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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優質圓筒絲瓜栽培技術

(1)戴順發、(2)黃祥益、(3)蘇士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旗南分場 (1)主任、(2)(3)助理研究員

前 言

    絲瓜原產熱帶亞洲，喜愛高溫和日照充

分的氣候，是重要夏季蔬菜之一。97年國

內栽培面積約2,600多公頃，主要產地為屏

東、高雄、南投、台南、彰化及台中等縣，

除高屏地區之外，其他產地以夏季栽培為

主。絲瓜分為圓筒及稜角絲瓜兩類，以圓筒

絲瓜為大宗。由於農民習於自行留種，圓筒

絲瓜的地方品種相當多，良莠不齊且純度不

一，部分地方品種在低溫期果肉煮後褐化，

商品價值低。此外，大多數之地方品種葉片

大，裂果率高及營養生長過於旺盛，因此不

僅雌花形成較晚，也導致結果不連續及果實

大小不均一之情形。這類型的地方品種在生

育中後期，其藤蔓及葉片會迅速覆滿整個棚

架，不但管理作業不易，產量也急速減少。

為生產安全優質絲瓜，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自

民國84年起進行相關研究，研發一套絲瓜生

產技術，僅將成果提供農友參考。

品 種

　　圓筒絲瓜依其果實長度又可分米管種、

長筒種及竹竿種。絲瓜屬於短日照蔬菜，

大多品種均對日照敏感，適合秋冬短日照下

圖1.圓筒絲瓜主要品種之植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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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惟高雄2號及部分地方品種對日照較

不敏感，無論冬季短日照或夏季長日照期間

播種，雌花都容易發生，且結果力強，適於

周年播種栽培。目前國內主要栽培品種如下

(圖1-2)。

一、白皮種

　　中南部主要栽培之地方品種，不同產區

所種者，品種特性略異，有些系統低溫期果

肉煮後褐化。著名者有大樹白、旗山白、恒

春白、水窪窟白及大陸8號等。中生，葉片

小。具果形端正、果皮淡綠色、適收期果重

400-600公克、外觀形狀優良、果肉煮後柔

軟、豐產及品質佳等優良特性。其缺點為對

萎凋病等主要病蟲害不具有抵抗性、長日結

果率低。

二、粗鱗種

　　中南部主要栽培之地方品種，不同產區

所種者，品種特性略異，有些系統低溫期

果肉煮後褐化。一般統稱粗鱗，農民由粗鱗

中選出之阿順1號亦極為有名。晚生，葉片

大。具果形端正、果皮深綠色、適收期果重

600-800公克、外觀形狀優良、果肉煮後柔

軟、豐產及品質佳、抗萎凋病等優良特性。

其缺點為對萎凋病外的主要病蟲害不具有抵

抗性、長日結果率低及裂果率高。

三、溪州種

　　南部主要栽培之地方品種，高雄縣旗山

鎮及杉林鄉栽培最多。不同農戶自行留種

者，品種特性略異，有些系統低溫期果肉煮

後褐化。晚生，葉片大。具果形端正、果皮

綠色、適收期果重400-600公克、外觀形狀

優良、果肉煮後柔軟、豐產及品質佳、抗萎

凋病等優良特性。其缺點為對萎凋病以外的

主要病蟲害不具有抵抗性、長日結果率低及

裂果率高。

四、高雄2號

　　為雜交一代品種，適合秋作栽培。黃

花，秋作播種後約29天開雌花，約43天採

收。雌花形成和結果對日照長短反應不敏

感，在春夏季長日照下栽培結果率高。生育

初期葉片小而中後期大、早熟、節成性高、

豐產、不裂果。果實端正，中筒形，果臍

小，果面粗糙，果皮綠色，果肩條紋色澤

濃，肉質緊密，果長約21公分，果寬約7公

分，果重約596公克。果肉煮後完整、不褐

化、食味優良、肉質翠綠。其缺點為對萎凋

病外的主要病蟲害不具有抵抗性。

栽培管理技術

一、品種選擇

　　依據適時、適地、適作原則，選擇豐

產、果肉煮後不褐化之品種，如高雄2號、

白皮種、粗鱗種及種苗公司育成之優質品

種。

二、育苗

　　種子播種前進行破殼及浸種12-24小

時，或者以流水浸種48小時，均可促進發芽

整齊度。浸種後之種子經催芽可直播在植穴

或在穴盤育苗，育苗期間一般是10～15天。

穴盤育苗時覆土勿過深，以免影響種子出

土。

三、整地及作畦

　　整地方式可採全圃整地或種植行整地。

輪作水稻或綠肥之田區行全圃整地，同一田

區連作或搶種時則多採種植行整地。整地時

配合作畦，春夏季宜作高畦，使植株根部在

豪雨後能維持透氣狀態，正常生長。

四、種植

　　絲瓜喜愛高溫和日照充分的氣候，產區

集中於中南部，中部地區的絲瓜主要種植於

12～9月，尤其是以農曆年(立春)前種植，6

圖2.圓筒絲瓜主要品種之果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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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生產的最多。南部地區因位處熱帶，周

