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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機械化採收適期之研究 1

吳昭慧 2

摘　　要

吳昭慧。2021。綠豆機械化採收適期之研究。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78：14-21。
目前綠豆栽培都以人工分次採收為主，人工收穫費時又耗工。本試驗將進行綠豆機械化

採收適期之研究，以降低生產成本。綠豆進行三次採收，於始花後 30、40 及 50 天之產量

比例分別為 62.6%、33.7% 及 3.7%，前兩次採收量佔了整體產量之 96%。始花後 45 天以採

收機進行採收則每公頃產量約 1,083 公斤，產量明顯低於連續三次人工採收每公頃 1,480 公 
斤，產量指數 73.2%，因此以機械進行採收田間之耗損量增加，但採收時間效率為 232 倍，

省時省工，且每公頃淨收益為人工採收之 6.8 倍。始花後 45 天一次採收之產量與連續三次

採收無顯著差異，而始花後 45 天一次採收與始花後 35 天一次採收之產量亦未達顯著差異，

考慮下雨容易影響綠豆品質，因此機械採收時間建議依當時天候條件約於始花後 35 ～ 45 天

進行。

現有技術： 目前綠豆栽培都以人工分次採收為主，人工收穫費時又耗工。

創新內容： 建立綠豆機械採收之最佳採收期，並導入無需落葉劑處理友善環境之機械

採收技術。

對產業影響： 綠豆機械化採收可以節省人力，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國產綠豆產業競爭

力。 

關鍵字：綠豆、機械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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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 2020 年進口約 2 萬公噸綠豆 (3)，國內 2019 年栽培面積 89 公頃生產 70 公噸 (6)，約

佔進口量的 0.35%。臺灣生產綠豆以臺南 5 號為主，其為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1989 年育成粉

綠豆品種 (2)，品質新鮮、風味佳、易煮快爛較無硬粒為其優點，目前國產綠豆產地價每公斤

102 元，進口綠豆到港價每公斤約 30 元，兩者價格相差 3 倍多，但卻不減消費大眾購買國

產綠豆的意願。國產綠豆供應量少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其原因是國產綠豆生長的特性，成熟

期不一致，需以人工分次採收，所花費的人工費用佔綠豆栽培成本的大部分，而且費時，使

生產者怯步。因此綠豆如何以機械收穫成為生產必需解決的課題。

綠豆是一種短期作物，性喜溫暖，適溫約 20 ～ 40℃，以 28 至 30℃為最適合，生長期

間若遇到低溫則生長緩慢，常導致產量降低，後期豆莢成熟階段忌長期的降雨，會使種子

發霉影響品質 (7,9)。在前人研究中顯示植株成熟期落葉性不佳，若利用機械收穫，因莖葉夾

雜物重量達 7.6%，而不時停機清理，造成機械收穫的困難，而且莖葉汁液污染豆粒增加收

穫後的調製成本 (4)。當綠豆豆莢達 80% 成熟率噴施 99% 氯酸鈉稀釋 400 倍之藥劑，經過一

週之後可採用機械一次採收 (8)，亦可使用由 46% 尿素稀釋 5 倍，具有促進綠豆成熟落葉效 
果 (5)，或噴施 39.5% 益收稀釋 500 倍以促使落葉 (1)。然而落葉劑使用宜考慮合適藥劑以免對

人體的傷害 (7)，因此本計畫將強化栽培管理及建立綠豆機械採收之最佳採收期，並導入無需

落葉劑處理友善環境之機械採收技術，以供綠豆全面機械化省工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及減少

勞力，進而可大力推廣種植國產綠豆。

材料與方法

一、綠豆臺南 5 號莢果發育過程調查

(一) 材料：綠豆臺南 5 號。

(二) 種植地點：臺南市新化區。

(三) 播種日期：107 年 2 月 20 日。

(四) 試驗方法：為了解綠豆從開花、莢果伸長期、籽實充實期至莢果成熟過程，於綠豆

始花時選定 30 朵花進行發育調查。

二、綠豆臺南 5 號連續三次採收之產量比例

(一) 材料：綠豆臺南 5 號。

(二) 種植地點：臺南市新化區。

(三) 播種日期：107 年 2 月 20 日、107 年 9 月 22 日、108 年 2 月 25 日及 108 年 9 月 24 
日。

(四) 試驗方法：以 107 年春作至 108 年秋作以綠豆臺南 5 號為試驗材料，以人工進行三

次採收，採收期分別為始花後 30 天、40 天及 50 天，計算不同採收時間佔整體產

量之比例。

三、綠豆臺南 5 號以手採不同採收時間之農藝性狀及產量

(一) 材料：綠豆臺南 5 號。

(二) 種植地點：臺南市新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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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播種日期：108 年 2 月 25 日。

