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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麻竹林經營方式對生長與竹筍生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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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試驗以臺南市白河地區粗放經營及集約經營之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林分為對
象，其中集約經營之生鮮麻竹筍林地位於交通較方便處，且利用灌水、覆蓋等集約經營措施，而較
偏遠地區的麻竹筍，則大多每星期僅採收一次之粗放經營。本試驗在各林分內劃設3個樣區重覆，
進行生長調查結果，粗放經營之竹叢佔林地比例約為22.2%，而集約經營麻竹林竹叢僅為17.7%。林
-1
-1
分密度方面，粗放經營林分株數為7,267 culms ha ，而集約經營林分株數僅為3,067 culms ha ，粗放

經營林分株數較高，且株數密度逐年增加。粗放經營林分之年度間枯死率約為7.9%，而集約經營竹
林之移除率則為43.8%，由於集約竹林內留存較多新生竹，可作為下一年度竹筍生產之母竹。在麻
-1
竹林分生物量部份，粗放經營林分2010年之地上部總生物量乾重為94.5 ton ha ，遠高於集約經營林
-1
分之31.6 ton ha ，兩種麻竹林經營方式，對林分現存生物量表現差異極大。本調查粗放經營之麻竹
-1

林分，竹筍年生產量為17.1 ton ha ，每年約可為竹農帶來104,233元 (未扣除成本) 粗收益。集約經營
-1

之麻竹林，竹筍年生產量為13.2 ton ha ，每年約可為竹農帶來516,017元 (未扣除成本) 粗收益。
【關鍵詞】麻竹、生長、生物量、竹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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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wo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tensive management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 in ma bamboo stands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Three plots
for each management strategy stand were set up. In the case of ex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the ratio
of bamboo clump coverage to the woodland was about 22.2% and 17.7% for the in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In the stand density, there was 7,267 culms ha-1 in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higher than tha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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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nsive management, i.e. 3,067 culms ha-1. The stand density in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was
increased over years. In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bamboo culms were dead in the rate 7.9%. In
the in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43.8% old bamboo were cut out to save more new bamboos to be mother
bamboos for shoot production in the next year. With regard to bamboo stand biomass, in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stands, the average dry biomass above ground was 94.5 ton ha-1, 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n in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31.6 ton ha-1). In the ex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it estimated 17.1 ton ha-1
shoots was produced yearly, which could bring about 104,233 NT dollars gross income to bamboo farmers,
and 13.2 ton ha-1 yearly with 516,017 NT dollars gross income for the intensive management stand.
【Key words】Ma bamboo, Growth, Biomass, Shoot production

