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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田間管理作業

第六節　遮雨設施簡介

何 韻 詩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

外銷國蘭從繁殖到採收出貨約為2年，快則1.5年。裸根包裝時是以

芽數計算，一叢至少3個芽為1株，小芽的高度要超過拳頭以上；賞花

的品種如果帶有剛抽出的花梗，則會提升價值。賞葉的藝蘭要求葉片白

藝化的部份占高比例，並且和綠色對比鮮明；而栽培環境氣候是達到這

些條件的關鍵。台灣從平地到高海拔地區的氣候類型，可以適合不同品

種國蘭的生長和栽培。在中南部山區多霧、冷涼和日夜溫差大的氣候，

加上清潔的水質，形成天然的優良栽培環境。適合國蘭生長的環境為遮

陰、冷涼氣溫和較高的空氣濕度。其中四季蘭類需要較高的光度，而報

歲蘭的光度較低；春蘭則需要較低溫的環境。

台灣外銷國蘭的主要生產地區在南投、台中、嘉義、高屏等地，業

者依照當地氣候各有其特定品種；目前多數使用兩層遮光網的設施，上

層固定式遮光65 ~ 80%，下層活動式遮50%。灌溉系統都是噴灑式。這

種設施在雨季時，病蟲害和雜草的控制完全仰賴噴灑農藥，但是效率不

高。另外因為無法控制水分和溫度，不能確實的進行花期調節。使用遮

雨棚的業者則認為由於設施造成溫度升高、通風和濕度降低，而降低國

蘭的品質。

設施的功能是保護植物不受天災和病蟲害，另一目的是進行產期調

節。為了達到以上某一項功能，所使用的資材常會對別的功能造成負面

的影響。例如遮雨、擋風、保溫和防蟲的設施常會妨礙通風散熱和而無

法降溫，反過來也是。遮光可以降溫，然而對需要高光照的植物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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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越多的設施，當然越昂貴，但是不保證植物就會長得好。重點還是

栽培者的技術。在提高品質產量和節約成本的前提之下，除了選擇適當

的設施和設備，還要配合管理的技術，才能達到最高的生產效率。

設施的種類從簡易的遮光網、遮雨棚、簡易塑膠布錏管溫室，到環

境控制的精密溫室，盆栽的觀花和觀葉植物、及蝴蝶蘭應用環控設施栽

培已經多年，各種不同設施系統的利弊足供參考；以下為溫室栽培場的

規劃原則，並且簡介較適合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遮雨設施。

一、地點選擇

1.氣候條件：適合植物的自然氣候可以顯著減少環控所需成本。

2.供水量和水質分析：選擇場地前須先進行灌溉水質檢測，檢測項目有

酸鹼度、鹽度、離子成分、硬度、和微生物含量。根據水質調整施

肥的成分和比例；如果長期噴灑高濃度硬水會在葉面留下白粉狀的水

垢。

3.地形環境：場地的坡度會影響光線、通風、搬動物品的效率和地面排

水情況。周圍的遮陰物體例如樹木，它們對微氣候的影響包括遮陰、

增加空氣濕度、降溫、妨礙通風、和蘊藏病蟲害等。

4.方位：設施的屋脊橫樑和遮光網等懸掛的物品會形成陰影，每日和周

年設施內光線和陰影的移動，影響產品的整齊性和型態。台灣區設施

的屋脊以南北向為宜，山區則以單面屋頂採光較佳。

5.人力來源：除了薪資外，要考慮員工的穩定性和專業能力程度。

6.交通和運輸方式、與市場的距離。

7.擴展空間：栽培區集中可以提高營運的效率。

二、栽培場配置規劃

依照優先順序的考慮原則：1.適合植物生長 2.提高工作效率、舒適

性 3.安全性、不污染環境 4.低建造及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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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施栽培場

場內以功能和設備可劃分為：工作區、作物生長區、灌溉水處理區

等（圖1）。

1.工作區 
　本區面積約佔生長區的 7.5~13%。其用途包括；

　(1)辦公室、休息室、洗手間。

　(2)儲藏室

農藥和肥料必須分開儲藏在陰涼乾燥的環境，不同藥品不要堆

疊在一起。根據環境安全的規定，藥品的儲藏室要通風和上鎖。介

質和盆器等資材儲藏區應避免病蟲害的污染。

(3) 上盆區：包括介質製備工作空間。

本區的衛生條件對植株的初期成活率和生長速度有決定性的影

響。在受到病原污染的工作環境下，或使用帶病原的植株、舊盆子

和介質，會擴大以後病害的侵襲和增加防治的成本。

一般盆栽的栽培場，尤其用無土栽培介質的業者，因為資材

多數經過清潔加工，價格較高，操作過程中盡量避免與地面接觸，

免得遭污染而浪費了投入的成本。其中要求最嚴格的是輸美的蝴蝶

           圖1.栽培場各區域規劃配置。（Aldrich and Bartok, Jr., 1994）           圖1.栽培場各區域規劃配置。（Aldrich and Bartok, J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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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為了達到檢疫標準，消毒介質和上盆的步驟均有嚴謹的流程，

