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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入侵，將為臺灣葡萄產業帶來毀滅性威
脅。
( 七 ) 省力輔具

由於臺灣葡萄栽培採用水平棚架模
式，棚架離地面約 180 公分，修剪、疏芽、
枝條固定及疏果等田間作業均需上抬手臂
操作，尤其疏果在葡萄生產過程占相當長
之時間，容易造成疲勞及手臂與肩頸酸
痛。為有效解決此一問題，農委會委託中
山大學成功開發「果樹穿戴式省力輔具」，
輕便且穿戴容易，應用於葡萄疏果作業，
可有效節省 30% 以上的肌力消耗，有效減
緩疲勞感及手部痠痛，增加工作效率。

六、誌謝

本場果樹研究室史文輝技工，為信義
鄉羅娜部落布農族，在 1984 年本場遷移
至彰化縣大村鄉時，為第一批先遣人員，
工作年資資深，並隨林嘉興前副研究員及
張致盛前場長進行葡萄栽培管理研究，擁
有豐富經驗，將於 2022 年屆退。筆者葉
文彬副研究員相當幸運，有史先生的分享
與實作協助，汲取寶貴的經驗，而能在葡
萄栽培與研究領域穩健發展。誠摯感謝史
先生一路陪伴筆者成長，祝福他退休後生
活愉快、身體健康。

 採用省電燈泡白光與黃光混合燈照模式

 本場建立紅光 LED 燈夜間燈照技術
 利用「果樹穿戴式省力輔具」減緩疲勞及提高疏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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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

圖為 1964年種植於大村鄉過溝村的巨峰葡
萄老樹。本專輯為紀錄臺灣葡萄產期調節技

術發展 50周年專輯。

臺灣葡萄產期調節技術發展 5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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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葡萄發展歷史短，為光復後新
興發展之果樹產業，經各農業試驗改良場
所、臺灣大學及中興大學等學研機關持續
改良栽培管理技術，農友不斷累積田間操
作經驗，並利用臺灣亞熱帶終年較溫暖的
平均溫度、溫室設施及夜間燈照技術，成
功建立一年三收、一年二收及一年一收等
多種產期調節模式。

產期調節在臺灣葡萄發展扮演重要關
鍵技術。1969 年 7-9 月間臺灣遭受衛歐
拉 (Viola) 及艾爾西 (Elisie) 颱風侵襲，葡
萄枝條斷裂，之後觀察到大約間隔 10-20
天後，由枝條斷裂下方的芽體自然萌發新
梢，帶有花穗且可正常開花。後來臺中市
后里鄉張財、豐原市楊佑、潭子鄉吳錦茂
及烏日鄉陳木炎等農友乃模仿颱風吹襲造
成斷枝，進行管理與收穫果實，為臺灣葡
萄產期調節肇始；其後再經臺灣大學及本
場編列計畫，並偕相關研究單位與農友合
作，持續研究與改良栽培技術，乃成功
開發產期調節模式。迄今已 50 年，此成
熟的產期調節技術使葡萄栽培面積雖僅
2,450 餘公頃 (2020 年農情資源報告網 )，
卻創造產值高達 69 億元、排名果樹第 3
位的紫金傳奇。

本專輯介紹臺灣葡萄產期調節模式與
產期，透過耆老訪談的第一手資料，記錄
臺灣巨峰葡萄發展歷史，並因應氣候變遷
說明設施在葡萄生產與未來發展之精進措
施，期使葡萄產業持續創造非凡成果。
二、�臺灣鮮食葡萄主要品種及特性

臺灣在 1960-1970 年代自世界各地引
進葡萄品種，經篩選以巨峰葡萄成功發展
為主要品種，後來陸續引進蜜紅、義大利
及安藝皇后等，茲說明該等品種的特性與
栽培現況。
( 一 ) 巨峰葡萄 (Kyoho)：為日本大井上康

於 1937 年由石原早生與 Centennial
雜交後代選育的歐美雜交四倍體品
種，成熟果實果皮呈紫黑色。雖然
容易落花導致著果不良，但果粒大，
藉由栽培技術改良後可穩定著果，且
該品種糖度高、酸度低、果肉 Q 彈
且有特殊香氣，成為重要鮮食葡萄品
種。臺灣於 1950 年代引進，經過不
斷試種，開發整枝修剪、營養生長控
制、病蟲害防治及夜間燈照等技術，
目前仍為臺灣的主要栽培品種，栽培
面積約 2,300 餘公頃，占鮮食葡萄面
積 99.7%。

( 二 ) 蜜紅葡萄 (Honey Red)：中興大學於

臺灣鮮食葡萄品種與產期調節
技術發展
文圖 /葉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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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自日本引進，為歐美雜交
四倍體品種，成熟果實果皮紅色。因
具有特殊香氣，引進後曾盛行一時，
然該品種皮薄、果肉偏軟，轉色成熟
期間遇下雨容易裂果，目前只剩零星
栽培，面積不到 2 公頃。

( 三 ) 義大利葡萄 (Italia IP65)：為二倍體
純歐洲種 (Vitis vinifera)，成熟果實果
皮呈綠色，果皮與果肉不容易分離，
具有特殊麝香味。主要栽植於臺中市
東勢區及石岡區，著果良好且係晚熟
品種，如未落實疏果，成熟採收期山

區午後雷陣雨容易造成裂果，栽培面
積僅 4.7 公頃。

( 四 ) 安藝皇后 (Aki Queen)：巨峰葡萄實
生後代選出，成熟果實果皮粉紅色，
果粒大且果肉緊實，相較於巨峰葡萄
較不容易脫粒，目前彰化縣及苗栗縣
卓蘭鎮零星栽培，面積約 3 公頃。

( 五 ) 其 他： 如 無 子 喜 樂 (Himrod 
Seedless)、維納斯 (Venus)、天秀、
龍寶 (Ryoho) 及高墨等，均零星栽
培。

 巨峰葡萄
 義大利葡萄

 安藝皇后
 蜜紅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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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葡萄產期調節方式與應用現況

