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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

台北五股與台南龍崎綠竹林之林分結構與生物量

陳財輝
1
　劉瓊霦

2
　王 仁1,*

【摘要】本試驗調查台北五股與台南龍崎地區綠竹 (Bambusa oldhami) 林分之生長及生物量。綠竹

林分生長分布特性方面，五股樣區之林分株數頻度以胸徑3 ~ 4 cm者佔最多，龍崎樣區則多分佈

於5 ~ 6 cm；五股樣區之竹叢數及竹稈數分別為每公頃766 ± 153叢 (clumps ha-1)、4,800 ± 1,708稈 
(culms ha-1)，竹叢數和龍崎樣區(每公頃700 ± 100叢)無顯著差異，但竹稈數低於龍崎樣區之10,766 
± 1,159稈 (culms ha-1)；五股樣區之竹叢稈數為6 ± 2稈 (culms clump-1) 較龍崎樣區16 ± 8稈 (culms 
clump-1) 少；林分生長性狀方面，兩試驗地之平均胸徑，五股與龍崎樣區分別為3.3 ± 0.5 cm、4.3 
± 1.1 cm；而五股樣區之平均竹高為11.8 ± 0.3 m，龍崎地區則為11.7 ± 0.3 m。地上部乾重方面，

五股樣區因竹稈數低且竹叢稈數較數少，其地上部林分總生物量亦遠低於龍崎樣區；五股與龍崎樣

區之總生物量乾重分別為15.6 ± 5.7 ton ha-1、54.5 ± 4.2 ton ha-1
；其中五股及龍崎樣區各齡級之生

長及生物量結果，1、2年生之總生物量無顯著差別，而龍崎樣區3年生竹齡之總生物量較低，顯示

其與綠竹之經營栽培管理方式有關，五股筍農傾向將3年生以上之老竹伐除。

【關鍵詞】綠竹、生長、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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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 structure and biomass of Bambusa oldh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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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lantations of green bamboo (Bambusa oldhami) in Wugu, New 
Taipei and Longqi, Taina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bamboo culms in both sites are the highest 
at 3~ 4 cm DBH class in Wugu, and at 5~ 6 cm DBH class in Longqi.  The number of clumps and culms are 
766 ± 153 clumps ha-1 and 4,800 ± 1,708 culms ha-1 in Wugu, and 700 ± 100 clumps ha-1 and 10,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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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culms ha-1 in Longqi,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culms at 6 ± 2 culms clump-1 in Wugu is lower 
than the number of culms at 16 ± 8 culms clump-1 in Longqi.  Following this, the average of diameter is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wo experimental sites.  There are 3.3 ± 0.5 cm and 4.3 ± 1.1 cm respectively 
in the plantations of Wugu and Longqi.  The average height of 11.8 ± 0.3 m in Wugu is the same as 11.7 
± 0.3 m in Longqi.  Because of the amount of culms and clumps in the plantations of Wugu is lower,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is lower than Longqi.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in Wugu and Longqi are 15.6 ± 5.7 
ton ha-1 and 54.5 ± 4.2 ton ha-1, respectively.  The aboveground biomass at different ages a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ge 1 and age 2 in Wugu and in Longqi, but significant low at age 3 in Longqi on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ugu's bamboo farmers prefer to cut down old bamboos which over age 3.
【Key words】Bambusa oldhami, Growth, Biomass