以期達到無介質傳播的病蟲害。因此也可以減少栽培場內農藥的施

用。

舊盆子重複使用前要消毒，清潔或消毒過的資材最好不要和

地面接觸。在合乎人體工學的桌子和椅子上工作，不但提高工作效

率、避免工作傷害，又可以延長連續工作的時間、避免植株和資材

被污染。

　(4)包裝、裝卸貨區

包括清理、消毒產品等包裝的前處理。國蘭場通常就是上盆

區。

　(5)垃圾場

應該嚴格施行垃圾分類；感染病蟲害的植株、介質和盆子應做

隔離，使用特別的容器裝運，並且盡快清除銷毀。

2.作物生長區

即設施或溫室區。國蘭多數喜好通風的環境，根據蝴蝶蘭業者的

經驗，通風良好可以降低病害的問題。而我個人認為通風也可以減少

葉面長青苔；在通風的情況下，植物在較高的氣溫仍能正常生長。生

長區內光線要均勻，否則會造成植株生長不整齊。

平時避免因人和物品進入溫室時攜帶污染源，所以生長區應該避

開交通繁忙的道路。在生長區周圍建築適合深度和寬度的排水溝，可

以兼具排水和隔離爬蟲類的功能。

3.灌溉水（及液肥）處理區

灌溉水源包括山泉水、地下水、和溪水等。水質和水量隨旱季、

雨季而變動。有些地區旱季灌溉水的酸鹼度超過7.2，會造成植株生理

障礙。抽水入蓄水池前的基本處理是過濾固態雜質。溪水含微生物的

比例較高。為了管理方便和提高馬達等的使用效率，灌溉管路系統都

是分栽培區操作。有的業者將液態肥直接加入灌溉系統，所以要計算

養液調配桶的容積。



106

國蘭 國蘭 生產作業手冊生產作業手冊

四、設施的種類

從台灣發展設施園藝以來，為栽培不同作物而引進的或自行開發的

設施種類繁多，以下簡介設施的主要構造類型、和較普遍的或較適合栽

培國蘭的遮雨設施種類。

1.山型溫室

基本架構為以兩個等距的屋面為一個單位。傳統的規格屋面

較大、屋脊和屋簷的高度差距較大，又稱為A型溫室（A - f r a m e 
greenhouse）（圖2）；一組屋面的跨距最寬可達12.5 m。由於屋頂與

外面的接觸面積較大，散熱較快；而且屋頂下的空間較大，較能緩衝

室內溫度的上升。屋頂的覆蓋材料有玻璃、塑膠浪板和塑膠膜等。玻

璃經久耐用，對於太陽光質的影響最少，但是單位面積小又較重，和

面積較小的浪板，在屋面上的接合處較多，需要較多的橫樑來支撐覆

蓋材料，而形成陰影。使用塑膠製覆蓋材料重量較輕，可以減少支架

的用量；尤其是塑膠膜。

屋脊兩側可以裝設扇形開閉的通風窗戶。南投縣仁愛鄉的小品盆

花栽培場由三個山形屋頂連棟，每個跨距9.5 m，只有中間的屋脊可以

開啟，自然通風良好；週邊以捲簾式塑膠帷幕保溫和防風（圖3）。

圖2.山型力霸塑膠型（A frame, Gable）連棟溫室（農委會農糧署公告農業圖2.山型力霸塑膠型（A frame, Gable）連棟溫室（農委會農糧署公告農業

溫室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21日）溫室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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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芬式溫室（Venlo house）

