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香瓜臺南13號之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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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洋香瓜「臺南11號」後，方有耐熱良好之

依據臺灣農業年報統計資料，洋香瓜

洋香瓜品種提供夏作栽培之選擇。繼洋香

近5年 (99～103年) 栽培面積平均為3,030

瓜「臺南11號」之後，103年發表網紋綠肉

公頃。栽培地集中於雲嘉南地區，依103

洋香瓜「臺南13號」，提供洋香瓜夏作栽

年期農業統計資料顯示，雲嘉南地區洋香

培之另一個選擇。

瓜栽培面積佔全臺栽培面積82% (臺南市
56.1%、雲林縣13.2%、嘉義縣12.7%)；而
且全臺洋香瓜栽培時期以一期作佔38.4%

簡要育種流程

最多、二期作佔25.0%最少、裡作佔36.6%

新品種「臺南13號」為臺南區農業改

次多。早期氣候變化較具規律，每年9月～

良場自民國87年起，採用「雜交育種法」，

翌年1月為洋香瓜的主要播種期，採用PE隧

歷經16年育種程序所育成之品種。本品種

道棚匍匐式栽培為主。

之親本藉由雜交方式導入野生甜瓜的抗白

近期氣候變遷，旱澇不均以及高溫期
延長，使得作物在露天栽培下之災損風險
劇增。為減緩氣候極端變化對作物生產之
衝擊，採用設施栽培為可行的方式。近幾
年設施搭建面積逐漸增加，惟搭建設施之
成本高，須選用較高經濟價值之作物方具
利基。目前在雲嘉南地區耕作方式，秋冬

粉病因子至栽培品系中，進行自交系之選
拔與純化，先育出優良父本與母本，98年
進行人工雜交授粉，共獲得416個雜交組
合。各雜交組合經4年半之栽培比較試驗，
於103年10月選出品質特優、耐熱性突出、
抗白粉病之雜交一代品系TNF98132，命名

期作以高經濟的小果番茄 (或是外銷花卉)

為「臺南13號」。103年10月29日經行政院

為主，5月之後，氣溫快速增高，小果番茄

農業委員會農業智慧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也到了採收後期，須適時清園，進行園區土

通過，以非專屬授權方式辦理品種技轉。

壤養護或是輪作其他物，早年無明確之夏

於103年11月28日完成非專屬授權移轉予

作洋香瓜品種，本場於98年發表網紋紅肉

「宇辰農業生技有限公司」，為期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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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播種期與成熟日數
「適地適時適種」可使作物
栽培達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品種
「臺南13號」在南部平地的最佳
播種期為3月中旬～8月；雲嘉地
區則以4月～8月中旬較佳；其他
地區需視其氣候條件酌予調整。
「臺南13號」開花～果實網紋發
生階段須避免遭遇2 5 ℃以下低
溫，否則果實會較小而減低其商

1

1

品價值。「臺南1 3號」於暖~熱

櫥架壽命調查-臺南13號較耐貯放

季 播 種 栽 培，全 生 育 期約 7 5 ～

果實性狀

80天。穴盤育苗約12日即可移植園區，於

洋香瓜新品種「臺南13號」屬於網紋細
密、綠肉洋香瓜類型。果面網紋分佈勻稱，
網紋形成穩定。匍匐式栽培果實較圓形，直
立式栽培則果實略高球形。未熟果之果皮色
澤淺綠，成熟期轉色不明顯，耐脫蒂，符合
臺灣現今對高級洋香瓜的要求。單果重量受

植株適當節位進行授粉、留果，果實發育
約40天可進行食用風味之測試，以決定確
切的採收日。肥培與水分管理掌握得當之
下，一般以授粉後42～45日可有較優良的
品質，即使天候不穩定使得採收期須提早
3日，經後熟3～4日，品質也在一般水準之
上。

留果數、氣候與栽培技術的影響很大，適當
整枝留果栽培下，單果重常介於1.5～2.0公
斤。果肉略黃綠色，中心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以折光糖度計量測，一般稱為糖度) 常為
15～18％，最高值可達20％。後熟再冰涼
食用，爽口細緻，散發微微香氣。
新 品 種「 臺 南 1 3 號 」果 實 於 室 溫
(28℃) 下的櫥架壽命，比對照商業品種增
加3天，果皮不易黃褐化，亦即果實的貯運
潛力較佳，可減低果品於運輸或販售期的
耗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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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枝留果模式
直立式栽培之整枝、留果
設施栽培洋香瓜以留母蔓、直立式栽
培之經濟效益較高。直立式栽培之園區，
採用畦距2 . 1 ～ 2 . 4公尺、雙行植，株距
45～48公分 (有機栽培者可採較寬行株距
種植)，0.1公頃需苗約2,100±100株，惟確
切之株數以各園區實地規劃後較精準。幼
苗期與伸蔓期，各側枝及早除去，於母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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匍匐式栽培之整枝、留果
「臺南13號」適於栽培的夏~早
秋期間，天候極不穩定，為減低此氣
候因子之衝擊，在無防雨溫網室狀
況下，仍以PE隧道棚提供保護的栽
培方式較具保障 (露天栽培風險極
高，不建議採用)。植株於PE隧道棚
中以匍匐式栽培，又分為單蔓整枝
與雙蔓整枝兩種方式，單蔓整枝較
雙蔓整枝更適於「臺南13號」之夏
作栽培。
2
2