依據葡萄生長習性與發展區域顯示，
在亞熱帶及熱帶地區種植葡萄，由於無明
顯的冬季低溫，葡萄呈現類似常綠果樹
終年生長的情形，又因為葡萄生產周期約
150-180 天，因此可進行產期調節生產。
全球葡萄進行產期調節技術較成熟區域為
巴西、印度及臺灣。臺灣各期作如一期作
( 夏果 )、二期作 ( 秋果 ) 及三期作 ( 冬果 )
之方式與現況如下：
( 一 ) 一年二收：為臺灣葡萄目前普遍採

行之產期調節模式，產期因產區不同
而異。

1. 第一收：為一期作或稱夏果，彰化
地區產期為 6 月；南投縣、臺中市
及苗栗縣以 7 月為主，近年來部分
農友搶早於 6 月中旬採收果實。

2. 第二收：為三期作或稱冬果，彰化
地區在 12 月至翌年 1 月採收；南投
縣、臺中市及苗栗縣栽培者擔心 11
月低溫造成葉片黃化，影響果實糖
度累積與酸度降解，在 7 月採收後
陸續進行修剪催芽作業，採收期為
11 月下旬至隔年 1 月。對栽培者而
言，冬期果退酸太慢將影響銷售，
因此，南投縣、臺中市及苗栗縣等
栽培者採收後，將整籃葡萄先冷藏，
待酸度降解再販售，造成山區與溫
室搶早於 2 月中生產的葡萄重疊，
致使價格下跌。

( 二 ) 一年一收
1. 夏果：即一年僅生產一次，原本以

南投縣竹山鎮提早於 6 月採收最為
著名，但因葡萄費時費工，又有晚
腐病問題，紛紛改種其他作物，造
成該地區產業消失。目前一年一收
夏果以彰化縣居多，主因夏季修剪
催芽後，枝條生育、開花著果及果
粒發育期間，容易遭受颱風危害，
因此部分農友未進行冬果生產作
業。

2. 秋果：臺灣 9-11 月水果種類相對較
少，且適逢中秋佳節，可銷售較高
單價，因此，南投縣信義鄉與水里
鄉及臺中市新社區栽培者，利用地
形與夏季午後雷陣雨帶來較涼爽之
氣溫，於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進行
修剪催芽，生產 9-11 月的葡萄。由
於產期落在夏果與冬果之間，因此
稱為二期果或秋果。

3. 春果：溫室葡萄一般習慣稱為早春
葡萄，以彰化縣為主的生產模式，
結合溫室設施與夜間燈照技術，生
產 3-5 月果實之產期調節技術，一
般以一年一收為主要模式，大村鄉
部分農友則進行一年二收。目前利
用溫室生產早春葡萄面積約 400 公
頃，以彰化縣溪湖鎮為主、大村鄉
次之，埔鹽鄉、永靖鄉、埔心鄉及
二林鎮零星發展。

( 三 ) 一年三收：為臺中市豐原區楊佑 ( 產
期調節創始人之一 ) 之子楊朝勝先生
發展之栽培模式，進行綠梢修剪之特
殊生產模式，需具備豐富經驗判斷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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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成熟度，太嫩花芽尚未形成，過熟
則萌芽不容易，楊朝勝先生 1979 年
以「一年三收」榮獲十大傑出青年，
是唯一獲獎的農業代表。但此種模式
同一植株可能有成熟果與未熟果，抑
或未熟果與開花期同時存在之階段，
營養管理之操作複雜，容易導致生長
勢衰弱，又品質不穩定，加上極為耗
工，目前各產區已無一年三收之模
式。

( 四 ) 密植式扦插栽培：新植園可用此法
快速運轉。具體作法為每年元旦後，
每 0.1 公頃果園扦插 4,000 支充實又
成熟的巨峰葡萄插穗，每插穗含 3
芽，萌芽後搭支架促使直立生長，約
至6月長到120-150公分時，淺摘心，
再生之頂端新梢長出約 7-8 葉時，再
淺摘心 1 次，等再生段之葉片成熟、
新枝轉色及側芽飽滿後，回剪，再萌

芽時即可開花結果，隔年 1-2 月間採
收果實。之後逐年疏伐，減少株數，
直至成園。

四、結語

由於成熟的產期調節技術，再結合

採收後冷藏保鮮處理，臺灣幾乎周年可品

嚐新鮮葡萄，即自 3-5 月彰化縣溫室早春

葡萄，6 月彰化縣露天夏果，7 月南投縣

信義鄉、臺中市新社區及苗栗縣卓蘭鎮夏

果，9-11 月南投縣信義鄉、水里鄉及臺中

市新社區秋果，接續 12 月至翌年 1 月彰

化縣、南投縣、臺中市及苗栗縣各產區冬

果，完成全年供貨。

 新枝轉色及側芽飽滿 ( 圖 / 林信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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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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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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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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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釀酒葡萄產業之發展與調適

一、釀酒葡萄產業之發展

談到臺灣葡萄酒發展，需先瞭解 1945
年臺灣光復後酒與菸由臺灣省菸酒公賣局
( 簡稱公賣局 ) 專賣，1953 年前臺灣葡萄
尚未經濟栽培，該年公賣局臺北酒廠開始
試釀葡萄酒，1956 年宣布研製成功，當時
向農友收購 40,000 公斤葡萄；期間委託
臺灣大學園藝系自歐美日等地引進釀酒葡
萄，1970 年於臺中縣大里之菸葉試驗所設
置葡萄品種保存園；1977 年投資設立南投
酒廠辦理葡萄酒釀製產業；1986 年契作面
積 1,458 公頃，收購量 3,066 萬公斤；至
1997 年公賣局因組織改造終止釀酒葡萄收
購業務，政策鼓勵耕鋤轉作，使釀酒葡萄
面積急速下降，2020 年農情面積不足 100
公頃。故可謂釀酒葡萄產業的發展與公賣
局息息相關。

