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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物簡介
甜瓜（Cucumis melo L.），英名melon，

為葫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非洲，第

二原始中心為印度、伊朗、蘇聯南部及中

國。依Naudin的分類方法，甜瓜分為下列8

種：

 1.var. cantalupensis  Naud. 粗皮甜瓜，歐洲早

期栽培種。

 2.var. reticulatus Naud. 網皮甜瓜，美洲早期

主要栽培種。

 3.var. inodorus Naud. 光皮甜瓜，晚熟，耐貯

藏。

 4.var. flexuosus Naud. 蛇甜瓜或菜瓜。

 5.var. conomon Mak. 越瓜，日人牧野氏將其

有甜味者分為 albida、flava、及 makuwa 

三變種。

 6.var. chito  Naud. 檬果瓜，果肉酸，觀賞

用。

 7.var. dudaim Naud. 石榴甜瓜，果皮有細

毛，有香味。

 8.var. saccharinus Naud. 哈密瓜。

臺灣主要的栽培種有下列兩類：1.厚皮

甜瓜：網皮甜瓜、光皮甜瓜及哈密瓜屬之，

通稱為洋香瓜（圖一）。2.薄皮甜瓜：var. 

conomon Mak. 越瓜變種 makuwa 屬之，通稱

為東方甜瓜，俗稱香瓜（圖二）。

葫 蘆 科 花 型 一 般 為 雌 雄 異 花 同

株 ， 甜 瓜 花 型 則 為 兩 性 花 與 雄 花 同 株

（Andromonoecious）型，少部份為雄雌異花

同株（Monoecious）型，雌花花瓣鐘狀，合

瓣花冠，黃色，五裂，雄花花瓣亦為合瓣花

冠，內有3個離生雄蕊。雌花柱頭3裂，子房

下位，子房表皮上密生茸毛，子房內有3個

由心皮細胞形成的側膜中軸胎座。果實為偽

果，由子房及花托發育而成，可食部分為子

房壁發達而成之中內果皮。果實有正圓形、

長圓形、卵形等，肉色有綠肉、橙紅肉、白

肉三種。果實表面有網紋、斑紋或光滑。肉

質有軟肉及綿肉兩種。果實發育座果期約7 ~ 

8天，果實約鵝卵大，種子已具雛形；開花

後10 ~ 20天，果實達生長最旺盛階段為膨瓜

期，果實體積可達最終體積之3/4，該時期

末期亦為網紋瓜裂紋始期，開花後30 ~ 62天

稱為成熟期，依品種、季節而有不同的成熟

日數，成熟果實果皮色澤明顯，果肉芳香，

肉質軟化、種子充實，果肉糖分含量為一般

栽培種11 ~ 16%，高者可達19%。

（一）作物分布

　　據97年農業統計年報所載，甜瓜栽

培面積大於75公頃之主要鄉鎮如下：

1.洋香瓜：

雲林縣崙背鄉、嘉義縣鹿草鄉、義竹

鄉、朴子市、台南縣東山鄉、七股鄉、白河

鎮、後壁鄉、西港鄉、鹽水鎮、柳營鄉、佳

里鎮、北門鄉、台南市安南區及高雄縣阿蓮

鄉等地。

2.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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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後龍鎮、雲林縣二崙鄉、崙背

