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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郭明池、謝明憲、張為斌、陳奕君。2020。不同母莖高度及高溫遮蔭對設施蘆筍生長及

產量之影響。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76：57-65。
設施蘆筍栽培因可有效防阻莖枯病危害，生產面積已逐年增加，然仍常見延用露天栽培

之摘心模式，致摘心後母莖高度偏低，致分枝數及擬葉量偏少，降低光截取量影響光合作用

效能。且過早或過低摘心會促使底層側枝再萌發，增加清除之作業。本研究進行設施綠蘆筍

不同母莖高度之摘心處理，結果顯示母莖高度較高時摘心，第一分枝著生位置較高及底層側

枝數量較少，且具有較高之總產量及合格品產量，可能與較高之擬葉量增加光截取量有關。

為解決設施綠蘆筍高溫期母莖培育生長不良，於留母莖期擬葉未展開前進行遮蔭處理，結果

顯示遮蔭處理之母莖高度較高、分枝較長、第一分枝著生位置較高。證實夏季高溫期遮蔭有

促進母莖生長，具紓解高溫對母莖培育影響之效益。

現有技術： 慣行蘆筍母莖高度偏低的栽培方法在田間有利於防止風雨，但導致分枝和

擬葉的數量減少，進而降低了光截取量並影響光合作用，結果影響了品質

和產量。

創新內容： 本研究結果顯示提升摘心後母莖高度增加擬葉量，可提高品質及產量，並

減少底層側枝之數量。另高溫期母莖培育進行遮蔭處理，可增進母莖之生

長高度，紓解高溫對母莖培育之不良影響。

對產業影響： 增加母莖高度可有效提升產量及減少清除底層側枝之人力。於夏季進行

遮蔭可紓解高溫對母莖培育之影響，提升設施栽培蘆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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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避免露天栽培受莖枯病危害影響，並增進產量及促進品質穩定、增加採收日數及進

行產期調節等考量，近來投入以設施栽培蘆筍之農友比例有增加趨勢。傳統露天栽培為減

少強風侵擾，或避免因降雨導致擬葉 (fern) 附著雨水加重而垂倒，致留母莖高度偏低，摘心

後保留高度僅約 80 ～ 90 公分左右，而此栽培模式被沿用至設施栽培上。母莖上擬葉為蘆

筍行光合作用重要器官，蘆筍擬葉之構造外有表皮，往內有 2 至 3 層輻射狀緊密排列的柵

狀細胞，此柵狀細胞富含葉綠體 (4)。據林與洪 (1983) 研究指出蘆筍嫩莖無淨同化作用 (net 
assimilation) 能力，大部分依靠貯藏或其他母莖光合作用養分供給生長，直到擬葉形成才具

有淨同化作用能力，擬葉之光合產物部分轉運至儲藏根而部分供嫩莖生長。依據相關研究，

淨同化作用能力於母莖養成後 3 個月達到高峰，光合作用速率隨著擬葉柔嫩期、濃綠期及黃

化 ( 老化 ) 期先增加而遞減 (2)。Downton 與 Torokfalvy (1975) 之試驗指出，一旦嫩莖長出擬 
葉，淨光合作用就開始發生。而 Marty 等人 (1999) 試驗指出蘆筍擬葉光合速率與嫩莖產量