一、前言

綠竹  ( B a m b u s a  o l d h a m i )  屬禾本科 
(Granmineae) 竹族 (Bambusoideae)，地下莖

屬於合軸叢生型 (呂錦明，2001)，分布於中

國浙江南部、福建、廣西、廣東 (安豔飛等，

2009)，以及台灣台北、桃園、台南、屏東 (顏
勝雄，2010；吳信郁等，2012) 等地，平地至

海拔高度500 m以下之淺山地區較多 (王仁、陳

財輝，2014)。國內綠竹林培育，主要以無性

繁殖，竹筍盛產於4至10月，依地區不同而略

有變動 (王仁、陳財輝，2014)。國內綠竹主要

栽培鄉鎮的種植面積，總計約7,575 ha，其中

北部地區更占全臺栽培面積70%以上 (張粲如

等，2005)。
綠竹是優良的筍用叢生竹類，除了稈材可

做為造紙原料，及清熱解暑之中藥材外，其筍

味更為鮮美 (鄭清芳等，1996)。綠竹林之竹筍

產量每年平均約5,000~14,000 kg ha-1
，則視產

地當年雨水多寡、有無灌溉及肥培管理等適當

與否而有差異 (王 仁、陳財輝，2014)。綠竹筍

在台灣，因為南部的產出時間較早及產量較北

部高，且北部的市場較大 (張粲如等，2005)，
加上台南市龍崎區農會積極推動，轄下2個綠

竹產銷班多年的努力經營，同時與台北果菜運

銷公司密切配合，進而發展出綠竹筍南筍北送

的運銷方式 (Chen et al., 2015)。
綠竹雖然與民生息息相關，但過去研究發

表之綠竹生物量的文獻不多，僅中國有鄭郁善

等 (1998) 綠竹生物量優化模型建立研究；安豔

飛等 (2009) 不同經營方式對綠竹地下結構和林

分生物量的影響；以及林益明和林鵬 (1998) 對
綠竹種群生物量結構研究等而已。由於綠竹生

長分布較廣，不同地區之生長差異極大，本研

究以台北五股地區山坡地為主要調查對象，並

與台南龍崎地區地勢平坦之綠竹林做為對比，

比較兩地綠竹林之林分組成構造、竹稈生長及

地上部生物量累積的差異，期能做為綠竹林生

長之基礎資料，做為綠竹林竹筍生產研究改進

之參考。

二、材料與方法
(一) 試驗區描述

試 驗 地 點 位 於 新 北 市 五 股 區 
(121°25’35”E, 25°06’17”N)，其為一私

有之綠竹林，海拔高為162 m；而台南市龍崎

樣區 (120°23’56”E, 22°58’52”N)，海拔

高為139 m (圖1)。台北五股及台南龍崎兩地區

2012 ~ 2014年氣象資料如圖2所示，台北五股

與台南龍崎降雨量主要皆集中在5月至8月，全

年平均月均溫約在15至33°C之間 (中央氣象

局，2015)。
(二) 調查樣區設立及每竹生長調查

2012年3月於台南龍崎地區之私人綠竹

林，劃設調查樣區、3個重複，每個樣區大小

為10×10 m2
，並進行每竹調查，調查項目包

括量測胸徑、稈高及竹齡等，竹齡係以竹稈顏

色之色澤來做年齡區別，並標記每竹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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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北五股及台南龍崎地區綠竹林樣

區位置略圖

Fig. 1. The different sites of Bambusa 
oldhami stands in Wugu, New 
Taipei and Longqi, Tainan

圖2 台南及台北地區2012-2014年之氣溫與降雨量分布圖 (中央氣象局，2015)
Fig. 2. The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amount distribution of 2012-2014 in Tainan and New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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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後續複查。