(四) 試驗方法：108 年春作以綠豆臺南 5 號為試驗材料，採收分為連續三次採收 ( 始
花後 30 天、40 天及 50 天 )、始花後 30 天、始花後 35 天、始花後 45 天、始花後

50 天的一次採收等 5 個處理。田間排列採逢機完全區集設計，小區面積 10 平方公 
尺，4 個重複，行株距 50 公分 × 6 公分，栽培作業以整地作畦人工播種，每畦二行

播。調查項目以始花期、單株粒重、產量及第一次成熟率 ( 成熟果莢佔全數果莢之

比例 )。
四、綠豆臺南 5 號不同採收方式之產量及採收效率比較

(一) 材料：綠豆臺南 5 號。

(二) 種植地點：臺南市麻豆區。

(三) 播種日期：109 年 9 月 7 日。

(四) 試驗方法：109 年秋作以綠豆臺南 5 號為試驗材料，採收分為連續三次採收 ( 始花

後 30 天、40 天及 50 天 )、始花後 45 天一次人工採收、始花後 45 天機械採收等 3
個處理。田間排列採條區設計，小區面積 500 平方公尺， 3 個重複，行株距 50 公

分 × 6 公分，栽培作業以整地作畦人工播種，每畦二行播。調查項目為公頃產量、

採收時間等。

結果與討論

一、綠豆莢果發育過程調查

為了解綠豆從開花、莢果伸長期、籽實充實期至莢果成熟過程，於綠豆始花時進

行果莢發育調查。107 年春作綠豆臺南 5 號於播種後約 48 天開花，開花後 1 ～ 7 天為

莢果伸長期，開花後第 8 天莢長度不變，莢果內籽實開始充實，籽實充實期約 8 天左

右，然後進入莢果成熟期轉色達成熟約 4 天，合計從開花至莢果成熟約需 19 天左右 ( 圖 
1 )。

圖 1. 綠豆莢果發育過程

Fig. 1. Pod developing stages of Mungb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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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豆臺南 5 號連續三次採收之產量比例

由於綠豆開花期不一致，因此採收通常會分 2 ～ 3 次進行，為了解每次採收佔總體

產量之比例，107 年春作及 108 年秋作以綠豆臺南 5 號為試驗材料，以人工進行三次採

收，採收期分別為始花後 30 天、40 天及 50 天，計算不同採收時間佔整體產量之比例，

試驗調查結果顯示如表 1。春作始花後 30 天進行第一次採收，產量佔整體之 65.2%，

始花後 40 天進行第二次採收，產量佔整體之 31.2%，始花後 50 天進行第三次採收，產

量佔整體之 3.6%。秋作結果亦相似，三次採收量分別為 60.1%、36.1% 及 3.8%，春秋

作平均則分別為 62.6%、33.7% 及 3.7%，由此顯示前兩次採收量佔了約 96% 之產量。

此外春作綠豆臺南 5 號平均播種後約 46 天始花，秋作則較早約 36 天即開花，每公頃平

均產量亦以春作 1,807 公斤高於秋作 1,480 公斤。

表 1. 107 年～ 108 年綠豆臺南 5 號於始花後 30、40 及 50 天進行三次採收之產量比較

Table 1. The yield of mungbean Tainan No. 5 harvested at 30, 40 and 50 days after flowering in 
2018 and 2019

連續採收 期作 始花期
( 天 )

產量
( 公斤 / 公頃 )

產量比例
(%)

平均產量比例
(%)

第一次 春作 46 1,179 65.2
62.6

始花後 30 天 秋作 36 890 60.1
第二次 春作 46 563 31.2

33.7
始花後 40 天 秋作 36 534 36.1
第三次 春作 46 65 3.6

3.7
始花後 50 天 秋作 36 56 3.8
三次採收合計 春作 46a 1,807a

三次採收合計 秋作 36b 1,480b

播種日期： 107 年 2 月 20 日、107 年 9 月 22 日、108 年 2 月 25 日及 108 年 9 月 24 日，春
秋作試驗資料採兩期之平均。

備註：始花期為播種後至始花日數。
Means with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三、綠豆臺南 5 號以手採不同採收時間之農藝性狀及產量

由於機械採收為一次性採收，因此必須掌握最佳採收時間才能獲得最佳產量，於

108 年春作進行綠豆臺南 5 號不同採收時間之農藝性狀及產量調查，其結果顯示如表 2。
播種後 43 天始花，於始花後 30 天採收則生育日數 73 天、株高約 45.9 公分、單株粒重