一、緒言

「粗放經營」；第三種除了有人為採筍及老竹

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為栽培引

伐採作業之外，通常還會進行灌溉、培土、施

進種，何時引種已難稽考，原產於廣東及福建

肥及竹稈密度管理等積極性的作為，此種稱為

一帶，緬甸亦有分佈 (林維治，1961)，在分類

「集約經營」，本篇主要針對後兩種進行闡

上屬於禾本科竹族，地下莖屬於合軸叢生型，

述。

竹籜革質呈廣三角形，表面具有淡黃色絨毛，

雖然人們食用麻竹筍的歷史很早，但國內

在台灣廣泛栽植，栽培面積達90,865 ha (呂錦

關於麻竹的文獻，僅早期林維治 (1974) 進行麻

明，1985)。

竹開花觀察及呂錦明 (1985) 進行種子苗培育之

麻竹為台灣地區生鮮竹筍及加工發酵筍

研究，麻竹之林分生長及生物量方面的資料闕

(脆筍) 之民生消費食品，生鮮麻竹筍通常於平

如，所以本文以臺南市白河區之粗放經營之麻

地交通方便處，加以利用灌水、覆蓋等集約經

竹林分，作為主要調查對象，並比較麻竹之林

營措施，以提早麻竹筍採收時間及改善麻竹筍

分組成構造、竹稈生長特性及地上部生物量累

生產品質；但位於較偏遠山區的麻竹林分，麻

積情況，期能提供麻竹之基礎資料，以利未來

竹筍生產採收，受限交通條件限制，大多每星

其他研究之進行。

期僅採收一次之粗放經營，採取筍體大多高
出地表1公尺左右，藉以製作筍絲或發酵加工

二、材料與方法

筍。

(一) 試驗樣區設立及每竹調查
麻竹為食用筍類的一種，由於其竹筍產量

本試驗地點位於臺南市白河區 (東經

大，若全作為鮮筍食用，可能導致生產過剩，

120°27’59”，北緯23°19’57”)，為吳姓農戶所屬

所以麻竹筍常會再進行加工作業，製成筍絲或

之麻竹林，其以粗放經營為主，2010年3月劃

脆筍等產品。麻竹竹稈胸徑普遍大於綠竹、桂

2
設調查樣區共3個，每樣區大小為10×10 m ，

竹、孟宗竹等產筍竹種，通常為10~15 cm，稈

並進行每竹調查，調查項目包括胸徑、竹高及

高可達10～25 m (林維治，1958)，竹材可用於

竹齡，竹齡係以竹稈是否含籜片及顏色之濃

建築、竹筏及造紙原料。

淡來做區別。2011、2012年2月進行新生竹調

麻竹林分依其人為經營的程度可分為三

查，同時觀察前次調查之存活情況。

種，第一種是現在已久經無人為採筍或伐採老

另外在吳姓農戶麻竹林附近有一塊集約

竹之作業者，此為「荒廢竹林」；第二種則為

經營者，為黃姓農戶所有，於2011年5月建立3

現在有人為採筍及部分老竹之整理，即稱為

個調查樣區，樣區大小與調查項目皆與上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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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樣在2012年2月進行新生竹調查，並記

竹新生葉成熟後再次伐採6株，用以修正麻竹

錄竹叢狀態。

之葉部生物量。
最後將伐採樣竹所得到的數據建立胸徑與

(二) 生物量調查
根據2010年3月之每竹調查結果，進行胸

生物量的回歸式，進行麻竹林分生物量之推估

徑頻度分析，並以分層取樣法在區外選擇15株

式建立。本試驗調查數據使用SAS 9.1進行分

樣竹，每樣竹從基部伐倒，量測樣竹總長度，

析。

並記錄枝下高的位置，再將樣竹之枝葉與竹稈

(三) 竹筍生產

分離。竹稈從基部算起1.3 m處截斷後，以2 m

在粗放經營之採筍調查於2010、2011年

為一單位截斷，量測每段末口直徑及厚度，最

8、9月進行，此林分所採集之竹筍主要用於製

後再秤量竹稈總鮮重。另外，竹枝和竹葉的部

造加工筍 (脆筍)，林農讓竹筍生長至1.5 m左右

份，先一起秤量總鮮重後，再把枝條與葉子分

之高度 (照片1)，然後採摘，將筍籜 (筍殼) 剝

離，最後再秤枝條的重量，而竹葉之總鮮重則

除後，留存節與節間白嫩之處，筍尾較嫩處則

以總鮮重扣除枝條重量計算之。除記錄現場之

全數留存 (照片2)。

鮮重外，每支伐倒竹皆需取竹稈、竹枝及竹葉

另外在集約經營之部分，則是從2011年5

之小樣本，約300~500 g帶回實驗室，放入烘

月28日至9月28日進行調查，所採集的竹筍未

箱，以65℃乾燥，然後再秤量其乾重。由於3

經加工，直接食用，一般稱為菜筍，菜筍指的

月適逢麻竹落葉期，因此於生長季之8月待麻

是未出土之竹筍，經濟價值較加工筍高。

照片1. 竹筍生長至1.5 m

照片2. 脫掉筍殼的竹筍

Photo 1. Bamboo shoot to 1.5 m height.

Photo 2. Bamboo shoot without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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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行灌水處理，並於竹頭培土及蓋上塑膠袋，主

