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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瓜為國人喜愛的夏季水果之一，自 1950 年以來，台灣的西瓜產業歷經多項改變，

也造就了台灣西瓜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將從西瓜產業變化、品種演變、栽培管理

技術演變與西瓜病害研究…等面相，探討並回顧台灣西瓜產業的發展及變化，同時也探

討當前西瓜產業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因應之道，期有助西瓜產業的永續發展。 

關鍵字：西瓜、產業回顧、品種、栽培、病害 

 

1.前言 

西瓜(Citrullus lanatus (Thunb.) Matsum. & Nakai)為葫蘆科(Cucurbitaceae)

一年生蔓性草本植物，在北非及中亞一帶栽培甚廣，英國探險家 Livingstone 在非洲赤

道附近沙漠發現野生種西瓜，因此據信原產於熱帶非洲。據五代史記載，於公元十世紀

之前，西瓜便由西藏青海一帶傳入中國(林，1957)。至於西瓜傳入台灣的歷史，可回溯

到鄭成功時代獎勵大陸沿海居民移民台灣之時，但於西元 1717 年以後，始有西瓜栽培

的紀錄(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志，1987)。台灣光復後，郁宗雄先生、陳文郁先生…等前輩

在西瓜品種選育的努力付出與貢獻，使西瓜品種不斷進步；而後許多私人種苗公司的投

入，也讓西瓜產業逐漸在台灣蓬勃發展，西瓜除了成為深受國人喜好的夏季水果之ㄧ，

也使台灣的西瓜揚名國際。本文將回顧西瓜產業在台灣的發展歷程，並討論目前西瓜產

業所面臨的挑戰，期作為西瓜產業永續經營與展望未來的參考。 

 

2.產業演變與市場概況 

1950 年之前，台灣西瓜栽培面積始終維持在 1,500 公頃左右，主要產區包括台南

縣、屏東縣、新竹縣、高雄縣、台中縣等地，其中以下淡水溪(現稱高屏溪)一帶頗具盛

名。至 1950 年之後，西瓜產業開始蓬勃發展，栽培面積由原本的 2,000 公頃左右，迅

速擴張到 1960 年代的 1萬公頃上下，並以中部的苗栗縣、台中縣與南部的台南縣、高

雄縣、屏東縣為主要的西瓜產區。當時，濁水溪一帶的河床地並沒有種植西瓜，經由鳳

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陳文郁先生與農復會王良雄先生共同的指導推廣下，成功的在雲林

二崙鄉濁水溪河床種出西瓜，同時也為濁水溪的西瓜打出名號。 

1969 年以後，西瓜產業重心逐漸轉移至南台灣，並向東台灣發展，且西瓜生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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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開始穩定維持在 1萬公頃以上。除了鮮食西瓜的市場，瓜子西瓜的栽培面積也逐漸增

加，並從 1972 年開始有統計資料。1973 年，雲林縣與花蓮縣分別設立了無子西瓜生產

專業區，不但使台灣西瓜開拓了外銷市場，花蓮縣的西瓜栽培面積也進入全台前五名。

時至 1980 年代中期，台灣西瓜(含瓜子西瓜)的栽培面積達到 36,357 公頃的高峰後，便

逐年下降。其中，瓜子西瓜受到中國大陸瓜子進口的影響，至今國內已無栽培。鮮食西

瓜市場則受到栽培成本、連作障礙與市場萎縮等因素影響，近三年來，台灣西瓜的栽培

面積僅維持在 1萬 1千餘公頃左右(圖一)。2011 年時，全台西瓜的種植面積為 11,715

公頃，佔蔬菜總生產面積的 7.86%，其中花蓮縣的栽培面積達 2,404 公頃，成為全台最

大的西瓜產區。 

在交易市場方面，根據統計資料，目前西瓜的交易品項主要區分為：大西瓜(華寶)、

中型西瓜(鳳光、英妙)、小型西瓜(紅肉、黃肉、黑美人、秀玲)、無子西瓜、其他與進

口西瓜…等(農糧署水果行情專區網站，http://amis.afa.gov.tw/t-asp/top-v.asp；

吳與方，2012)。進一步分析 2003-2012 年間全部西瓜種類的交易量變化，以每年 2月

份的交易量最低，3月之後交易量逐漸回升，4-8 月間為交易高峰期，之後交易量逐漸

減少。過去十年來，月平均價格最高為 94 年 10 月，達 18.8 元/公斤；月平均價格最低

為 92 年 8 月，僅 7.4 元/公斤，價格的起伏，則視每年氣候條件、產量、果實品質…等

因素而有差異。 

 

