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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木瓜育種及相關研究歷年來享譽國

際，近年隨著各學研機關與種苗公司各自積極

耕耘研發，以及國內種苗產業持續蓬勃發展，

木瓜的新品種育成及種苗業發展也都有相當

優異的成果。104年於本場曾辦理「木瓜品

種、優良種苗及加工產品展示會」，邀集各單

位展示木瓜新品種、優良種苗及介紹種苗相

關技術，來賓反應相當熱烈，為讓產官學、農

民及民眾了解木瓜品種及種苗產業現況，特

別匯集相關單位資訊撰文介紹。

臺灣木瓜育種單位及育成品種簡介

臺灣木瓜育種由60年代以來，農委會

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一直處於

執牛耳之地位，除了早期引種選出的日陞品

種外，歷年來共雜交選育出台農1號、台農2
號、台農3號、台農5號、台農6號及台農10
號等6個品種，其中台農1號因為果皮厚且耐

儲運，成為中南美洲主要品種；台農2號自育

成30餘年來，因生育強健、單株產量及糖度

高、果實適中且果形美觀，風味口感深受消費

者喜愛，因此成為臺灣最主力的品種，目前約

佔90%以上，穩坐品種霸主；台農3號、台農

5號及台農6號則因果肉顏色、果實品質、儲

運性及產量不佳等因素，目前已無推廣種植，

102年推出的黃肉大果的台農10號-橙寶取得

品種權後，目前授權由興農股份有限公司生

產、繁殖及推廣中。

2  台農10號-橙寶(鳳山試驗分所提供) 4  種苗7號(種苗改良繁殖場提供)

1  台農2號 3  高雄9號-日光(高雄農改場提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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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委會轄下的試驗單位另有種苗改良

繁殖場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也進行木瓜育種

工作，94年種苗改良繁殖場育成種苗7號，

該品種全兩性株的特性是劃時代的育種大突

破，由種子播種的實生苗100%為兩性株，

可大大節省了汰選兩性株的種苗及管理成

臺灣育成木瓜品種列表

品種名稱 育成單位 果肉顏色 平均果重(公克) 果實糖度 耐病毒病特性 植株及果實主要特性

日陞

農業試驗

所鳳山熱

帶園藝試

驗分所

紅 400 15 無 小果、風味佳、糖度高

台農1號 紅 900 13 無
早生、抗疫病強、耐儲運、中南美

洲主要品種

台農2號 紅 1100 11.7 無 大果、豐產、臺灣主要品種

台農3號 黃 1300 11.2 無 品質中等、耐寒

台農5號 紅 1400 10.5 耐病毒 早生、矮生、儲運性弱、耐蟎

台農6號(朱玉) 紅 445 12.3 無
矮生、結果力強、少橡皮果、正常

果比例高

台農10號-橙寶＊ 黃 1200 11-15 無 耐葉蟎、口感佳、果柄長

種苗7號＊

種苗改良

繁殖場

紅 500 13.1 無
日陞型、香氣及口感佳、實生苗

100%兩性株

種苗7號及其衍
生Tss43品系之
雜交一代

紅 750 12.5 無
中型果、結果佳、品質優於臺農2
號、實生苗100%兩性株

高雄9號-日光＊ 高雄區農

業改良場
紅 600∼750 12-13 無 矮生、高產、果肉厚、果形整齊

台大8號＊ 國立臺灣

大學
紅 700 10.5-

13.5 耐病毒 矮生、高產、果肉厚

龍種1號 國立臺灣

大學退休

教授張龍

生老師

紅 700 13.6 耐病毒 早生、矮生、紅莖、耐葉蟎、果肉厚

龍種2號 紅 800 13.2 耐病毒 早生、矮生、綠莖、耐葉蟎、果肉厚

津香
國立中興

大學
紅 800∼1200 11-13 無 耐儲運、清香味、果肉厚

農友1號 農友種苗

股份有限

公司

黃 1600 12 耐病毒 早生、強健、結果力強

紅妃 紅 2000∼3000 12 耐病毒
早生、矮生、強健、結果力強、豐

產、耐儲運、印度等國主要品種

紅福

稼穡種子

有限公司

紅 1000∼1200 13 耐病毒 早生、紅莖、豐產、果柄長、耐儲運

綠福 紅 1000∼1200 13 耐病毒
早生、綠莖、結果率高、豐產、肉

厚、果柄長

全福 紅 2000∼3000 12 無 中早生、豐產、結果穩定、耐儲運

紅達 紅 2000∼3000 11-12 耐病毒
早生、結果力強、豐產、肉厚、耐

儲運

紅秀 紅 500∼600 13 無 日陞型、早生、強健、結果特強 
紅壽 穗耕種苗

有限公司

紅 800∼1100 11-12 耐病毒 日陞改良型、強健、早生

天龍 紅 1200 11-12 耐病毒 早生、矮生、豐產、耐儲運

*已取得國內品種權之木瓜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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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於是世界上首次發現，因此以品種權