直立式栽培－網紋完成期(7月)

第11～15節萌發之子蔓上留果，留果側蔓
留2葉摘心。惟若天候影響，無法於此等節
位座果者，則將留果節位往後延，即留果
於母蔓較高節位萌發之側蔓上。母蔓高度

1.單蔓整枝
夏作天候多變，單蔓整枝之植
株生長較迅速，可減低植株生育後期可能
遭遇的風險，此整枝方式也適用於土壤質
地較差之栽培園區 (如輕度鹽分地、或第2
次連作之園區)。匍匐式單蔓整枝栽培，採

近180公分時打頂，其時間點約為開始授粉

用畦距約2.1～2.4公尺 (可比習用之8台尺

後第2～3日，打頂與授粉之時間須能互相

畦窄些，維持畦面約1.8公尺即可)，株距

配合，可促進座果與果實發育。

36～40公分， 0.1公頃需苗約1,200±100

雌花經授粉、座果後 (幼果如雞蛋大

株，惟確切之株數以各園區實地規劃後較

小)，由3～4幼果中，選留發育良好、果形

精準。植穴鑿PE隧道棚內近畦溝處，引蔓

漂亮之幼果1果，完成吊果後，酌留母蔓最

到畦之另一側。

上方萌發之2～3條側蔓，再將其他幼果、

初期之理蔓方式與直立式栽培者相

母蔓上其他非留果側蔓一併除去。母蔓上

同，於幼苗期與伸蔓期，各側蔓及早除去。

的葉片較小者，株上方須留較多之側蔓 (此

於母蔓第9～12節萌發之子蔓為留果蔓，留

些側蔓留1～2葉後摘心)，以彌補葉面積之

果蔓留2葉摘心，惟若天候影響，無法順利

不足。以直立式栽培、一株留一果的模式，

於此節位著果者，則於母蔓較高節位萌發

果實大小與品質整齊度高。此栽培模式之

之側蔓上留果。母蔓引蔓到另一側近畦溝

平均果重約為1.7公斤，最大果重可達2.0

時打頂，此時母蔓上至少有16片健康之功

公斤。

能葉。雌花經授粉後，數個幼果發育至雞
臺南區農業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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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畦旁植式：畦距約2.3公尺 (可較
習用之8台尺畦較窄，隧道棚會較高)，
株距60公分，幼株於3～4本葉時摘心，
促進子蔓萌發，選2優良子蔓，於畦面等
距固蔓後，引蔓到畦另一側，0.1公頃需
苗約700株，惟確切之株數以各園區實
地規劃後較精準。
(2)畦中央植式：畦距約2.5公尺(可
較習用之8台尺畦較寬些，隧道棚會較
矮)，株距36～40公分，幼株於3～4本
葉時摘心，促進子蔓萌發，選2優良子
蔓，於畦面以3 0度角，向畦之兩側引

3
3

匍匐式栽培-網紋發生始期(8月)

蛋大時，視植株生長勢強弱，選留發育良
好、果形漂亮之幼果2果或1果留下，其他

確切之株數以各園區實地規劃後較精
準。

幼果摘除即可，側枝可不除去。母蔓較高

「臺南13號」採用所述之2種栽培方

節位萌發之非留果側蔓於選果時同時進行

式，在引蔓初期，將子蔓第1～5節萌發之
側蔓及早除去，於各子蔓第6節以上萌發

摘心即可。
以匍匐式單蔓整枝栽培、一株留1～2
果的模式，果實外觀品質略遜於設施直立
栽培者，但是食味品質相差不大。可於網
紋形成後，挑選部分果實襯以果墊或是將
果實轉面，減少果皮貼地處的黃化斑，增
加賣相。此栽培模式下之果實重量變異略
大，約為1.5～2.0公斤。

蔓約於留果蔓開花時、蔓長達到畦溝時打
頂。此時子蔓至少有16片健康之功能葉。
惟若天候影響，無法於子蔓第6～8節位
萌發之側蔓留果者，則以子蔓上較高節位
萌發之側蔓為留果蔓。雌花經授粉後，數
個幼果發育至雞蛋大時，視植株生長勢強
或1果留下，其他幼果摘除即可，側蔓可不

栽培園區土壤質地優良者，可採用此
栽培模式。匍匐式雙蔓整枝栽培，畦距與
株距依畦旁植式 (實務面較容易執行) 或畦
中央植式 (須調整引蔓角度) 而異。
臺南區農業專訊

之側蔓為留果蔓，留果蔓留2葉摘心。各子

弱，選留發育良好、果形漂亮之幼果2果

2.雙蔓整枝

04

蔓、固蔓，0.1公頃需苗約1,000株，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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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以彌補葉面積之不足。每1子蔓選
留1～2果、生長勢良好之植株，1株 (2蔓)
共留2～3果，其果實大小與品質較優，惟
生長勢明顯較差者，則是1株 (2蔓) 共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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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蔓上方 (較高) 節位萌發之非留果蔓