3.品種演變概況 

台灣西瓜栽培品種的演變，大致可區分為固定品種(1950 年以前)、引種選拔時期

(1950-1960)、一代雜交及多倍體育種(1960 以後)等三個階段。各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品

種，在陳氏(1993)的報告中已有詳細記錄，以下則概略介紹這些品種。 

 

3.1 1950 年以前 

台灣光復前，主要的西瓜栽培品種共有大陸引進的黑皮種、白皮種、汕頭種與瓜子

西瓜。而日本引進的品種則包括 Ice Cream、Mountain Sweet、Cole's Early、Florida 

Favorite、Sweet Siberian、凱旋及大和等(台灣農家便覽，1944)。根據陳氏於 1949

年的調查，台灣各地實際栽培的西瓜品種主要包括：黑皮西瓜、大和黃、海湖種、旭大

和與新大和一號。其中，海湖種的栽培面積當時佔全台西瓜的 70％左右，而大和黃則為

下淡水溪的主要栽培品種(陳，1993)。這些品種均由日本引進，但長久以來，農戶在毫

無採種技術下自行留種，致使品種大多退化，果實品質低劣，栽培極不穩定(陳，1993)。 

 

3.2 1950 年代 

1955 年，台北區農業改良場王進生先生自美國引進「蜜寶」西瓜，隨後鳳山熱帶園

藝試驗分所郁宗雄先生等選定為優良品種。蜜寶西瓜於 1959 年推廣後，生產的產品曾

外銷香港，栽培最盛時，每年栽培面積約 200 公頃(陳，1993)。同年，鳳山熱帶園藝試

驗分所以「富民」西瓜及「Charleston Gray」雜交育成的一代雜交品種「富寶」西瓜，

推廣後可在蔓割病嚴重地區栽培，但因成熟期晚且種子粒大，切賣時容易損傷果肉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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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水果商青睞，導致市場接受度不佳。 

 

3.3 1960 年代 

1961 年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以日本引進的「固定富研」與「富民」西瓜雜交，育

成「富光」西瓜一代雜交品種(圖二)，並經農林廳及省農會輔導設立採種圃，繁殖種子

推廣，成為第一個產量與品質穩定推廣的品種，台灣西瓜栽培面積也在此時期迅速擴

張。同年，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育成「鳳山一號」三倍體無子西瓜(圖二)，本品種因

果皮堅韌，肉質緊實，果肉鮮紅，糖度達 11～12 度，經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在雲林

縣指導推廣，成果良好，並在農復會與農林廳輔導之下，由省農會發展產品外銷，使台

灣成為世界上唯一有無子西瓜外銷的國家。 

 

3.4 1970 年代 

1970 年代開始，由私人種苗公司育成的西瓜品種甚多，其中農友種苗公司的表現特

別突出優異，釋出的品種包括：新小鳳、抗病 610、金蘭…等。其中，金蘭西瓜更是第

一個獲得 1975 年全美園藝新品種比賽(All-America Selection; AAS)銅牌獎的品種(圖

二)。在此時期，主要栽培的大西瓜品種以「富寶二號」與「抗病 610」為主；無子西瓜

以「鳳山一號」與「農友新一號」最多；黃肉西瓜則以「新小鳳」和「金蘭」最具有代

表性(陳，1993)。 

 

3.5 1980 年代 

本時期由農業研究單位與私人種苗公司育成的西瓜品種相當多，同時也自國外引進

優良商業栽培品種，包括農林廳種苗繁殖場所育成的無子西瓜「種苗二號」、大型西瓜

「新紅娘」；農友種苗公司發表的「特小鳳」、「紅玲」、「天寶」、「鳳光」…等(圖二)；

穩農種苗公司發表的「紅龍二號」、「黃龍三號」、「小鳳 10 號」…等；新金鐘種苗公司

發表的「冠龍」、「金寶二號」、「蜜紅寶」…等；生生種苗公司發表的「超龍」、「寶島」、

「夏王」…等品種(陳，1993)，品種可謂多元且豐富。而至 1986 年時，全台西瓜栽種

面積達到歷年最高峰，此時可謂進入西瓜產業的戰國時代。 

 

