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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巨峰葡萄產業之發展歷程
~以彰化縣大村鄉與溪湖鎮為例

臺灣葡萄發展歷史雖短，但卻是新興
發展的果樹之一，然造就臺灣葡萄紫金傳
奇成功的關鍵，除了臺灣大學、本場及相
關研究單位努力外，當屬在地默默耕耘的
農業耆老們。以彰化縣大村鄉與溪湖鎮為
例，包括：大村鄉賴漢麟先生 ( 大村鄉巨
峰葡萄栽培先驅 87 歲 )、賴清泉先生 ( 大
村鄉農會前理事長 74歲 )、賴烺柯班長 (大
村鄉葡萄產銷班第 7 班前班長 64 歲 ) 及
溪湖鎮王禮深班長 ( 溪湖鎮果樹葡萄第 10
班班長 74 歲 ) 等耆老，本文藉由耆老的訪
談，將巨峰葡萄過去、現在及未來呈現給
讀者，以記錄農業耆老們對臺灣葡萄的貢
獻。

葡萄生產與土壤及氣候生態系統息息
相關，對栽培土壤條件如礦物元素、水分
及土溫等要求相當高。究竟為何彰化縣成
為巨峰葡萄重要產區，其發展歷程將透過
大村鄉及溪湖鎮葡萄栽培耆老現身說法，
闡述巨峰葡萄這新興明星於果樹界崛起的
原因。
一、源起

來到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這裡曾經
有 1 棵高齡 53 歲的巨峰葡萄，因 2015、
2016 年連續遭受蘇迪勒、杜鵑及梅姬颱風
帶來的豪雨，導致田區淹水與枝條斷裂，
期間又遭逢 2016年 1月 24日霸王級寒流，

終不敵氣候因素，於 2017 年初枯死。一
切故事的開始都圍繞這棵老樹。

賴漢麟先生回憶過溝村巨峰葡萄，他
是最先種植者之一，並進行推廣工作。臺
灣早期引進的葡萄品種以釀酒葡萄為主，
包括貝利 A 及奈加拉 (Niagara)，巨峰葡萄
最早由省立臺中農學院 ( 中興大學前身 )
吳錦茂先生 ( 原臺中縣潭子鄉人士 ) 自日
本帶回，約於 1959 年，賴先生的朋友黃
圳地先生自豐原市取得巨峰葡萄枝條，帶
回大村鄉美港村種植，但並未成功發展。
賴先生表示當時以經商為主，即認為葡萄
有發展潛力，從黃先生處購買取得巨峰植

文圖 /葉文彬

 高齡 53 歲的巨峰葡萄老樹



6

株開始試種，那時葡萄 1 芽 2 塊錢，若 1
個枝條有 5 個芽體，則為 10 元。然而，
開始種植葡萄後才發現對栽培管理一竅不
通，雖然是最早種植，但要 2-3 年才能成
園，第 4 年方能開始生產葡萄。所幸該年
代有農業周刊 ( 日文 )，內有葡萄栽培管
理資訊，因其曾受過 1 年日本基礎教育，
便訂閱該周刊自行摸索，開啟巨峰葡萄種
植事業。1960 年初，同為過溝村的賴炳芳
先生，自村里取得葡萄枝條，並透過賴王
恩先生協助嫁接在砧木 ( 砧木品種可能是
臺灣野生葡萄，已不可考 )，進行小面積
種植推廣，後來只剩 2 株，1 株成為後來
的葡萄老樹。彰化縣的葡萄幾乎都是由老
樹枝條繁衍的後代，形成彰化縣最重要的
果樹產業之一。

賴漢麟先生說 1960 年前沿縱貫線 ( 台
1 縣省道 )，自永靖鄉、員林鎮至大村鄉
以種植柑橘類 ( 椪柑 ) 為主，後因柑橘黃

龍病導致柑橘產業沒落，面積急速減少而
進行轉作。其自美港村黃先生處購買巨峰
葡萄苗試種後，認為可行，因此開啟葡萄
種植風潮。早期巨峰葡萄每 0.1 公頃種植
約 300 株 ( 習慣以坪為單位，1 坪 1 株 )，
利用竹子做成籬笆當支柱進行栽培，並無
整枝修剪之觀念，任其以捲鬚攀附竹子生
長，倒伏之植株以稻草進行固定。後來賴
先生從農業周刊與書籍 ( 日文 ) 看到日本
栽培方式，成為第 1 位搭設水平棚架栽
培者，棚架成本每 0.1 公頃約 5,000-6,000
元，開啟臺灣葡萄水平棚架生產方式。而
溪湖鎮媽厝里王禮深班長則表示，溪湖鎮
於1970年，請大村鄉師傅搭設棚架，每0.1
公頃材料成本約 2,000-3,000 元。而葡萄的
栽培，亦沿著目前的中正西路與大溪路，
由過溝村、擺塘村、南勢村、大村村、貢
旗村、加錫村、茄苳村再到田洋村，原本
的水田紛紛改種葡萄，逐漸擴及大村鄉，

