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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蘆筍（Asparpgus officinalis L.）別名石

刁柏、龍鬚菜，屬於百合科（Liliaceae），

蘆筍屬(Asparpgus)，也是此屬中僅能形成

食用嫩莖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的一種，

依採收時嫩莖的色澤，可分白蘆筍、綠蘆

筍與紫蘆筍三種，由於其嫩莖味美、營養

豐富、風味獨特，已成為消費者喜好的蔬

菜，在國際市場上享有“ 蔬菜之王 “的美

譽，是世界十大名菜之一。臺灣於民國52

年起推廣加工蘆筍罐頭外銷，至69年達最

高峰擁有世界蘆筍王國之美譽，78年起因

生產成本提昇而停止加工製罐外銷，改以

蔬菜類別鮮銷國內市場，而成為國內高經

濟蔬菜之一。

近幾年來臺灣蘆筍產業受到勞工與氣

候影響甚鉅，往往精心培育筍田採收一季

後，即受到豪雨侵襲而廢棄，只得另覓新

地種植，造成筍農收益減少且浪費工資，

使得栽培者意願越來越低。目前臺灣一年

則需進口3～5千公噸蘆筍，才能平衡國內

消費量。因蘆筍屬於高經濟蔬菜，需求量

愈少則價格會愈高，101年12月份國產綠

蘆筍批發價每公斤曾高達300～500元。因

此利用設施栽培達到穩定生產目的應是

可行。另可利用冬季設施保溫效果配合國

內冬季栽培方式，調整蘆筍產期達周年生

產，提昇生產者收益與溫室利用效益。利

用設施栽培會造成成本增加，因此本文將

探討蘆筍設施栽培技術及效益供為農民參

考應用。

設施蘆筍栽培技術

設施蘆筍栽培可歸納出三種栽培法：

一、慣行栽培

蘆筍直接定植於設施土壤中，肥培作

業與一般露天栽培方式相同，依蘆筍定植

行距決定經濟栽培年限，例如定植行距1.5

公尺經濟栽培年限約8年左右，因蘆筍芽盤

有逐年上升現象，8年後筍園肥培作業土

壤覆蓋芽盤厚度無法達12～15公分（綠蘆

筍），使蘆筍生產嫩莖會變細小而無商品

價值，造成筍園廢耕。解決方法可在行畦

邊架設擋泥板，取外面土壤客土達培土目

的，像築床栽培模式繼續栽培，可增加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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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經濟栽培年限，是目前臺灣設施蘆筍栽