3.6 1990 年代 

私人種苗公司於本時期再創高峰，如：農友種苗公司的寶冠西瓜，再次獲得 AAS 的

獎項；而本時期推出的「黑美人」、「秀玲」、「黛安娜」…等品種(圖二)，目前皆成為國

內外市場上的主流品種。 

 

3.7 2000 年至今 

由國內農業研究試驗場所育成的西瓜品種陸續推出，例如：澎湖五號「黃金寶」、

台農六號「紅蜜」、台農七號「小甜甜」、澎湖八號「紅愛人」等，其中，「紅蜜」與「小

甜甜」對蔓割病對蔓割病具有不同的抗性。此外，農友種苗公司育成的「甜美人」、「秀

寶」、「秀金」等品種，也陸續獲得 AAS 的獎項。而在本時期由民間公司及私人育成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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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西瓜，部分也成為台灣市場上主要的栽培品種。 

根據農友種苗公司 2012 年的資料，台灣目前市場上的紅肉大西瓜品種以「華寶」

為主。一期作從 9月開始栽種，產地包括恆春、台東、東港、楓港、枋山、台南、嘉義、

雲林、花蓮、台中、桃竹苗、宜蘭等；二期作產地則以台東、花蓮、台中、宜蘭為主。

因大西瓜依產地與栽培季節有明顯區隔，西瓜商販對於市場瓜果供需，農民栽培進度瞭

若指掌，農民也因種植面積大且集中，對於採收、運輸、銷售都須依賴西瓜商販，因此

買賣交易的瓜販固定並有默契。中型西瓜的品種，以農友「鳳光」、德城引進之「英妙、

英倫」為主，主要產地包括嘉義、雲林及台中，種植季節為 1～3月間，採收期介於 5

～6月間。青果銷售以西瓜販在產地議價，委託行口商銷售的模式為多。小型西瓜一期

作種植品種，黃肉品種以陳文宗「蜜鳳、新芳蘭」與農友「愛鳳」為主，紅肉品種則以

農友「嬌蜜」為主，產地包括高屏、雲嘉南、彰化；二期作種植品種，黃肉品種以陳文

宗「新芳蘭」、農友「新蘭、新冠」；紅肉品種以農友「甜美人、秀玲、黑美人、慧玲、

黛安娜」、陳文宗「寶蘭」為主，產地包括高屏、雲嘉南、中彰、桃竹苗、宜蘭、花蓮

等，種植季節為 5～9月，採收期介於 6～11 月間，農民收後委託行口商及拍賣市場銷

售為主。 

 

4.栽培管理技術演變概況 

4.1 播種時期與栽培地點的演變 

根據台灣農家便覽(1944)的紀錄，早期西瓜栽培時，南部的播種適期在 8～12 月間，

於 11 月至翌年 5月間收穫；北部則於 2～3月間播種，6～7月間收穫。演變至今，西瓜

的栽培可依照時期分為一期作、二期作與冬季裏作。中北部各地西瓜播種期間多介於 12

月至翌年 6月之間，花蓮與澎湖地區於 3～4月播種，南部地區則幾乎可全年生產(施，

2005)。而早期西瓜的栽培地點，以河床地為主，後續亦有租用台糖土地進行大規模生

產者，或是在水稻田收割後，於冬季裏作時種植西瓜。由於水稻田的土壤較具黏性，因

此，也促成了後續西瓜朝向小型化且耐黏性土壤特性的方向進行育種。 

 

4.2 苗期防寒與畦面覆蓋 

早期西瓜多栽培於河床地，冬季時風沙強且氣溫低，為避免寒害，農民多利用稻草

設置防風障防寒，演變至今亦有利用塑膠棚防寒(圖三)；栽培畦面則利用稻草覆蓋，以

防止土壤沖刷並抑制雜草發生。但春作若覆草太早，導致土溫不易上升，則反而容易引

起寒害(郁，1980)。1980 年代以後，畦面覆蓋逐漸改用 PE 銀黑色塑膠布，其好處除了

驅除薊馬，減少病毒並傳播以外，也有抑制雜草、降低蒸散、保持土壤溫度、防止雨水

沖刷…等優點(郁，1986)，目前也成為栽培西瓜主要的畦面覆蓋模式(圖三)。 

 