 賴漢麟先生透過葡萄園藝進行巨峰葡萄栽培技術調整 ( 左 )，並從書中發現可利用催芽劑提高萌芽率與
整齊度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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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往西擴展至溪湖鎮。該葡萄產業的推
廣方式為親朋好友自賴先生處購買或取得
枝條，種植後慢慢擴展。溪湖鎮葡萄是由
大村鄉傳過來，1966 年王禮深班長的鄰居
開始種植，當時其剛退伍，鄰居會分送脫
粒之果實品嚐，因為未曾吃過，覺得葡萄
很新奇，又發現葡萄可售得好價格，於是
1968年向大村農友購買種苗，每株3-5元，
種植面積 1 公頃。溪湖的葡萄以媽厝里為
中心向其他里擴展，例如中山里以前亦種
植柑橘，同樣因柑橘黃龍病沒落改種葡
萄，成為溪湖鎮溫室葡萄重要產地之一。
二、�栽培管理方式精進作為 - 產期調節、

修剪及催芽

初期巨峰葡萄種植採任意生長，每年
冬天低溫落葉，在節氣 - 雨水 (2 月 18 日
或 19 日 ) 前後自然萌芽，但參差不齊，當
時並無修剪催芽之觀念，只知道在雨水前
後萌芽自 6 月下旬可開始採收，陸續採收
至 8 月中旬；如果延遲到清明後才開始萌
芽，則果粒明顯較小。賴漢麟先生回憶透
過日本農業周刊，仿日本棚架栽培並於成
熟枝條進行修剪作業，到 1963-1964 年利
用扦插繁殖之巨峰葡萄，已經可以當年種
植、翌年進入生產，同時運用周刊與個人
經驗，利用豬糞、雞糞或鹿屎加強肥培，
再以氯化鉀、過磷酸鈣及硫銨等化學肥料
調整不同時期使用有關。賴漢麟先生回憶
當時種植葡萄病蟲害相當少，病害防治以
大生粉或自行調配之波爾多液 ( 硫酸銅加
生石灰 ) 為主，並強調波爾多液不可與大
生粉混合使用，容易凝結成塊，且會使葉
片受損，在其記憶中，化學藥劑大約在

1980 年開始普遍使用。訪談過程中，賴漢
麟先生突然也提到 1960-1970 年間，臺灣
大學康有德教授曾經訪問他，康教授 1966
年曾於其果園嘗試以桂竹為骨架搭設葡萄
溫室，其目的希望提早產期，奈何不夠堅
固，無法承受強風吹襲與大雨，使得試驗
無疾而終。  

另根據大村鄉農會前理事長賴清泉表
示，在 1970-1980 年代臺中縣已經有巨峰
葡萄產期調節方式，因資訊取得不方便，
大村鄉除了賴漢麟先生透過書籍期刊自行
吸收葡萄栽培技術外，多數仍採土法煉鋼
方式，生產上相對較不穩定。在本場 1984
年遷至彰化縣大村鄉前，1983 年林嘉興副
研究員至大村鄉進行葡萄相關試驗，賴前
理事長透過農會組織與改良場來往，開始
進行產期調節修剪試驗，試驗面積逾 2 公
頃。其作法為：於節氣 - 大寒前後進行冬
季修剪但不催芽，清明節前陸續發芽，大
約於 6 月下旬開始採收，先收著果不良只
有 3-5 果粒的果穗，然後再收著果較好的
果穗，如此採收期可長達 45 天。採收後
隔 1 個月，8 月上旬進行第 2 次修剪 ( 夏
季修剪 )，修剪方式採強枝弱剪、弱枝強