(一) 不同經營方式之林分特性

要採取未出土之筍 (菜筍)，且在當年底進行除

本試驗中粗放經營之竹叢數為330 ± 60
-1

-1

伐作業。由上述可知此二者之經營方式完全不

culmp ha ，集約經營為367 ± 58 culmp ha (表

同，所以本試驗於統計分析時，僅就同一經營

1)，兩者差異不顯著，主要是因為麻竹林係為

方式不同年度進行比較。

人工栽植而成，由此可知本地林農習慣以此數

在竹稈密度方面，粗放經營者從2009年

量作為栽植密度。Singh和Kochhar (2005) 曾在

-1
之7,267 ± 643 culms ha ，次年為8,500 ±

印度以Bambusa pallida為研究對象，發現栽植

889 culms ha-1，第三年為9,800 ± 1,706 culms

密度會顯著影響竹叢的周長及竹稈特性，諸如

ha -1，林分密度逐年增加；集約經營者亦有此

節間數、平均高度等變數，都會影響其生產

現象，但增加幅度較小 (表1)。若與孟宗竹和

力。

桂竹比較，惠蓀孟宗竹林密度為7,933 culms
另外，粗放經營之竹叢佔林地的比例約為

ha-1，石棹孟宗竹林密度為8,344 culms ha-1 (王

22.2 ± 0.6%，集約經營則只佔17.7 ± 4.7% (表

仁等，2009)，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桂竹林密度

1)，此比例為樣區內竹叢面積與樣區總面積之

15,000~18,767 culms ha-1 (陳財輝等，2009)，蓮

比率，顯示粗放經營之竹叢大小較集約經營者

-1
華池桂竹林密度19,100 culms ha ；由上可知，

為大，此可能與竹叢發育時間有關。因為麻竹

本試驗中粗放經營之麻竹林密度與孟宗竹密度

屬於合軸叢生型，新稈著生於母竹之竹稈基

相差不遠，但明顯比桂竹林分密度低。

部，再加上其1~2年生之竹稈較易萌發新竹，

粗放經營者之竹稈密度每年遞增，枯死率

所以竹叢頭部會隨栽種時間之增加而有增加之

大約在7.9 ± 1.8%左右，新生竹則約為25.2%

趨勢。

(表1)，而集約經營竹稈密度亦有增加，但幅度

試驗中粗放經營之麻竹林所採集之竹筍

僅500株左右，未及粗放經營之每年增加至少

為製造脆筍的原料，經營者僅在產筍季前稍微

1,000株，冬季除伐率為43.8%，新生竹比例佔

整理林相，而集約經營者則是在四、五月時進

58.4%，兩者間之新生竹比例相差一倍，主要

表1. 台南市白河區粗放與集約經營之麻竹林分基本特性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 bamboo stands in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s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N=3)
年度

竹叢與林地
的面積比例
(%)

竹叢數
(culmp ha-1)

竹稈數
(culms ha-1)

枯死率或移除率
(%)

粗放經營

新生竹比例
(%)

枯死率
b*

2009

22.2 ± 0.6

330 ± 60

7,267 ± 643

-

-

2010

-

-

8,500 ± 889ab

7.9 ± 1.8a

26.6 ± 7.0a

2011

-

-

9,800 ± 1,706a

4.9 ± 0.5b

23.8 ± 4.1a

集約經營
2010
2011

移除率
17.7 ± 4.7
-

367 ± 58
-

3,067 ± 1,021a
a

3,500 ± 1,136

-

-

43.8 ± 17.0

58.4 ± 18.8

* 鄧肯氏變方分析，相同字母表示在α= 0.05之顯著水準下，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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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粗放經營與集約經營對於林相整理方式

(二) 地上部生物量

不一樣，集約經營伐除大多數老齡竹而留存新

本試驗伐採21株樣竹，依其乾重進行換

生竹，而粗放經營僅在隔年採筍前，將自地下

算，根據梁鴻燊和陳學魁 (1998) 研究之結果胸

莖萌蘗不成竹之部分伐除。

徑與稈、枝、葉之生物量相關性較高於竹高與

粗放經營與集約經營之年度平均胸徑大小

生物量之相關，所以僅建立胸徑對竹稈乾重、

(表2)，受到新生竹數量大小 (表3) 影響極大，

竹枝乾重、竹葉乾重及竹總乾重之方程式，如

像是粗放經營之2010與2009年之平均胸徑相

下所示：

差0.4 cm，主要是因為2010年之新生竹平均胸

2
竹稈乾重：y＝2.1515DBH-7.0806 R =0.816

徑為6.0 cm 之緣故，而使林分平均胸徑由7.3

竹枝乾重：y＝0.487DBH-1.1987

R2=0.627

cm，降至6.9 cm；而隔年新生竹平均胸徑為6.9

竹葉乾重：y＝0.445DBH-1.6633

R2=0.913

cm，則使2011年之林分胸徑平均提高到7 cm。

將林分資料套用此方程式，依稈、枝、

在年齡方面，集約經營者將林分平均年齡調整

葉各部分進行現存量乾重推估，再將各估值加

下降至2年左右，粗放經營則逐年增加 (表2)。

總，以取得麻竹之林分總乾重，結果如表4所

表2. 台南市白河區粗放與集約經營之麻竹生長性狀
Table 2. The culms characteristics of Ma bamboo stands in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s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調查年度

胸徑 (cm)

竹高 (m)

