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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 
 人人是農民，人人是老闆，人人是青蔥產業鏈企業裡重要的一環 
 由秋茂&綠圃整合資源，讓農民(投資者)從土地承租開始，只需專心於田間管理，其他

問題有所依規，專業團隊幫你處理。 
 秋茂&綠圃 

 地:土地取得及整地規劃 
 地:土地整理及灌溉設施建設 
 苗:健康種苗 
 藥:健康管理技術(高溫、低溫) 
 肥:肥份管理技術 
 售:洗蔥廠 
 售:銷售(國內市場、國外市場、深加工) 

 農民(投資者) 
 田:依標準流程做好田間管理(水份、肥份、病蟲官害管理) 

 



秋茂&綠圃資源整合 

投資者 
50畝地，2~3長工 

噴水:每天 
噴藥:2天/次 
施肥:2天/次 

 

前期 
1. 土地取得團隊 
2. 噴灌設施安裝團隊 
3. 整地團隊 

中期 
1. 種苗處理團隊 
2. 種植團隊 
3. 專業技術指導 
4. 專業資材供應 

後期 
1. 採收團隊 
2. 專業洗蔥廠 
3. 冷鏈運輸團隊 

銷售平台 
1. (A級)國外銷售市場 
2. (B級)國內銷售市場 
3. (C級)乾燥加工市場 



成本預估 
項目 費用(元/畝) 說明 

土地承租 1100 一年地租2200(元/畝)，可種2批次(2~3次) 

整地 500 人工費、翻土、作畦、覆膜、封草。350~500(元/畝) 

蔥種(&種植) 2450 每畝蔥種約700公斤，3元/公斤(依時價變動，種蔥人工費約350元/畝 

底肥 650 有機肥250公斤/畝(2000元/公斤)，複合肥20公斤/畝(6~7元/公斤) 

追肥 800 7~10天追肥一次(約8次)，60~120元/畝/次(10~20公斤/畝) 

農藥資材 500 5~10天防治一次(約10次)，35~50元/畝/次(40~50公斤水/畝) 

總計 6000 1. 每批次每畝投資，夏季約50天，秋季約80天，產量每畝3~5噸，收
成(拔蔥、洗蔥等)0.6~0.8元/公斤。 

2. 每公斤投資成本約2~2.8(元/公斤)<每畝以收成3噸計算> 
3. 一般小蔥行情賣價:3~12 (元/公斤) 

投資小蔥優勢: 
1. 全年鮮貨需求量大(是主菜也是配菜)，供不應求。深加工需求

量更大(例如:方便面的調理包) 
2. 秋茂&綠圃掌握各級市場，好貨差貨都有去處，不讓辛苦血本

無歸。(國內市場、外銷市場、深加工市場) 
3. 當然農業投資有賺有賠，請審慎評估(農業還是得靠天吃飯) 



田間管理流程 
 

2.開荒整地 1.種苗處理 3.施有機肥 

6.作畦 5.開溝 7.元素調整 8.封草處理 

4.底肥旋耕 



田間管理流程 
 

10.種植 9.覆防草膜 11.噴定根水 

14.採收 13.施肥管理 15.洗蔥理貨 16.冷鏈物流 

12.病蟲防治 



田間管理重點 
 水份 

 接近澇但不可澇，為較佳濕度 
 單子葉作物為鬚狀根，即為水根，少細根毛，對水份需求量
極高，但怕澇 

 漫灌方式，土壤保水率優於噴灌，因土壤水份易飽滿且持續
性長 

 噴灌方式缺點:表土易板結殼化或過於札實，水份易由表面涇
流而流失，未能往下滲流，故不易濕潤土壤，土壤水份易不
足。以少量多餐(一天2~3次)澆水方式克服 



田間管理重點 
 病蟲害 

 低溫(<18℃) 
 病害:霜霉病、晚疫病、灰黴病、小粒菌核菌、褐斑病、紫斑病 
 蟲害:少 
 低溫障礙:夜溫過低(土壤溫度<12℃，夜溫<7℃)，土壤微生物、植物體內酵素活性，植