 葡萄不同棚架整枝修剪模式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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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可於翌年農曆過年前採收，再進行冬
季修剪的循環模式。然而，受東北季風影
響萌芽，隔 1-2 年於賴前理事長園區開始
進行防風網架設，採東西向，效果良好，
開啟大村鄉產期調節生產模式，惟 1986
年夏季韋恩颱風影響，發現一年二收夏季
修剪最大障礙為颱風。另一方面，葡萄整
地種植初期引進八堡圳水源進行淹灌，後
來架設管路噴灌，當時為圖方便，想將噴
灌與噴藥結合，因此將管路架設於棚架上
方 1-2 尺處，但發現噴水時，葉片上之灰
塵淋洗流到下方尚未戴果傘之果穗，造成
污損與病害發生，加上葉面噴藥防治效果
不佳且分布不均。因此，現行葡萄栽培噴
水管路都裝設於棚架下方，初期管路裝設
畦面，噴水頭距地面 2-3 尺，但影響操作
且噴口堵塞不容易清理，於是漸漸調整將
管路以棚架為支撐，再將噴頭裝在棚架下
方 1.5-2 尺處之模式。
三、葡萄催芽劑

1976 年前臺灣葡萄栽培尚未使用催
芽劑。為提高萌芽與整齊度，本場林嘉
興副研究員同年開始利用催芽劑促進萌
芽，1981 年中興大學楊耀祥教授、本場
林嘉興副研究員與廖萬正研究員嘗試使
用氰胺基化鈣結合 Merit 液肥催芽，效果
良好；1983 年中興大學林金和教授、本
場林信山前副場長與林副研究員等人發
表 cyanamide 進行推廣取代二氯乙醇，楊
教授後續於 1984 年建立氰氨基化鈣製作
及應用於葡萄催芽方式。據賴漢麟先生表
示，約於 1980 年看到臺灣大學教授於農
友月刊發表二氯乙醇應用於葡萄催芽文

章，且於「葡萄園藝」亦有看到日本葡萄
使用催芽劑，遂委託其姪女至迪化街購
買，開始進行修剪後催芽處理。賴先生表
示催芽劑初期應用於夏季修剪，做法為結
果母枝修剪後，以稀釋 10 倍之催芽劑處
理，而後，應用於冬季修剪，此時期修剪
時保留結果母枝上的葉片 ( 留下當記號 )，
再由 1 位工人以小鋸子於芽體上方進行刻
傷，同時另 1 位工人隨後塗抹催芽劑，並
將葉片摘除。隔幾年後，才出現將紅色色
素或染劑加入催芽劑中做記號使用。賴先
生自豪地說，他可能是大村鄉第 1 個使用
催芽劑生產葡萄的先鋒。

此外，王禮深班長提及開始種葡萄時
也是自然萌芽，後來到大村鄉見習修剪方
式，約於 1970 年，看到原臺中縣豐原市、
東勢鎮及新社鄉等地有農友開發產期調節
之資訊，騎車去新社農藥行買催芽劑，無
意間在臺中市向上路發現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 ( 舊場址：臺中市向上路一段 27 號 )，
想說既然來了就進去諮詢是否可提供葡萄
栽培相關技術，結果巧遇本場林嘉興副研
究員，閒聊葡萄栽培，如獲至寶，慢慢累
積生產技術。1976 年後依循林副研究員提
供催芽劑之資訊進行產期調節冬果生產，
夏季修剪後催芽劑僅處理最末 1 芽之生產
模式，1979 年起陸續辦理觀摩會推廣巨峰
葡萄栽培技術，並於 1981 年由當地幾位
葡萄種植者成立葡萄研究班，定期辦理講
習，邀請林副研究員進行葡萄栽培管理技
術指導。經過一連串努力，葡萄收益由每
0.1 公 頃 原 20,000-30,000 元，1980 年 後
因修剪催芽技術純熟使產量穩定，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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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120,000 元。另一方面，溪湖鎮農
會前推廣人員楊國強先生表示，為精進葡
萄栽培技術與銷售，2003 年透過本場高德
錚博士與戴登燦副研究員邀集葡萄產區鄉
鎮市農會，輔導籌組「台灣葡萄產業策略
聯盟」，期透過聯盟運作及異業結盟拓展
葡萄行銷通路，每年 9-10 月召開會議，分
享蒐集市場資訊變化、建立產銷預警機制
及產業資訊互通，使生產者調配各產期修
剪時間，藉此分散與延長產期，以穩定價
格與收益。

關於葡萄催芽劑發展，由本場林
信山前副場長娓娓道來二氯乙醇及氰胺
(cyanamide) 的試驗研發歷程如下 ( 第一人
稱 )：

約於 1972 年，奉調到本場園藝股，
當時臺灣葡萄產業方興未艾，原來惜於強
剪致棚架上滿滿的蔓藤，導致難以管理的
困境，因觀念的改變及修剪技術的建立而
克服，產量與品質終於有所提升。

