開花、結果並行的狀態，適當的田間整蔓管

理，有助於養分集中、促進著果與果實肥大，

而增進產量與品質，此外還具有增加通風與採

光的功能，使作物葉片維持良好的光合作用效

能，並可降低病害發生率。因此整蔓可說是栽

培瓜果類蔬菜的重要基本工作，與產量及收益

息息相關，以下分別就宜蘭、花蓮地區常見的

栽培瓜類，介紹其栽培管理時整蔓及留果的方

法與共通注意事項，供生產者於田間經營操作

時之參考。

宜蘭花蓮地區常見栽培瓜類

之整蔓技術

西　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2,400公頃。大果西

瓜種植株距一般為1公尺，若採單蔓整枝時，

株距可縮短為0.5公尺。當母蔓長度達30～50

公分時，開始引蔓，大果西瓜整蔓方式可分為

三種：留母蔓的三蔓整枝、只留子蔓的三蔓整

枝與單蔓整枝。留母蔓的三蔓整枝是保留母

蔓，再加上留兩條生長勢相近的子蔓，並摘除

其餘側蔓。只留子蔓的三蔓整枝則是在母蔓長

約50公分時摘心，等子蔓長出後，留三條生長

勢相近的子蔓，此法可使結果期更為集中。單

蔓整枝則是只留母蔓，並去除所有子蔓，因母

蔓雌花發生較早，可提早採收並進行密植，提

高單位面積產量。

因西瓜果實的養分主要來自留果節位下的

第4片葉及留果節位上的十幾片葉片，側蔓的
▲花蓮縣壽豐鄉特產-黑糯米禮盒

▲色、香、味具全的紅糯米飯糰

▲以紅糯米製成的麻糬點心-都崙（durujn）

▲大果西瓜每條結果蔓上留一個果實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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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片是輔助的營養來源。結果節位上的側蔓儘

早摘除，如有孫蔓留2葉摘心，每一條結果蔓

上留一個果實為原則，一般小果西瓜單株可留

4～6果，中果西瓜留3～4果，大果西瓜留2果

為宜，以第2、第3朵雌花最適合留果，多餘果

實及外型不良正者在雞蛋大小時摘除。

南　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200公頃。國內食用

南瓜的栽培品種，以中國南瓜為主，其次為西

洋南瓜(又名印度南瓜)，種植株距1.2～1.5公

尺。中國南瓜因分枝性較強，母蔓不摘心，留

基部較強壯的的子蔓2～3條，並摘除孫蔓，自

結果節位發生的側枝留1~2片葉後摘心。西洋

南瓜可採用單蔓或雙蔓整枝，如採單蔓整枝管

理，引蔓時需持續將長出的子蔓摘除；採行雙

蔓整枝法，於母蔓生長至6～8節位時摘心，之

後選擇2條生長強健的子蔓引作為結果蔓，其

餘子蔓剪除，結果蔓上結果節位發生的側蔓均

留1葉摘心，其餘側蔓剪除。

南瓜結果通常以母蔓上第1個果實果肉最

厚，之後果肉愈薄，但保留第1果會明顯減弱

生長勢，影響後續開花、結果情形，建議摘除

第1果，待第2果結成後再行留果。

冬　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180公頃。冬瓜的母

蔓、子蔓及孫蔓均能結果，種植株距1.2～1.5

公尺，露天栽培管理一般多不整蔓，但適當引

蔓與留果可提早產期及增加產量。引蔓約在母

蔓長1公尺時，將莖蔓向同一方向誘引，使枝

條平行生長、不交疊為原則。一般側蔓在第1

～2節即可發生雌花，之後每隔5～7節再發生

雌花或連續發生雌花，大果冬瓜品種建議自第

2朵雌花結成果實開始留果，每株留1～2粒果

實；小果品種可不疏果，連續採收成熟果實即

可。

小胡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85公頃。株距一般

為45～55公分，不易發生側蔓或是以母蔓著

果為主的品種，進行單蔓整枝時，可改為株距

35公分密植。整蔓方式為將母蔓引縛在支柱

或瓜網上，摘除母蔓第4節位以下所發生的雌

花，母蔓第5節以上開始留果，採母蔓單蔓整

枝時，則是將剛發生的側蔓摘除，並隨母蔓生

長而連續去除

側蔓。如需在

側蔓上留果，

則在母蔓達到

第20～25節時

摘心，以促進

側蔓發生，側

蔓則於雌花發

生後、第1節位

葉片完全展開

時，在雌花上

方留1葉摘心，

以 利 果 實 的 肥

大。

洋香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70公頃。洋香瓜栽

培株距55～60公分為宜，主要行雙蔓整枝，

以孫蔓為結果蔓，在幼苗期本葉3～4片時進

行摘心，留2條生長勢強的子蔓。以子蔓第6～

10節上發生的孫蔓為結果蔓，第5節以下的孫

蔓應於早期摘除，未留果孫蔓留1片葉摘心，

結果孫蔓第1節為雌花，開花前留2片葉並摘

心。果實呈雞蛋大小時，選留健康圓正的果

實，一蔓最多留2果，一株留3～4果。

香　瓜(東方甜瓜)