據文獻記載，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
( 現臺灣大學 ) 引進 10 種美洲種、5 種歐
洲種及 2 種 Muscadine 葡萄試種，其中奈
加拉 (Niagara) 為歐美雜交種，生長強健，
為釀酒葡萄品種，適合在苗栗縣以北栽
培。1953 年新竹縣芎林鄉舉辦葡萄栽培講
習會，可能是奈加拉品種。1954-1961 年
美國加州大學派 5 位專家與教授來臺指導
葡萄栽培技術，並引進金香品種，引進初
期於后里、苗栗及新竹等區域栽培，與奈

文圖 /葉文彬

加拉同為釀造白葡萄酒推廣品種，奠定釀
酒葡萄產業基石。

1954 年為臺灣釀酒葡萄產業發展關
鍵時期，該年臺灣大學農學院馬保之院長
因臺灣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合作，透過
Adams 先生由加州大學引進金香等 6 個品
種，先於臺灣大學溫室以單芽扦插，再運
送至臺中后里張啟川先生處進行繁殖，為
金香葡萄發展之開始。同年公賣局計畫發
展水果酒，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 簡
稱農復會 ) 委請臺灣大學編寫「台灣葡萄
栽培要義」，為臺灣大學與公賣局合作推
廣葡萄之肇始，同時公賣局提出 10 年計
畫，撥款新臺幣 10 萬元，為葡萄示範契
作推廣釀酒葡萄之開端。選定臺中縣后里
鄉、苗栗市南勢里、彰化縣員林鎮及大村
鄉等 4 處示範農家。同時，公賣總局以
第一酒廠 ( 原址臺北市中正東路，後遷至
桃園林口及南投軍功 ) 進行葡萄酒釀製，
1978 年移至南投酒廠生產。

1955 年農復會請公賣局及臺灣大學
園藝系協助進行釀酒葡萄病害防治。1957
年公賣局與臺灣大學農學院，透過美國加
州大學顧問 Weinland 教授洽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釀造研究室共同舉辦葡萄酒釀
造講習班。由於葡萄酒品質與品種具有相
關性，當時受限於品種，因此廣泛自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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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釀酒葡萄品種。1965 年自日本引進黑
后，於臺灣大學及士林園藝試驗所試種，
成為釀紅葡萄酒主要品種。
二、釀酒葡萄契作歷程

公賣局於 1965-2002 年期間與臺中縣
外埔鄉、后里鄉及彰化縣二林鎮農民契
作，由南投酒廠收購製作葡萄酒。期間由
農復會、農試所、公賣局、臺灣大學、本
場及民間，自行自世界各國引入葡萄品種
多達 200 餘種，多由公賣局所屬菸葉試驗
所栽培並進行育種作業。因其所屬酒類研
究所所址位於臺北，並無適當之場地種植
葡萄，而位於臺中大里之菸葉試驗所，有
較廣闊之腹地，因此自國外引進之品種，
皆種植於該處。

1965 年永靖鄉苗商邱深江先生將釀酒
葡萄引進至二林鎮西斗里試種，品種為金
香，於夏季採收後，採用俗稱理光頭之強
剪方式，為全世界唯一使用之修剪方式。
1976 年公賣局開始向二林地區個別農民
進行契作，1979 年正式與農民契作，契
約以 10 年為一期，區域為二林鎮、外埔
鄉、后里鄉、新竹縣及通霄鎮等地，由於
釀酒葡萄帶來穩定收益，成就農村繁榮景
象，同時也改善農民生活品質。依公賣局
南投酒廠收購等級「以糖度高低區分不同
等級」之結構，1978-1980 年最高等級為
15.8° Brix 以上；1981-1983 年再增加 3 個
等級，最高為 18° Brix 以上；1984 年後又
增加 2 個等級，最高等級糖度 20° Brix 以
上，等級區分之目的為鼓勵生產高品質葡
萄，然而以量取勝者仍居多，造成公賣局

 臺灣第一個釀酒葡萄品種台玉

 釀酒葡萄夏季修剪理光頭模式

葡萄酒囤積壓力。1987 年因應貿易自由化
趨勢，政府開放國外菸與酒進口，但釀酒
保價收購政策對公賣局造成財務負擔，因
此在新契約中欲降低收購價格、減少收購
量以節省成本，造成每年釀酒葡萄採收期
契作農友與公賣局發生抗爭情事，時稱葡
萄戰爭。

1990 年臺灣省政府頒布「釀酒葡萄
契作制度改進方案」清查釀酒葡萄栽培面
積，且於 1992 年與葡萄果農訂 5 年契作
合約，因非契作農戶透過管道陳情，最後
經省政府核准者皆納入收購範圍，栽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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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於 1995 年達到 3128.33 公頃。公賣局
一直為囤積的葡萄酒半成品所苦，因此在
第二期契作於 1997 年屆滿前，因葡萄戰
爭越演越烈，省政府於 1994 年決定終止
保價收購政策，也不再訂定新一期契約。
1997 年公賣局與契作農戶合約期滿後，即
終止釀酒葡萄收購業務，而政府也以每公
頃補助 16-50萬元，鼓勵葡萄農廢園轉作。
另一方面，因應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政
府研議廢止菸酒專賣，1999 年公賣局改隸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財政部，2000 年 4
月19日陸續公布菸酒管理法與菸酒稅法，
200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而 1992 年 4 月
25 日立法院通過「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條例」，並於 2002 年 5 月 15 日公布，公
賣局遂於 2002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臺灣
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臺酒公司 )，至
此，契作收購釀酒葡萄走入歷史。
三、酒莊發展

臺酒公司雖停止釀酒葡萄契作收購，
政府也積極輔導農戶轉型，但部分農戶仍
堅持繼續種植，另因應菸酒管理法與菸
酒稅法施行，開放民間釀酒，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 簡稱農委會 ) 為輔導農民合法釀
酒，自 2001 年 8 月起會同財政部、衛生
署及環保署舉辦「釀酒法規與技術管理講
習會」。此外，1999 年 9 月 21 日中部地
區發生大地震，行政院為加速該區產業重
建與復甦，由農委會於苗栗、臺中、南投
及彰化預選 10 處具可結合地方觀光休閒
產業與文化特色之區域，輔導設置農村酒
莊，後共計 9 處農村酒莊取得財政部酒製