培使用最多模式，約有15公頃左右。

二、不離土築床栽培

蘆筍直接定植於設施內土壤中，然後

築床填田，保持蘆筍肥培作業土壤厚度，

此方式可縮短栽培行距，增加設施內栽培

密度，單位面積種植株數比慣行栽培增加

1/5，不影響蘆筍經濟栽培年限，此法會增

加填土(介質)作業勞力，目前以此模式種植

面積約有5公頃左右，大部分用在有機蘆筍

栽培。

三、離土築床栽培

此模式需架設高度1.5公尺以上栽培

床，才能使蘆筍生長達到正常發

育，因為蘆筍貯藏根茂密且長，

須要有高栽培床才能使貯藏根系

生長發育正常，因為築1.5公尺以

上栽培床需要花費較多材料成

本，目前臺灣以此模式種植面積

較少，僅有少數試種而已，但大

部分栽培蘆筍園多因築床高度不

夠高，植株發育不良，目前試種

植面積不到1公頃。

設施蘆筍栽培與一般露地

栽培大不同

蘆筍為一風土適應性敏感之作物，臺

灣氣候因颱風、豪雨發生頻率高，使得種

植蘆筍時常受到損害導致種植面積逐年減

少。蘆筍栽培期間植株受損主要原因為受

雨水浸漬，使得蘆筍根系中的貯藏根表皮

上根毛受損，而根毛是蘆筍吸收水分與養

分主要工具，受損後植株生育受阻，進而

導致植株敗壞，如果能阻隔雨水侵襲、浸

泡，則植株生育正常，也是目前設施栽培

面積逐年增加主要原因。與露地栽培差異

比較，具有下述特點：

1.設施投資成本較多：一般溫網室因其

形式不同每1,000平方公尺成本約80萬元，

加上塑膠布與防蟲網5年更換1次，結構使

用壽命以10年計算，平均1,000平方公尺每

年需要設施設置成本9.6萬元。

1  直接種植設施內土壤（慣行栽培）
2  插穗較長或較飽滿，其側芽初期生長較佳
3  溫網室不離土築床栽培
4  溫網室蘆筍不離土築床生產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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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蘆筍嫩莖正常生產：臺灣每年有

颱風、豪雨損毀蘆筍園減少生產，嚴重使

筍園浸水而廢耕，減少筍農正常收益，設

施栽培可減低惡劣氣候環境影響，避免

或減少災害受損而能正常生產，穩定正

常收益。

3

表1.每1000平方公尺之固定成本費用

項目 使用年限 所需金額(元) 折舊費(元)
捲揚式塑膠布網室 10年 800,000 80,000
中耕管理機 5年 22,000 4,400
動力噴藥機 4年 8,000 2,000
抽水馬達 8年 8,000 1,000
冷藏庫(1坪) 10年 25,000 2,500
鐵架 5年 5,000 1,000
防倒網 5年 1,600 320
綠蘆筍種苗費用 5年 8,000 1,600
合計 877,600 92,820
備註：*本次調查台南縣將軍區2位農民均採用捲揚式塑膠布網室種植綠蘆筍，設施面積分別為2,300及1,800平方公尺，
並擁有三項小型機械設備(中耕管理機、動力噴藥機、抽水馬達)及冷藏庫的生產投資組合，而為綠蘆筍後續栽培管理需
求，田間需要立鐵架及防倒網，資料蒐集期間跨越2010至2012年度。

**本調查將設備殘值均視為0，通常大型機械殘值可估為原先售價的1/10。

***綠蘆筍為多年生作物，若無天然災害應可存活5年以上，本調查將生產年限定為5年。

表2.每1000平方公尺之變動成本費用

項目 需金額(元) 單位金額(元/平方公尺)
肥料費(基肥＋追肥) 18,000 18
病蟲害防治費用(農藥) 8,200 8.2
電費 1,200 1.2
包裝資材費用 10,000 10
設施維修費 16,000 16
機械設備維修費 5,000 5
僱工費 60,000 150
運輸費用(田間至集貨場) 9,000 9
自有勞力 130,000 240
合計 257,400 257.4

表3.年收益分析

項目 1000平方公尺之金額(元) 單位金額(元/平方公尺)
銷售收入 468,000 468
固定成本 92,820 92.82
變動成本 257,400 257.4
總成本 350,220 350.22
收益 117,780 117.78
*每1,000平方公尺蘆筍產量約3,600公斤，售價按130元/公斤計算。

因設施栽培蘆筍是近一、二來才開始種植，上述年收益評估僅供參考，每個農民因經營管理現況不同故收益會有差
異。設施栽培蘆筍採收日數比露地栽培120日多30日，每年可達150日，比露地栽培正常年產量約2,000公斤共增加
1,600公斤，銷售收入多208,000元，加上僱工費節省約10,000元（減少培土、除草、施藥、灌水等次數），農藥費節省
2,000元，但增加設施固定成本80,000元及設施維修費16,000元，經計算後得知設施蘆筍栽培比露地栽培每1,000平方公
尺每年增加收益117,7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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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節蘆筍生產期：因蘆筍正常栽培每