4.3 嫁接技術 

西瓜嫁接技術發展甚早，而台灣在 1970 年代後陸續有相關報告。鍾氏(1970)曾評

估西瓜嫁接扁蒲砧、絲瓜砧、冬瓜砧、本地種南瓜砧與日本雜交種南瓜砧對於西瓜生育、

抗耐病性與西瓜品質的影響。1976 年，陳氏則針對三倍體無子西瓜與不同砧木的嫁接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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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嫁接後生育性、環境適應性與開花結果習性進行評估，結果不同砧木種類對於接

活率與成苗率有顯著影響(陳，1976)。郁氏(1988)則指出，扁蒲、南瓜、冬瓜與西瓜砧

木對於西瓜的栽培及品質均有不同的影響，但為了避免蔓割病的危害，使用嫁接的西瓜

苗仍是最有效的解決之道。1985 年，農友種苗公司推出了「勇士」砧木用西瓜一代雜交

品種，但因種子價格較扁蒲種子高，並未普遍被育苗場採用(陳，1993)。至 1980 年代

以後，台灣西瓜幾乎都使用嫁接栽培(郁，1986)。至今，多數育苗場仍採用木瓜型南瓜

或扁蒲作為根砧生產嫁接苗。 

 

4.4 設施與特殊栽培模式 

早期西瓜均以露天栽培為主，但因西瓜性喜高溫，導致台灣西瓜栽培約 6成以上集

中在春季一期作。有時農友為提早採收以獲取較高利潤，採用塑膠布隧道棚栽培西瓜已

相當普遍(林，1995)。此外，為了避免天然災害造成損失，解決耕地面積有限與病蟲害

導致的連作障礙等問題，部分瓜類生產已建立設施離土栽培模式。少數西瓜生產者亦利

用設施溫網室，以立體栽培的方式生產迷你西瓜，使西瓜成為高單價、精緻化的精品(圖

三)。此外，近年來興農公司發展出模具栽培技術，生產的方形西瓜與其他奇特造型西

瓜(圖三)頗受國內外市場好評，也提升了西瓜的附加價值。 

 

5.西瓜病害研究概況 

早在台灣西瓜產業萌芽之初，前人已對西瓜栽培所遭遇的病蟲害問題進行詳盡的調

查與描述(黃與簡，1960)，當時調查的病害中，以炭疽病、白粉病、蔓割病、毒素病、

蔓枯病、黑斑病、露菌病與根瘤線蟲…等為普遍發生的病害，且台灣中、北部以蔓割病

較為嚴重，南部則以毒素病與蔓枯病危害較大。由於台灣的可耕地面積有限，因為病蟲

害所導致的連作障礙問題，已成為西瓜產業的限制因子之ㄧ。因此，選育抗病品種一直

以來都是重要的議題。至今，台灣西瓜產業面臨的主要病蟲害包括：蔓割病、炭疽病、

細菌性果斑病、黑點根腐病、病毒病、根瘤線蟲、黃守瓜、瓜實蠅、薊馬、蚜蟲…等。

其中，部分種媒病害在台灣發生後，對西瓜產業的影響甚鉅，同時也成為西瓜種子出口

的限制因子之ㄧ。以下茲概略回顧部分西瓜病害的研究成果。 

 

5.1 病毒病 

根據郁及陳氏在下淡水溪的調查報告指出，西瓜在栽培期會受毒素病危害，主要病

徵為節間縮短、頂芽生長停滯萎縮、葉面呈不規則黃色病斑、生長異常等症狀，即使結

果亦無商品價值(郁及陳，1949)。1960 年，黃氏與簡氏的報告指出，全台西瓜的產地皆

遭受毒素病危害，但嚴重程度不一，唯當時尚未鑑定病毒的種類。而有關台灣瓜類病毒

的研究，鄧氏(2011)則有詳盡的回顧。目前，台灣已記錄可危害西瓜的病毒種類包括: 胡

瓜綠斑嵌紋病毒(CGMMV)、胡瓜嵌紋病毒(CMV)、瓜類蚜媒黃化病毒(CABYV)、木瓜輪點

病毒-西瓜系統(PRSV-w)、西瓜銀斑病毒(WSMoV)及矮南瓜黃化嵌紋病毒(ZYMV) (吳等，

1994；徐等，2002)。1990 年以來，除了傳統育種方式選育抗(耐)病毒的研究外，也有

報告評估輕症系統的病毒用於交叉保護的可行性 (王，1994)。近年來，則有學者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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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西瓜的基因轉殖系統，並發展抗多重病毒的基因轉殖西瓜。 