造業許可執照。為落實輔導與管理，農委
會公布農村酒莊輔導作業要點，於 2002
年 8 月 15 日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 簡稱農糧署 ) 發布實施。除農村酒莊外，
2002 年起依菸酒管理法開放民間釀酒，部
分釀酒葡萄農友投入酒莊申請，尤其彰化
縣二林地區，全盛時期達到 26 家酒莊，
成為全臺酒莊密度最高之區域。

無論農村酒莊或酒莊，在釀酒葡萄契
作前雖引進 200 多個品種，但後來有發展
之品種僅有釀白葡萄酒之金香及釀紅葡萄
酒之黑后，可選擇之品種非常少，此外，
尚存在金香成熟期易有裂果現象、黑后
製酒後酒液顏色雖深但具澀味無香氣等問
題。
四、釀酒葡萄品種之演進

臺灣葡萄育種源自公賣局，該局與臺
灣大學長期合作辦理引種與試種，於 1970
年前將引進種植於臺灣大學農場之 120 個
葡萄品種，移植至該局楊梅農場，但因風
土適應及管理問題，僅存活 48 個品種，
於 1971 年取其枝條於該局臺中大里草湖
菸葉試驗所繁殖與保存。至 1997 年公賣
局終止釀酒葡萄收購業務與其組織改造，
停止葡萄育種作業。該局菸葉試驗所蔣青
華先生與何妙齡女士於 1974 年開始進行
葡萄雜交選育作業，經選拔與田間栽培調
查，於 1994 年育成台玉品種，為臺灣第
一個自行育成之釀酒葡萄品種，惟推廣試
種面積有限，釀酒葡萄仍以金香與黑后為
主要品種。本場接收公賣局品種 ( 系 ) 延
續育種作業，並配合酒莊興起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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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釀酒葡萄選育，2007 年育成台中
1 號，2008 年育成台中 2 號，2009 年育
成台中 3 號，2011 年育成台中 4 號，並
於 2015 年育成台中 5 號。釀酒葡萄台中 1
號、台中 3 號及台中 5 號，成熟果粒為黃
綠色，適合釀製白葡萄酒；台中 2 號與台
中 4 號，成熟果粒則為紫黑色，適合釀製
紅葡萄酒。
五、釀酒葡萄栽培技術調適與精進

臺灣地處亞熱帶 - 熱帶氣候型態，並
不適合葡萄栽培，惟經改良場所、學校單
位及農友不斷累積經驗與調整栽培技術，

並對花芽分化、新梢營養管理、著果及產
量等進行研究，建立釀酒葡萄整枝修剪與
產期調節模式。然而在產量與品質仍有很
大之進步空間，此外，隨著極端天氣頻率
與強度的提高，釀酒葡萄栽培需提早進行
調適與精進措施因應。
( 一 )整枝技術

臺灣因氣候條件、成本、勞力及地
理位置亦有夏季颱風等因素，葡萄栽培參
考日本多採用水平棚架栽培。目前無論金
香、黑后或新品種釀酒葡萄並無固定整枝
方式，採傳統密植、3-5 主枝模式居多，

 採用一字型整枝，方便後續管理
 釀酒葡萄 Y 字型整枝，建立良好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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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後續枝葉重疊，相對病蟲害管理較困
難，導致果實成熟後期發生晚腐病或裂果
腐爛，嚴重影響葡萄酒釀造品質與收益。
因此，整枝方面，依葡萄葉片生長方式，
輔導採用 Y 型 ( 單幹雙主枝 ) 整枝，如此
符合植株生長生理，而且操作方便，為農
友可接受之整枝方式。因此本場育成之新
品種授權後，輔導酒莊業者採用 Y 型整
枝，行株距為 3 ＊ 3 公尺，不僅田間修剪
操作容易，方便管理作業，而且產量相當
穩定。此外，目前酒莊幾乎都有葡萄園，
除一級葡萄生產與二級加工，同時結合觀
光休閒，因此新植葡萄可採一字型整枝，
改善透光與通風，營造良好生產與休憩環
境，生產高品質原料釀製葡萄酒。
( 二 )	育成新品種

釀酒葡萄新品種選育仍以具特殊香

 黑后葡萄單位面積產量若過高，則轉色不良

 適當疏穗與合理留果，方能提高黑后葡萄品質

氣、高可溶性固形物、酸度適中且具澀味
為主。而氣候變遷衝擊導致極端天氣事件
頻傳，應強化選育耐淹水、高溫及病蟲害
之抗 ( 耐 ) 逆境品種。此外，可依酒莊需
求進行客製化品種選拔，以利酒莊發展獨
特性葡萄酒。
( 三 )落實產量控制

產量影響葡萄品質，筆者 2018 年出
國考察土耳其與義大利釀酒葡萄栽培，發
現酒莊業者對葡萄品質要求甚嚴，不同品
種應充分顯現該品種特性，如果色、可溶
性固形物及酸澀等，尤其黑色品種，轉色
不良將影響酒品顏色。據酒莊經營者表
示，要提高轉色需從產量控制著手，因此，
即使已屆成熟期，仍需持續將轉色不良之
果穗剪除。

 土耳其釀酒葡萄栽培者於接近採收期仍持續疏穗，嚴格控制
產量提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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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試作以加熱器增溫

溫室葡萄生產之栽培管理要點
與精進措施

一、前言

巨峰葡萄利用溫室設施將產期調整至
3-5 月，由於此時期臺灣無颱風影響，可
穩定生產高品質巨峰葡萄。溫室設施生產
主要為一年一收，可區分為 ( 一 ) 修剪期
至採收期均在溫室，以及 ( 二 ) 修剪期至
硬核期在溫室生長，硬核期進行套袋後將
塑膠布掀起，成為露天栽培管理等 2 種生
產模式。溫室生產操作方法為 10 月中旬
至 12 月中旬進行冬季修剪，3-5 月採收，
採收後結果母枝留 2-3 芽進行強剪，重新
培養結果母枝，10 月中旬後再修剪之循環
生產模式。但彰化縣大村鄉亦有溫室採用
一年二收的作法，第一收生產管理初期 12
月至翌年2月，以溫室保護避免低溫影響，
同樣於套袋後將塑膠布掀起，採收後不立
刻修剪，與露天第二收作法相同，於 8 月
修剪催芽，12 月上旬採收。溫室設施目前
集中於彰化縣溪湖鎮、大村鄉、埔鹽鄉、
永靖鄉、埔心鄉及二林鎮，面積約 400 公
頃。溫室因需投資設備，農友為求快速將
成本回收，普遍留果量偏高；另一方面，
近幾年極端天氣事件頻傳，尤其4月高溫，
易造成果粒軟化與轉色不良等問題，除注
意栽培管理，並須提早進行因應極端高溫
天氣，方能提升葡萄產業水平。