年均可栽培，但以秋冬季為主，特別在冬季

及早春低溫期間端賴高屏地區生產供應全國

所需。北部因秋冬季溫度低而多雨，最適種

植季節為春夏季。

五、合理化施肥

　　政府為推行合理化施肥，各區農業改良

場均提供土壤分析及施肥建議服務。建議農

友於種植前將土壤樣品送當地農業改良場分

析，農業改良場將依據農田土壤肥力狀況及

作物施肥手冊中絲瓜之施肥推薦量，推薦最

佳施肥用量及進行施肥指導。

　　由於絲瓜為生育期長且可連續採收之作

物，為確保果實收量與品質，除應注重有機

質肥料之施用外，也須視絲瓜生育狀況酌予

增減，切記勿於雌花始花前施用過量氮肥，

以免營養生長過於旺盛，延遲雌花產生，嚴

重者造成雌花敗育，降低節成性。

六、栽培密度及理蔓去葉

　　不論圓筒或稜角絲瓜，目前栽培以水平

及拱形棚架居多(圖3-4)，跨距為4-5公尺。

農民慣行種植株距為90-150公分，理蔓方式

主要有三種，其一採藤蔓上棚架前除側蔓，

上棚架後放任不理蔓；或者早期摘心留2子

蔓，上棚架後放任不理蔓；水平棚架另有一

法為上棚架前摘心留2子蔓，往相反兩分向

引蔓，上棚架後放任不理蔓。絲瓜在秋冬季

生長為母蔓強勢，果實品質佳；子蔓及孫蔓

等側蔓生育較弱，果實品質較差，尤其是稜

角絲瓜更為明顯。春夏季絲瓜生產依賴子蔓

及孫蔓等側蔓結果，母蔓雌開花期晚，無節

成性，結果量少。根據此特性本場研發出留

單蔓生產技術，秋冬季採留母蔓單蔓，春夏

季採留子蔓單蔓，配合優良品種高雄2號及

高密度栽培，以生產安全優質絲瓜。採用留

單蔓高密度栽培法之早期產量為傳統疏植方

法之4-5倍，為搶早市最佳生產方法。

秋冬季絲瓜留母蔓單蔓高密度栽培法(圖5)

適合株距為30-60公分，配合網室棚架設

施，水平棚架採單行植，拱形棚架採雙行

植，早期產量為傳統疏植法之4-5倍，總產

量則增加5-56%，果實品質不會降低。留母

蔓生產方法係於生育期僅留母蔓，摘除其他

側蔓，利用秋冬季母蔓生長強勢之優點，生

產碩大、果型端正均一之高品質絲瓜果實。

一般可在藤蔓覆滿棚架前生產2～3次花期之

果實，每次花期之採收期為7天左右，採收

期間隔明顯約15天。藤蔓覆滿棚架後可續採

留母蔓，或改採放任或間伐方式，生產後期

果實。去葉於第2次花期採收後陸續實施，

圖3.絲瓜水平棚架栽培。
圖5.秋冬季絲瓜採留母蔓單蔓高密度栽培法

　　，可獲得較高產量　

圖4.絲瓜拱形棚架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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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棚架下方之老葉；第3次花期採收後，

摘除第1次花期結果部位以下之老葉，依此

類推，以維持植株適度生長勢、葉果比及改

善葉片密集程度。藤蔓覆滿棚架後改採放任

不除側蔓者，則優先去老化黃葉，已採果實

節位之葉片以去1/3為原則。

　　春夏季絲瓜留子蔓單蔓高密度栽培法

(圖6)適合株距亦為30-60公分，幼苗定植到

田間成活後，株齡4-5葉時早期摘心，選留

粗壯之子蔓1條，其他理蔓去葉措施如留母

蔓單蔓栽培法。春夏季絲瓜採留子蔓單蔓栽

培其雌花始花期與慣行栽培法相近，優點

為降低雌花始花節位5-7節，增加節成性，

為高效率生產模式。由於春夏季植株生長

旺盛，在絲瓜蔓長滿棚架，採收完第2批果

圖6.春夏季絲瓜留子蔓單蔓高密度栽培法行早期摘心，選留粗壯之子蔓1條(圖左)，優點為

　　降低雌花始花節位(圖中)，增加節成性(圖右)。

圖7.粗麟種裂果率高。 圖8.普通絲瓜地方品種低溫期果肉煮後褐化

　　(粗鱗種、溪州種、高系15號及高系28

　　號)。

後。需考慮間伐，避免絲瓜蔓的密度過高，

造成遮蔭及病蟲害管理上的困擾。

七、夏季促成栽培

　　絲瓜具有短日結果習性，如在12～2月

短日照期間雌花發生較早而且較多，甚至雄

花序上也有雌花產生；在3月以後長日照下

播種，大多數品種不易發生雌花結果。台灣

的絲瓜地方品種分為對日照、溫度鈍感及敏

感兩種類型。前者於長日及高溫下仍有一定

比例的雌花形成，可正常開花結果，不會敗

育；後者為短日品種，適合秋植，自第一朵

雌花著生後，往後幾乎每節都有雌花，且著

果率高，這類型品種在長日及高溫情況下，

雄花佔優勢，雌花則為競爭弱勢，其著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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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絲瓜萎凋病發病情形(高雄縣大樹鄉)