11..3 公克、成熟莢約佔 73.6%，每公頃產量 1,174 公斤，產量明顯低於連續三次採收之

1,634 公斤，產量指數為 71.8%。於始花後 35 天採收則生育日數 78 天、株高約 45.6 公

分、單株粒重 12.7 公克、成熟莢約佔 90.3%，每公頃產量 1,309 公斤，產量低於連續三

次採收之 1,634 公斤，產量指數為 80.1%。於始花後 45 天採收則生育日數 88 天、株高

約 44.0 公分、單株粒重 13.5 公克、成熟莢約佔 97.5%，每公頃產量 1,536 公斤，產量

與連續三次採收之 1,634 公斤無顯著差異，產量指數為 94.0%。於始花後 50 天採收則

生育日數 93 天、株高約 46.2 公分、單株粒重 10.1 公克、成熟莢約佔 79.7%，每公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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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222 公斤，產量低於連續三次採收之 1,634 公斤，產量指數為 74.8%。始花後 50 天

採收產量下降及成熟莢率下降的原因是部分裂莢及因後期幾天下雨莢果損害。始花後

45天採收之產量與連續三次採收無顯著差異，因此建議機械採收可於始花後 45天進行，

而始花後 45 天一次採收與始花後 35 天一次採收之產量未達顯著差異，加上下雨容易影

響綠豆品質，因此機械採收時間建議依當時天候條件約於始花後 35 ～ 45 天進行。

表 2. 108 年春作綠豆臺南 5 號人工採收時間之農藝性狀及產量比較

Table 2. Agr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yield of mungbean Tainan No. 5 manual harvested at 
various times in spring 2019

採收時間 生育日數
(days)

植株高度
(cm)

單株粒重
(g)

成熟率
(%)

產量
(kg/ha)

產量指數
(%)

始花後 30 天一次採收 73 45.9a 11.3c 73.6b 1,174d 71.8
始花後 35 天一次採收 78 45.6a 12.7b 90.3a 1,309bc 80.1
始花後 45 天一次採收 88 44.0a 13.5ab 97.5a 1,536ab 94.0
始花後 50 天一次採收 93 46.2a 10.1c 79.7b 1,222cd 74.8
連續三次採收 1,634a 100.0

播種日期：108 年 2 月 25 日。
Means with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四、綠豆臺南 5 號不同採收方式之產量及採收效率比較

109 年秋作進行綠豆臺南 5 號不同採收方式之產量比較其結果如表 3，始花後 45 天

人工一次採收每公頃產量為 1,362 公斤，與連續三次採收之每公頃產量 1,480 公斤無顯

著差異，但始花後 45 天以採收機進行採收則每公頃產量約 1,083 公斤，明顯低於連續

三次人工採收及始花後 45 天人工一次採收之產量，產量約連續三次採收之 73.2%，以

機械進行採收田間之耗損量增加。因此機械採收省工、省時以減少成本之效益是否能大

於產量的耗損，此為推廣機械採收之重點。

表 3. 109 年秋作綠豆臺南 5 號不同採收方式之產量比較

Table 3. Yield of mungbean Tainan No. 5 harvested by different harvesting methods in fall 2020

採收方式 公頃產量

(kg/ha)
產量指數

(%)
連續三次人工採收 1,480a 100.0
始花後 45 天人工一次採收 1,362a 92.0
始花後 45 天機器採收 1,083b 73.2

播種日期：109 年 9 月 7 日。
Means within th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綠豆結莢量多寡會影響人工採收豆莢效率，108 年秋作、109 年春作及 109 年秋作

進行三次調查綠豆人工採收效率及脫粒率如表 4。108 年秋作每日 8 小時每人採豆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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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3.6 公斤，脫粒後約 15 公斤，脫粒率約 63.4%，人工採收效率每小時 1.875 公斤綠

豆。109 年春作每日 8 小時每人採豆莢量約 34.4 公斤，脫粒後約 19 公斤，脫粒率約

55.2%，人工採收效率每小時 2.375 公斤綠豆。109 年秋作每日 8 小時每人採豆莢量約

33.5 公斤，脫粒後約 17 公斤，脫粒率約 50.7%，人工採收效率每小時 2.125 公斤綠豆。

綜合三個期作，平均每日 8 小時每人採豆莢量約 30.5 公斤，脫粒後約 17 公斤，脫粒率

約 56.4%，人工採收效率每小時 2.125 公斤綠豆。

表 4. 108 年秋作、109 年春作及 109 年秋作綠豆人工採收效率及脫粒率

Table 4. Comparison of harvesting efficiency and threshing rate for mungbean manual harvested at 
fall 2019, spring 2020 and fall 2020

期作 豆莢
(kg/day)

脫粒重
(kg/day)

脫粒率
(%)

人工採收效率
(kg/hr)

108 年秋 23.6 15 63.4 1.875
109 年春 34.4 19 55.2 2.375
109 年秋 33.5 17 50.7 2.125
平均 30.5 17 56.4 2.125

註：1 天以 8 小時計之。

109 年秋作進行機械採收綠豆，每公頃採收時間約 3 小時，機械採收費用比照大 
豆、紅豆採收費用每公頃 13,000 元，而以機器採收之綠豆收穫物含有枝葉綠莢等其平

