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仙草，相信生長於台灣的大家應該都對它

很熟悉，無論是夏天的仙草冰或是冬天的燒仙

草，仙草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不可以或缺的

角色。仙草，是少數原生於台灣的作物。但因

進口仙草的成本與價格低廉，大量吞噬國產仙

草的市場，所以大家平常市面上吃到的各式仙

草產品多為進口仙草製作而成。農委會為活化

休耕農地，提高國家糧食及農產品自給率，鼓

勵休耕農地栽培進口替代作物，2014 年起將

仙草納入轉 ( 契 ) 作進口替代作物補貼項目，

每公頃休耕地轉 ( 契 ) 作仙草，可獲 45,000 元

補貼，有機栽培另加 15,000 元，大佃農再加

10,000 元。期望可以增加台灣本土仙草栽培面

積，提高國產仙草自給率。

仙草之生育環境與性狀

仙草為唇形花科仙草屬草本植物，原產於

台灣本島中低海拔地區，性喜溫暖濕潤，不耐

低溫。早期台灣田野山麓，甚至農田旁邊田埂

上便可發現野生仙草蹤跡，所以仙草另一俗稱

為田草。但因數十年來除草劑的廣泛使用、人

為的採集以及外來強勢植物競爭等因素，讓原

生於台灣的仙草，野生族群從台灣田野快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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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野生的仙草已越來越不容易見到。但仙草

利用性佳，已普遍被人為栽培利用，尤以客家

聚落常可見到仙草的栽培利用。

仙草外觀性狀變異大，植株形態有直立

型、半直立型及匍匐型，莖方形，被毛，紫紅

色或綠色。葉對生，葉片狹卵形或卵形，葉緣

具鋸齒。花為輪生總狀花序，顏色為白色、淡

紫色或紫紅色。

仙草有機栽培簡介

一、選地：仙草喜濕潤，種植仙草宜選擇灌溉

方便或水源無虞之土地，前期為水田者，

可降低雜草及病蟲害之發生，以水旱輪作

為佳，土壤酸鹼度以偏酸性為宜。

二、種植時期：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扦插，取

二至三節枝條為插穗，扦插育苗約 1 個

月，根系發育完整後。於 3 月中旬至 4 月

中旬溫度逐漸回升，即可定植於田間。自

行育苗的取穗母本前一年應修剪花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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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炎炎夏日仙草茶配仙草冰消暑又退火

2  不使用除草劑，以砍草方式除草而倖存的野生
仙草植株

3  直立型仙草植株形態

4  匍匐型仙草株型

5  2 月中旬至 3 月中旬取仙草頂芽 2-3 節扦插育
苗情形

開花，或是過年後直接跟

育苗業者訂購。

三、整地：視土地實際情形需

要調整，若為長期休耕

地，至少需整地 2-3 次，

每次間隔約兩週，讓雜草

殘株腐爛並消耗土壤中雜

草種子，最後一次整地完

成後作畦，畦面寬約 1 公

尺，並做好田間排水。為

便於後續雜草管理，可鋪

設銀黑塑膠布，抑制雜草兼具土壤保濕。

四、肥培管理：施肥量需視土壤肥力而定，

依據作物施肥手冊仙草三要素推薦量為

N:P2O5:K2O=130-150:40-60:60-80。若以

有機質肥料取代化學肥料，其施用量可依

下列公式估算而得：有機質肥料施用量 (
公斤 )＝氮肥推薦量×(100÷堆肥乾物中

氮素成分 )×(1÷ 堆肥乾物含量 %)×2.0
或 1.25。 以 N:P2O5:K2O=4.9:2.1:1.9 含

量之有機質肥料為例，每公頃約需 5,500- 
6,500 公斤，可於基肥一次施用，施用時

間於定植前半個月均勻撒布，並隨即整地

掩埋入土。

五、行株距：仙草採一畦一行，一穴一株方式

種植，行距 1.2 公尺 ( 半直立型 ) 或 1.4
公尺 ( 匍匐型 )，株距 0.6 公尺 ( 半直立

型 ) 或 0.9 公尺 ( 匍匐型 )，每公頃種植

約 7,940-11,90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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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灌排水管理：仙草性喜濕潤，尤以定植後，