而在 1973 年，有位石岡鄉的葡萄農
( 可惜未留下任何可聯絡的資訊 )，帶來 1
瓶二氯乙醇，說可以打破葡萄的休眠，促
進萌芽，希望試驗看看。我與嘉興兄找到
新社鄉陳金德先生，當時他是種苗場的技
工，在他位於如今的喬木黃金咖啡店的葡
萄園進行試驗，成效非常好，解決了葡萄
產期調節的最大障礙 - 萌芽期不能預期又
不整齊，1978 年發表二氯乙醇在葡萄栽培
上之利用。

因為效果卓著，有商業頭腦的生意人
就買進工業級的二氯乙醇，轉賣給知情的
葡萄農使用，造就了許多「葡萄屋」，我

與林嘉興先生因二氯乙醇在葡萄栽培上之
利用試驗，獲得 1979 年臺灣省農業研究
發展基金二等獎。

當時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 簡
稱農復會 ) 擔任園產科專家的臺灣大學園
藝系蔣明南教授，是傳統的學院派，認為
原產溫帶的葡萄無法在臺灣低海拔地區經
濟栽培，因此相關研究計畫都沒有農復會
的經費支持，等到葡萄一年多收的架構完
成及農復會李崇道主委蒞臨本場 ( 蘇匡基
場長時代 ) 聽簡報後，證明葡萄植株不但
未因多產而衰弱致死，而且可產期調節及
豐產，對本場才刮目相看。臺灣大學康有
德教授也以葡萄為媒介，與本場建立很好
的互動。而因為二氯乙醇的應用與推廣，
我與林嘉興副研究員也獲得 1981-1983 年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研
究獎座肯定。

後於 1982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9 日，
時任農發會園產科技正的李金龍博士，
組團赴德國出席第 21 屆國際園藝學會年
會，團員包括中興大學林金和、臺灣大學
李哖與張喜寧等教授及本人等。會中林金
和教授看到德國公司有關氰胺研究之壁報
展示，因其專長之一為植物生長調節劑的
研究，立刻瞭解價值所在，當場請該公司
寄樣品到臺灣。我也在收到樣品後就開始
進行試驗，做為碩士及博士論文的部分內
容，並發表數篇相關文章。

當時我是農林廳植物生長調節劑小組
召集人，接受廠商提出氰胺藥效的委託試
驗，通過試驗後氰胺就成為登記的農藥，
商品名「春雷」。因葡萄與東方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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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成績，時任農復會園產科李金龍科
長，籌組果樹產期調節研究小組，配合整
合型計畫，由本場主持，聘請農復會黃正
華處長、本場謝順景場長、中興大學林金
和教授、農試所林學正系主任等為顧問，
協助計畫之推動與執行，每年辦理 1 次研
討會，造就了本場與各相關大學及試驗研
究場所的良性互動。第 1 次研討會配合本
場喬遷至大村落成，研討成果彙編成本場
特刊第 1號「果樹產期調節研討會專輯」。
因為產期調節的特殊性獲得重視，英國出
版公司來函要求收錄，同時也促使亞洲太
平洋地區糧食與肥料技術中心 1989 年舉
辦之國際果樹產期調節研討會，本場應邀
出席並發表多篇論文。
四、種苗與行銷

葡萄採用扦插無性繁殖，可快速且大
量取得幼苗。賴漢麟先生提及最多曾一年
繁殖約 30 萬株葡萄苗，種植面積逾 3 公
頃，每株 3 元，聘請約 20 位長工進行田
間管理，當時 1 天男工 15 元、女工 10 元，
由此可窺見葡萄為具發展潛力的果樹。因
為當時葡萄種植採自然生長，每 0.1 公頃
大約可採收 2,000-3,000 台斤果實，葡萄從
6 月下旬開始採收，裝在杉木製成的籃子
或木箱中，配送全臺水果行。早期生產者
要自行將葡萄運送到員林火車站，再託運
到全臺各地由水果商行自行前往取貨，或
由貨車到產地載運，運費另計。賴漢麟先
生笑著說，那時每個木籃成本 20 元，葡
萄淨重 20 台斤，每台斤 20 元，扣除成本
後，每 0.1 公頃淨利約 20,000-30,000 元。
賴漢麟先生跟筆者說明，當時種水稻每 0.1

公頃收入約 2,000-3,000 元，所以很多人看
到葡萄有好價格，紛紛改種葡萄。而且，
他還透露因最早投入葡萄生產，所得一部
分用於家計，田地 0.1 公頃價格約 10,000-
15,000 元，因此一部分投資買地，實在無
法想像當時田地價格的情景。王禮深班長
表示當時溪湖葡萄可自行運送到員林水果
市場，也有販運商至產地收購，但收購價
略低，每台斤約 10-15 元。