宜花地區栽培面積約40公頃。甜瓜的主

要結果位置在子蔓及孫蔓上，整蔓方式可分為

單蔓整枝方式及雙蔓整枝法，單蔓整枝時株

距採35～40公分，雙蔓整枝時放寬為55~60

公分。單蔓整枝為僅留母蔓方式，於母蔓第

11~14節位之子蔓第1節留果，留果之子蔓留2

葉摘心，其餘子蔓及早摘除。採用單蔓整枝方

式，單果重量及品質較佳，但因產量不如雙蔓

整枝方式，故農民較少採用。雙蔓整枝法則是

在母蔓4~6葉時摘心，待子蔓發生後，選留生

育強健的子蔓3~4條，子蔓第4節內發生之孫

蔓均應及早摘除，留第5節起所發生之孫蔓，

待子蔓生長至第16~18葉時再摘心，留果之孫

蔓留1~2片葉摘心，其他孫蔓任其生長，單株

以留10果為原則。

苦　瓜

宜 花 地 區

栽培面積約25

公 頃 。 苦 瓜 種

植株距為1.5～

1 . 8 公 尺 ， 其

主 要 結 果 位 置

在 子 蔓 上 。 整

蔓 時 母 蔓 不 摘

心 ， 使 之 持 續

生 長 較 多 節 位

後，留5～8條

生長勢中等、

且在第1、2節

位出現雌花的

▲中國南瓜未及時摘除孫蔓，造成枝蔓與果實競

爭養分，不易結果

▲西洋南瓜進行雙蔓整枝

▲小胡瓜可密植行單蔓整枝，

自母蔓第5節以上開始留果

▲香瓜多採用雙蔓整枝法，結果之孫蔓留1至2片

葉摘心

▲苦瓜主要結果位置在子蔓

上，選留較早出現雌花的子

蔓作為結果蔓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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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黃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為唇

形科黃芩屬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約40～60

公分；葉披針型，對生，葉綠色；花紫色或紫

紅色；根為主根系，根部橫切面為黃色，是一

傳統之中藥材，利用部位為其根部。黃芩在本

草文獻中有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止血、安胎

等記載。其味苦、性寒。歸肺、心、肝、膽、

大腸經。黃芩是大柴胡湯、小柴胡湯、黃芩湯

等複方中藥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有效成分為

黃芩素(baicalein)、黃芩苷(baicalin)及漢黃芩素

(wogonin)等。黃芩目前在東部花蓮地區已有

栽培，近年來在在東部地區種植之試驗結果顯

示：黃芩之黃芩素、黃芩苷及漢黃芩素等有效

成分含量佳，並具極佳的抗氧化能力，根部品

質優良，適合在東部地區推廣種植。

黃芩之栽培管理

選　地：

黃芩適合於一般平地栽培，種植環境以平

坦、通風良好之地點為佳。黃芩之利用部位為

根部，因此栽培之土壤以排水良好、富含有機

質之砂質壤土為宜，有利黃芩根系之生長，若

排水不良會影響根系之生長，或造成根部之腐

爛情形發生。

施肥與整地：

黃芩種植前施用有機質肥料，有機質肥料

施用量以N：P2O5：K2O＝4.9：2.1：1.9之粒

狀有機質肥料為例，每公頃施用約為5,000～

6,000公斤，有機質肥料施用量需視土壤有機

質含量而定，肥力較高的土壤宜採用較低的推

薦施用量。整地前將有機質肥料均勻灑施於田

子蔓作為結果蔓，需留意不要留到不開雌花的

營養蔓，結果蔓第1朵雌花出現的時間愈早且

位於較低的節位上，則產期較早，初期的產量

也較高。

瓜類蔬菜整蔓共通注意事項

掌握生長特性

事先瞭解栽培的瓜果蔬菜種類與品種開花

特性，尤其是雌花與果實的主要生長位置，以

決定相關作業，包括：行株距、整蔓形式、引

蔓時間點、留果位置及留果數量等，到真正種

植栽培時才能及時作業。

適當留果位置

通常母蔓上的第1朵雌花最早發生，但因

此時植株葉片數較少，又同時在生長枝葉、開

花，都需要消耗養分，所以第1朵雌花結成的

果實常發育較差，也容易造成植株生長受到抑

制，務必要摘除之，後續在適當的結果蔓上進

行留果，留果數不可貪多，否則易導致果實發

育不良，產量及品質欠佳。

疏除下位枝葉

良好的整枝修剪及適度疏除下位老葉及側

蔓，有利於通風，可減少病害發生機會，且光

線通透性較高，葉片可維持較佳的光合作用能

力，製造養分供果實發育。

清潔操作器具

進行整枝修剪時需注意刀剪清潔，以避免

成為傳播病原的管道，田間連續操作以70%的

酒精消毒最為方便。先修剪正常健康的植株，

再處理病枝及病株的部分，剪除病枝或病株

後，應立即消毒刀剪後再進行其他修剪工作。

結　語
瓜果類蔬菜的結果特性各有不同，栽培

者在種植前宜事先了解並擬定整蔓模式，將有

助於生產作業規劃。又瓜類整蔓工作雖較為繁

瑣，卻是相當重要的環節與基礎，因此確實地

整蔓與留果處理，不但可提升瓜果產量與品質

外，又可維持良好通風與採光，落實作物健康

管理，一舉兩得好處多。

作者：張同吳  助理研究員

作物改良課

特作與加工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305

保健作物黃芩之栽培管理

▲黃芩植株開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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