這種溫室發展自較寒冷的荷蘭。以2到4組小面積的山形屋頂為一

個單位，共用2組支柱（圖4），屋面的規格配合覆蓋材料的寬度，減

少接合的位置，增加氣密性和透光度，並且施工方便；但是連接屋簷

的排水溝數量增加。常用的規格為兩屋面跨距3.2 m。有一種設計可用

兩個馬達將整個屋面從屋脊開啟，由一個馬達控制所有同一方向的屋

面，但是需要特製的傳動軸和關節。

圖3.山型塑膠布錏管連棟溫室，有3個屋脊中間的一個用馬達開閉。（南投圖3.山型塑膠布錏管連棟溫室，有3個屋脊中間的一個用馬達開閉。（南投

縣仁愛鄉的小品盆花栽培場）縣仁愛鄉的小品盆花栽培場）

圖4.芬式（Venlo type）連棟溫室，屋頂上方支架為外遮光網用圖4.芬式（Venlo type）連棟溫室，屋頂上方支架為外遮光網用

（農委會農糧署公告農業溫室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農委會農糧署公告農業溫室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
21日）。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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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鋸齒狀設施（Sawtooth）

由單斜背溫室為單位數個連接，兩個屋面連接處的垂直落差面，

為自然通風口，可用捲簾式塑膠幕保溫，常用於溫暖的地區（圖5）。

在高緯度地區，屋面全部朝南，爭取最大的日照；在低緯度地區，還

要配合夏季的風向來增加散熱效率；在山坡地區，一般屋面與坡度平

行。

4.拱型設施（Arch or gothic）

主要以錏管和塑膠布架設，由於塑膠布質輕且面積大，屋頂的支

架最少，透光率是最高的，而氣密性也最高（圖6）。屋面的跨距最大

可達10公尺，建造單價是所有設施中最低。獨棟小型屋頂高2.5 m的溫

室容易自行架設，常用於冬季作物保溫，全日照下內部升溫快速，夏

圖5.單斜背（單面屋頂，Lean-to）連棟溫室（農委會農糧署公告農業溫室圖5.單斜背（單面屋頂，Lean-to）連棟溫室（農委會農糧署公告農業溫室

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21日）。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21日）。

圖6.圓頂力霸塑膠型（拱型，Arch）連棟溫室，上方為遮光網用支架（農委圖6.圓頂力霸塑膠型（拱型，Arch）連棟溫室，上方為遮光網用支架（農委

會農糧署公告農業溫室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21日）。會農糧署公告農業溫室標準圖樣，中華民國96年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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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最高可超過50 ℃。大型溫