應立即灌溉。生育期間應保持濕潤，以利

生長。但若積水根系缺氧，會導致生長遲

滯、葉片脫落，甚至腐爛。因此整地時，

應做好田間排水，避免發生積水情形。

七、病蟲害管理：仙草生育期間無嚴重病蟲害，

一般無需特別病蟲害防治，適合有機栽

培。

八、收穫：植物一般在開花前期，次級代謝物

含量較高，故仙草以頂芽及腋芽長出花蕾

時為採收適期。台灣南北部採收時間不

同，南部約 8 月底至 9 月初，北部在 10
月中旬前採收，東部採收期約在 10 月中

上旬。因採收後需乾燥，採收時以連續晴

朗天氣為佳。收穫時以從基部切斷，以減

少砂土雜質。仙草乾燥葉片易脫落，曝曬

時下方可墊帆布或尼龍網，曬乾後綁成小

捆或以方形空箱擠壓成長方體，再以繩子

捆緊，置於儲藏室內，保持通風乾燥，避

免受潮發霉。今仙草也有類似茶葉採收方

式，可多次修剪上方枝葉，經烘乾切碎等

處理，縮短仙草熟成時間。

九、儲藏：傳統上，仙草乾草通常會經一段儲

藏期間後，可提高仙草的凝膠強度及香

氣。儲藏場所應選乾燥通風之場地，底部

墊高保持通風，並在仙草乾草上覆蓋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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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仙草採一畦一行，一穴一株方式種植，行距 1.2 公

尺 ( 半直立型 ) 或 1.4 公尺 ( 匍匐型 )，株距 0.6

公尺 (半直立型 )或 0.9 公尺 (匍匐型 )

7  收穫後乾燥，以方形空箱擠壓成長方體，再以繩子

捆緊，置於儲藏室內，保持通風乾燥，避免受潮發

霉

8  在田埂上復育原本就生長於田埂的仙草 ( 田草 )，

不僅可間作增加收益，還有景觀與生態功能

9  果園下栽培仙草，不僅可增加收益，還可減少其他
雜草生長，一舉數得

10  仙草開花，花數眾多，有淡紫色至紫紅色，媲美薰

衣草

11  仙草開花時，吸引大量蜜蜂前來覓食

12  宜蘭青農何政儒初次嘗試仙草栽培，覺得仙草栽培

不難且省工，開花壯觀漂亮

13  花蓮青農楊道明首次栽培仙草，覺得仙草開花就像
「台灣薰衣草」，未來可配合當地觀光休閒，還吸

引大量的蜜蜂，「仙草蜜」似乎也是個特色

塑膠布以防潮濕變質。因為仙草乾草一般

需要經過儲藏時期，所以和其他農產品需

在新鮮時銷售不同，有較長的儲架壽命，

可調節產銷壓力，但需要有可以儲藏的空

間。

仙草的用途與功能

一、食用功能：仙草是少數冷、熱、甜、鹹都

合宜的食材，夏天「仙草茶」、「仙草凍」

清涼退火，也可煮成暖暖的「仙草雞湯」，

冬天更是一定要吃「燒仙草」。有許多以

仙草為主軸的店家，開發多樣化的仙草餐

點如「炸仙草」、「仙草水餃」、「仙草

粄條」、「仙草年糕」等。

二、保健功能：仙草的清涼退火、解渴消暑功

能，最廣為人知，許多農友表示夏天喝仙

草茶，有助於預防中暑。許多本草書籍中

有相關記載，如本草求原記載「清暑熱，

解臟腑結熱毒。治酒風。」中國藥植圖鑑

記載：「為清涼解渴除暑劑，全草煎服治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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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功能：仙草植株型態多樣，有直立型、

半直立型及匍匐型，有些植株形態優美，

可應用於庭園花壇。仙草開花時，抽出大

量淡紫色、紫紅色花序，猶如薰衣草花田

般，極具景觀功能。

四、生態功能：仙草田開花時，嗡嗡聲不絕於

耳，西洋蜂、中國蜂齊來採花蜜、花粉。

仙草花不僅讓蜜蜂回來了，小灰蝶、蜻蜓

和食蚜蠅也來湊熱鬧，蜘蛛悄悄地在一旁

守候。仙草花讓蕭瑟的秋天，豐富活潑起

來。

五、水土保持功能：早期仙草常見於田埂邊坡、

果園下層，覆蓋土壤表面，減少雨水逕流

沖蝕土壤。仙草匍匐走莖的不定根可以抓

住土壤，保護水土，有助於調節土壤微氣

候與微生物環境。

結　語

仙草利用方式多元，國內需求量大，加上

仙草栽培管理粗放，是有機栽培不錯的選擇。

另仙草植株型態優美，開花時花數眾多，大量

的紫色花穗可媲美薰衣草。開花時會吸引大量

蜜蜂前來，是很好的蜜源植物，兼具景觀與生

態功能。匍匐型的仙草更可以種植在梯田邊坡

或是果園中，當做水土保持地被植物。仙草是

兼具飲食、保健、觀賞及生態等功能之臺灣原

生植物，是活化台灣休耕農地的好選擇。

14  西洋蜂 (左 )與中國蜂 (右 )都前來採集仙草花蜜
與花粉，蜘蛛也來覓食

15  仙草開花吸引多樣化的昆蟲前來覓食 (a: 蜻蜓；
b: 蜘蛛；c: 食蚜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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