物呼吸作用等停止作用，進入休眠狀態，植株老化黃葉掉葉，病蟲害抗性差 
 (冬)季節性病害:於老化休眠態，抗病害差條件下，小粒菌核菌不易根治，只可達到預

防(3~4天一次連續噴藥)，但低溫高濕環境下，持續反覆發病 
 解決方案:抗低溫胺基酸(破休眠)+灰黴病農藥 

 高溫(>18℃) 
 病害:細菌性軟腐病、霜霉病、疫病、灰黴病、紫斑病 
 蟲害:薊馬 
 高溫障礙:日溫過高(日溫>35℃)，植物體內酵素活性，植物呼吸作用等停止作用， 
 解決方案:提高土壤含氧量生長酵素+活性矽 

 



搖控噴灌系統 
 田區再大，都能精準控水 

 遠端遙控啟停馬達 
 分區噴水(那裡不夠噴那裡) 
 水肥一體化(省錢省肥效率高) 



健康種苗 
 起跑點很重要 

 視氣候選擇適合品種 
 選擇無病脫毒健康種苗 
 不同品種，不同來源，分區管理 



健康土壤 
 有機肥很重要 
 土壤理的微生物更重要 

 有了益生菌，可怕的細菌性軟
腐病就沒那麼囂張了! 
 



收成概況 
 分級分類收成 



洗蔥理貨概況 
 洗蔥廠 

 含土根部浸泡水→自動
清洗機→人工理貨→人
工捆扎→人工再清洗 



病蟲害認知 
 銹病 
 病原菌：Puccinia allii  (DC.) Rudolphi 
 發病生態： 

  病斑上所產生的夏孢子隨風、雨水傳播，造成重複感染，是流
行的主因。本病原菌以夏孢子附著於被害植物組織越冬，為翌年感
染源。蔥銹病發生在11月上旬～翌年4月下旬，其中以12月上旬～翌
年2月上旬及3月上旬～4月中旬，這兩段期間為發病盛期。蔥銹病菌
較適低溫，夏孢子於9～18℃時最易發芽，22℃以上較不適宜發芽，
34℃以上則完全不發芽。除危害蔥外，大蒜、韭菜也受害嚴重。 

 (柯勇。1995。台灣農家要覽農作篇(三)，第166頁。葉瑩編。) 
 病徵： 

  起初在葉表面上形成橢圓形之隆起病斑，此為病原菌之夏孢子
堆，其後病斑形成深褐色，再縱裂並飛散出黃褐色粉狀之夏孢子。
此後再沿著此病斑形成深褐色長橢圓形病斑，即為病原菌之冬孢子
堆。冬孢子堆色澤較濃，表皮呈鉛色，末期中心部位亦會破裂，並
釋放出紫褐色粉狀物。發病嚴重時，葉片為黃色粉物所覆蓋，繼之
乾枯倒伏。 
 



病蟲害認知 
 疫病 
 病原菌：Phytophthora sp. 
 病原生態： 

  在土壤濕度高，冷濕天氣，為其
最適發病時機，4～8小時即可侵入感
染，2～4週內迅速萎凋，靠地基部葉
鞘壞疽腐爛而倒伏或葉片呈腰折狀。
本病原菌在土壤中存活不久，但其游
走孢子除可經由傷口感染外，亦會隨
灌溉水和飛濺的雨水而行近距離傳播。 

 病徵： 
  本病初在靠地基部葉鞘處發生水
浸狀壞疽斑，後迅速蔓延至葉上部，
距葉尖十五公分處最易發生，被害葉
片反轉扭曲，葉片基部有水浸狀病斑，
造成黃化腐爛。 

