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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蘆筍鮮甜且濃郁芳香，一般於當日

採收立即完成分級，並配送至消費者或拍賣

市場。為避免像飄洋過海的進口蘆筍，歷經長

期運輸減損新鮮度，例如共同運銷占國內蘆筍

拍賣市場交易量達60%以上之臺南市將軍區
農會，在2017年以前契作蘆筍向來仰賴人力
處理分級，2018年起導入自動化選別機進行
分級作業，不僅節省人力達六成，也加速完成

分級與提早將產品送入市場拍賣，讓新鮮在

地蘆筍儘早提供消費者品嚐。為此，本文特別

介紹蘆筍選別機之應用效益，期能有更多農

友或生產團體導入應用，以利紓解農業缺工

衝擊，提升產業競爭力。

蘆筍生產與市場現況

國內生產變遷：國產蘆筍栽培面積及收

穫量自1989年起至2016年呈逐年遞減趨勢，

1989年栽培面積尚高達6,526公頃、收穫量

32,868公噸，1990年面積減半僅剩3,221公
頃、收穫量驟減至17,924公噸，1991年面積雖
尚有2,417公頃，收穫量再降至12,424公噸。

自1992年起面積降至2,000公頃以下，收穫量

也降至10,000公噸以下，2006年起面積更降
至1,000公頃以下，收穫量也降至4,500公噸以

下。2016年降至更低至450公頃，收穫量也降

至2,021公噸，2017年面積已略回升為458公
頃，收穫量也提升至2,556公噸。

進口蘆筍消長

進口蘆筍在臺灣市場占有率自1989年
的0.2%，逐年成長，1998年已達14.9%，在

2002～2016年間，除2011～2012年之外，

進口蘆筍之市占率均超過50%。進口蘆筍於

1989～1996年間之生鮮與冷凍蘆筍進口量皆
在90公噸以下，年平均進口量約71.8±18.8
公噸、年平均進口值約178.9±41.7仟美元。

1997年起進口量暴升超過700公噸之後，在

2000～2010年間之年進口量均超過4,000公
噸、年進口值皆超過8,800仟美元。惟自2011
年起之近6年平均進口量則略呈逐年遞減趨
勢，2017及2018年皆為2,582公噸，推測應與

主要進口來源國 (泰國) 年收穫量逐年遞減有
關。

市場交易現況

拍賣市場之生鮮蘆筍產品主要項目計有

綠蘆筍、白蘆筍及蘆筍花，來源則分為國產品

及進口品二類。交易量變化趨勢在「國產白蘆

筍」從1998年起占總交易量均低於25%。「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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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蘆筍」占總交易量自2001年突破50%後，

2004年起皆高於67%。反觀「國產綠蘆筍」在

2000年(含)以前占總交易量均高於50%，但自

2004年起均低於27%。另基於2000年起進口
蘆筍產品約99.7%皆為冷藏綠蘆筍，比較「國

產」與「進口」綠蘆筍交易量，從2004年起，

除2013年之外，「國產綠蘆筍」交易量均未

達「進口蘆筍」之49%，顯示」仍有很大潛力

值得推廣在地生產以取代進口品。在拍賣價

之變化分析，「進口蘆筍」及「國產綠蘆筍」

於近十年之年平均價雖呈上下變動，但整體

而言，仍呈現逐漸上升趨勢。比較「國產綠

蘆筍」與「進口蘆筍」年平均價，除1998年、

2016年及2017年之外，其餘年份「國產綠蘆

筍」之年平均價皆低於「進口蘆筍」，推測可

能與「進口蘆筍」係由大型農場生產供應，不

僅已採用選別機進行分級，產品規格明確及整

齊度高，且能大量供應，此為仰賴人工分級之

「國產綠蘆筍」生產團體或農友所必須學習及

改變之處。

國內首次導入蘆筍選別機-將軍區
農會促進產業擴展

「紅將軍」蘆筍概況

目前將軍區栽培面積已達35公頃，每年

產量約700公噸，產值約新臺幣一億元，並建

立「紅將軍」行銷品牌。露天蘆筍於每年8月
至翌年2月為種植期，農曆年後至6月為採收
盛期；設施蘆筍生產則可全年供應市場，農民

收益更為穩定，近年已成為輔導青年從農之

綠金作物。

共同運銷現況

將軍區農會於2009年起正式辦理蘆筍共
同運銷至國內拍賣市場業務，第一年僅2,889
公斤，計273件，交易金額為新臺幣302,821
元。經過一年努力，翌年共同運銷量及交