枝下高 (m)

年齡 (yr)

樣本數

2009年

7.3 ± 1.7a

8.8 ± 1.8a

4.4 ± 2.2a

3.0 ± 1.1b

N = 219

2010年

6.9 ± 1.7b

8.5 ± 1.9b

4.3 ± 2.2a

3.2 ± 1.6b

N = 254

2011年

b

a

a

N = 297

粗放經營

7.0 ± 1.7

8.9 ± 2.2

-

3.5 ± 1.9

集約經營
2010

6.6 ± 1.4b

11.1 ± 3.3a

-*

2.5 ± 0.5a

N = 93

2011

7.1 ± 1.3a

11.4 ± 2.5a

-

1.7 ± 0.8b

N = 106

* 集約經營者調查時未測量枝下高
表3. 台南市白河區粗放與集約經營之麻竹林新生竹生長性狀
Table 3. The new culms characteristics of Ma bamboo stands in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nagements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調查年度

胸徑 (cm)

竹高 (m)

2010

6.0 ± 1.3

7.2 ± 1.7

2011

6.9 ± 1.8

10.8 ± 1.9

7.2 ± 1.2

10.9 ± 1.7

粗放經營

集約經營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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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粗放經營者2010年平均總乾重為94.5 ton
-1

ha ，2011年有部分竹桿枯死，再加上新生竹
-1

本試驗粗放經營之麻竹地上部總乾重，較
高於馮帥等 (2010) 於中國四川省洪雅縣所進

生物量為17.7 ton ha (表5)，總生物量乾重來

-1
行之麻竹生物量調查結果27.91 ton ha ，主要

-1
到100.7 ± 12.0 ton ha (表4)，2011年新生竹

-1
差異在於其密度為3,247 culms ha ，而本試驗

-1
再增加至22.9 ± 6.4 ton ha (表5)；集約經營

-1
則為8,500 culms ha (表1) 高出2.6倍，而集約

-1
者2010年平均總乾重為31.6 ± 13.0 ton ha (表

經營者竹稈數則與之相似 (表4)。其次，再比

-1

較稈、枝、葉之分配比例，稈、枝、葉分別佔

4)，2011年新生竹生物量為19.9 ± 0.2 ton ha

(表5)，最後總和為41.2 ± 12.2 ton ha-1 (表4)。

總生物量之76.1、10.5、13.4%，與本試驗之

表4. 臺南市白河麻竹之竹稈、枝、葉及總生物量乾重 (N=3)
Table 4. The culm, branch, leaves and total dry biomass in Ma bamboo stand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稈乾重
(ton ha-1)

枝乾重
(ton ha-1)

葉乾重
(ton ha-1)

總重
(ton ha-1)

2009

62.5 ± 5.6
(66.2%)

17.1 ± 1.5
(18.1%)

14.9 ± 1.3
(15.7%)

94.5 ± 8.4
(100%)

2010

66.3 ± 8.0
(65.9%)

18.4 ± 2.2
(18.3%)

15.9 ± 1.9
(15.8%)

100.7 ± 12.0
(100%)

2011

77.8 ± 12.0

21.8 ± 3.3

14.4 ± 2.1

114.0 ± 17.4

2010

21.6 ± 9.0
(68.4%)

6.2 ± 2.5
(19.6%)

3.8 ± 1.6
(12.0%)

31.6 ± 13.0
(100%)

2011

28.3 ± 8.4
(68.7%)

7.9 ± 2.4
(19.2%)

5.0 ± 1.5
(12.1%)

41.2 ± 12.2
(100%)

粗放經營

集約經營

註：括弧內之百分比為各部乾重與總重之比例
表5. 臺南市麻竹之新生竹竹稈、枝、葉及總生物量乾重 (N=3)
Table 5. The culm, branch, leaves and total dry biomass in new bamboo stands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稈乾重
(ton ha-1)

枝乾重
(ton ha-1)

葉乾重
(ton ha-1)

總重
(ton ha-1)

2010

11.4 ± 3.1
(64.7%)

3.4 ± 0.8
(19.1%)

2.9 ± 0.7
(16.3%)

17.7 ± 4.7
(100%)

2011

15.6 ± 4.3
(68.1%)

4.4 ± 1.2
(19.2%)

2.9 ± 0.9
(12.7%)

22.9 ± 6.4
(100%)

13.7 ± 1.3
(68.8%)

3.8 ± 1.3
(19.1%)

2.4 ± 0.0
(12.1%)

