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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莓面面觀 

撰文、拍攝、插畫/臺大農藝系 周書瑋 

 

對大多數人來說，地處熱帶和亞熱帶交界的臺灣，氣候濕熱，要種出適合生長在溫帶

地區的莓果類根本是天方夜譚，但位於臺北市芳蘭路的臺灣大學農學院附設試驗農場園藝

分場，卻可以在室外田區看到一叢叢結實纍纍的藍莓。這篇文章介紹藍莓家族常見的幾個

種類，讓我們對這個人見人愛的水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 藍莓分類簡介 

藍莓在分類地位上屬於杜鵑花科（Ericaceae）越橘亞屬（Vaccimnium），越橘亞屬

下含 20 個節（section），包括至少 450 個不同的種，原生於北美、歐洲及東亞地區。市

面上常見的藍莓屬於青液果節（Section Cyanococcus），它原產於北美洲溫帶地區，推廣

至世界各地後，因應市場需求發展出許多商業品種，形塑出不同風味的藍莓栽培種。除了

源自北美的青液果節，起源於歐陸的黑果越橘節（Section Myrtillus），又稱歐洲藍莓或山

桑子，果肉和果皮都含有花青素，營養成分比僅果皮含有花青素的青液果節高，但因果實

小且儲存期短，多採自野生植株，目前沒有發展出商業品種，也沒有大規模的商業栽培。 

藍莓為多年生的木本灌木，根系雖然淺，但鬚根根系發達，且和真菌共生，有效提升

根部的養分吸收。不同於大部分果樹，杜鵑花科家族偏好微酸性的土壤。此外，藍莓不耐

重度遮蔭，因此栽培時必須注意照光，避免種植於陰暗處或室內。 

商業栽培的藍莓可分為高叢藍莓（Highbush）、矮叢藍莓（Lowbush）、半高叢藍莓

（Half-highbush），高叢藍莓又包括北高叢藍莓（Northern Highbush）、兔眼藍莓

（Rabbiteye）和南高叢藍莓（Southern Highbush）。 

⚫ 北高叢藍莓 

學名 Vaccinium corymbosum，是全世界栽培最廣泛也是最重要的藍莓種，起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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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北部地區，在藍莓被歐洲移民馴化前，印地安人除採食野生鮮果外，會將藍莓果實

乾燥製成粉末，或用來釀酒。歐洲移民進入北美後注意到此一水果的潛力，開啟了藍莓育

種及改良的工程。北高叢藍莓株型直立且多分枝，高度可達 1.5 至 2 公尺，也因此被歸類

在高叢藍莓；它對低溫要求較為嚴苛，生長期間累積的總低溫時數需至少 800 小時，才可

能開花結果，因此分佈範圍主要局限在北美東北部，南方各州僅有少量栽培。 

北高叢藍莓的果實一旦轉色，代表果實完全成熟，果實品質和糖度達到最高，必須立

即採收，否則果實會快速自然掉落並腐爛，不過北高叢藍莓可冷凍儲存，且冷凍後風味和

質地不會受影響，因此仍受生產者和消費者青睞。 

⚫ 兔眼藍莓 

學名 Vaccinium virgatum，起源自北美南部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及阿拉巴馬州交

界，株型和高度在各栽培地區變異極大，株高介於 2 到 5 公尺之間。相較於北高叢藍莓嚴

苛的低溫要求，兔眼藍莓生長期間累積的總低溫時數只需 300 至 500 小時就能開花結果，

且對乾旱和土壤的耐受性高，可以忍受酸性較低的土壤（如 pH6.5 以上），但是兔眼藍莓

果實發育所需時間長，比北高叢藍莓晚至少 4 週，對生產者而言較為不利，因此商業重要

性不及北高叢藍莓。 

顧名思義，兔眼藍莓果實最大特徵是，果實轉色前會呈兔子眼睛般的嫩粉紅色，這是

它和高叢藍莓最不同之處。不同於北高叢藍莓一旦轉色就要立即採收，兔眼藍莓轉色時，

果實尚在發育，因此轉色後至少需再等待 5 至 10 天，糖類才會達到最高，有趣的是，生

產者很難確認兔眼藍莓是否真正成熟，往往會提早採收未成熟的酸果，因此即使完全成熟

的兔眼藍莓風味勝過北高叢藍莓，仍成了消費者和生產者口中的遺珠。雖然兔眼藍莓在市

面上風采不如北高叢藍莓，但有別於北高叢，兔眼藍莓在完全成熟時，果實可以在枝條上

存留一段時間，因此很適合開放採果的觀光果園，讓兔眼藍莓有了另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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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高叢藍莓 