及專利權加以保護，未直接推廣，目前則將

種苗7號及其衍生Tss43品系 (同為全兩性

株自交系) 之雜交一代親本授權予農友種苗

股份有限公司及稼穡種子有限公司，未來將

可望由該三個育種單位持續推出更多具全兩

性株特性的優良木瓜品種。高雄區農業改良

場則育成高雄9號-日光品種，於102年取得

品種權，具有高糖度、果肉厚及果實中小型

等特性，因經評估不適合臺灣栽培，目前將

親本境外授權予墨西哥種苗公司。

在學校部分，國立臺灣大學育成台大8

號品種，98年取得品種權，具有耐病毒、矮

生及果肉厚等特性，目前尚未正式推廣，該

品種育種者臺灣大學退休教授張龍生老師

也另育成龍種1號及2號品種 (分別為紅莖及

綠莖之姐妹品種)，同樣具有耐病毒、矮生及

果肉厚等特性，也耐葉蟎，適合露天栽培，

已於國內及中國大陸等地推廣種植。國立中

興大學副教授謝慶昌老師近年也投入木瓜育

種，目前已育成津香品種，果實較耐儲運，

具有淡香味，將於今年正式推廣。

種苗公司方面，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是民間木瓜育種最富盛名的單位，育成農友

1號及紅妃品種，其中紅妃品種因耐病毒、大

果、矮生及豐產等特性，在國內外享有盛名，

行銷世界多國，目前也是印度最主要的栽培

品種，農友1號品種則因黃肉特性非世界主

流，因此推廣較少。稼穡種子有限公司近年

育成多個木瓜品種，包括耐病毒高產的綠福

及紅福品種 (特性相似，依葉柄及莖顏色命

名)、大果耐儲運的全福品種、大果耐病毒的

5  種苗7號及其衍生Tss43品系之雜交一代(種苗改
良繁殖場提供)

9  紅妃(高雄農改場提供)

8  津香(中興大學提供)

7  龍種2號6  龍種1號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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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達品種及日陞改良種的紅秀品種，目前

紅福及紅秀品種於國內開始推廣，全福及

紅達則以推廣東南亞及印度等國外市場

為主。穗耕種苗有限公司近年也育成耐病

毒紅莖的紅壽品種 (日陞改良型) 及耐病

毒高產且耐運輸的天龍品種，紅壽品種已

於國內開始推廣，天龍品種則預計以中國

大陸等國外市場為主要目標。

木瓜種苗產業現況分析

臺灣木瓜種苗分為國內及國外市場，

國外市場主要以雜交1代 (F1) 種子為銷

售產品，外銷木瓜種子更是我國出口種子

中的首位，105年出口量為4.2公噸，產值

超過2.4億元，出口至印度 (47%)、巴西 

(22%) 及美國 (6%) 等40餘國，外銷成

果斐然，可見臺灣木瓜品種在國際間佔有

非常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具有非常大的發

展潛力。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長期投入

木瓜品種研發及育成，是目前最主要種子

出口業者，品種以紅妃為大宗，以印度為

主，其次為台農1號品種，以出口巴西為主；

稼穡種子有限公司近年也育種有成，已開始

少量外銷育成品種之種子至世界各地。

國內市場部分的種苗主要供應國內木瓜

栽培所需，以能直接田間定植的木瓜苗為主

要銷售產品，包括實生苗、扦插苗、嫁接苗

及組織培養苗，目前農民多採用扦插苗、嫁

接苗及組織培養苗等無性繁殖苗，其每株單

價介於20～35元之間，由於臺灣木瓜栽培

面積多年來均在3000公頃上下波動，若依

每2～3年更新種植之方式，每年種苗需求估

計有2～3百萬株，每年木瓜種苗之產值可達

6千萬元以上，因此民間木瓜種苗繁殖業者

數量也有增加趨勢。

臺灣目前的木瓜種苗繁殖業者超過20
家，以生產組織培養苗之業者為最多，其次

為扦插苗及實生苗，生產嫁接苗業者為最

少，部分業者同時兼生產兩種類型以上種

苗。國內銷售品種以台農2號為大宗，少數

為紅妃品種、改良型日陞品種或新育成品

種，其中因為台農2號育成已久，坊間木瓜

苗場及種苗公司透過親本調整或田間個體篩

選，因此各家業者的台農2號品種並非完全

相同，農民也會根據個人喜好特性來選擇不

同苗場之種苗。

10  紅福(稼穡種子有限公司提供)

11  綠福(稼穡種子有限公司提供)

12  紅達(稼穡種子有限公司提供)

13  全福(稼穡種子有限公司提供)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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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耐病毒性，因此難以推出至國外市場。