19.9 ± 0.2
(100%)

粗放經營

集約經營
2011

註：括弧內之百分比為各部乾重與總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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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18.3、15.8%略有不同 (表4)。而Kumar

-1
總生產量為17.1 ton ha (圖1)，市場價格從一

等人 (2005) 曾研究20年生bambusa bambos竹叢

開始每公斤6.5元，陸續下降至每公斤5.5元，

的地上部生物量累積約為每公頃54 ~ 499 ton，

總計每公頃麻竹筍一年約可獲得104,233元 (未

其平均為每公頃241.7 ton。其顯示每年每公頃

扣除成本)，平均每月有8,686元。2011年第一

之生物量約增長12.1 ton，這比Shanmughavel等

次採收為8月19日，最後一次為9月20日，總生

人 (2001) 先前文獻中之數據 (人工栽植6年生之

-1
產量為15.9 ton ha (圖1)，總計每公頃麻竹筍

莿竹竹叢每年每公頃生物量增加47.8 ton，每

一年約可獲得93,783元 (未扣除成本)，平均每

公頃竹稈株數從1,250增加到4,250株) 要低，但

月有7,815元的粗收益。

此數據仍較其他文獻中數據高。例如Christanty

集約經營之竹筍主要以菜筍 (新筍食用) 為

等人 (1996) 之文獻中6年生Gigantochloa ater

主，林農每2 ~ 5日巡視後，採收並至市場自行

和Gigantochloa erticiliata之每年每公頃生物量

販賣，賣價從一開始之每台斤30元至最後每斤

增加7.53 ton，竹稈株數從每公頃1,340至6,820

15元，2011年平均每公頃採收13.2 ton ha-1 (圖

株；Tripathi和Singh (1994) 之文獻中5年生

1)，總年度收穫為516,017元 (未扣除成本)，平

Dendrocalamus strictus之每年每公頃生物量增

約每月有43,000元的粗收益。

加9.48 ton，這顯示種類、地點和年齡皆有一定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網站中的農糧統

的影響。而本次試驗之研究結果與Christanty等

計所公告農產品價格查詢系統中的資料顯示，

人以及Tripathi和Singh之研究結果較為相近。

2010年麻竹筍之月平均價格為每公斤22.33 ~

(三) 竹筍生產

75元，其中以1及2月份之價格最高為75元，八

本試驗粗放經營之竹筍採收目的為加工使

月份之價格最低為22.33元，而該年度麻竹筍之

用，所以林農每5 ~ 7日採收一次，2010年第一

年平均價格為44.3元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次採收時間為8月14日，最後一次為9月14日，

2010)。此數據與本研究中自行調查之價格差

圖1. 台南市白河區麻竹林竹筍產量
Fig. 1. The amount of shoot production in Ma bamboo stand in Baihe area, Tainan city.

麻竹林經營方式對生長與竹筍生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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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甚大，可見林農實際之收入較低；另外，由

梁鴻燊、陳學魁 (1998) 麻竹單株生物量模型研

上述可知，集約經營與粗放經營之收入差別甚

究。福建林學院學報18(3): 260-262。

大，然集約經營者需再扣除經營所需之相關成

陳財輝、鍾欣芸、汪大雄、林信輝 (2009) 石門

本，故真正收入有多少，亦需待調查，且本試

水庫集水區桂竹林之生長及生物量。中華

驗以公頃為計算單位，在現實上並非所有林

林學季刊42(4): 519-527。

農皆有1 ha之經營面積，所以其真實收入應更

馮帥、李賢偉、黃從德、賴元長、張辟芳、曹
銀 (2010) 四川紅雅退耕還林地麻竹生物量

低。

和碳儲量。四川農業大學學報28(3): 296-

四、結論

301。

粗放經營與集約經營對於麻竹林分主要影

劉宣誠、任憶安 (1971) 臺灣主要竹林生育地與

響其齡級的配置，集約經營者新生竹所佔比例

生長之研究 (一) —桂竹。林業試驗所試驗

較高，菜筍及脆筍之經濟價值差異大，雖然菜

報告第212號。

筍價格較佳，但其成本亦較高，且林農所擁有

鍾欣芸、劉瓊霦、陳財輝 (2010) 不同伐採強度

之竹林地有限，如何提高麻竹筍之商品價值，

對蓮華池桂竹林生長與生物量的影響。中

及加強運銷，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華林學季刊43(2): 223-231。
Christanty, L., D. Mailly and J. P. Kimmin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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