年必須休閒4個月以上，才能維持每年經濟

栽培經營，利用設施栽培可調整蘆筍休閒

期間於秋季進行，冬季生產蘆筍，達產期

調節目的。

4.減低蘆筍莖枯病發生：設施栽培較容

易控制，留母莖較容易成功。因莖枯病發

生須要有高溫(27℃以上)、高濕、蘆筍幼嫩

期三個條件才會發生，去除濕度便可避免

莖枯病容易發生而達留母莖目的，在設施

栽培很容易達成。

5.設施內蘆筍經濟栽培年限較長：因

設施栽培容易避開雨水浸泡，土壤不流

失，經濟栽培年限較長，如此可解決筍園

連作障礙栽培與減少選擇種植地區問題。

6.設施栽培蘆筍嫩莖品質較佳，且粗細

大小較平均，因而使蘆筍單位面積產量增

加且價格好、收入高，因設施內氣候環境

影響較小且病蟲害容易控制，劣筍發生機

率小。

7.減少筍園田間作業可節省勞工：因

設施內沒有淋雨，表土疏鬆、

雜草易控制，不須經常中耕，

同時設施內土質疏鬆、採收嫩

莖容易，噴藥次數和用藥量比

露地栽培較少，這樣可降低對

蘆筍嫩莖的污染，且節省勞工

用量。

設施栽培蘆筍的經濟效益評估分析

設施栽培蘆筍之生產成本項目還包含

種苗費用、肥料費用(基肥+追肥)、病蟲害

防治費用(農藥)、電費、油料費、包裝資材

費用、設施維修費用、機械設備維修費用、

僱工費用、運輸費用(田間至集貨場)、自有

勞力(不支薪)等。

由調查資料得到每1,000平方公尺其固

定成本費用為92,820元(見表1)，變動成本費

用為257.4元/平方公尺(見表2)。由表3得到

生產總成本費用為350.22元/平方公尺，蘆

筍銷售收入為468.0元/平方公尺，年收益為

117.78元/平方公尺。

設施蘆筍產期調節建議

臺灣蘆筍生產均集中於春季，以設施

功能條件將產期分散至夏、秋、冬季即可

達到周年生產目的，而且可避免颱風、豪雨

季節筍園浸水、植株危害，對臺灣蘆筍供

應失衡之困境頗有助益。設施蘆筍栽培的

產期調節是藉由不同區域與季節栽培方式

之不同分三種生產管理方法，達到分散產

期及週年生產，來增進筍農收益。

5 6

5  溫網室綠蘆筍嫩莖生產
6  綠蘆筍嫩莖露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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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模式是冬季蘆筍生產，為了蘆

筍嫩莖品質、產量達正常化，第三年生以

上筍園才能進行產期調節，因為一、二年

生蘆筍芽盤太小、貯藏根發育未達旺盛

期，如進行產期調節蘆筍嫩莖產量低、品

質劣、植株因養分消耗不正常導致死亡。

蘆筍在臺灣氣候環境冬季低溫期植株會進

入休閒，而無法採收蘆筍嫩莖，但利用溫

網室設施提升筍園溫度，可採不留母莖之

方式生產蘆筍。其方法為採收前割除地上

莖並培土灌水。3～5天後即可採收嫩莖，

至嫩莖開始變細時(約1個

月左右)，即應停止採收，

以免營養消耗過鉅，影響

翌年的生育。但進行此方

式調節產期筍園須於秋季

需休閒4個月以上才能實

施。

第二方式是春季開

始留母莖時期，以不留母莖之方式生產蘆

筍，至嫩莖開始變細時(約1個月左右)，即應

停止採收，才留母莖採收春夏、秋季蘆筍。

第三方式是慣行栽培法。

以下是三個栽培生產模式提供生產者

參考應用：

模式(一)：冬季蘆筍生產模式，可以於12

月中旬至2月間利用設施保溫功能，以不留

母莖方式採收一個月，再於春季(4月～6月)