另外在新北市五股區，於2014年2月劃

設調查樣區、3個重複，每樣區大小為10×10 
m2

，調查項目皆與上述相同，有關二地區的綠

竹林現況，如圖3所示。

(三) 地上部生物量乾重調查

根據台北五股及台南龍崎地區綠竹林之

每竹調查結果，進行胸徑頻度分析，依據所有

樣區調查樣竹的胸徑大小之頻度分布比例，總

共選取15株健康的大中小型生物量估算調查樣

竹，之後每株樣竹再以分層取樣法依序進行野

外調查，每樣竹從基部伐倒，量測樣竹總長

度，並記錄枝下高的位置；竹稈從基部算起1.3 
m處截斷後，以2 m為一單位截斷，秤量竹稈鮮

重；竹枝和竹葉的部份，一同秤量總鮮重後，

再將枝條與葉子分離，再秤枝條的重量，而竹

葉之總鮮重則以枝條與葉部鮮重和扣除枝條重

量計算之；除記錄現場之鮮重外，每稈伐倒

樣竹皆取竹稈、竹枝及竹葉之小樣本，300 ~ 
500 g帶回實驗室，放入烘箱，以65±5℃乾燥2
周，再秤量其乾重，求得樣本之乾鮮比。最後

將伐採樣竹所得到之鮮重數據，乘上乾鮮比，

建立胸徑與生物量乾重的回歸式，進而估算綠

竹林分地上部生物量乾重。

台南龍崎 台北五股

圖3 台南龍崎及台北五股之綠竹林樣區

Fig. 3. The bamboo plantations in Longqi, Tainan and in Wugu, New Taipei

三、結果
(一) 不同試驗地點之綠竹林分特性

五股樣區之綠竹林，其竹稈之徑級以3 ~ 
4 cm者最多，呈常態分佈；而龍崎樣區之綠竹

林，其竹稈之徑級多分佈於5 ~ 6 cm徑級，亦

呈常態分佈。二地區之綠竹林在林分結構方面

不盡相同，五股樣區之竹胸徑普遍較小，且約

7成以上落於3 ~ 4 cm徑級；而龍崎樣區之胸徑

普遍較大，且分佈比較均勻，約只有3成5落於

5 ~ 6 cm徑級 (圖4)。
林分基本資料方面，五股樣區竹叢數每

公頃766 ± 153叢 (clumps ha-1)較高，而龍崎樣

區每公頃700 ± 100叢 (clumps ha-1)，但兩者在

統計分析下無顯著差異；但竹稈數則相反，五

股樣區較少，為每公頃4,800 ± 1,708稈 (culms 
ha -1)，而龍崎樣區則高達每公頃10,766 ± 
1,159稈 (culms ha-1)；竹叢稈數是以竹稈數除以

竹叢數，用於評估及表示單位竹叢內所生長之

稈數，五股樣區為6 ± 2稈 (clums clump-1)，
而龍崎樣區則為16 ± 8稈 (clums clump-1)，較

五股樣區高 (表1)。
綠竹竹稈特性方面，五股樣區之平均胸徑

為3.3 ± 0.5 cm較低，而龍崎樣區之平均胸徑

為4.3 ± 1.1 cm，而平均竹高則以五股樣區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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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台北五股與台南龍崎地區綠竹林竹

稈大小之頻度分布

Fig. 4.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green 
bamboo culms in Wugu, New 
Taipei, and Longqi, Tainan

表1. 五股與龍崎地區綠竹林之林分基本資料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mbusa oldhami plantations in Wugu and Longqi

地點 竹叢數 (clumps ha-1) 竹稈數 (clums ha-1) 竹叢稈數 (clums clump-1)

五股 766 ± 153a 4,800 ± 1,708b  6 ± 2b

龍崎 700 ± 100a 10,766 ± 1,159a 16 ± 8a

*ANOVA分析，相同字母表示在α=0.05之顯著水準下，無顯著差異。

表2. 五股與龍崎地區綠竹林之生長性狀

Table 2.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Bambusa oldhami plantations in Wugu and Longqi

地點
平均胸徑

(cm)
平均竹高

(m)
平均枝下高

(m)
年生
(yr)

樣本數
(N)

五股 3.3 ± 0.5b 11.8 ± 0.3a 3.9 ± 0.2a 1.5 ± 0.5a N=144

龍崎 4.3 ± 1.1a 11.7 ± 0.3a 3.6 ± 0.2a 1.7 ± 0.7a N=323

*ANOVA分析，相同字母表示在α=0.05之顯著水準下，無顯著差異。

± 0.3 m，而龍崎樣區為11.7 ± 0.3 m，但兩者

在統計下無顯著差異；竹枝下高以五股樣區3.9 
± 0.2 m，高於龍崎樣區3.6 ± 0.2 m (表2)；而

五股和龍崎樣區的平均年齡，兩者皆無顯著差

異，分別為1.5 ± 0.5 年生以及1.7± 0.7 年生。

(二)  綠竹林不同齡級之生長性狀

五股樣區及龍崎樣區綠竹林不同齡級竹

稈之生長性狀，以觀察各齡級林木在不同地

點的生長差異性 (表3)。二地區林分所推估

的竹林密度皆以1年生之綠竹數量最多，且

龍崎高於五股樣區，分別每公頃5,000 ± 592
稈 (culms ha-1)，以及2,500 ± 854稈 (culms 
ha-1)；五股樣區之竹林齡級皆在2年生以下，