     為了讓藍莓被栽培於南方地區，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將北高叢藍莓、兔眼藍莓和其他

多個野生藍莓雜交，育成雜交種南高叢藍莓。最新的南高叢藍莓品種性質類似於常綠果

樹，終年不落葉，且對生長期間累積的總低溫時數要求很低，非常適合於亞熱帶地區栽培，

可說是藍莓育種的一大突破。它的株型近似北高叢藍莓，儘管推出年代比北高叢晚，在低

緯地區的栽培面積正快速增加。 

⚫ 矮叢藍莓 

矮叢藍莓分為三種，包括最常見的 Vaccinium angustifolium 以及重要性較低的

Vaccinium myrtilloides 和最少見且重要性最低的 Vaccinium boreale。矮叢藍莓對生長

期間累積的總低溫時數要求極高，至少需達到 1,000 小時，因此絕大部分僅栽培於高緯度

地區。不同於南北高叢藍莓和兔眼藍莓，矮叢藍莓株高低於 30 公分，株型匍匐，再加上

果實小，大規模機械化生產僅限於獨特的原生地管理技術，不適合於其它環境中栽培。 

⚫ 藍莓的花型特色 

藍莓的花呈倒鐘狀，雌蕊柱頭位於整朵花的正中間，雄蕊垂直倒立在兩側，花粉自雄

蕊底部開孔釋出，如此就能確保花粉直直墜落不沾到雌蕊，有效阻絕自花授粉註 1，提高異

花授粉的機率，增加果實大小和產量。熊蜂是藍莓的主

要授粉者，熊蜂的口器比蜜蜂長，能深入花柱吸取花

蜜，大幅提高授粉效率，當環境中熊蜂不足時，若能增

加蜜蜂的族群大小，也能改善蜜蜂授粉效率較低的問

題。研究發現，各地熊蜂生命週期通常和藍莓開花期有

一定相關性，更有趣的是，熊蜂採蜜後會在花瓣上留下

小小的褐色斑點作為已授粉的標記，提醒其他熊蜂不用
圖 1. 雌蕊柱頭位於整朵花的正中

間,沾有花粉的雄蕊垂直倒立在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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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闖空空的蜜源了，不能替藍莓授粉的昆蟲則會莽撞地從花瓣側面鑽入花朵中，如此將

完全採不到花粉，形成「無效訪花」。 

⚫ 藍莓的栽培方式 

藍莓偏好微酸性土壤，因此許多藍莓農會在土壤中加入硫磺粉來提高土壤酸度，北美

佛羅里達的土壤偏鹼，果農會在栽培介質中拌入松木木屑。藍莓除了對栽培介質的酸鹼度

有所要求，介質的排水性和保水性也很重要，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藍莓栽培法是採用無土

栽培，最普遍的方法則是使用椰纖作為介質。我們在園藝分場種植的是兔眼藍莓，使用天

然的酸性泥炭土、多孔隙且通氣性好的珍珠石，和自然分解後呈微酸性的稻殼等比例混合

作為栽培介質，並以兼具透水性和通氣性的不織布袋子做為容器，不像塑膠花盆一樣會把

土壤悶在裡面，最上面還會鋪上一層稻殼抑制雜草生長，同時避免土溫過高。 

藍莓不需要太多水分，大約每 2 至 3 天澆水一次即可，但更重要的是要勤勞的除蟲。

花凋謝後就會進入結果期，此階段會吸引大量蝶蛾前來產卵，蝶蛾的卵孵化為幼蟲後，會

巧妙的將葉片捲起來並把身體捲起來避人耳目，果農必須眼尖且小心翼翼的打開捲葉，輕

輕的用樹枝將毛毛蟲移除。 

  

圖 2. 混合介質 圖 3. 捲葉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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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園藝分場種藍莓的那學期 

身為農藝系的學生，我曾在寸土寸金的大安區種過玉米、水稻、地瓜、馬鈴薯和多得

不勝枚舉的五穀雜糧，大四下因為選修園藝系的果樹學實習，幸運的也在寸土寸金的臺北

種起藍莓。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每 2 天或每 3 天觀察一次果樹，並從它開花一路記錄到成