二、溫室葡萄發展歷程

臺灣葡萄設施栽培始自 1972 年，由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 簡稱農林廳 ) 主導進
行相關計畫。選擇垣籬式密植栽培之葡萄
園，在元月間將塑膠布覆蓋於水平棚架
上，使巨峰葡萄可提早於 5-6 月間收穫。
此後，因第 1 次石油危機覆蓋材料價格高
漲，設施成本增加，且當時葡萄管理技術
尚未成熟，應用設施栽培之葡萄產量與品
質並未較露地栽培佳，售價無法隨成本提
高而增加，因此，覆蓋塑膠布栽培在 1975
年結束。1985年為開拓日本市場，生產 3-5
月葡萄，農林廳增列早春葡萄試作計畫，
於溪湖鎮、新社鄉及東勢鎮選擇 6 處示範
園區搭設溫室，其中溪湖鎮試驗區設於王
禮深班長葡萄園，面積為 0.2 公頃，王班

文圖 /葉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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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表示當時與本場合作，目的為將產期調
整至 3-5 月，提高收益。王班長園區作法
為先犁田整地、施用雞糞當基肥及淹水，
結果雞糞發酵造成植株受損。而新社鄉與
東勢鎮試驗區因作法為冬果延後生產，然
12 月至隔年 1 月夜溫相當低，新社鄉試驗
田謝發增先生雖於晚上燒柴油增溫，反而
造成葉片黃化，因此 1985 年第 1 次試作，
未能收穫果實。

此後經不斷修正栽培管理技術與經
驗累積，溫室葡萄生產逐漸進入正軌，同
時，1998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簡稱農委
會 ) 推動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因補助
提高，使得農友開始大面積搭設溫室，然
溫室葡萄可進入穩定經濟生產之關鍵，依
溪湖鎮媽厝里何澤焜班長表示，係與 2002
年開始夜間燈照處理有關。夜間燈照緣起
說法不一，溪湖鎮農會前推廣人員楊國強
認為應該與路燈有關，當時發現在路燈附
近之植株生育與結果良好，因此有農友開
始進行夜間燈照。2004 年本場張致盛前場
長及胡正榮前助理研究員為建立溫室葡萄
夜間燈照與外銷日本生產體系，於溪湖鎮
中山里楊國彬班長園區，以日光燈、省電
燈泡及水銀燈 (250W) 進行夜間燈照試驗，
楊班長表示該年結果以日光燈處理著果最
佳，250W 水銀燈須裝置於棚架上方 ( 溫
室圓頂骨架下方 )，以避免溫度過高造成
新梢死亡。2011 年筆者進行 LED 燈夜間
燈照試驗，2016 年建立 LED 紅光燈照模
式，至此，燈照技術於溫室葡萄生產趨於
穩定。此外，王禮深班長表示，彰化地區
溫室葡萄可蓬勃發展，非常感謝農林廳施
明山科長及涂振鑫技正支持該計畫，尤其

涂技正於病蟲害防治方面之輔導，功不可
沒。2017 年農委會推動「設施型農業五年
計畫」，信義鄉、新社區及卓蘭鎮亦有農
友搭設溫室，面積約 6 公頃，以卓蘭鎮 5
公頃最多，這些區域生產模式與彰化地區
不同，採一年二收模式，搭設溫室主要目
的為避免降雨影響。
三、溫室結構演化

溫室結構隨時代與環境而進步，利用
溫室設施主要於 3-5 月生產巨峰葡萄，早
期為降低造價、減少勞力與材料成本，多
採用鍍鋅錏管為骨架，再覆蓋塑膠布的簡
易溫室，屋頂距地面約 3公尺，容易積熱，
而棟與棟相連，雨水也易由連接處滲漏，
直接淋洗葡萄造成病害發生。2012 年起，
陸續配合農委會「果樹現代化設施輔導計
畫」與「設施型農業五年計畫」，葡萄溫
室棟與棟之間加設排水溝槽，於溝槽中設
置數個排水孔，以水管將雨水導入園區畦
溝，避免豪大雨時無法宣洩，讓雨水不會
直接淋洗在葡萄植株上。因應颱風溫室設
計縮小錏管間距、倒 T 或採用鋼骨捲揚設
計；另為克服極端高溫，將高度提高至 6
公尺以避免累積過多之熱能，降低 4-5 月
高溫對果實品質之影響。
四、溫室葡萄栽培管理要點

溫室葡萄雖然一年一收，但需修剪催
芽 2 次。第一次冬季修剪目的係為生產，
於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進行，3-5 月採
收早春溫室葡萄，除少數 12 月中旬修剪，
3 月中旬套袋後將溫室塑膠布拆除之生產
模式，幾乎整個生產期均在設施內。第二
次為 3-6 月採收後夏季修剪，目的在重新
培養結果母枝，此時期經歷 5-10 月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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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溫室結構調整高度，且棟與棟之間裝設排水
槽，避免雨水直接淋洗，結果母枝培養期改採網
室型態管理

與颱風季，農友將溫室屋頂塑膠布卸下，
四周捲揚捲起，然後將 16 目或 24 目防風
網放下，形成網室栽培模式，除可以避免
高溫影響，亦可降低颱風吹襲倒塌。設施
雖然提供保護措施，但也改變生產環境條
件，修剪、催芽、病蟲害防治及室內溫度
與濕度均需進行調整，以生產高品質溫室
早春葡萄。以下就溫室葡萄生產期與結果
母枝培養期之管理及病蟲害防治加以說
明。
( 一 ) 生產期之管理 (10 月至翌年 5月 )