龍崎樣區則在3年生以下。平均胸徑方面，

龍崎樣區之胸徑普遍較五股樣區大，而樣區

內各齡級大小皆無顯著差異。五股及龍崎樣

區之各齡級平均竹高皆無顯著差異，但龍崎

樣區以3年生之綠竹平均竹高最高，達12.5 
± 1.1 m。平均枝下高方面，各樣區之各齡

級皆無顯著差異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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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五股及龍崎樣區綠竹林之不同齡級生長性狀分布

Table 3 The stand characteristic of Bambusa oldhami plantations at different age in Wugu and Longqi

項目 地點
齡級 (age)

1 2 3

竹稈數
(clums ha-1)

五股  2,500 ± 854b* (53.2)**  2,200 ± 700b (46.8) －

龍崎  5,000 ± 592a (46.4) 4,433 ± 1,305a (41.2) 1,333 ± 379 (12.4)

平均胸徑
(cm)

五股 3.4 ± 0.4a 3.2 ± 0.4b
－

龍崎 3.9 ± 1.1a 4.5 ± 0.8a 4.7 ± 0.7

平均竹高
(m)

五股 11.0 ± 0.3a 11.2 ± 0.4a
－

龍崎 11.5 ± 1.7a 11.7 ± 1.7b 12.5 ± 1.1

平均枝下高
(m)

五股 4.0 ± 0.1b 4.0 ± 0.1a
－

龍崎 5.4 ± 1.3a 2.0 ± 2.2a 2.1 ± 0.8

　*ANOVA分析，相同字母表示在α=0.05之顯著水準下，無顯著差異。

　**括號內表示為總數之百分比。

(三) 綠竹林之地上部生物量乾重

本試驗伐採15株樣竹，分為稈、枝、葉

三部分，按分層取樣法分別秤重之後，再以小

樣品量測其乾鮮比，換算各樣竹地上部各部位

生物量乾重，再將樣竹胸徑分別與竹稈、枝條

及葉部生物量乾重進行迴歸分析，其迴歸式如

下：

稈生物量乾重：

y = 0.1536x2 - 0.1025x + 0.0062  R² = 0.9805 
枝生物量乾重：

y = 0.0569x2 + 0.0677x + 0.4052  R² = 0.6622
葉生物量乾重：

y = 0.0244x2 + 0.0608x + 0.0909  R² = 0.5709
總生物量乾重：

y = 0.2350x2 + 0.0260x + 0.5023  R² = 0.9271
從不同齡級之綠竹生物量乾重來看(表4)，

五股及龍崎樣區1、2年生之齡級間皆無顯著

差異，而龍崎樣區3年生之齡級，不論在稈、

枝、葉及總生物量乾重，3年生之綠竹比例較

低。五股樣區，1年生及2年生總生物量乾重，

分別為8.7 ± 3.4 ton ha-1 (56.1%) 及6.8 ± 2.3 

ton ha-1 (43.9%)；龍崎樣區則分別為22.5 ± 0.6 
ton ha-1 (41.2) 及24.2 ± 7.1 ton ha-1 (44.4)。不同

部位之生物量乾重比較，以稈部較枝及葉部所

佔比例高，五股樣區稈生物量乾重為6.7 ± 2.5 
ton ha-1

，佔43.2 %；龍崎樣區則為26.7 ± 2.0 
ton ha-1

，佔49.1 %。二試驗地在總生物量乾重

比較，龍崎樣區54.5 ± 4.2 ton ha-1
明顯高於五

股樣區之15.6 ± 5.7 ton ha-1
。

四、討論
(一) 林分之生長特性

五股樣區之綠竹林，其竹稈之徑級多分布

在3 ~ 4 cm，佔總數72.2%，略呈常態分布；而

龍崎樣區之綠竹林，其竹稈之徑級多分布在5 
~ 6 cm，只佔總數37.2%，呈常態分布 (圖4)。
兩地區之綠竹林在林分結構方面類似，惟龍崎

樣區之最大徑級有高達8 cm者，而五股地區之

最大徑級僅為近5 cm而已。可能是品系不同，

或者母株管理選拔的標準不同所致，五股的竹

農傾向選拔3 ~ 4 cm徑級的母竹﹔而龍崎地區

則是以高產量為主，因此母竹傾向選拔較大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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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雖然有關於綠竹竹林結構及生物量

的報告 (鄭郁善等，1998；安艷飛等，2009)，
但關於台灣南部及北部二地區綠竹竹林結構及

生物量差異的報告不多。僅能從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的年度報告得知南部綠竹筍單位面積產量