熟結果，對我而言是個非常難得且可貴的經驗。 

修剪是果樹栽培很重要的一環，如果怕傷害樹形而不修剪枝條，讓整株藍莓變得非常

茂密，結果期它反而會因為養分被過度分散而無法結出好的果實；如果捨不得適度去除過

多的花，進入結果期後，養分也會因過度分散使果實發育不良。記得我剛剛拿到這株藍莓

時，各個枝條結滿了含苞待放的花蕾，老師耳提面命的叮嚀我們要記得剪掉大部分花苞，

一來要讓枝條和葉片有足夠養分行光合作用累積葡萄糖，二來是讓有限的養分有效率地被

分配到果實上，當時我手中我握著修枝剪，猶豫著究竟要剔除哪些花苞，畢竟每一朵花都

充滿生命力，我深怕一手摧毀一顆可能未來豐收的碩果。老師瞥見了我的遲疑，走過來乾

脆利落的吐了四個字「趕快剪掉」，我只好把心一橫剪掉了大約 30 幾個花苞，看著他們掉

圖 4. 從開花到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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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我真的有些難過，但過了將近 3 個月，當初小小的一叢藍莓如今掛上了碩大的果實。

那堂課讓我很深刻的體悟到「有捨才有得」的道理，如果我執著保留每一朵花苞，或許會

結出很多很多的果子，但每一顆可能都小小的，但我選擇適度汰除花苞，因而收穫香甜的

大果，株型也依然維持得相當茂密。 

在園藝分場種植藍莓的那學期，我不僅習得許多生理和栽培知識，更獲得了思想上的

啟發。沒有任何一個果樹品種能兼具全部的優點，就像北高叢藍莓也有其缺點，兔眼藍莓

商業價值雖不及北高叢藍莓，卻也在觀光果園界中為自己殺出一條路，就好比我們並非十

全十美，但若能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發光發熱，終究會成為那顆閃亮的星子。每一株果樹都

有它最適合的葉片和果實比例，唯有學會適度的捨棄某些事物，才能讓收穫更璀璨的果實。 

 

註 1：自花授粉指的是同一株植物的雄蕊和雌蕊相結合，孕育出果實。 

圖 5. 結果期的藍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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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系統轉型和農業多樣性」演講摘要分享 

撰文/臺大農經系 賴心儒 

拍攝/臺大生農學院學生會 

臺大生農學院學生會 2022 年 5 月 23 日的讀書會很榮幸邀請到臺大農藝系榮譽教授

郭華仁教授，與我們分享「食農系統的轉型與多樣性」。以“From Uniformity to 

Diversity”作為這次讀書會的核心，透過事前閱讀，我們了解到工業化農業與多樣性有機

農業的不同，以及一直無法真正實踐食農轉型的關鍵因素。 

在一個小時精彩豐富的演講當中，郭教授從石油化產品所產生的慣行農業系統開始講

述，列舉許多實際案例、新聞，加深大家對現在農業所面臨處境有所了解。例如介紹植物

營養學的化約論註 1，儘管在學術上容易整合研究，但單一化對於農業的多樣性反而是種危

機。再來種子市場寡占以及產量至上、餵養世界的觀念促使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單一物種

大量種植也是減少種子品種很大的因素。教授也提出了很多可能性，去改善現在的農法以

及增加不管是品種或大至農業環境的多樣性，例如以農林間作、田籬種植去增加農業的韌

性，或是以「大自然的長工」昆蟲動物的幫助去取代農藥化肥。 

 

圖 1. 郭華仁教授說明農業仰賴石油的後遣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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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中有同學提出改變農法後的成本是否會高於工業化農法？郭教授以真實會計成

本的觀點回應，將原先產生的內部成本外部化，反而顯現出有機農法的益處與永續重要

性。最後的提問環節，同學們也針對轉型與多樣性提出自己的見解與其他疑惑，在大家一

來一往的互動中，提高對食農系統的認識。近年來，SDGs 永續發展目標與議題一直被頻

繁提起，可見各國已經逐步將追求經濟利益轉向永續經營，如何平衡市場利益與環境，也

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實踐的。透過這次「食農系統的轉型與多樣性」的讀書會，希望能

讓與會成員有更多的知識收穫與形塑自己的觀點，以及我們所居住的這片土地面臨的困境

有更多了解。 

 

註 1：「化約論」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簡化的方式。以研究化學肥料對植栽的影響為例，由於植物是