易金額均成長超過18倍，達52,406公斤及
6,065,930元。自2013年起至2017年 (除2016
年之外)，每年共同運銷量超過122公噸，2018
年更達271.5公噸，交易金額超過4,200萬元。

1  國內拍賣市場蘆筍各類產品交易量及平均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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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國產綠蘆筍交易量比例從2009年僅3.97%，

至2016年市佔率已達52.66%，2017年升至
54.7%，2018年更躍升達60.72%，已連續三

年以上蟬聯拍賣市場國產綠蘆筍最大供應單

位。

導入選別機解決人力分級瓶頸

為求綠蘆筍採後仍保有最佳鮮度，共同

運銷被要求在採收當日應儘速分級完畢，並

運送至消費市場，但分級包含長度及直徑等

級之區分作業，種類繁多，作業耗費大量人

力，為農會在2017年以前面臨擴大推廣契作
或保價收購業務之最大阻礙。農會為應付通

路品質規格要求，且力求採收當日完成分級作

業，常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為此，臺南區農業

改場於2017年度投入協助引入選別機之規格
規劃，並輔導農會申請農糧署「輔導引進省工

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補助，引進日本

[NAVIC]蘆筍選別機 (型號：777-74、作業效率
每秒3支及具18～30公分不同長度裁切能力)，
取代人力分級，節省時間及人力成本；傳統人

工分級作業之每組人力需求為10名，每日處理

能力至多約400公斤；導入選別機後每組人力

需求降為4名，單日最高處理量記錄超過1,500

2  臺南市將軍區農會共同運銷之紅將軍綠蘆筍品牌
3  臺南市將軍區農會應用選別機共同分級後之主要
規格情形

4  將軍區農會於未採用選別機之前以人工分級作業 
(2015年4月9日攝)

5  將軍區農會採購蘆筍選別機之型錄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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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不僅節省人力達60%、提升整體作業效

率達4倍以上，2019年度契作面積已較2017年
度增加3倍以上，不僅增進農民收益，也顯著

促進蘆筍產業擴展。本 (2019) 年度為提升計
量作業效率，將軍區農會已再經由農糧署「輔

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補

助，引進日本[NAVIC]蘆筍組合計量機，相信除

可快速達成分級後秤量作業，未來更有機會

大幅促進蘆筍產業擴展。

百大青農採用小型選別機加速分級
效率之三案例簡介

案例簡介詳如「將軍區農會與第四屆百

大青農導入蘆筍選別機之成效調查表」，青

農「黃志偉」為百大青農個人組，自2014年投
入蘆筍生產，位於雲林縣東勢鄉，品牌為「牛

埔頭蔬活農場」，為國內首位導入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研發「設施蘆筍節水滴灌及省工管

理技術」示範場主。青農「黃文鵬」為第四屆

6

5  將軍區農會購置自動化選別機，第四屆百大青農
黃文鵬開心試用

7  運用自動化選別機讓第四屆百大青農楊詠仁興奮
體驗快速分級成果

8  傳統使用磅秤挑選後秤量以組合成特定單束重量
規格

9  應用組合計量機達成快速秤量暨組合成特定單束
重量規格

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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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青農團體組組長，自2017年投入蘆筍生
產。青農「黃昭穎」為第四屆百大青農團體組