 

5.2 蔓割病 

郁及陳氏(1949)報告指出，早期在下淡水溪栽種的西瓜，已有蔓割病危害情形。病

害主要發生於生育盛期與果時未成熟前，罹病植株常於未達收獲之前就已枯死。以往農

民認為本病害是氣候所致，且溪中每年必經數月的洪流沖刷，相信病原菌不致在原地殘

留，所以不加防除，因此常導致病害蔓延，造成嚴重損失(郁與陳，1949)。在後續的引

種試驗中，郁氏等(1959)評估了不同品種西瓜對蔓割病的抗感性，試驗中篩選出'蜜寶'

西瓜，本品種對蔓割病的耐受性較當地品種強，且園藝性狀佳，當年也被選作推廣品種。

由於台灣各地西瓜因長期連作，導致蔓割病嚴重危害，因此，孫與黃氏在 1970 年代起，

即針對蔓割病進行有系統的研究，有助釐清蔓割病菌的生物特性與殘存生態(孫與黃，

1977；黃與孫，1978)。之後，孫與黃氏亦研究西瓜蔓割病的抑病土，並利用土壤添加

物進行蔓割病的防治(Sun & Huang，1983)。1980 年以後，農民為了穩定西瓜生產，已

普遍採用扁蒲作為根砧進行嫁接。1985 年時，農友種苗公司推出了「勇士」砧木用西瓜

一代雜交品種，但因種子價格較扁蒲種子高，未普遍被育苗場採用，目前，多數育苗場

仍採用扁蒲作為嫁接根砧。近年來，陳氏等(2003)則針對台灣西瓜蔓割病的病原菌進行

生理小種鑑定、篩選抗蔓割病品種並分析其抗病遺傳機制，結果確定台灣的西瓜蔓割病

菌的生理小種為 race 0，但是否存在其他生理小種仍須進一步試驗確認。此外，林氏等

(2009)近年則發展出分子檢測技術，作為篩選抗蔓割病西瓜品系的工具，未來期能加速

西瓜抗蔓割病的育種。 

 

5.3 蔓枯病 

蔓枯病長久以來都是西瓜上的重要病害。根據黃氏與簡氏(1960)的報導，該病害在

台灣中、北部 5-7 月採收期與南部 11-12 月結果採收期危害最為嚴重。由於本病原菌可

危害多種瓜類作物，因此後續除了有學者研究該病原菌的生理、生態與殘存特性外，也

評估不同瓜類作物對於該病原菌的抗感病性(謝與黃，1985；蔡等，1991)。根據謝氏與

黃氏的試驗結果，當時西瓜的栽培品種「寶鳳」對蔓枯病具有中等抗性；「金蘭」、「610」

及「富寶」為中等感病，而「藍寶」與瓜子西瓜「萬利」則為感病品種。此外，由於本

病害可藉由種子傳播，因此應注意種子消毒(謝與黃，1985)。近年來，農民可用使用藥

劑防範本病的危害，但在種子出口時，部分國家仍須加註是否帶有蔓枯病菌，因此，農

業試驗所也利用聚合酵素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技術，發展種子

快速檢測技術。 

 

5.4 炭疽病 

1960 年時，黃氏與簡氏即針對台灣西瓜病害進行全面性的調查並提出報告。渠等的

調查報告指出，炭疽病在全台西瓜產地的罹病率介於 72.9～100％。然而，罹病率的高

低，不足以代表被害程度的輕重。雖然西瓜炭疽病幾乎為害所有植株的葉片，但在一般

栽培管理下，僅形成局部腐爛或壞疽現象，因此為害程度遠低於毒素病或蔓割病(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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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1960)。近年來，余氏與謝氏則針對西瓜炭疽病菌的侵入感染、生態及防治進行探