成正相關性。由上述多項試驗指出擬葉扮演蘆筍光合作用之主要角色，因此過早進行摘心會

導致母莖高度偏低，分枝及擬葉層不足，造成濃綠期擬葉數減少而降低日光截取量，間接影

響光合產物累積，恐將影響採收期之嫩莖產量。另觀察不同母莖摘心高度，發現母莖高度尚

低時即行摘心，底層側枝生長數量有較多之現象，除物理性妨礙嫩莖採收外，尚造成嫩莖光

照不足而顏色偏淡綠及通風較不良等問題。因此，本試驗規劃進行不同母莖高度之摘心處

理，調查其第一分枝高度、摘心後再長出側枝數量，並進行產量及品質之調查，藉以瞭解不

同處理間之差異。另考量蘆筍屬溫帶作物，耐低溫能力強，耐高溫能力相對較弱，氣溫超

過 33℃以上，呼吸作用提高，光合作用速率下降，高溫影響蘆筍常見於採收之嫩莖開芒、

停心、畸形等情形，除嫩莖賣相不佳問題外，母莖之生長受高溫影響也常發生於設施栽培蘆

筍上 (7)，高溫期母莖生長勢差，分枝及擬葉拓展不良，莖葉細弱而影響日光截取量，有鑑於

此，本研究於高溫留母莖期擬葉未展開前進行 50% 遮蔭處理，並調查母莖高度、第一分枝

高度及分枝長度等，觀察遮蔭處理能否促進母莖生長高度，改善夏季高溫期母莖培育不良之

問題。

材料與方法

一、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之第一分枝著生高度及底層側枝數

(一) 供試材料及實驗地點：‘Brock Imperial’、‘UC800’，臺南市將軍區溫室。

(二) 處理項目及試驗設計：採完全逢機設計，處理項目分為母莖高度於 120 公分、

150 公分進行摘心及不摘心任其自然生長等三組，每處理 3 重複，每重複 50 支母 
莖，於摘心後隨即以束帶套於第一分枝處進行標定。

(三) 調查項目：摘心及標定後，待母莖分枝及擬葉展開完全，可進入採收期狀態，調查

第一分枝著生高度及經標定後再長出側枝數。

二、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之產量及品質

(一) 供試材料及實驗地點：1.‘ 綠蘆筍臺南 4 號 ’，嘉義縣義竹鄉溫室；2.‘ 綠蘆筍臺南 4
號 ’，臺南市麻豆區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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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處理項目及試驗設計：採完全逢機設計，處理項目計分為母莖高度於 90 公分、120
公分及 150 公分進行摘心等三組，每處理 3 重複，每小區面積為 8 × 1.5 公尺小區。

(三) 調查項目：合格品產量及枝數、總產量及枝數、合格品單支重及合格品比率，並調

查第一分枝著生高度。

三、設施綠蘆筍高溫期母莖培育遮蔭處理與否對其生長之影響

(一) 供試材料及實驗地點：1.‘綠蘆筍臺南 4號 ’，嘉義縣義竹鄉溫室；2.‘Brock Imperial’， 
臺南市將軍區溫室。

(二) 處理項目及試驗設計：於高溫期留母莖擬葉未展開前進行遮蔭 50% 處理及無遮蔭

對照組，各 3 重複，每重複標定 25 支剛出土 15 ～ 25 公分，直徑 1.0 ～ 1.2 公分之

嫩莖進行後續調查。遮蔭處理係於畦面上方約 2 公尺處覆以 50% 遮蔭網，寬度 1.2
公尺，約與畦面等寬，待母莖培育完成即行拆除。

(三) 調查項目：待母莖分枝及擬葉展開完全，可進入採收期狀態，調查遮蔭處理及無遮

蔭對照組母莖株高、分枝長及第一分枝著生高度。

結果與討論

一、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之第一分枝著生高度及底層側枝數

蘆筍栽培管理上，建議母莖底層分枝須適度整理清除，保持畦面至最下位分枝約

40 公分高之空間 (5)，除有利於長出之嫩莖能接受適當光照，並能增加採收之方便性及

有利於判定達適收期之嫩莖高度。因觀察母莖高度過低時摘心，第一分枝著生位置偏低

及長出側枝數較多，本試驗藉由不同母莖高度之摘心處理，調查第一分枝及側枝數生長

情形。

不同母莖摘心高度於 ‘Brock Imperial’ 之調查 ( 表 1 )，結果顯示第一分枝著生高 
度，120 公分母莖為 28.3 公分，150 公分母莖為 33.1 公分，未摘心處理組 36.9 公分，

三處理組間具顯著性差異。摘心後再長出側枝數調查，120 公分母莖再長出側枝數為 2.3
支，150 公分母莖為 2.0 支，未摘心處理組 1.1 支，與前二者具顯著性差異。‘UC800’
試驗結果 ( 表 1 )，第一分枝著生高度調查結果近似於 ‘Brock Imperial’，未摘心處理組

35.9 公分，著生位置顯著高於 120 公分母莖之 29.8 公分，150 公分母莖次之；再長出側

枝數之調查，‘UC800’ 整體數量較低，但仍以未摘心處理組 0.2 支，顯著低於另二處理

組之情形。‘Brock Imperial’ 未摘心之第一分枝著生高度較 120 公分處理組高 8.3 公分；

‘UC800’ 品種未去頂之第一分枝著生高度較 120 公分處理組高 6.1 公分。摘心後底層長

出側枝數量，‘Brock Imperial’ 未摘心較 120 公分處理組減少 1.2 支；‘UC800’ 未摘心較

120 公分處理組減少 0.5 支。

本項試驗結果顯示母莖高度保留越高，可提高第一分枝著生高度及減少底層長出側

枝數量，供試二品種試驗結果相似。倘以實際栽培 0.1 公頃種植 3,000 株，每株留 4 支

母莖，須培育 12,000 支母莖，若待母莖生長高度超過 150 公分進行摘心，依照須整理

母莖數估算，估計約 50% 母莖之第一分枝著生高度提高至 40 公分左右，可減少約 6,000 
(12,000 × 50%) 支母莖需摘除底部分枝作業。另依照須剪除底層側枝數估算，因約 50%
母莖著生位於 40 公分以下側枝減少約 1 支，而可減少剪除約 6,000 側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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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設施綠蘆筍 ‘Brock Imperial’ 及 ‘UC800’ 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之第一分枝著生高度