普遍高於北部地區 (Chen et al., 2015)，竹筍產

量與竹林地上部生物量和林分結構之間的相關

性，尚需做更進一步之研究。

此外，五股樣區之竹叢數每公頃766 ± 
153叢 (clumps ha-1) 及竹稈數每公頃4,800 ± 
1,708稈 (culms ha-1) 皆較龍崎樣區少，可能

係氣溫、雨量、綠竹栽培管理方式等差異所

致 (表1)。竹叢稈數的部分，五股樣區為6 ± 
2 clums clump-1

，較龍崎樣區16 ± 8 clums 
clump-1

少。

綜合上述表現，顯示五股樣區竹叢數雖和

龍崎樣區無顯著差異，但龍崎樣區竹稈數及竹

叢稈數皆較五股樣區高。此可能為綠竹栽培管

理之差異所致，綠竹屬合軸叢生型，新稈著生

於母竹之竹稈基部，再加上其1 ~ 2年生之竹稈

較易萌發新竹，所以竹稈會隨栽植時間增加而

有增加之趨勢 (呂錦明，2001)。
另外，五股樣區及龍崎樣區之差異可能

在於管理者之施業措施，導致五股樣區竹稈數

少，竹叢稈數亦較少。然而，龍崎樣區之綠竹

林針對母竹留存方面的施業，則傾向留存更多

母竹，以致於竹稈數及竹叢稈數皆高於五股樣

區。因此留存母竹之數量與竹筍產量可能有關

係，在集約經營的情況下，若母竹留之數量較

多，植株生長較密，會導致單位面積竹筍產量

較高。有些農民甚至會開挖合軸叢生型竹叢地

下部，砍除老化之地下莖，以利竹叢發筍 (陳
財輝等，2014)。

五股樣區之平均胸徑3.3 ± 0.5 cm較龍崎

樣區4.3 ± 1.1 cm小 (表2)，但平均竹高並未有

顯著差異，分別為11.8 ± 0.3 cm及11.7 ± 0.3 
cm。曾有研究以叢生竹Bambusa pallida為研究

對象，發現栽植密度會影響竹稈特性，如平均

竹高、節間數等 (Singh and Kochhar, 2005)，但

本試驗二樣區的綠竹林皆為集約栽培經營，因

此栽植密度以及竹齡皆被嚴格控管。此結果顯

示，五股及龍崎二樣區，除了平均胸徑有顯著

表4. 五股及龍崎樣區綠竹林各齡級竹稈、枝、葉及總生物量乾重

Table 4. The culms, branch, leaves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in Wugu and Longqi

項目 地點
齡級 合計

%
1 2 3 (ton ha-1)

稈 五股   3.8 ± 1.4b*  2.9 ± 1.0b －  6.7 ± 2.5b  43.2

龍崎 10.7 ± 0.1a 12.0 ± 3.6a 4.0 ± 1.7 26.7 ± 2.0a  49.1

枝 五股  3.4 ± 1.3b  2.7 ± 0.9b －  6.1 ± 2.2b  39.3

龍崎  8.0 ± 0.4a  8.3 ± 2.5a 2.7 ± 1.1 19.0 ± 1.5a  34.9

葉 五股  1.5 ± 0.6b  1.2 ± 0.4b －  2.7 ± 1.0b  17.5

龍崎  3.7 ± 0.2a  3.8 ± 1.1a 1.2 ± 0.5  8.7 ± 0.7a  16.0

地上部合
計

五股
 8.7 ± 3.4b

(56.1)**
 6.8 ± 2.3b

(43.9)
－

－
15.6 ± 5.7b

(100.0) 100.0

龍崎
22.5 ± 0.6a

(41.2)
24.2 ± 7.1a

(44.4)
7.9 ± 3.3

(14.5)
 54.5 ± 4.2a

(100.0) 100.0

*ANOVA分析，相同字母表示在α=0.05之顯著水準下，無顯著差異。

**括號內之百分比為各齡級乾重與總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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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外，平均竹高、平均枝下高以及竹齡皆無