鄉、嘉義縣民雄鄉、鹿草鄉、台南縣後壁鄉

及屏東縣崁頂鄉等地。

（二）品種

1.洋香瓜

網紋綠肉：香華、藍寶石，網紋橙肉：

天華、七股香，光面黃皮：狀元，光面白綠

皮：蜜世界、蜜天下，哈密瓜：新世紀…等

為栽培較多的品種，其他尚有約10餘個商業

品種流通中。

2.香瓜

以銀輝、嘉玉為主，其他尚有約3個商

業品種流通中。

（三）風土適應性

甜瓜性喜高溫多日照，生育適溫為25 ~ 

30℃，對低溫很敏感，白晝溫度18℃、夜

間12 ~ 13℃以下生育不佳。空氣中濕度高或

陰雨綿綿時容易發生病害，致糖度低，品質

差；白晝溫度25 ~ 30℃、夜間15 ~ 20℃時，

果實發育良好，網紋形成豐滿，果肉厚，糖

度高，香味濃，品質佳，且果實黃化較慢，

貯藏性良好。故臺灣甜瓜，尤其是洋香瓜，

以每年8月下旬雨季快結束時開始種植，結

果採收期以10月中下旬以後氣候較乾燥，日

夜溫差較大之季節為最適宜。

甜瓜根系淺，耐旱及耐濕力較弱，土

壤適應性雖廣，但以排水良好，土層深厚、

土質輕鬆之壤土為佳。砂質土栽培時網紋形

成雖好，少裂果，外形美觀，但果肉相對較

薄，肉質較差，膨軟果也會較多；黏質土栽

培則相反，網紋形成較劣，外觀容易污染，

但果肉較厚，肉質較優美，膨軟果的發生較

少。砂質土栽培要多施肥，多灌水；黏質土

栽培則要多施用有機質肥料，使土壤通氣良

好，並注意排水，PE布隧道式栽培宜選保水

力較強之黏質壤土栽培，則可施行一次施肥

及不用灌水之省工栽培方式。適當的土壤酸

鹼度為pH 6.0 ~ 6.6，酸性太強植株容易萎凋

黃化及得黑點根腐病，上葉慢慢枯黃，生育

衰弱乃至枯死。甜瓜不宜連作，有連作病害

發生顧慮時應與水稻輪作，尤其有線蟲發生

之瓜田，輪作期限越長越好。

（四）栽植期及生長管理

1.播種及育苗作業

洋香瓜播種期可分為秋作、秋冬作及春圖一：洋香瓜，隧道棚匍地式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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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三期，秋作宜在8月下旬或9月上旬開始播

種，秋冬作為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種植，春

作為12月至翌年1月種植；香瓜以3月至9月

為較佳的播種期，南部地區則可提早或延後

半個月播種。甜瓜播種前宜先浸種消毒，以

預防種子附有病原菌。溫暖季節播種可於消

毒後，種皮略乾時即播入穴盤72 ~ 104格圓

形穴格中，惟低溫期育苗則須將穴盤放置於

保溫環境下，使發芽較為整齊。發芽初期適

溫為28 ~ 32℃，經1 ~ 2天，胚根即可長約1

公分。9至10月間育苗，由於氣溫高，應注

意控制澆水，避免徒長，播種後12 ~ 14日，

本葉2 ~ 3枚時即可定植本圃，11月至翌年1

月，因氣溫較低使得幼苗生長慢，苗期管理

期較長，應施用液體肥料1 ~ 2次，以補充養

分。

2.整地、施肥、作畦

二期水稻收成後稍加整地，施用有機質

肥料及化學肥料充當基肥，肥料需要量視土

壤基礎肥力之多寡酌予增減。化學肥料採用

台肥43號複合肥料(N：P
2
O

5
：K

2
O：MgO＝

15：15：15：4)較適於甜瓜生長。畦向以南

北向為宜，畦溝距為2.4公尺，保持2公尺畦

面及0.4公尺溝面，則每0.1公頃畦長約400

公尺，畦面覆銀黑色塑膠布。通常除幼株期

用速效性液肥施用一次，以培育強健苗株

外，生育中期不再施追肥，果實肥大期視植

株發育情形，可行葉面施肥2 ~ 3次。

圖二：香瓜，設施中直立式栽培。 圖三：洋香瓜，溫網室直立式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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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種植及水分管理