室用較粗口型鋼做支架，頂

高4.5 m以上，可加裝水強風

扇降溫系統，是台灣目前蝴

蝶蘭產業應用數量最多的形

式。

南投縣信義鄉地區依照作

物植床的行距，使用小跨距的

拱型連棟溫室栽培番茄和青

椒，屋簷之間開放為自然散熱

口，並且省略了排水溝（圖

7）。

5.其他類型

以下的溫室架構設計主要是促進自然散熱。

　(1)拱型太子樓式溫室

連棟拱型溫室頂端的塑膠布留約50 cm間距散熱，其上方另做

一層小屋頂遮雨（圖8）。小屋頂的支架小而接點多，載重力較小

並且建造較費工。

圖7.南投縣信義鄉栽種番茄和青椒的小跨距圖7.南投縣信義鄉栽種番茄和青椒的小跨距

拱型連棟溫室，拱型之間是開放通風拱型連棟溫室，拱型之間是開放通風

口。口。

         圖8.塑膠布錏管架構拱型太子樓溫室，高雄地區切花玫瑰用設施。         圖8.塑膠布錏管架構拱型太子樓溫室，高雄地區切花玫瑰用設施。



110

國蘭 國蘭 生產作業手冊生產作業手冊

　(2)雙層拱型錏管塑膠布溫室

屋頂做兩層拱型錏管支

架，下層的塑膠布頂端留散

熱間距；上層的支架中間鋪

塑膠布擋雨，同時可加蓋遮

光網（圖9）。

　 (3)山型高低落差屋脊設施

兩個屋面在屋脊處上下

錯開的開口促進自然散熱，

為早期蘭園常用的設施，力

霸鋼架構耐用25年以上，工

作人員在上方清理維修較安全。覆蓋材料可以選擇硬質浪板或塑膠

布（圖10）。

以上3種設施，在屋頂通風處如果兩層的重疊較少，豪雨時會

有些水飛濺入內。

　(4)高底拱型屋頂塑膠布錏管溫室

拱型屋頂重複以兩個高度分段連接，視溫室的全長分配每段長

度，連接處上下重疊並且開口散熱，雨水不會由此進入。塑膠布分

段鋪蓋，減少強風時的張力和破壞面積（圖11）。

圖9.新竹香山水耕場的雙層拱型錏管塑膠圖9.新竹香山水耕場的雙層拱型錏管塑膠

布溫室。布溫室。

圖10.力霸鋼架構的山型高低落差屋脊設施，屋頂有遮光網用的簡易鐵架；圖10.力霸鋼架構的山型高低落差屋脊設施，屋頂有遮光網用的簡易鐵架；

位於屏東科技大學校園。位於屏東科技大學校園。



　(5)捲揚式屋頂

山形的屋頂架構上，塑膠布以捲簾的方式由屋脊向兩邊屋面展

開，或捲收回來。一個行程約需6分鐘，連棟溫室依照馬達的能力

分批進行。由於塑膠部不能用壓條固定，颱風來時必須捲起來，以

免吹毀。屋脊處上下錯開做散熱口（圖12）。

111

第三章　田間管理作業 第三章　田間管理作業 

圖11.高底拱型屋頂錏管塑膠布溫室，位於屏東科技大學校永續農業研究農圖11.高底拱型屋頂錏管塑膠布溫室，位於屏東科技大學校永續農業研究農

場。溫室的兩端一定是低屋頂。場。溫室的兩端一定是低屋頂。

圖12.山型連棟溫室屋頂覆蓋捲揚式塑膠布的展開過程。南投縣的虎頭蘭栽圖12.山型連棟溫室屋頂覆蓋捲揚式塑膠布的展開過程。南投縣的虎頭蘭栽

培場。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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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獨棟溫室與連棟溫室比較

獨棟溫室：自然通風良好、容易隔離病蟲害蔓延；內部微氣候（光線、

溫度等）較容易受外面環境影響，較不穩定。單位面積造價

較低。土地面積使用率較低，使用自動化設備的效率較低。

連棟溫室：內部微氣候（溫度、溼度）較穩定，但是大面積下則無法自

然散熱，尤其是大面積接近正方型的配置，中央位置空氣不

易自然流動。必需使用風扇等耗能的環控系統。不容易隔離

病蟲害區域。土地使用率高，適合架設自動化設備，進行規

格化量產、提高生產效率。

建　　議：折衷上列二者的優點，連棟式的溫室單位數不宜過多，自然

散熱需要計算冷熱空氣進出口的面積比例和高低落差，設施

外與其他建築或物體間需要適度的通風距離。

六、設施覆蓋材料

溫室專用的覆蓋材料選擇時的考量項目：耐候性、透光率衰退速

度、紫外線透過率、防塵、不結露、和隔熱效果。一般溫室的覆蓋材料

有玻璃、塑膠布、和塑膠板等。有的材料可以過濾不同波長的光線，而

會影響植株的高度、葉片硬度、分枝數量和花色，也會影響室內溫度，

對於國蘭生長的實際效果仍待實驗確定。材料本身的品質差異性和價格

在選擇時也應評估。

七、遮光網

國蘭適合生長於遮陰的環境，光量360~600 μmol · m-2 · s-1，全日照

則超過1300 μmol · m-2 · s-1。在不傷害植物的前提下，也就是不會造成'
日燒'的範圍內，較高的光量較能增加光合作用率。因此遮光網應該就季

節氣候變化、具有機動性調整的功能，一般需要2層遮光網才能達到效

果。不同材質和架設方法的遮光網（設施外或內，全罩式或留通風口）

還有降溫、保溫和絕緣的功能。遮光網的控管設定是栽培者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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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傳動設備收放的遮光網，可以每天依日照和時間來控制；環控溫

室內還要配合溫度的設定。

遮光網的顏色與功能：

黑色－最普遍使用，較便宜，會吸熱。

銀色－能反射光線，促進光合作用，不吸熱。

白色－溫室內用、能反射光線，促進光合作用，不吸熱，可兼作保溫隔

熱幕。

濾紅外光遮光網－可以抑制植株高度，降低設施內溫度。

內、外遮光網功能說明：

外遮光網－在屋頂上方，減少進入溫室的熱源，降溫效果較好。遮光網

與屋頂之間保持距離可以促進通風散熱。

內遮光網－有的含隔熱塑膠膜，可以阻擋熱氣往下擴散（圖13）。

八、絕緣裝置

1.雙層塑膠膜圍牆或屋頂：利用兩層透明膜之間的靜止氣體隔熱，並且

具有折射光線的效果，使設施內的光線分布較均勻。常應用在人工加

溫或降溫的設施中。

2.塑膠捲簾：機動性覆蓋溫室周圍、水牆、和門，主要是保溫用。

圖13.水牆風扇降溫系統的負壓風扇(左)和內循環風扇(左、右)，水牆(右)、內圖13.水牆風扇降溫系統的負壓風扇(左)和內循環風扇(左、右)，水牆(右)、內

遮光網(左)、和上方隔熱膜(右)。左圖紅色方形為柴油加溫機。遮光網(左)、和上方隔熱膜(右)。左圖紅色方形為柴油加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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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好的設施，夏季冷氣降溫或冬季加溫的效率較高，但是一般無