與黑點根腐病之預防為設施栽培洋香瓜成

於選果時同時進行摘心。

功與否之關鍵。

以匍匐式雙蔓整枝栽培，於幼株期

由於夏作洋香瓜之開花著果受天候影

摘心時，須特別避免人為之機械傳播病毒

響，不易穩定，計算全生育期之日數作為採

病。外觀品質之增進手法同上述。由於單

收適期將造成極大之誤差。「臺南13號」

株留果數較多，且是孫蔓留果，果實整齊度

果實成熟時，果皮轉色不明顯，為避免採

變化更大，約為1.4～1.9公斤。

收到未熟果，以推算授粉後的天數，佐以
試採1～2果測試糖度表現，以作為採收適
期之參考較客觀。於盛花期 (授粉) 後約40

其他注意事項
除了上述播種適期、不同栽培模式之
種苗數、整枝方式、留果節位、留果數之
外，夏作洋香瓜須注意植株生育階段之肥
培管理略不同於秋冬作，水分管理則以注
意排水更勝於灌溉，蔓枯病與病毒病之危
害較容易發生，以PE隧道棚栽培者須注意
瓜實蠅之危害，而夏作果實成熟表徵與秋
冬作也略有差別。

日，試測果實的中心折光糖度值作為排定
採收時間之參考。惟果實品質之表現受果
實大小、肥培管理與當時氣候條件影響極
大，尤其肥培管理不當或是屆採收時連續
陰雨，都將嚴重影響品質之表現。
若未將盛花授粉日期作紀錄，可在選
果後33～35日，或是網紋完成後20～25
日，或是以留果蔓上之葉片，呈現出明顯缺
鎂之生理黃化表徵為參考依據。其中又以

簡要而言，暖~熱季栽培期之洋
香瓜，其鉀/氮比值高於涼溫期。此
期間之耗水量高於其他期作，卻因為
不定時驟雨，可能造成PE隧道棚匍
地栽培之植株遭遇淹水逆境，適時排
水有其必要。不使開花期以及網紋發
生期水分過高，可有較佳之著果率以
及較美觀之網紋。植穴處不使葉片覆
蓋，設施內適時進行自然通風，或是
以內循環風扇減輕濕度過高之逆境，
可減緩蔓枯病之危害程度。育苗～移
植田間初期，即須積極加強媒介昆蟲
(如粉蝨與薊馬) 之防治。設施栽培之

4
4

臺南13號-易著果，授粉後6日之幼果，色澤鮮活，可進行選果(6月)

土壤須注意其理化性狀外，根瘤線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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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商業品種更容易管理。於防雨之溫網室
中栽培，善用各類有機資材或非化學農藥
資材進行防治，可生產有機或安全之洋香
瓜。
網紋洋香瓜一直是高級水果的代名
詞，每年日本夕張首批採收果品的拍賣

5
5

價往往在日幣百萬之上，各媒體無不競

橫剖面

相報導此一「誇張的天價」，廣告效益極
果梗處之葉片，呈現近乾枯狀，可做為果

高 (註：2果裝；2015年的拍賣價為150萬

實成熟、採收之重要判定參考。須注意「臺

日圓，折算當時之新臺幣約38萬元；2014

南13號」不能以離層產生、香味散發、果

年拍賣價更高，為250萬日圓)。外觀網紋

臍處軟化作為判斷採收期之參考，此等徵

勻稱優美、口感良好的洋香瓜經過禮盒包

狀發生時，果肉已過熟，失去商品價值。

裝，更凸顯出不凡的價值感。「臺南13號」
於3 ～ 4月播種，其採收適期可在「端午

結語

節」之前；本品種耐熱性良好，可視園區面

新品種「臺南13號」的種植方式與其
他洋香瓜品種大同小異，但是栽培者須特
別注意其播種適期。由於「臺南13號」果

積與管理人力，規劃種植批次，以提供「父
親節」、「中秋節」、「教師節」、「國慶
日」…節日禮品市場之需求，具有更高的經
濟效益。

實屬中果型，遇低溫則果實肥大受抑，不
適於冷涼季栽培。暖熱季栽培則因果實自
然肥大為現今市場最受歡迎之1.5～2.0公
斤，本品種具高糖度之潛力，適當之肥培
與水分管理將能展現其高糖度之特色，解
決了早期夏作洋香瓜品質不佳 (糖度累積
不良) 之問題。
「臺南13號」不僅適於PE隧道棚之
匍匐式栽培，更適於設施中直立式栽培。
其耐熱之特色，為現今漸漸增加之設施面
積，提供夏～早秋期間，高經濟價值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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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選擇。「臺南13號」具優良生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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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果率高以及對白粉病之抗性，相較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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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在農委會辦理記者發表會，獲得廣
大關注（左：王仕賢場長，右：黃圓滿副研
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