靠根部在吸收營養，但土壤環境非常複雜，除了物理性的土壤顆粒、水分外，微生物、空氣也都會

影響植物生長，於是科學家在作營養研究時，會將不需要探討的影響排除，維持變因一致，例如以

水耕法種植，使環境只剩下水與空氣，再調整養分濃度觀察產量，得出很漂亮的科學理論，但這樣

的理論直接套用到生活上，產量雖如科學家預期般提高，卻也產生後遺症—生物多樣性被摧毀，

土壤性質也被改變了。（資料來源：學科學：從「化約論」走向「整體論」－郭華仁老師專訪 

https://case.ntu.edu.tw/blog/?p=17492） 

 

圖 2. 讀書會大合照 

https://case.ntu.edu.tw/blog/?p=1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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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學生農業職涯探索活動 

撰文、拍攝/臺大農推會 

⚫ 活動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從 2013 年起開辦「農業職涯探索活動」，讓設有農學院的大專院

校，每年開放固定名額給該校學生參與，提供學生了解農業的管道，藉由親身至農業場域

進行操作，學習農業技能，亦思考未來職涯是否朝農產業發展。 

 

 

 

 

 

 

 

⚫ 2022 年執行進度 

2022 年「農業職涯探索活動」本校仍由農推會接續辦理，今年有 34 位同學參加，

其中有 11 位非農業相關科系學生，展開為期 10 至 40 天的暑期見習。本會媒合同學至農

糧、茶業、畜牧、馬場、休閒農業、農改場等場域，並於同學們見習期間前往訪視，了解

學生見習的實際狀況，以及與農場人員的互動情形是否良好。見習期間除了需耗費體力的

農務操作外，部分同學也將自己的專長，發揮在農場的行銷推廣上，例如協助農場拍攝介

紹影片、經營社群媒體、撰寫相關文案、DM 設計與翻譯…等，也獲得農場主的好評。 

截至 2022 年 7 月，本會已完成雅育休閒農場、花間茶語、饗甜蔬果農場、綠野馬術

文創園區、紀元農莊、茶改場文山分場、長生製茶廠、沛芳綜合有機農場、阿信巧克力農

圖 1. 歷年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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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大王菜舖子、城南有機農場、畦遊季農場、文豐牧場…等見習同學們的訪視，期待未

來能服務更多學子，媒合到各地農業場域進行學習，協助農業人才培育。 

⚫ 訪視紀實-「畦遊季有機農場」 

臺大農推會 2022 年 7 月 28 日邀請園藝系楊雯如、盧炯敏兩位老師一起前往新北市

林口區的「畦遊季有機農場」，農場主之一陳坤峯先生也是臺大園藝系的校友，今年暑假

提供 2 名額，讓學生到他們的農場進行農業職涯探索。 

畦遊季主要生產有機蔬菜，並飼養雞隻協助農場除草、清理菜葉、吃蟲等工作，學生

們暑假到農場見習可以學習育苗、採收、清洗溫室、撿雞蛋、參與送貨…等項目。楊、盧

老師皆是蔬菜專家，到農場除關心學生見習的情形，亦藉此機會與陳先生進行交流。 

為使農業能更快向下紮根，農場平時還辦理田間課程，讓當地學校、安親班的學生能

體驗農作，並進行食農教育；亦長期與第一銀行合作，每月兩次的志工活動，讓志工以工

換菜方式，了解農業的辛勞與成就。也讓見習同學認知農場除生產功能外，如何發揮他們

的社會責任。 

(臺大農業推廣通訊 第 140 期 全文完) 

圖 2. 學生在農場採收蔬菜 

圖 3. 園藝系的楊雯如、盧炯敏兩位老師與農場主陳坤峯先生
針對溫室種植問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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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讓你說  徵圖徵文活動 

 

本期通訊將同步刊載至： 

   臺大農推會 Facebook              新版官網 

  www.facebook.com/ntucae      ntucae.ntu.edu.tw 

 

 

 

 

 

若您對本期內容感到滿意： 

  歡迎至 Facebook 按讚、分享、給我們打氣鼓勵！ 

 

不論您是臺大老師或一般民眾，若您有農業新知想與大家分享，或本身從農有遇到寶貴

經驗。歡迎撰文來信至農推會信箱 (ntucae@ntu.edu.tw)，經審核通過後，將為您編入下

一期通訊中，讓更多人知道有關農業的訊息！ 

投稿原則： 

1. 主題包含農業推廣、農業新知、農業產銷、農業政策、農村振興、社區發展……等相關

報導與論述文章。 

2. 文長在 1,000 字以內紀錄於 Word中，並請提供照片及其說明。 

3. 來信請告知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電話、Email。 

4. 有關著作權法等文稿責任由作者自負。 

5. 文稿經刊登後，本會擁有出版權，並歡迎轉載，作者若不同意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