目前在國內育種方向上，各育種單位

均以高品質、豐產、耐儲運、耐逆境 (耐
熱及耐淹水等) 及果實中等大小 (600～
1000g) 為優先選育的重點，由於臺灣目前

商業栽培均採用網室，因此在耐病毒的育

種需求上並非首要，此外不擁擠 (果柄長)、
表皮光滑 (生理性斑點少) 及無強烈味道等

特性也是方向之一，部份育種單位則嘗試

育成推廣黃肉品種。

針對國外市場的育種方向與上述目標

相似，但會以耐病毒、耐儲運、豐產及果實

鈍尾為首要目標，果實大小則視國家及消費

市場而定，如東南亞及印度等市場等會偏

好大果，非洲偏好日陞型小果。國外種苗市

場潛力極大，依FAO於2014年的統計資料

顯示，全球木瓜栽培面積將近42萬公頃，

其中印度(13萬公頃)、奈及利亞 (9萬公頃) 
及巴西 (3萬公頃) 等三國即佔約超過1半面

積，全球木瓜種苗需求相當可觀，因此民間

國內木瓜種苗的銷售具有

明顯的淡旺季，冬春季種植旺季

時常供不應求，尤其若當年遭遇

颱風影響，需重新翻種之需求大

增，往往一苗難求，因此多數業

者並無滯銷問題，在經營上因組

織培養苗於精密環控下培養，也

能計劃生產，較能週年穩定生產

及供應，扦插苗及嫁接苗生產的

繁殖率及存活率受氣候環境及操

作技術影響較大，因此有繁殖效率較低及生

產不穩定等問題。

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規定，國內基因

轉殖木瓜不得推廣、銷售及種植，農委員會為

落實基因轉殖植物管理，自95年起施行木瓜

繁殖種苗業者全面抽檢，並同步輔導建立優

良木瓜種苗供應體系，截至目前為止，共計有

6家木瓜種苗繁殖業者獲地方政府推薦並經

農糧署輔導，公告為木瓜優良種苗業者，包括

大立種苗、于林園藝、益栽育苗場、銘農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長泉種苗園及泉盛種苗園等6
家，其餘種苗業者仍受種苗法管制，主管機關

會定時進行基因轉殖木瓜抽驗。

木瓜育種方向與種苗產業未來展望

國內外針對木瓜消費習慣及偏好性不

同，因此木瓜育種方向及規劃應切合消費市

場需求，如國內喜愛的台農2號品種其果頂

凸出 (尖尾) 的特性是臺灣市場所獨鍾，但卻

不耐運輸碰撞，尚需時間去改變尖尾果形的

消費習慣，且台農2號具有果實過大 (1公斤

以上) 及儲運性較低 (果肉較軟) 的缺點，也

14  紅秀(稼穡種子有限公司提供)

15  紅壽(穗耕種苗有限公司提供)

16  天龍(穗耕種苗有限公司提供)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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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苗公司均以國外市場需求特性為育種首

要目標，未來在國際市場上，具備耐病毒、

豐產、高品質及耐儲運的全兩性株品種應

是育種上的終極目標。

隨著木瓜基因組定序完成，使得分子輔

助育種可能成為未來木瓜育種的主流，美國、

澳洲及日本等國家已投入利用生物技術及分

子標誌來篩選優良親本及後代，或進行木瓜

異屬抗病育種之研究，除更有效率外，也能降

低傳統育種在人力、物力及育種規模上的限

制，以及突破傳統育種的侷限，臺灣的木瓜育

種單位多以傳統育種為主，未來若能彼此結

合或配合國內學術單位等一起進行分子輔助

育種計畫，並研發其他加速育種效率之相關

技術，將可如虎添翼，加速育種時程。

目前國內木瓜種苗業者尚無銷售問題，

但在生產繁殖技術及種苗品質上仍有改善空

間，未來相關試驗

單位可加強相關研

究及配合業者產學

合作，由政府強化

種苗業輔導，提升

木瓜種苗業者素質

及建置良善種苗生

產環境，將能有效

改善種苗品質。由

於種苗業者間缺乏

相關協會組織進行

橫向交流合作，相

關資訊及資源難以

獲得及交流，因此若能籌組木瓜種苗協會，

則能有效整合並促進產業良性發展。

結語

優良品種與種苗是木瓜生產上最重要

之基石，臺灣公私部門均擁有豐富之種原

與深厚之育種實力，若能有效凝聚公私部

門之育種能量與試驗成果，透過育種合作、

資源分享或經驗交流，將育種研發與種苗

生產有效串連，匯集產官學三方之資源與

力量，就能加速新品種及種苗生產技術的

研發，延續臺灣木瓜在全球種苗市場的競

爭力及開拓種苗新藍海，共創臺灣木瓜另

一個輝煌的新紀元。

17  木瓜實生苗 18  木瓜扦插苗

19  木瓜組織培養苗 20  木瓜嫁接苗

17 18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