和夏季(8月～9月)用一般慣行栽培法採收，

總採收日數約150天。本模式雖然產量略低

於慣行方式，但冬季蘆筍單價高，收益仍

較慣行方式多。

表4.模式(一)：適用於採收冬、春、夏季蘆筍

工作

項目

不留母莖

採收期
春季母莖
培育期

春季留母莖採收期
夏季母莖

培育期

夏季留母莖

採收期

培育根盤與

養分期

嫩莖採收

期長短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實施方法

刈除母莖、灌水、

設施保溫控制

刈除母莖、

破畦施用有

機、化學肥

料、培土、

灌水

開始採收時施用追肥

後，每隔20～30天施

用一次，每隔10天灌

水一次

刈除母莖、

破畦施用化

學肥料、培

土、灌水

開始採收時施用

追肥，每10天灌

水一次

停 止 採 收 破

畦施用有機、

化學肥料、培

土、灌水、進

入休閒期養分

蓄積

－：蘆筍嫩莖生產期

7 8

7  設施筍園定時定量噴霧預防蟲害發生
8  設施生產綠蘆筍嫩莖待分級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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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夏季生產模式，於早春不留母

莖方式採收蘆筍嫩莖約一個月(3月～4月中

旬期間)，再於春夏季(4月中旬～8月)和秋

季(9月～11月) 用一般慣行栽培法採收，總

採收日數大約150天。本模式早春和夏季高

溫期蘆筍售價高，因此收益仍較慣行方式

多。

模式(三)：慣行的栽培管理模式，分別於

春季(4月～6月)、夏季(7月～8月)和秋季(10

月～11月)行留母莖採收，總採收日數大約

150天。

結語

此蘆筍效益評估產量增加1.8倍、收益

增加117,780元僅以蘆筍一、二年生產量作

比對而已，僅作生產者參考，因蘆筍產量

是從三年生開始算起。設施蘆筍生產可避

開颱風、豪雨侵襲使蘆筍產量穩定，且可

增加產期30日、提昇蘆筍嫩莖品質，但因

設施內土壤沒有受雨水淋洗物理化性質累

積一段時間經常惡化，須時常檢測處理維

持設施內土壤正常，如此可增加蘆筍經濟

栽培年限，使蘆筍收益增加促進蘆筍生產

栽培，增加設施利用與筍農收益。

表6.模式(三)：適用於採收春、夏、秋季蘆筍

工作

項目

培育根盤

養分蓄積期

春季母莖

培育期

春季留母莖

採數期

夏季

母莖

培育期

夏季留母莖
採收期

秋季母莖

培育期
秋季留母莖
採收期

培育根盤

養分蓄積期

嫩莖採收

期長短

月份 1             3 4 7 8       9 10 11        12

實施方法
休 閒 期 養 分

蓄積

刈除母莖、

破畦施用有

機、化學肥

料、培土、

灌水

開始採收時施

用追肥後 ,每
隔20～30天

施用一次 ,每
隔 1 0 天 灌 水

一次

刈 除 母

莖 、 破 畦

施 用 化 學

肥 料 、 培

土、灌水

開 始 採 收

時施用追肥

後，每10天

灌水一次

刈除母莖、

破 畦 施 用

化學肥料、

培土、灌水

開始採收時施

用追肥後每隔

20～30天施用

一次，每10天

灌水一次

停 止 採 收 破

畦施用有機、

化學肥料、培

土、灌水、進

入休閒期養分

蓄積

－：蘆筍嫩莖生產期

表5.模式(二)：適用於採收早春、春夏、秋季蘆筍

工作

項目
培育根盤養
分蓄積期

早春不留

母莖採收期
春季母莖
培育期

春夏季留母莖

採收期
秋季母莖培
育期

秋季留母莖

採收期

培育根盤與

養分蓄積期

嫩莖採收

期長短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實施方法
休閒期養分蓄

積

刈 除 母 莖 後

開 始 採 收 嫩

莖、灌水

破畦施用施

用有機、化

學肥料、培

土、灌水、

開始採收時施

用 追 肥 後，每

隔20～30天施

用一次,每10天

灌水一次

刈除母莖、

破畦施用化

學肥料、培

土、灌水

開始採收時施

用追肥後，每

隔20～30天施

用一次，每10
天灌水一次

停止採收、破

畦施用有機、

化學肥料、培

土、灌水、進

入休閒期養分

蓄積

－：蘆筍嫩莖生產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