討(謝，1994)。由於該病害目前推薦的防治藥劑種類甚多，在慣行的生產管理上雖然不

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但農友在使用農藥防治時仍應輪用藥劑，以避免抗藥性發生。由於

本病害可藉由種子傳播，因此近年來農業試驗所亦針對瓜類炭疽病開發分子偵測技術，

以利加速種子檢查流程。 

 

5.5 細菌性果斑病 

在 1990 年以前，台灣並無細菌性果斑病為害西瓜的紀錄，而後於 1992～1994 年間，

分別在雲林縣沿海地區、台南縣善化及高屏地區栽培的大西瓜果皮上觀察到不規則水浸

狀、稍微龜裂的病斑，且該病斑會在果皮上蔓延。該病害初期不影響果肉，但已影響果

實的商品價值。農民、種苗商及農藥業者過去從未見過此病徵，誤以為疫病或炭疽病，

在無法控制病害蔓延的情況下，才求助於試驗單位。經由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徐世典教

授與曾國欽教授鑑定證實該病害為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itrulli 所引起的細菌

性果斑病(鄭與黃，2001；曾等，2010)。此後，分別在其他產區也陸續傳出細菌性果斑

病危害西瓜的紀錄。由於本病原菌可藉由種子傳播，因此被許多國家列為檢疫病害，也

嚴重影響台灣西瓜種子的出口。目前，國內研究單位已針對該病原菌開發血清學技術(王

與鄭，2001)、核酸探針與 PCR 等偵測方法(曾等，2010)，協助進行種子帶菌檢測。然

而，國際種子檢查協會尚未認可以 PCR 為基礎的細菌性果斑病菌檢測技術，因此目前該

病害的檢測方式仍以種子長出試驗、半選擇性培養基與血清學技術為主(曾等，2010)。

而目前該病害的田間管理措施，則建議育苗前進行種子消毒、使用健康種苗、注意田間

衛生、改善灌溉方式避免雨水飛濺傳播病原菌等方式，以減少細菌性果斑病的危害。 

 

5.6 黑點根腐病 

台灣於 1994 年首次發現 Monosporascus sp.引起的黑點根腐病，當時嘉義鹿草、台

南東山及屏東鹽埔等地的洋香瓜均受該病原危害(Tsay & Tung，1995)。之後有學者評

估西瓜、胡瓜、越瓜、洋香瓜、甜瓜、冬瓜、扁蒲、絲瓜、南瓜及苦瓜等瓜類對於該病

害的抗感病性，結果前述瓜類的根系均會受到病原菌侵入感染而造成褐化腐敗的病徵

(蔡與童，1995；林等，2008)。由於 Monosporascus sp.的子囊孢子可在土壤中存活約

10 個月(蔡等，1999)，增加了防治上的困難度。因此，蘇(2001)與林(2008)針對洋香瓜

嫁接南瓜與冬瓜根砧防治該病害的可行性進行評估。然而，目前針對西瓜黑點根腐病的

防治與病害管理研究卻付之闕如，仍有待未來的努力。 

 

6.西瓜產業問題與未來展望 

台灣西瓜產業從 1950 年代開始萌芽，歷經多年的發展與演變，產業面臨的問題也

逐漸浮現，包括：耕作面積有限、病蟲害防治不易、連作障礙尚待解決、西瓜產期集中，

價格不穩定、農村勞力老化，栽培成本過高、消費結構改變…等(陳，1993；林，1995；

陳與方，2009；吳與方，2012)。其中有些問題存在已久，而部分的問題在政府與民間

共同的努力之下，已有逐步的改善，但仍有持續進步的空間。以下筆者提出部分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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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對於西瓜產業的永續經營能有些許助益。 

 