及底層側枝數

Table 1. The investigation of first branch growth position and the number of lower lateral branches 
in greenhouse asparagus ‘Brock Imperial’ and ‘UC800’ with different mother stalk 
heights

母莖高度 (cm)
Mother stalk
height (cm)

Brock Imperial UC800

側枝數
Number of lateral 

branches

第一分枝高 (cm)
First branch 

position (cm)

側枝數
Number of lateral 

branches

第一分枝高 (cm)
First branch 

position (cm)

120 2.3aZ 28.3c 0.7a 29.8c

150 2.0a 33.1b 0.8a 33.0b

未摘心 1.1b 36.9a 0.2b 35.9a
Z 以最小顯著性差異法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 (P ≦ 0.05)。Means with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二、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之產量及品質

進行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之產量及品質調查，義竹試區於秋季採收

期進行試驗，結果顯示如表 2，150 公分母莖於合格品產量及枝數、總產量及枝數、合

格品單支重及合格品比率均顯著高於 90 公分母莖處理組，其中總產量於約 1 個半月 
( 44 日 ) 採收期每 0.1 公頃為 231.5 公斤，顯著高於 90 公分母莖之 113.5 公斤，另 150
公分母莖於合格品重及 ( 比率 ) 為 139.0 公斤 (59.5%)，亦顯著較 90 公分母莖之 47.1 公

斤 (41.0%) 為高，而 120 公分母莖僅於合格品產量及比率顯著高於 90 公分處理組。

表 2. 義竹試區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產量及品質 (0.1 ha)
Table 2. Effect of mother stalk height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in greenhouse asparagus in Yichu 

trial (0.1 ha)

母莖高度
(cm)

Mother
stalk 

height
(cm)

總產量
Total yield

合格品 Z

Premium grade
合格品

單支重 (g)
Weight of single
premium grade 

spears
(g)

合格品
比率 (%)
Rate of

premium
grade spears

(%)

產量
(kg)
Yield
(kg)

支數
Number
of spears

產量
(kg)
Yield
(kg)

支數
Number of 

spears

90 113.5bY 1,090b 47.1b 2,907b 16.2b 41.0b

120 203.0ab 14,389ab 105.5a 5,811b 18.1ab 53.9ab

150 231.5a 16,862a 139.0a 7,197a 19.1a 59.5a

註：收穫日期：108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29 日，11 月 4 日至 11 月 30 日。Harvest period: Sep. 
13, 2019 to Sep. 29, 2019, Nov. 4, 2019 to Nov. 4, 2019.

Y 以最小顯著性差異法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 (P ≦ 0.05)。Means with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Z 合格品：嫩莖長度 24 公分以上，直徑 0.8 公分以上。Premium grade: The diameter of spear 
is larger than 0.8 cm in length 2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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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試區於春季採收期進行試驗，結果顯示如表 3，150 公分母莖於合格品產量及

枝數、總產量及枝數均顯著高於 90 公分母莖處理組，其中總產量於 3 個多月採收期 
( 96 日 )，每 0.1 公頃為 1,510.9 公斤，顯著高於 90 公分母莖之 1111.0 公斤，合格品重

前者為 1,219.0 公斤，亦顯著較後者 906.5 公斤為高，而 120 公分母莖於合格品產量及

枝數、總產量及枝數表現居中，與其他 2 處理間無顯著性差異。

表 3. 麻豆試區設施綠蘆筍不同母莖高度摘心處理產量及品質 (0.1 ha)
Table 3. Effect of mother stalk height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in greenhouse asparagus in Madou 

trial (0.1 ha)

母莖高度
(cm)

Mother
stalk 

height
(cm)

總產量
Total yield

合格品 Z

Premium grade
合格品

單支重 (g)
Weight of single
premium grade 

spears
(g)

合格品
比率 (%)
Rate of

premium
grade spears

(%)

產量
(kg)
Yield
(kg)

支數
Number
of spears

產量
(kg)
Yield
(kg)

支數
Number of 

spears

90 1,111.0bZ 49,963b 906.5b 34,537b 26.2a 81.1a

120 1,255.0ab 57,027ab 1,008.1ab 38,697ab 26.1a 80.2a

150 1,510.9a 69,268a 1,219.0a 4,7645a 25.7a 80.7a

註：收穫日期：109 年 4 月 21 日至 7 月 25 日。Harvest period: Apr. 21, 2020 to Jul. 25, 2020.
Y 以最小顯著性差異法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 (P ≦ 0.05)。Means with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Z 合格品：嫩莖長度 24 公分以上，直徑 0.8 公分以上。Premium grade: The diameter of spear 

is larger than 0.8 cm in length 24 cm.