PE布隧道栽培具保溫、防寒效果，植

株生育良好，可減少露菌病、蚜蟲及病毒病

發生，且搭設容易，已成為目前洋香瓜最主

要栽培方式。隧道式栽培種植方法以單向理

蔓整枝最好，單蔓整枝者株距為35 ~ 40公

分(1,000 ~ 1,140株/0.1公頃)，雙蔓整枝者株

距為55 ~ 60公分(666 ~ 727株/0.1公頃)；香

瓜多數仍以露天栽培為主。由於畦面覆蓋銀

黑色塑膠布，土壤中水分不易蒸發流失，管

理好的瓜田甚至可施行一次基肥及不灌水

栽培，但如栽培初期太乾，則應灌水(穴灌

)1 ~ 2次，以保持土壤充分濕潤而有利於發

育，開花著果則應停止灌水，以免莖葉過於

茂盛，導致整枝不易，病蟲害叢生，更甚者

影響著果。小果期應增加水分，以利植株發

育及果實肥大。網紋洋香瓜開花後18 ~ 20天

會有裂紋出現，此時應節制水分，避免裂紋

過深，影響網紋癒合及完整，同時接近果實

成熟期亦應減少水分，供給過多水分會降低

糖分含量及品質，儘可能保持莖葉不致萎凋

的程度即可。總而言之，合理而有效的水分

管理，整枝容易，病蟲害減少，果實品質提

升。

4.整蔓及留果作業

洋香瓜整枝方式可分為單蔓及雙蔓整

枝，行單蔓整枝時苗期不摘心，蔓長30公分

時應理蔓，母蔓10節以前之分枝(子蔓)全部

摘除，留果節位在10 ~ 13節之間，匍地式每

株留1 ~ 2果，直立式則每株留1果為原則(圖

三)。留果蔓留二葉摘心，留果蔓最好能在

子房發育期就先留兩枚葉片捻心，以促進子

房肥大而利於著果，第10節以後不留果節位

留一葉摘心，母蔓達畦際邊時再摘心，如此

則可培育強壯有用的葉片及相當大的特級果

實。雙蔓整枝為目前較常採行的栽培方式，

苗期3 ~ 4葉時母蔓第一次摘心，留強壯之子

蔓二條管理(理蔓)，將子蔓5 ~ 8節以前的孫

蔓摘除，第5 ~ 8節起孫蔓開始留果，每蔓留

果數不宜超過2果。留果後比照單蔓整枝方

法，每一單株洋香瓜以不超過3粒為原則。

香瓜整枝方式則視匍地式或直立式之不

同而異。直立式栽培則近似洋香瓜的單蔓整

枝方式，惟每株可留1 ~ 2果。匍地式則以多

蔓整枝為目前較常採行之栽培方式，苗期5 ~ 

6葉時母蔓第一次摘心，留強壯子蔓3 ~ 4條

理蔓，將子蔓4節以前的孫蔓摘除，第5 ~ 8

節之孫蔓留果，選留果型整齊發育較佳者，

每株不超過6果為原則，可獲得較高比例的

高品質果實。

（五）產業發展

1.洋香瓜：

隨著栽培氣候越來越暖熱的影響，以及

病蟲害相越來越難以控制之下，本作物近年

來以強調「品質重於產量」的觀念，務必進

行徹底的疏果，以維持植株生育勢，並能使

果實大小的整齊度提昇，穩定果肉品質。產



�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19

業發展則朝向高品質與安全用藥兩者兼顧的

要求，發展「品牌」洋香瓜，提昇產業競爭

力；惟本作物栽培技術門檻較高，許多栽培

經驗豐富的老農逐年凋零，後繼少人，產業

面積隨著逐年萎縮，為洋香瓜產業發展的極

大隱憂。

洋香瓜為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意味著其

栽培上需要較高的成本與大量的人力投入。

不僅如此，加上經驗養成年限較久且洋香瓜

忌連作的特性，更加侷限其產業的擴增。因

此，洋香瓜栽培更加需要以精緻化來取代粗

放栽培，逐步培養專業栽培農民，並且在PE

布隧道棚不易栽培的季節改用防雨網室中直

立式栽培的方式，以較精緻化的生產，維持

洋香瓜品質在一定水準之上，使產業能永續

發展。 

2.香瓜：

由於露天栽培下極易遭受天災危害，加

上近3 ~ 4年來少數採用設施直立式栽培者，

市場上曾有極高的拍賣高價，吸引了更多人

投入直立式栽培的行列。因此本作物越來越

走向精緻化，即使是匍地式栽培，也朝向加

強疏果以增加果實品質的競爭力。但是許多

栽培者為了提早或延後採收期，往往使該批

植株於開花期處於不易著果的天候下，造成

著果劑不當地濫用，此為香瓜栽培上的隱

憂。

香瓜暖熱季露天栽培下適應良好，惟天

災（颱風與驟雨）與瓜實蠅危害等風險高。

商業品種少，各商業品種之遺傳距離小，少

數以設施栽培者常提早（早春）或延後（晚

秋）播種，此時雖然避過盛產高峰，但是由

於氣候條件較不適合香瓜生長，設施光照較

弱與通風較差，使白粉病容易發生，而香瓜

尚無抗白粉病品種，因此必須加強白粉病的

防治。

香瓜適應暑熱與高濕度的環境，糖度累

積佳，風味良好，生育期短，若在正期作以

簡易溫網室栽培，病蟲害較少，果實發育良

好，可減少農藥施用量。香瓜在鄰近其他國

家或地區少栽培，可作為臺灣具特色的果品

來發展。

　　（作者：黃圓滿、黃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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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害概述
甜瓜主要病害有苗立枯病、露菌病、白