 發生時期： 
  本病全年皆發生，10～3、4月為其
發生盛期，尤其多濕季節及排水不良
地區發生較嚴重。新植田病害較少發
生，連作二～三年之韭田則發生嚴重。 
 



病蟲害認知 
 小粒菌核菌 

 病原菌：Ciborinia allii (Saw.) John. 
 發病生態： 

  本病於本省秋末開始至翌年春季之北部及
東北地區普遍發生，但重要原因是低溫多濕之
氣候所造成。北部地區冬春季之長期降雨造成
本病之蔓延。本病原菌以菌核形態越夏呈休眠
狀態，菌核在高溼下於8～26℃經10～15天即可
發芽產生子囊盤，適溫為16～22℃，每個子囊
均會產生8個子囊孢子，其中4個大孢子4個小
孢子，但目前認為只有大孢子可發芽造成感染，
小孢子則無發芽能力，傳播方法主要靠空氣傳
播。本病另一特徵則為菌核不須任何休眠期即
可發芽產生子囊盤而造成感染，此為青蔥田間
發芽情形均勻及罹病嚴重之重要因素。 

 病徵： 
  本病發生於青蔥之葉部尖端或近於尖端部
位及花梗上，被害部位由先端或中間褪成褐色，
漸次及於下方，葉或花梗枯死下垂，被害部經
日曬後葉表面變成白色，其表皮下則生出胡麻
樣之菌核，起初呈乳白色，後變為黑色。一般
葉蔥病葉大多在下垂地面上時開始生成菌核，
但亦有在懸掛之枯葉上生成菌核者。本省北部
冬春季降雨頻繁時，各蔥園均會感病，往往造
成整個蔥園枯黃一片，每株蔥僅餘中間新葉二、
三支尚稱完整，且由於葉數變少，光合作用不
足，致蔥支均變細小，影響產量及品質甚大。 

 



病蟲害認知 
 紫斑病 
 病原菌：Alternaria porri (Ellis) Cif. 
 發病生態： 

  病斑上產生許多病原菌的分生孢子，可經由空氣傳播，尤其在下
雨期，孢子在罹病品種之組織上，經由氣孔或直接由表皮侵入，病徵
出現於侵入後之1～4天，第5天即可產生分生孢子，若氣候適合則第
二代分生孢子隨即形成。本病原菌可在種子內存活，亦可以菌絲和孢
子在寄主殘餘物內存活。需有雨水或持續性露水期才能侵入植物組織
和繁殖。生長溫度範圍極廣，介於8～34℃，但以25℃較適溫，90%
為最適相對濕度。本病亦可危害大蒜及洋蔥等。 

 (柯勇。1995。台灣農家要覽農作篇(三)，第166頁。葉瑩編。) 
 病徵： 

  本病原菌可危害蔥之葉片，被害葉初呈淡褐色小型病斑，建擴大
成紡錘狀，稍後凹陷為暗紫色紡錘型病斑，邊緣為淡紅色～淡紫色，
上下兩邊稍黃化。在病斑上產生黑色黴狀物之同心輪。病斑部位常因
呈帶狀乾枯，易由此部位折斷。 
 



病蟲害認知 
 細菌性軟腐病 
 病原菌：Erwinia chrysanthemi 
 發病生態： 

   本病原菌為多犯性的，於田間多雨潮濕季節且氣溫25～32℃時，
有利於本病之發生，病原菌可長久存活於土壤中越冬，並由土壤傳
染，所以發病大都由地際之下位葉葉柄或地面附近開始。除了土壤
可為本病之感染源外，種苗病原菌可經由傷口侵入，故強風後或中
耕後罹病率會增加。另外，亦可藉由種子、昆蟲、灌溉水、農具及
空氣中之懸浮粒而傳播至寄主植物。 

 病徵： 
  起初發生於靠近地基部之下位葉葉柄，出現水浸狀斑點，隨即
迅速延伸至葉片及地下部，使葉柄等呈軟化、變褐、腐敗而垂下，
並依次蔓延至其他的葉柄，而葉柄莖部則變為淡褐色，成水浸狀並
軟化，陸續倒伏，終至全株腐敗枯死，罹病株產生惡臭。多雨時，
病勢發展快速，為害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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