顯著差異。

(二) 齡級生長之差異

二試驗地之竹稈數及平均胸徑有顯著差異

以外，平均竹高及枝下高並無顯著差異；而齡

級之間的生長部分，五股樣區各齡級竹稈數、

平均胸徑、平均竹高及平均枝下高並無顯著差

異，且龍崎地區亦相同 (表3)。由上段所描述

中，此應係筍農執行標準集約化經營與栽培管

理所導致，尤其五股竹農對綠竹留母株作業更

為嚴格。

(三) 地上部生物量乾重之比較

五股樣區總生物量乾重為15.6 ± 5.7 ton 
ha-1

，而龍崎樣區為54.5 ± 4.2 ton ha-1
，主要

原因為五股樣區之竹稈數每公頃4,800 ± 1,708
稈 (culms ha-1)，而龍崎樣區之竹稈數每公頃

10,766 ± 1,159稈 (culms ha-1)，相差2.2倍 (表
1)；且五股樣區平均胸徑3.3 ± 0.5 cm，較龍崎

樣區4.3 ± 1.1 cm低 (表2)。比較稈、枝、葉生

物量之分配比例，五股及龍崎樣區之稈、枝、

葉生物量乾重分別為，43.2 %、39.3 %、17.5 
%及49.1 %、34.9 %、16.0 %。安艷飛等 (2009) 
於中國浙江平陽之粗放與集約綠竹林進行林分

結構及生物量調查，粗放樣區的稈、枝、葉之

分配比例為71.5 %、14.7 %、5.8 %，集約樣區

之稈、枝、葉分配比例則為52.3 %、17.1 %、

10.8 %，與本兩試驗地之結果略有不同，但傾

向集約經營。安艷飛 (2009) 等集約綠竹林的研

究結果與本試驗兩樣區做比較，其葉生物量比

例有較低的情況，可能為乾季枯落物量較多，

且竹子枯落物會隨年齡增加而增加 (Banik and 
Islam, 2005; Christanty et al., 1996)。亦有其他

研究指出，因為竹子空心之性質，其竹稈厚度

本不均勻，且齡級結構較林木不穩定，易造成

竹林低生物量之原因 (Nath et al., 2009)，但本

試驗之二地區綠竹林樣區皆採集約栽培經營管

理，齡級結構較穩定，且葉量比例較高，有助

於光合產物形成及竹筍發育生產。

五股樣區之綠竹林中，從不同齡級之生物

量結果顯示，總生物量乾重並無隨林齡增加而

增加，無顯著差異，一年生地上部總生物量為

8.7 ± 3.4 ton ha-1
，佔56.1 %；二年生地上部總

生物量為2.9 ± 1.0 ton ha-1
，佔43.9 %。而龍崎

樣區之不同齡級之生物量結果顯示，總生物量

乾重1、2年生並無顯著差異，而3年生者顯著

較1、2年生低，1年生地上部總生物量為22.5 
± 0.6 ton ha-1

，佔41.2 %；2年生地上部總生物

量為24.2 ± 7.1 ton ha-1
，佔44.4 %；3年生地上

部總生物量為7.9 ± 3.3 ton ha-1
，佔14.5 % (表

4)。龍崎樣區3年生竹有下降趨勢的原因，主

要係因為集約栽培管理的叢生竹竹林，需將3
年生以上之老竹伐除，常保竹筍生產力歷久不

衰 (呂錦明，2001；張粲如等，2005)。地上部

總生物量差異大，龍崎高於五股地區，可能係

因經營方式、氣候條件以及綠竹品系略有不同

而有所影響，未來仍需更進一步以竹林生理之

方法闡明。

五、結論

本試驗主要探討台北五股樣區與台南龍崎

樣區綠竹林生長的差異，五股樣區竹叢數及竹

稈數皆較龍崎樣區少，且平均直徑較小。總生

物量乾重部分，五股較龍崎樣區甚低，顯示五

股綠竹筍生產竹農嚴格實施留母株作業。而二

試驗地之1、2年生的齡級之間的總生物量並無

顯著差異，但龍崎樣區的3年生竹總生物量較

1、2年低。五股樣區之綠竹林生長與生物量較

龍崎樣區低，可能係因經營方式、氣候條件以

及綠竹品系不同而導致的差異，但是否五股綠

竹農為求生產高品質竹筍而寧可降低生產量，

未來仍需更進一步調查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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