Noboru 等人 (1989) 進行母莖上不同部位淨光合速率比較，顯示蘆筍的淨光合作用

主要在擬葉上，本試驗結果顯示 150 公分母莖於產量及品質較 90 公分處理組佳，可能

與 150 公分母莖具有較厚之擬葉層相關，據 Marty 等人 (1999) 試驗指出蘆筍擬葉光合

速率與嫩莖產量成正相關性，在未達光飽和點之下，光合作用主體擬葉之多寡將影響整

體光合作用。田中昭夫 (2004) 之試驗指出，蘆筍莖葉的高度越高，橫幅越寬，則嫩莖

合格品的產量就越高，結果與本試驗相似。另陳與李 (1978) 試驗指出，摘心 2/3 處理者

產量及摘心 1/3 處理者產量較不摘心者低，為不摘心者之 65.3% 及 87.3%，顯示摘心越

多，產量減產越多，惟此試驗未註明摘心及未摘心各處理之高度，無法得知實際試驗

高度。因此過早進行摘心，母莖高度偏低，分枝及擬葉層厚度不足，造成濃綠期擬葉數

減少，恐降低光截取量而影響光合作用，也可能間接影響採收期之嫩莖產量，與 Kelly
與 Bai (1999) 研究所指出的較早去除母莖上的擬葉易導致減產之風險結論相似。林與蔡

(1983) 指出蘆筍植株擬葉密度與分布良好，幾何配置 ( 上下螺旋排列 ) 不互相遮蔽，光

合效能佳，而 Yuyu 與 Kelly (1999) 指出蘆筍枝葉的形狀及結構有利於提高光合作用能

力，因蘆筍擬葉纖細及生長不互相遮蔽，各葉層接受光照程度差異不大，底層擬葉被上

層擬葉遮蔽程度較小，因此提高母莖高度增加擬葉量，提高光截取量，進而達增進產量

及品質之效益。

三、設施綠蘆筍高溫期母莖培育遮蔭處理對其生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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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解設施蘆筍高溫期母莖培育高度不足之問題進行本試驗，結果顯示義竹試區遮

蔭 50% 處理與不遮蔭於母莖高、第一分枝著生高度具顯著性差異，分枝長則無，其中

第一分枝著生高度於遮蔭處理 ( 36.6 公分 ) 與無遮蔭 ( 27.2 公分 ) 差異接近 10 公分 ( 表
4 ）。麻豆試區遮蔭 50% 處理與不遮蔭於母莖高、分枝長及第一分枝著生高度皆具顯

著性差異，其中母莖高於遮蔭 50% 處理 ( 166.5 公分 ) 與無遮蔭 ( 135.2 公分 ) 差異超過

30 公分，第一分枝著生高度遮蔭 50% 處理 ( 48.1 公分 ) 與無遮蔭 ( 39.7 公分 ) 差異為 8.4
公分 ( 表 5 )。蘆筍屬溫帶作物，耐高溫能力相對較弱，氣溫超過 33℃以上，呼吸作用

提高，光合作用速率下降，氣溫超過 37℃影響母莖生長，依據 Yuyu and Kelly (1999) 研
究露天蘆筍栽培試驗，當溫度高達 38℃時，氣孔導度值 (stomatal conductance) 下降，約

為 36 ～ 37℃時之 50%。據觀察蘆筍於高溫期母莖生長勢較差，分枝及擬葉拓展不良，

造成葉面積指數不足。本試驗結果顯示遮蔭 50% 處理可提高母莖高度及增進分枝長，

促進高溫期母莖之培育高度，改善高溫期母莖生長勢差之情形。另外，試驗結果顯示遮

蔭處理可提升第一分枝著生高度，亦可減少母莖過低分枝清除之作業。

表 4. 義竹試區設施綠蘆筍高溫期遮蔭處理與否對母莖生長之影響

Table 4. Effect of shading on the mother stalk characteristic of asparagus in greenhouses d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period in Yichu trial