粉病、蔓枯病、炭疽病、冠腐及基腐病、黑

點根腐病、病毒病、細菌性果斑病、根瘤線

蟲等。早期露地栽培洋香瓜常遭到露菌病、

蔓枯病及病毒病危害，1985年推廣PE隧道

式栽培，因隔離雨水及露水，露菌病、蔓枯

病的發生明顯降低，主要以蚜蟲為媒介昆蟲

傳播的病毒病也受到控制，生產穩定，面積

逐年增加，而夏季種植的香瓜尚以露地栽培

為主。近年來隧道式栽培一直為甜瓜的主要

栽培模式，蔓枯病的主要危害部位由葉部轉

到莖蔓；露菌病多發生於伸長出覆蓋塑膠布

外之葉片；白粉病因隧道式內較高的相對濕

度，病原菌易產生抗藥性，常有一發不可收

拾的現象發生。

病毒病是甜瓜的主要病害，侵染甜瓜的

病毒種類逐年增加，如早期田間常見以機械

及蚜蟲媒介的矮南瓜黃化病毒（ZYMV）、

胡瓜綠斑嵌紋病毒（CgMMV）、西瓜嵌紋病

毒（WMV）、胡瓜嵌紋病毒（CMV），2006

年及2009年秋末台南地區洋香瓜卻分別遭受

以薊馬為媒介的西瓜銀斑病毒（WSMoV）及

以銀葉粉蝨為媒介的南瓜捲葉病毒（SLCV）

大肆危害，因此甜瓜栽培地區主要病毒種類

的改變，使甜瓜產業大受威脅。

1994年黑點根腐病首先出現於台南洋香

瓜田，因該病害萎凋病徵出現於近採收期，

植株急速萎凋常造成全園均無收成，損失慘

重，近年來甜瓜栽培期漸長，連作及氣候暖

化，黑點根腐病已為洋香瓜栽培的主要病

害。另冠腐及基腐病造成的全株萎凋症狀則

發生於任何生育期，病原菌由地基部侵染，

植株萎凋病徵與黑點根腐病及蔓枯病相似。

　　（作者：鄭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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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蟲害概述
甜瓜隨種植時期、生長期及地區之不