均含水率約 17.1%，稱為濕豆，其中綠豆幾乎全乾燥，含水率約 10.3% ( 表中未顯示 )，
夾雜物含水率高達 66.6%，去除夾雜物日曬後綠豆含水率約 7.2%。109 年秋作進行機械

採收每公頃濕豆產量為 1,280 公斤，夾雜率約 12.1%，水分耗損 3.3%，精選後之綠豆每

公頃 1,083 公斤，成品率約 84.6% ( 表 5 )。

表 5. 109 年秋機採綠豆特性

Table 5.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ngbean products by mechanical harvested in fall 2020

機採濕豆
(kg/ha)

夾雜率
(%)

水分耗損率
(%)

精選乾豆
(kg/ha)

成品率
(%)

1,280 12.1 3.3 1,083 84.6

109 年秋作人工採摘與機械採收之綠豆成本比較如表 6，連續三次人工採收之每公

頃產量為 1,480 公斤，人工採收效率每小時 2.125 公斤綠豆，每公頃需要 696 小時才能

完成採收，每 8 小時費用約 1,200 元，採收費用約 104,400 元，每生產 1 公斤綠豆之採

收費用 70.5 元，如於始花後 45 天機器採收每公頃產量為 1,083 公斤，每公頃只要 3 小

時就能完成採收，採收費用約 13,000 元，每生產 1 公斤綠豆之採收費用 12 元。機械

採收時間效率是人工採收之 232 倍，而每生產 1 公斤綠豆之採收費用 12 元較人工採收

費用節省 58.5 元。綠豆目前產地價約每公斤 102 元，連續三次人工採收之每公頃產量

為 1,480 公斤收益為 150,960 元，始花後 45 天機器採收每公頃產量為 1,083 公斤收益為

110,466 元，扣除每公頃生產成本，如整地二次 10,000 元、播種 5,000 元、43 號肥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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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3,850 元、農藥 7,000 元、調製 12,000 元合計 37,850 元，再加上人工或機械之採收費 
用，則人工採收淨收益每公頃只有 8,710 元，機械採收雖然產量較低但淨收益每公頃

59,616 元，為人工採收之 6.8 倍。

表 6. 109 年秋作人工採摘與機械採收之綠豆成本比較分析

Table 6. Comparision of the cost between manual and mechanical harvesting of mungbeans 
produce in fall 2020

採收方式 公頃
產量

(kg/ha)

採收
效率

(hr/ha)

採收
成本

(NT$/ha)

採收
費用

(NT$/kg)

生產
成本

(NT$/ha)

收益

(NT$/ha)

淨收益

(NT$/ha)
連續三次人工採收 1,480 696 104,400 70.5 142,250 150,960 8,710
始花後 45 天機器採收 1,083 3 13,000 12.0 50,850 110,466 59,616

結　　論

綠豆臺南 5 號始花後 45 天一次採收之產量與連續三次採收無顯著差異，而始花後 45 天

一次採收與始花後 35 天一次採收之產量亦未達顯著差異，考慮下雨容易影響綠豆品質，因

此機械採收時間建議依當時天候條件約於始花後 35 ～ 45 天進行。雖然綠豆以機械採收產量

約人工採收之 73.2%，但採收時間效率為 232 倍，省時省工，且每公頃淨收益為人工採收之

6.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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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ptimum time of mechanized 

harvesting of mungbeans 1

Wu, C. H.2

Abstract

At present, mungbeans is mainly harvested by hand labor, which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
intensive. This experiment will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proper period of mechanized harvesting 
of mungbeans in order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Yields of mungbean manually harvested three 
times at 30, 40 and 50 days after flowering were 62.6%, 33.7% and 3.7%, respectively. The first 
and second harvests accounted for 96% of the overall outp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yield was 
observed between harvested at 45 days after flowering and the total of three consecutive harvest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yield between harvested at 35 days and harvested at 
45 days after flowering. The yield by mechanical harvest was about 1,083 kg/ha at 45 days after 
flowering,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total of three consecutive manual harvests of 
1,480 kg/ha, and the yield index was 73.2%.Yield loss by mechanical harvesting is quite large. But 
the harvesting efficiency increased 232 times, because of saving time and labor, and the net income 
per hectare is also increased 6.8 times than that of manual harvesting. Therefore, the mechanical 
harvesting time of mungbeans is recommended to be harvested approximately at 35 to 45 days after 
flowering depending upon the weather conditions.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At present, mungbeans is mainly harvested by hand labor, which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
intensive.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We established the best harvesting period of mungbeans by mechanical harvesting, and 
introduce mechanical harvesting technology that does not require defoliation treatment and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Mechanized harvesting of mungbeans can save manpower,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omestic mungbea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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