組員，自2014年投入蘆筍生產，位於臺南市將

軍區，品牌為「相交蘆筍」，為臺南市首位導

入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發「設施蘆筍節水滴

灌及省工管理技術」示範場主。前述三位百

大青農均經由農糧署「專案輔導青年農民設

施 (備) 計畫」補助導入小型選別機，計有日本

「ORGIWARA」及「NAVIC」二種廠牌，售價

約30～32萬元，不同廠牌之裁切長度雖略有

差異，但均可區分5個選別等級，且單機單人

操作之速率每小時分級紀錄量最高均約為60
公斤，其最大成效不僅節省分級人力比率達

20～40%，也提升作業效率倍數至少3倍，也

成為三位百大青農有意再擴大生產規模之最

佳輔助設備。

政府輔導措施讓產業更有競爭力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於本 (2019) 年4月16
日在臺南市將軍區百大青農黃昭穎農友蘆筍

表一、將軍區農會與第四屆百大青農導入蘆筍選別機之成效調查

名　　　稱
生產團體 個別農友

將軍區農會 黃志偉 黃文鵬 黃昭穎

地點 臺南市將軍區 雲林縣東勢鄉 臺南市將軍區 臺南市將軍區

品牌名稱 紅將軍 牛埔頭蔬活農場 - 相交蘆筍

露天生產面積 18公頃 - 0.41公頃
設施生產面積 17公頃 0.3公頃 0.7公頃 0.42公頃
年平均產量 700公噸 6公噸 14公噸 16.6公噸
傳統人工選別效率分析

日最高分級量紀錄 440公斤 60公斤 140公斤 150公斤
人力需求 10名 5名 4名 4名
選別等級數 5級 5級 4級 8級
單人分級速率 20公斤/時 10公斤/時 15公斤/時 10公斤/時
日最高耗時紀錄 10小時 5小時 5小時 5小時
導入選別機之成效分析

廠牌 (產地：日本) NAVIC ORGIWARA ORGIWARA NAVIC
機型 (選別等級數) 777-74 (5級) AS-2n (5級) AS-3n修改版 (5級) 777-TW (5級)
秤量調整方式 微電腦觸控 更換砝碼 更換砝碼 調整砝碼

機械分級速率 (支/秒) 3 1.3∼1.6 1.3∼1.6 1∼1.5
截切長度 18∼30 cm 22∼27 cm 22∼30 cm 18∼30 cm
單機分級最高紀錄 180公斤/時 60公斤/時 60公斤/時 60公斤/時
人力需求 4名 3名 3名 3名
日最高分級量紀錄 1,500公斤 - - -
節省分級人力比率 60% 40% 20% 20%
提升作業效率倍數 4倍 3倍 3倍 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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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辦理「設施蘆筍節水滴灌、省工機具及無線感

測整合應用示範觀摩會」，不僅展示2種廠牌分級
機，也提供示範作業，更在農糧署何小珍技正特別

說明農委會相當重視蘆筍採後選別的省工作業，

已特別將小型蘆筍選別機納入省工農機補助項目。

「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為農

委會輔導農民、農民團體及產業團體引進農糧產

業適用，且國內無產製之國外商品化農機設備，以

加速農業機械化推廣，紓緩農業缺工問題，同時藉

由國外農機產品之創意，激勵國內業者改良開發，

提高技術與品質，拓展國際市場，迄今藉由該計畫

已成功輔導將軍區農會提升分級作業效率達4倍，

更增加8倍契作面積；對於個別農友也提升分級作

業效率達4倍，每案均見證農委會推動省工輔導措

施，確實已讓產業更有競爭力。

10  三位百大青農操作小型選別機
之投放嫩莖作業 (廠牌及機型
依序為圖左：ORGIWARA-3n、
圖中：ORGIWARA-3修改版、
圖右：NAVIC-777-TW)

11  三位百大青農操作小型選別機
之自動秤量分級實況 (廠牌及
機型依序為圖左：ORGIWARA-
3n、圖中：ORGIWARA-3修改
版、圖右：NAVIC-777-TW)

12  臺南場於4月16日舉辦設施蘆
筍節水滴灌、省工機具 (含選
別機) 及無線感測整合應用示
範觀摩會之參與農踴躍實況

13  省工示範觀摩會實際展示2種
廠牌選別機及現場提供試用

10

11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