同，其害蟲種類及危害情形亦異，對甜瓜之

經濟重要性及防治策略或管理方法也有所不

同，危害甜瓜之害蟲種類可分為重要害蟲及

次要害蟲，生長期間之重要害蟲如番茄斑潛

蠅、銀葉粉蝨、蚜蟲類、薊馬類、甜菜夜

蛾、斜紋夜蛾、番茄夜蛾、瓜螟及瓜實蠅

等，害蟎如神澤葉蟎、二點葉蟎等，次要害

蟲如銀紋夜蛾、切根蟲、螻蛄、蟋蟀、黃守

瓜及黑守瓜等。

對於瓜類植株之危害部位也因蟲而異，

屬雙翅目之斑潛蠅類成蟲將卵產於葉部組織

中，孵化後幼蟲潛入葉肉中取食危害，造成

蜿蜒之食痕，甚至造成葉片焦枯而廢耕，瓜

實蠅成蟲則將卵產於幼果中，孵化後幼蟲以

果肉為食，造成幼果生長奇形怪狀或腐爛而

影響品質或產量，甚至於無果實可收穫。半

翅目之銀葉粉蝨及蚜蟲類則以刺吸式口器刺

吸植株汁液，除造成植株生長不良外，並分

泌蜜露誘發煤煙病污染植株，嚴重影響植株

之光合作用，並可媒介病毒病導致無瓜果可

收而廢耕，蚜蟲常以孤雌生殖，族群增長快

速而危害更嚴重。纓翅目之薊馬類成蟲將卵

產於植株上，孵化之若蟲及成蟲同時集中危

害花器、葉、新梢及果皮，除造成植株生長

不良，果實畸形或無法生長外，並可媒介病

毒病而導致整園廢耕。鱗翅目之夜蛾類及瓜

螟則將卵或單粒或成堆產於植株之葉部、新

梢或果實上，孵化後之幼蟲以幼嫩新梢或以

幼果為食，或潛入幼果啃食果肉，造成果實

無法生長，甜菜夜蛾、斜紋夜蛾、番茄夜蛾

與銀紋夜蛾近年瓜園田間之棲群密度，一般

以甜菜夜蛾密度最高且分布均勻，斜紋夜蛾

在生育初期最早出現瓜園，且危害較集中，

番茄夜蛾則較晚發生且有區域性，銀紋夜蛾

在收穫後期疏於管理時發生，夜盜蟲類成蟲

晝伏夜出，白天棲息於葉背或暗處，日落後

開始活動及交尾產卵。斜紋夜蛾最多產，以

205 ~ 508粒成不規則較趨方圓形之卵堆，

年發生9世代。甜菜夜蛾產卵30 ~ 80粒成不

規則長條形，年發生11世代。番茄夜蛾則粒

粒散產，年發生8世代。孵化之幼蟲先取食

嫩葉或嫩莖，斜紋夜蛾及甜菜夜蛾之幼蟲有

群集性，3齡以後各齡漸分散，對陽光亦較

敏感。老熟幼蟲落地而化蛹於土內或土表之

落葉或雜物中。如植株新梢被啃，影響其生

育。秋作及春作之甜瓜，如氣象溫和、無雨

乾旱環境，被害會較嚴重。番茄夜蛾破壞性

強除啃食嫩葉外，亦具侵入性喜鑽啃莖部，

開花期部分移至花器危害，嫩果期除啃瓜皮

也會鑽入嫩果啃食果肉，且有自殘性，通常

一果實一隻蟲，嚴重影響產量及品質。銀紋

夜蛾，俗稱擬尺蠖或拱背蟲，瓜園採收後期

疏於管理，時而大發生，亦可造成偶發性之

危害。直翅目如螻蛄，在土中造隧道，除危

害幼苗及根部造成嚴重枯萎及缺株，甚至於

廢耕。鞘翅目之黃守瓜及黑守瓜，靠近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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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旱地較常發生，尤其鄰近瓜類作物長年栽

培後，必須隨時注意其族群動態。真蟎目之

葉蟎科成蟎發生時期則較慢，結果以後才有

較高之密度，雌成蟎將卵產於葉部，孵化後

之若蟎及成蟎集中於植株中老葉之葉背吸食

汁液，造成生長不良或枯萎。果實上害蟲除

鱗翅目之瓜螟外，雙翅目瓜實蠅成蟲則將卵

產於幼果中，孵化後之幼蟲以果肉為食，造

成幼果生長奇形怪狀或腐爛而影響品質或產

量，甚至無果實可收穫。

甜瓜類害蟲之管理策略因害蟲種類不同

而異，通常多以化學殺蟲劑為主，施用時要

注意殺蟲劑之種類、殺蟲機制、對症下藥及

最佳防治適期。其他如田間衛生、去除害蟲

之中間寄主植物、抗蟲品種之育成、設施栽

培、天敵之利用、誘殺資材之開發與利用、

套袋、種植前之翻犛及灌水等外，另須注意

及掌控害蟲之疫情與動態，以利適時防治。

（作者：陳文雄、張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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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害概述
甜瓜喜高溫及強日照，瓜苗栽種於田

區後，由於常須保持土壤的適當含水量，此

時畦面的雜草可同時萌芽及生長，尤其瓜苗

旁雜草會直接與瓜苗競爭土壤中的養分與水

分，甚至可能形成光照的遮蔽，造成匍地栽

種瓜苗的徒長。某些雜草亦會分泌對作物有

害的毒物質，抑制作物幼苗根系的發育，此

外，豆科、茄科、菊科、旋花科及十字花科

等多種雜草皆為蚜蟲的寄主，其中棉蚜易傳

播甜瓜的病毒，不僅促進病蟲害的散佈，亦

可經由微氣相的改變，間接影響甜瓜植株的

正常生長。近年的調查顯示，一般甜瓜田雜

草的種類約為10 ~ 20種，以禾本科、菊科、

莎草科及莧科植物為主。其中甜瓜田的主要

雜草為牛筋草、芒稷、千金子、香附子、碎

米莎草、鱧腸、野莧菜、馬齒莧、鐵莧菜、

小葉灰藿、焊菜、繖花龍吐珠、假扁蓄及假

海馬齒等。目前甜瓜田常與水田輪作，經淹

水數月之後可抑制大多數旱田雜草種子的萌

芽，並且於整地作畦之後，在畦面覆蓋一層

銀黑色塑膠布，使得甜瓜田雜草的種類及數

量明顯減少，僅於畦間及田區四周有雜草的

發生。登記於植物保護手冊中洋香瓜使用的

除草劑為固殺草，係接觸性萌後除草劑，可

有效防除一年生雜草。由於固殺草為從微生

物的代謝物衍生而成，具有快速分解的特

性，對環境安全性之疑慮較低，因此目前成

為臺灣普遍使用的萌後除草劑。甜瓜田的雜

草管理可配合輪作、淹水、覆蓋、耕犁或除

草劑等方式，建立對雜草的綜合防治系統。

　　（作者：袁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