6.1 強化種原收集、保存管理及運用 

西瓜為台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育成的新品種屢屢獲得國際大獎，西瓜種子的

出口，也為台灣帶來可觀的外匯。因此，政府鼓勵研究單位或輔導民間業者投入研發的

前提，必須建立在妥善的種原收集、保存與管理運用的基礎上。有了多樣化的種原，才

能有無限的變化與可能。進一步，再分別針對抗(耐)病蟲害、解決連作障礙、耐寒西瓜

品種選育、避免產期集中及因應消費結構改變等問題，發展符合市場需求的品種，才是

逐步解決問題之道。此外，發展各地區的特有品種，以區隔產期與市場，才能有效減少

因產量集中而導致的量多價跌現象。而選育具有機能性、富含茄紅素、新奇與小果的品

種，則可滿足消費者求新求變的心理。目前政府在種原收集與保存方面，雖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但仍有努力的空間。未來若能針對種原的收集與保存進行更具整體性與長

遠性的規劃，並與民間種苗業者合作，加速育種成果的運用及商品化，應能提升西瓜產

業的競爭力。 

 

6.2 運用分子技術，解決產業困境 

近年來，國內雖有部分學者著力開發西瓜的基因轉殖系統，但在民情與法規尚未完

全成熟之前，傳統育種方法所育成的新品種，在市場上的接受度仍較高。然而，傳統育

種需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因此，善加利用分子技術輔助傳統育種工作有其必要性。西

瓜產業遭受病害與連作障礙的問題存在已久，目前雖有部分研究單位或學者針對抗(耐)

病毒病、蔓割病的西瓜品種進行研究，但離實際應用仍有一段距離。因此，若能妥善運

用分子技術輔助抗病育種，或許有利於解決部分病蟲害的問題，同時可減少連作障礙的

壓力。此外，亦可利用分子技術輔助育成富含機能性成分或新奇品種的育成，提升西瓜

的附加價值。而分子生物技術在偵測種苗傳播病害以及保護品種等方向的應用，同時有

助於我國種苗出口產業的發展，並提升西瓜產業的競爭力。 

 

6.3 強化農業教育，培育產業新血 

產業輔導的前提，必須要有最基層的執行者。囿於現今農村人口老化問題嚴重，鼓

勵年輕人從事農業有其必要性，但也必須有充足的誘因。目前青年投入農業的最大問題

應該在於從事農業過於辛勞且收入不穩定。因此，除了提供足夠的教育機會，使青年人

了解農業之外，使其具備基本的生產、行銷知識與產業觀，將有助於提升青年農人的收

益，且利於未來農業政策的推展。目前推動的農民學院已有一定成效，但其對象如能向

下紮根，使年輕學子具有充足的農業背景知識，並了解從事農業生產也能成為一項志

業，必能激發更多年輕人的興趣。 

 

6.4 發展精緻產業，提升產品價值 

近年來，農糧署推動台糖農地租用限制，已有效維持西瓜產業面積，減少供需失衡

的問題。此外，近年來所推行的安全農業驗證，除了協助生產端能通過有機、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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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吉園圃等相關驗（認）證與標章，也確保消費者購買的西瓜安全無虞，這些都有助於

提升產業的競爭力。然而，西瓜產期過於集中，仍會導致價格波動。因此，透過創造新

奇產品提升附加價值、發展觀光旅遊行銷在地品種、以及開發便於攜帶的伴手禮…等方

式，以促進西瓜產業由單純的一級產業提升成為三級產業，才能有助維持農民的收益，

並創造西瓜產業的價值鏈。在產業輔導方面，應積極獎勵民營企業自主研發，並強化產

官學界研發成果的應用推廣，才能有效提升產業競爭力，為台灣的西瓜產業注入一股新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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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938～2011 年台灣西瓜(含瓜子西瓜)栽培面積與產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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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年代的西瓜代表品種：1960 年代育成的富光西瓜(A)與鳳山一號無子西瓜

(B)；1970 年代育成的西瓜金蘭(C)，是台灣第一個獲得 AAS 獎項的西瓜品

種；新小鳳西瓜(D)；1980 年代育成的特小鳳(E)與鳳光(F)西瓜；1990 年

代育成的黑美人(G)、秀玲(H)與黛安娜(I)；2000 年代育成的甜美人(J)。(以

上照片由農友種苗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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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西瓜的栽培模式。(A)育苗期利用塑膠矮棚防風防寒，避免幼苗遭

受寒害。(B)定植前畦面覆蓋 PE 銀色塑膠布有利於驅除薊馬，降低

病毒病傳播等優點。(C)利用設施立體化栽培迷你西瓜與(D)特殊造

型西瓜，有助提升西瓜商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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