性狀
Characteristic

處理
Treatment Mean (± SD) t-test P-value

母莖高度
(cm)

Mother stalk height
(cm)

遮蔭
Shading treatment 221.5 ± 6.9

3.23*Z 0.0319
無遮蔭

Not shading treatment 201.6 ± 8.1

第一分枝高
(cm)

First branch height
(cm)

遮蔭
Shading treatment 36.6 ± 3.2

4.08* 0.0151
無遮蔭

Not shading treatment 27.2 ± 2.3

分枝長
(cm)

Branch length
(cm)

遮蔭
Shading treatment 85.6 ± 4.3

2.15 0.0982
無遮蔭

Not shading treatment 76.7 ± 5.7

Z 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 (P ≦ 0.05)。P-value ≦ 0.05 is consider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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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將軍試區設施綠蘆筍高溫期遮蔭處理與否對母莖生長之影響

Table 5. Effect of shading on the mother stalk characteristic of asparagus in greenhouses d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period in Jiangjyun trial

性狀
Characteristic

處理
Treatment Mean (± SD) t-test P-value

母莖高度
(cm)

Mother stalk height
(cm)

遮蔭
Shading treatment 166.5 ± 9.4

-5.00*Z 0.0075
無遮蔭

Not shading treatment 135.2 ± 5.3

第一分枝高
(cm)

First branch height
(cm)

遮蔭
Shading treatment 48.1 ± 2.1

-4.42* 0.0115
無遮蔭

Not shading treatment 39.7 ± 2.5

分枝長
(cm)

Branch length
(cm)

遮蔭
Shading treatment 65.8 ± 3.0

3.55* 0.0237
無遮蔭

Not shading treatment 58.6 ± 1.8

Z 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分析 (P ≦ 0.05)。P-value ≦ 0.05 is consider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t-test.

結　　論

為改善慣行之蘆筍栽培母莖高度偏低致產量偏低之負面影響，本研究進行設施綠蘆筍不

同母莖高度之摘心處理，結果顯示母莖高度較高時摘心，第一分枝著生位置較高及底層側枝

數量較少，且可能因具有較高之擬葉量增加光截取量而提升總產量及合格品產量。設施綠蘆

筍高溫期母莖培育常見生長高度不足情形，本研究於高溫留母莖期擬葉未展開前進行遮蔭

50% 處理，結果顯示處理後母莖高度較高、分枝較長、第一分枝著生位置較高，可促進母

莖生長勢，紓解高溫對母莖培育之影響。期望本研究試驗結果提供設施綠蘆筍栽培留母莖管

理參考，並藉由簡易操作改變提升產量及品質，增進國產蘆筍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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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mother stem heights and 
high temperature shading on growth and yield of 

asparagus in greenhouse1

Guo, M. C., M. H. Hsieh, W. B. Chang and Y. J. Chen2

Abstract
Cultivation of asparagus in the greenhouses has been increasing recently because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tem blight. Cultivation methods with low mother stalk height 
after topping generally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branches. Less fern reduced light interception and 
photosynthesis. Topping too early or too low will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lower branches and 
increase the removal work. In this study, we carried out the topping treatment of green asparagus 
with different mother stalk heigh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mother stalk height was 
higher, the first branch was located at a higher position, the number of lower lateral branches was 
less, and the total yield and the quantity of grade spears increased due to more and the increase 
of light intercep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growth of mother stalk d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period of green asparagus in greenhouses, shading treatment was carried out before 
leaf growth of the mother stal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ight of the mother stalk was higher, 
the branches were longer, and the first branch was located at a higher position. This research had 
proved that producing asparagus in greenhouses with shading treatment d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period is much better for the growth of mother stalk, and had the effect of alleviating the impact of 
high temperature on the cultivation of mother stalk cultivation.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conventional cultivation method with a low mother stalk height of asparagus is beneficial 
in the field to protect the plants from injures of heavy rain and wind. However, it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branches and leaves, light extraction and photosynthesis therefore, quality and yield 
of asparagus were decreased and reduced.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creasing the height of the mother stalk after topping increased fern 
quantity. Quality and yield of asparagus can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lower 
lateral branches is less. Growing mother stalks during high temperature periods with shading 
can increase the height of the mother stalk and has the effect of alleviating the impact of high 
temperatur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mother stalk.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Increasing the height of the mother stalk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yield and reduce the 
labor to remove the lower branches. Providing shade in summer has the effect of alleviating 
the impact of high temperatures on the cultivation of mother stalk,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asparagus cultivation in green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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