　　左上：植株半側萎凋及葉片半側黃化

　　左下及右上：近根莖部維管束褐化

置常為雄花所佔據，即使花芽分化順利，仍

會因養份競爭勢弱，花蕾較秋植小，易落

花、落蕾，著果率低，此均為絲瓜生產所經

常面臨的問題。

　　本場研究溪州種及白皮種絲瓜在夏季長

日及高溫環境下，苗期以不同濃度ethrel

處理對花性之影響，及其於絲瓜生產之可行

性，成果顯示苗期處理乙烯對絲瓜亦有促雌

之效果，在25～100 μg/g ethrel的濃度處

理下不會影響植株生長勢及果實生產。但不

同品種間的處理效果有顯著，差異對短日及

低溫敏感之絲瓜品種在長日及高溫環境下生

長，雖可藉生長調節劑等化學調控方法增加

其雌花發生率，但敗育率仍偏高，須另謀方

法解決。

八、防止裂果及果肉煮後褐化

　　裂果及低溫期果肉煮後褐化影響產量及

品質至鉅，是粗鱗種及溪州種等多數地方品

種之缺點(圖7-8)。種植不易裂果及果肉煮

後不會褐化之品種如高雄2號，為根本解決

之道。種植粗鱗種及溪州種者，控制田間含

水量勿過於濕潤或乾燥，可降低裂果率。

九、灌溉及其他管理

為促進植株的生育和嫩果的發育，要適量的

灌水，灌水時間以早晨或傍晚為宜。又瓜果

著果良否和蜜蜂媒介有關，在天氣寒冷時應

行人工授粉，以助結果。

十、採收

　　絲瓜以採收嫩果供蔬菜用的，應在果實

發育到固有大小，而且肉質和種皮未硬化前

採收，肉質緻密，細嫩可口。高溫期於雌花

開花後10-12天，低溫期約15-20天為採收適

期。採收中若發現果實蠅為害或發育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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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果，應同時摘除。採收絲瓜宜用剪刀由

果柄部剪斷。採收後之果實，用紙或氣泡袋

包裝，盛入塑膠籃或紙箱，運至集貨場或市

場販售。

十一、嫁接栽培

　　白皮種絲瓜容易發生絲瓜萎凋病

(Fusarium wilt)其病原菌為Fusarium 

oxysporum f. sp. luffae，而綠皮種則不

會發病或罹病率低。據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

理系林益昇教授之研究結果，中部地區易發

生於春作，罹病苗於2月間呈現生長不良、

葉片無法伸展、病株矮化，或根部與莖部維

管束黑褐化及植株半側萎凋等病徵，有時中

午蒸散作用旺盛時，出現暫時萎凋的現象，

俗稱「睡午覺」。進而產生葉片半側黃化，

莖部與維管束半側褐化及植株半側萎凋的現

象，於一個月內死亡。未死亡的病株於3、4

月氣溫回升時，生長快速，外觀上病情看似

減緩，但實際上根部維管束已逐漸黑褐化，

並向莖部蔓延，最後產生割裂的「蔓割」外

部病徵，進而萎凋死亡。本場在高雄縣大樹

鄉之調查亦有相同結果，惟發生期間為秋冬

作(圖9)，且近年來部分綠皮之品種罹病率

提高。

　　為此，本場遂進行抗病綠皮種絲瓜篩

選，並自20個綠皮種絲瓜中篩選出11個極抗

萎凋病的品系(種)作為砧木，以感病的白皮

種絲瓜嫁接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所有嫁

接組合均可正常生育、開花且結果，而未嫁

接之白皮種絲瓜均罹病枯死(圖10)。其中有

3個嫁接組合完全未出現罹病株，且嫁接後

生育狀況及產量優於未嫁接者。

結 語

　　絲瓜採留單蔓栽培法每次花期之採收

期為7天左右，採收期間隔明顯約15天，對

於連續性採收作物而言，可於採收前後加強

病蟲害管理工作。病蟲害參照「植物保護手

冊」，選用低毒性安全採收期在7天以內之

藥劑適時進行防治，所生產之果實必然安全

無虞。總之，本場推薦春夏季留子蔓單蔓，

秋冬季留母蔓單蔓之高密度栽培法乃絲瓜栽

培最佳生產模式，又符合當前精緻農業-健

康農業之政策，建議農友趕緊採用。

圖10.白皮種絲瓜嫁接抗萎凋病砧木後均能正常發育及著果(左)，

未嫁接處理則全區罹病枯 死(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