除了將品質較高的葡萄裝籃託運或交
販運商，協助引薦賴漢麟先生的賴烺柯班
長說，1970 年時交通不發達，南來北往除
了火車，就是經過大村鄉的縱貫線 ( 省道
台 1 線 )，可說占了地利之便，採收後較
小的果穗，拿到台 1 線旁擺攤販售，賴班
長嘴角微揚的笑說，那時全盛期大約 300
多攤在賣葡萄，1 台斤平均 12 元，他與妹
妹 1 天最高紀錄所得為 18,000 元。大村鄉
農會賴清泉前理事長也提及，早期曾與吳
俊芳總幹事一起到臺北市百貨公司推廣行
銷大村鄉葡萄，透過這些在地耆老們篳路
藍縷的市場開拓，為葡萄打下高單價行銷
基礎。此外，賴烺柯班長回想 1984-1985
年時，已經開始以小貨車配送小包裝葡萄
的販售模式，每箱 10 台斤，隨著物流業
越來越發達，新竹、中連及大榮等貨運相
繼投入葡萄配送，2000 年 10 月黑貓宅急
便於臺灣正式營運，隔年亦投入葡萄配送
戰場，現今成為葡萄配送主力。由於物流
業崛起，帶動彰化地區葡萄採直銷方式者
日增，紛紛建立自己的品牌，創立小包裝
行銷風潮。

而彰化縣溪湖鎮因溫室葡萄快速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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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產期與露天錯開，於 3-5 月生產溫室
早春葡萄，產量相當穩定。溪湖農會楊國
強與巫松源先生發現溫室面積持續增加，
銷售壓力越來越大，因此，進行共同運銷
輔導。先於中山里試辦，召開產銷班會
議，請溫室栽培者每 0.1 公頃提供 5 公斤
葡萄，由農會製作單層包裝紙箱 ( 避免藏
底 )，並派員至臺北調查拍賣情形，以分
析市場與末端消費族群需求，拍賣時能獲
得較高之價格，楊國強先生笑說當時有所
謂的「300 俱樂部」，也就是葡萄拍賣價
格每公斤超過 300 元以上者。事實上，經
過農會楊先生及巫先生努力，溪湖鎮已有
部分溫室葡萄生產者以質為優先考量，不
再一味追求高產量。而本場在 2010 年與
2011 年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
金計畫，與保證責任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
社、溪湖鎮農會及 10 位農友進行溫室葡
萄外銷日本生產體系建立，由張致盛前場
長率領栽培、病蟲害、土壤營養管理及農
業經營團隊，輔導落實疏果、安全用藥、
合理化施肥及包裝，並進行外銷供果園以
套袋方式生產，成功將巨峰葡萄在 5 月外
銷至日本，同時建立高品質溫室葡萄生產
模式，透過講習會分享農友參考。由於日
本對品質與藥檢要求相當嚴格，因此，後
續拓展香港、新加坡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等市場。

關於葡萄發展，臺灣大學園藝學系康
有德教授於 1952 年至新竹縣芎林鄉及苗
栗縣南勢里車站調查葡萄生長與發展，可
能為最早進行葡萄調查之學者；1964 年中
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之前身 ) 辦理臺灣省落葉果樹發展問題
研討會及考察報告，其中由臺灣大學園藝
系諶克終及康有德教授共同發表 - 葡萄，
則是最早與葡萄有關的研討會。1970 年起
康有德教授陸續於「科學農業」發表葡萄
栽培管理技術文章。此外，1988 年臺灣大
學農業推廣學系賴爾柔教授發表文章，揭
露臺灣葡萄發展與臺灣大學、中興大學、
本場及農業試驗所專家學者投入研究，葡
萄栽培者願意吸收新知識及技術，再加上
1985 年農委會「臺灣葡萄產業輔導方案」
政策推波助瀾，使葡萄產業快速發展並有
令人驚豔之成果。賴烺柯班長告知，過溝
第 7 班為大村葡萄產銷班創始班，而後農
會及保證責任台灣青果運銷合作社陸續成
立產銷班進行輔導，使葡萄產業進入軌
道。

本次訪談筆者好奇問到：「為何葡
萄種植似乎分布在台 1 線以西區域，東邊
靠近八卦山種植較少？」賴漢麟先生及賴
清泉理事長皆表示，葡萄栽培水質及土壤
占重要因素，台 1 線以西為八堡圳灌區，
引用濁水溪之水，土層深厚有利於葡萄栽
培，此部分與研究葡萄栽培重視風土不謀
而合。此外，賴前理事長說東邊當初發展
以磚窯為主，或許環境條件並不適合葡萄
種植，可能也是葡萄發展多位於台 1 線以
西區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