溫室葡萄生產一般修剪期為 10 月中
旬至 12 月中旬，此時期日夜溫尚高，尤
其舊型式較低矮之溫室內白天溫度可達
40ºC 以上；開花期 12 月中下旬至 2 月上
旬則有寒流低溫；3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採
收期則為高溫高濕，以上不利果實生育的
環境條件均須加以留意。各階段栽培管理
如下：
1. 修剪及催芽

於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進行修剪
催芽，修剪重點為：結果母枝生長勢強留
15-20 芽，弱者留 10-15 芽，在最末芽上
方留 2-3 公分修剪。催芽處理於修剪後 1-5
天內進行，催芽劑一般塗抹 4-5 芽，但最
靠近修剪處之芽體則不塗抹。可採用高濃
度催芽劑塗於芽體上，亦可先於芽體上方
鋸傷再以稀釋之催芽劑塗抹處理，催芽後
宜立即大量噴水，但採用芽體刻傷催芽則
可延遲 1-2 天進行，原因為刻傷催芽會發
生樹液由刻傷處持續流出，而可能出現萌
芽不整齊之現象。此外，由歷年溫室葡萄
栽培輔導發現，結果母枝生長勢強或催芽
遇到鋒面 ( 夜間低溫 ) 影響，容易出現萌

芽參差不齊現象，依筆者經驗於催芽後，
白天延後將四周圍捲揚打開，溫室內溫度
控制在 35ºC 左右，持續 2-3 天，有提高
萌芽整齊度之效果。此作法需依植株生長
勢、溫度及催芽劑濃度或方式進行診斷，
才不會造成芽體受傷無法正常萌芽。
2. 開花期前新梢之管理

巨峰葡萄為生長勢強、枝梢生長擴張
性大及容易落花之品種，這些現象在植株
貯藏養分低與生育初期過量施用氮肥時更
容易發生。
(1) 疏芽

一般溫室葡萄催芽後如頂芽萌發，應
將頂芽疏除，避免頂端優勢發生，再者，
萌芽後依植株生育、樹勢強弱、結果母枝
數及氣象條件等進行調整，萌芽率高且整
齊時新梢生長較弱，可於新梢長出 2-3 葉

 早期搭設之簡易溫室高度約 3 公尺，棟與棟之間
無排水槽，雨水可由紅圈處流入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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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疏芽，以減少貯藏養分的消耗。若生
長勢強則疏芽時期不宜太早，最遲可至開
花前再進行除梢作業，疏芽過早容易引起
新梢徒長，導致後續著果不良。
(2) 新梢之誘引

葡萄修剪後，將結果枝誘引至適當
位置，新梢誘引時需視結果枝生長勢之強
弱與棚面空間而定，並依結果枝強弱調整
誘引角度，可控制新梢初期生長勢。一般
靠近基部或結果母枝弱之結果枝生長勢較
弱，誘引之角度宜小，反之，結果枝生長
勢強誘引角度宜大。利用此種修剪與生長
特性再配合萌芽後的疏芽與誘引作業，使
全園新梢生育達到均勻且一致的生長狀
態，為葡萄初期新梢生育管理起步的重要
作業。
(3) 摘心

新梢摘心處理以摘除生長點 1 公分左
右即可，且摘心次數以 2 次以下為宜，應
診斷新梢生長勢過強之因素，因為摘心太
過於頻繁，反而會導致枝條生長不充實或

者主芽萌動枯死等情形。摘心主要目的為
提高著果，宜於開花前 7-10 天進行，且摘
心後須將腋芽疏除，以達到提高著果之效
果。
(4) 噴施磷鉀肥或生長抑制劑

11 月至翌年 1 月生育初期，短日低溫
環境會抑制新梢生長，尤其遭逢寒流將導
致新梢停止生長。當氣溫回升為使枝梢快
速生長，若施用過量氮肥時容易發生新梢
徒長，需注意施肥之時機、種類及數量，
此外可噴施 500-800 倍磷酸一鉀及磷酸一
鈣、0.1% 硼酸或 69.3% 克美素液劑等，
抑制新梢的伸長並促進著果。克美素處理
適期為 6-10 片葉施用，生長勢中等或弱者
以 3,000 倍處理，生長勢強者以 1,500 倍
處理，應避免於開花前施用，開花前高濃
度處理者，將使花冠蓋無法正常脫落，導
致無子果現象增加。此外，部分栽培者習
慣於開花前多次噴施高濃度硼酸進行抑制
新梢生長，如此雖可提高著果，但新梢頂
端受傷無法正常生長，易產生結果枝太短

 疏芽後

 結果枝生長勢強進行大角度誘引 ( 右邊枝條 )
 依生長勢進行疏芽 ( 疏芽前 )
 結果枝生長勢弱進行小角度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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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葉片不足之現象。
3. 著果後之枝條管理

葡萄在著果後 20-30 天之間開始快速
肥大並蓄積同化養分，此期間若新梢仍持
續生長，造成醣類之蓄積緩慢不利果實發
育，應設法將消耗於結果枝之養分轉移至
果實。為提高葡萄果實品質必需抑制結果
枝生長，配合枝梢葉片數來調整穗數與每
穗之果粒數。一般葡萄果實生長到硬核前
期結果枝生長點應開始停止生長，使葉片
合成之碳水化合物向枝條與果實運移累
積，本場林嘉興前副研究員報告指出，轉
色前期結果枝長度應在 120 公分左右、
20-25 片完全展開葉、生長點停心率達
80%、枝條木質化比例達到 65% 以上，才
可生產高品質之巨峰葡萄。
4. 疏花與疏果

疏花之目的為減少養分消耗，促進花
穗生長及花穗發育。疏果則依結果枝長度
調整穗數與果粒數，促進果粒肥大以符合
巨峰葡萄「巨」之定義。操作方式可參考
本場技術專刊 - 葡萄健康管理手冊。
5. 套袋