法自然通風散熱。

九、降溫方法

1.自然通風：適用於獨棟或較窄長型的溫室（圖14）。

2.遮光網或隔熱膜。

3.排熱風扇：在溫室外牆上的較大型負壓風扇，將室內熱空氣排出，同

時帶動室外空氣從另一端進入（圖13）。為了提高換氣的效率，溫室

周圍除了進氣口外，其餘牆壁應封閉，而風扇和入氣口的距離要依前

者的功率而定。

4.內循環風扇：用於大型溫室或密閉溫室。是較小型的風扇，在植株的

上方，促進空氣流動和葉面蒸散作用（圖13, 14）。

5.蒸散式降溫：包括水牆風扇降溫系統（fan-and-pad）（圖13）和細霧

降溫系統（fog）；利用水分子蒸散時吸熱降溫，空氣相對濕度低時，

效果較佳。

6.冰水機：夏季用低溫處理進行促進花芽分化，當氣溫要降到低於20 ℃
時，比較節省電費的方法是夜間以離峰電力將水降溫儲存（15 ℃）、

白天吹冷風。這時溫室的絕緣措施必須非常嚴密，以免成本過高（圖

15）。

圖14.拱型塑膠布錏管連棟溫室，周圍設防蟲網和捲揚式塑膠幕，左圖中間較圖14.拱型塑膠布錏管連棟溫室，周圍設防蟲網和捲揚式塑膠幕，左圖中間較

高的屋頂是散熱口；裡面用內循環風扇促進空氣流動。(雲林虎尾花卉產高的屋頂是散熱口；裡面用內循環風扇促進空氣流動。(雲林虎尾花卉產

銷班)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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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溫系統

1.保溫幕和雙層圍牆：以隔熱絕緣的效果，保存日間的熱能在溫室中和

減少加溫時散熱。蕙蘭適合較涼的溫度，這種方式應可達到冬季促進

生長效果。

2.柴油加溫機：較小型，分散放置在各溫室內，以熱空氣加溫（圖

13）。

3.重油加溫機：中央鍋爐燃燒加溫，再將熱空氣分送各處。

十一、地面材料

地面的材質影響整個溫室內的微氣候和環境衛生。以目前的環保訴

求，溫室設施的地面應該不破壞原有的土壤結構，拆除設施時，地面應

該能復原為植物能生長的情況。

1.碎石地面：排水透氣，有自動穩定溫度和空氣濕度的效果。有的場只

在走道鋪碎石，栽培床下方以自然的苔蘚類覆蓋，達到穩定效果，平

時維護需要注意雜草和病蟲害的控制。

2.雜草抑制蓆地面：較為經濟，但是黑色會吸熱和散熱，升高周圍的溫

度；排水速度視下面的土質而定，鋪蓋前應先做好排水措施。

圖15. (左)蝴蝶蘭低溫催花房的冰水管和送風機(一心蘭園，2009)。(右)洋桔梗圖15. (左)蝴蝶蘭低溫催花房的冰水管和送風機(一心蘭園，2009)。(右)洋桔梗

幼苗的15 ℃低溫春化處理冷房(松賀園藝，2010)。兩者均用雙層塑膠膜幼苗的15 ℃低溫春化處理冷房(松賀園藝，2010)。兩者均用雙層塑膠膜

隔熱。隔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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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泥地面：容易清洗管理，但是失去上述緩衝微氣候的功能，會因為

輻射熱而增加溫度，在山坡地要注意逕流。

目前還缺乏針對遮雨設施內栽培國蘭的試驗報告，沒有數據比較國

蘭在那一種設施、環控系統、配合什麼介質和灌溉管理制度下，生長最

好，並且進行生產率（良品率）調查和成本分析。我們可以參考蝴蝶蘭

的經驗，再調整為適合國蘭的模式。在目前節能減碳的環保訴求之下，

我們要如何發展"綠能"栽培技術，才能建立"永續經營"的產業？當我們

決定溫室種類的時候，應根據以上討論各項目的綜合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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