溫室葡萄生產大致可區分為不套袋與
套袋兩種模式，未套袋者居多。一般於 11
月底前修剪催芽，翌年5月上旬前採收者，
因 4 月轉色後期日夜溫差大，塑膠布不掀
起，生產者大多不套袋；12 月修剪催芽
者，翌年 5 月中旬過後才可採收，此時溫
度已回升，白天溫度太高將影響品質，部
分栽培者會進行套袋作業，然後將塑膠布
掀起，成為露天栽培模式，避免轉色後期
高溫影響著色。
6. 溫室內溫度與濕度管理

(1) 溫度
溫帶地區利用設施栽培主要目的是保

溫，因此有加溫、通氣窗及噴霧灌溉等附
屬設備。臺灣地處亞熱帶，利用溫室設施
將葡萄產期調整至 3-5 月，生產過程經歷
12 月至隔年 2 月低溫期，簡易塑膠布溫
室目的主要也是保溫，然而，保溫目的為
保持白天溫度而非夜間溫度。依本場蒐集
溫室內溫濕度資料分析，當寒流來襲時，
將溫室四周圍捲揚全部放下，形成一密閉
空間，內部溫度反而較室外低 1-2ºC。因
此，建議栽培者應在下風處捲揚留 30 公
分空隙保持通風。依筆者田間調查當寒流
來襲，溫室夜間無保溫效果，但可避免冷
空氣直接吹襲葉片，再者，白天捲揚稍晚
捲起，有助於溫度累積，達到合適生長之
溫度，降低寒流影響，此部分由 2016 年 1
月 24-25 日霸王級寒流，溫室栽培之葡萄
幾乎未受到影響，露天葡萄則受損嚴重，
可驗證溫室夜間雖無保溫效果，但具有避
免冷空氣吹襲效果。

一般溫室溫度管理重點為修剪催芽
後，可將四周捲揚放下，下風處留 30 公
分之空隙保持通風，使上午溫度快速累積
至 30ºC 以上有利萌芽，然後隨溫度持續
上升再慢慢調整捲揚捲起高度，下午遭遇
鋒面氣溫較低時，則須提早將捲揚放下。

另一方面，溫室栽培靠近周圍之植
株，其根系可能延伸生長至溫室外，生育
初期寒流造成空氣溫度下降，同樣使地溫
下降，會導致生育變緩或受阻影響生產。
此種現象可於溫室四周開挖深溝，避免根
系延伸到溫室外。此外，生育後期 ( 轉色
成熟期 ) 為 4-5 月，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22

溫室內需注意高溫障礙，白天除將捲揚全
部打開外，也須將山牆面卸下以利通風降
溫。為避免高溫障礙影響品質，建議採取
前述套袋方式或搭建捲揚式溫室。
(2) 濕度

溫室葡萄栽培在 12 月至隔年 2 月期
間，為避免冷空氣直接吹襲新梢葉片或幼
果，慣行栽培於下午將四周之塑膠布全部
放下，隔絕與外界空氣對流，使室內形成
獨立的氣象條件。當修剪催芽後田區大量
噴水或淹灌，塑膠布放下後濕度明顯提高
產生霧氣，尤其是新塑膠布之溫室，濕度
常可達 95% 以上，因而形成溫室內結露現
象，導致新梢無法正常開展，嚴重者出現
新梢死亡。此外，需特別注意溫度或濕度
的調節，雖然溫室內較不容易發生露菌病
與晚腐病，但當室內濕度太高，塑膠布凝
結成水滴，前一天白天時溫度累積快速，
高溫高濕仍有發生露菌病或晚腐病之風
險。因此當下午四周塑膠布放下時，利用
背風面捲揚保留 30 公分空隙通風，勿形
成密閉空間產生高濕環境，可避免溫室內
濕度太高不利生長之情形，並可降低病蟲
害發生風險。
( 二 ) 結果母枝培養期之管理

溫室葡萄經累積多年栽培經驗，發
展一套獨特的修剪模式。因溫室由露天栽
培園區搭設設施，早期修剪模式依露天一
年二收方式進行，然而，萌芽後結果枝無
花穗，產量相當不穩定。據溪湖楊世協及
楊國彬先生表示，上過林嘉興前副研究員
講習課，回去開始進行不同修剪方式，某
次修剪時，同一植株部分採成熟枝修剪，
部分採綠枝修剪，結果發現，綠枝修剪方

式萌芽後結果枝幾乎全部都有花穗。後來
經過幾年的比較觀察，發現綠枝培養的枝
條，其花穗相對較穩定，奠定綠枝生產的
模式。此後持續進行調整，發展夏季修剪
(4-6月 )留2-3芽強剪，冬季修剪 (10-12月 )
留 15-20 芽弱剪之特殊模式。

由於結果母枝培養期 5-10 月為臺灣
高溫與颱風季，因此要做好通風與防範颱
風吹襲，於溫室設施四周與屋頂覆蓋 16
或 24 目防風網。因結果母枝將影響下一
產季產量，在培養過程中需特別注意：1.加
強病蟲害防治，避免葉片提早脫落，尤其
7-9 月網室通風較差，高溫及高濕條件容
易發生露菌病；2. 腋芽疏除與抑制新梢生
長，結果母枝生育過程先將花穗剪除，然
後前 20 芽要確實疏芽，另外，在第 10 芽
後要適時進行新梢抑制，避免徒長以利花
芽分化與發育。
( 三 ) 病蟲害防治

溫室葡萄生產過程 11 月至隔年 5 月
重要病害為白粉病與銹病，宜於開花前加
強防治；結果母枝培養期要加強露菌病與
薊馬防治，病蟲害防治可參考植物保護資
訊系統之推薦用藥。各生育期營養管理可
參閱本場合理化施肥技術手冊。
五、溫室葡萄精進措施

( 一 ) 設施結構

由於極端天氣強度與頻率提高，對簡
易溫室結構造成影響；另一方面，農委會
「設施型農業五年計畫」大幅提高補助金
額，可思考將溫室改為鋼骨結構捲揚式，
以使溫室葡萄生產更為穩定。農友若考慮
成本問題而採一般捲揚設計，則建議以南
北向為宜；於屋頂南北二端需有包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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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抗風力，避免強風吹襲破損。
( 二 ) 整枝及修剪方式調整

整枝方式雖然以 Y 字型為主，但仍
有不少栽培者採用 3-5 主枝方式。依筆者
2016 年參訪日本葡萄栽培，日方介紹自
1945 年後，為方便修剪作業，發展 H 型
整枝與短梢修剪技術，產量與品質相當穩
定。其實，臺灣栽培可參考此一模式，惟
修剪方式仍需再調整，以確保產量。另外，
結合鋼骨結構捲揚式溫室，筆者嘗試將產
期調整至 9-10 月，主要目的為分散溫室葡
萄產期 (2021 年第一年試作 )，目前修剪
後結果之花穗正常發育。
( 三 ) 智慧農業

結合遠端監控與氣象參數設定等技
術，可自動調控溫室捲揚開或關。因溫室
生產者平均栽培面積約 1 公頃，且可能分
布於不同地段，經由調整修剪時間錯開產
期，但每 1 棟溫室在黃昏須將捲揚放下以
避免東北風吹襲，次日，於溫室內感覺悶
熱時再將四周圍捲揚逐步捲起，因溫室位
置不在同一區域，農民需靠交通工具移動

至現場親自操控開啟及關閉捲揚，若能結
合智慧監控或氣象參數自動控制，將可避
免來回奔波情事。
( 四 ) 紅光 LED燈夜間燈照技術

溫室葡萄萌芽後新梢生長至開花著
果期間進行夜間燈照處理，傳統作法係
將 23W 或 55W( 以上 ) 省電燈泡裝置於
植株上方或下方，甚至採用省電燈泡黃光
與白光混合使用，在 3-5 片葉展開至開花
著果期間，從晚上至翌日進行電照，為期
20-30 天。由於臺灣葡萄以水平棚架栽培
為主，採上方電照不利於電線配置與燈泡
更換，因此農民普遍以下方電照為主，但
在植株生長衰弱田區下方照射效果不佳。
為避免電照效果不穩定之問題，2016 年本
場輔導葡萄農友利用現有線路與燈座，於
棚架下方裝設逆照式 10W 紅光 LED 燈，
光線由下往上照，可平均照射葉片與新
梢。經逆照式 10W 紅光 LED 燈照方式依
生長勢強弱進行調整燈照時機，生長勢弱
者可在結果枝生長期間開始進行，生長勢
良好者則於將近開花再開始燈照。每晚電

 管理不當造成溫室內高濕度現象
 高濕度造成新梢莖頂無法正常開展
 溫室濕度高葉片泌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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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6 小時 ( 晚上 10 時至清晨 4 時 )，電照
期間約 15-20 天。燈泡位置：燈泡為往上
照之形式，採用離地 30-40 公分為佳 ( 以
不影響田間操作為原則 )，可提高照射面
積。燈泡距離：可採用 3 公尺＊ 6 公尺。
( 五 ) 以質為先之策略

投資溫室生產成本大幅提高，為能及
早回收成本，可於當年度 1 月扦插或 4 月
種植扦插苗，12 月中旬修剪，翌年 5 月
下旬採收。但栽培模式與概念尚存許多問
題，包括：1. 以量為優先考量，每 0.1 公
頃產量動輒達 3,000 公斤以上；2. 在 5 月
高溫因高產量造成後期轉色不良，為改善
轉色問題使用推薦藥劑茉莉酸丙酯促進轉
色，反而造成果粒軟化；3. 植株生長勢容
易衰弱。綜上，輔導農友建立優質高單價

的栽培生產觀念，提供優質安全溫室葡萄
予消費者，以利葡萄產業持續發展。
( 六 ) 優良種苗及植物品種權觀念建立

目前溫室葡萄多採扦插繁殖，枝條
來源為自家或附近栽培良好之園區，或向
專業巨峰葡萄苗繁殖場購買，無論何種方
式，扦插宜選擇枝條成熟度高與飽滿之枝
條。近年來，栽培者開始栽培巨峰以外之
品種，種苗來源不一，需慎重考量。應注
意事項包括：1. 植物品種權：種植具植物
品種權保護之品種，應依合法程序取得種
苗，避免侵權衍生糾紛；2. 避免病蟲害傳
入：栽培者未依規定申請，自其他國家取
得種苗，因未經過防檢疫處理，如引進臺
灣未有之病蟲害，將導致不可預期之影
響，尤其歐美地區發生嚴重之根瘤蚜，一

 鋼骨結構溫室夏季留中長梢修剪，進行產期調節 9-10 月之
技術研發
 調整為一字型整枝修剪方式
 一般捲揚溫室如設計不良易受強風吹襲損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東北季風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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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入侵，將為臺灣葡萄產業帶來毀滅性威
脅。
( 七 ) 省力輔具

由於臺灣葡萄栽培採用水平棚架模
式，棚架離地面約 180 公分，修剪、疏芽、
枝條固定及疏果等田間作業均需上抬手臂
操作，尤其疏果在葡萄生產過程占相當長
之時間，容易造成疲勞及手臂與肩頸酸
痛。為有效解決此一問題，農委會委託中
山大學成功開發「果樹穿戴式省力輔具」，
輕便且穿戴容易，應用於葡萄疏果作業，
可有效節省 30% 以上的肌力消耗，有效減
緩疲勞感及手部痠痛，增加工作效率。

六、誌謝

本場果樹研究室史文輝技工，為信義
鄉羅娜部落布農族，在 1984 年本場遷移
至彰化縣大村鄉時，為第一批先遣人員，
工作年資資深，並隨林嘉興前副研究員及
張致盛前場長進行葡萄栽培管理研究，擁
有豐富經驗，將於 2022 年屆退。筆者葉
文彬副研究員相當幸運，有史先生的分享
與實作協助，汲取寶貴的經驗，而能在葡
萄栽培與研究領域穩健發展。誠摯感謝史
先生一路陪伴筆者成長，祝福他退休後生
活愉快、身體健康。

 採用省電燈泡白光與黃光混合燈照模式

 本場建立紅光 LED 燈夜間燈照技術
 利用「果樹穿戴式省力輔具」減緩疲勞及提高疏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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