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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徐光啟著《甘藷疏》 

對農業生產科技之貢獻 
 

劉昭民 

（本會會員，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 

 

摘要 明末徐光啟對西方科技之介紹和引進，有很大的功勞，而且對甘藷的移植和推

廣，也有很大的貢獻。本文首先將略述徐光啟在農業科學技術的貢獻，再敘述他從福建

移植到上海，並在江南推廣種植，並於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 年）撰成《甘藷疏》的這

一本中國最早的甘藷專書，對我國農業科技的發展有巨大的貢獻。本文將就《甘藷疏》

的內容分敘源、傳種、種候、土宜、耕治（附淤蔭）、種栽、壅節、移插、剪藤、收採、

製造、功用、救荒等分別加以評論，可以了解徐光啟對甘藷之研究，相當深入，對甘藷

與民生之關係相當瞭解，對明末救荒的功效起了相當巨大的作用。 

 

關鍵詞：甘藷的傳播、傳種、種候、土宜、耕治、種栽、壅節、移插、剪藤、收採、製

造、功用、救荒。 

 

一、前言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進入小冰河期，長期乾冷不

雨的氣候，造成連年農業歉收，饑殍遍野，外有倭寇

騷擾沿海地帶以及滿洲人寇邊，內有白蓮教、張獻

忠、李自成之亂，內憂外患交逼而來，徐光啟（見圖

一）一面接觸西方傳教士所引進之西方科技，一面勤

研農業科技，於明熹宗天啟 3年（1628年）完成《農

政全書》六十卷巨著，（先前也有《甘藷疏》、《種竹

圖說》、《種棉花法》等書），本文就《甘藷疏》的內

容作概略分析。 

 

二、《甘藷疏》的內容和概略分析 

徐光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 年）所著

《甘藷疏》一卷（見圖二），共分十三小節，是我國

歷史上最早的甘藷專書，茲將卷內敘源、傳種、種候、

土宜、耕治、種栽、壅節、移插、剪藤、收採、製造、

功用、救荒等小節之內容，分別加以論述和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劉昭民，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原始會員，本會創始會員，電郵：

nuihy@pchome.com.tw。 

圖一、徐光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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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源 

薯有二種：其一，名山薯，閩、廣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則土人傳云：近年有人，

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

種移植，略通閩、廣之境也。兩種莖葉多相類，但山薯植援附樹乃生；番薯蔓地生。山

薯，形魁壘，番薯，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薯甚甘，山薯為劣耳。蓋中土諸書所言薯者，

皆山薯也。 

薯蕷與山薯，顯是二種；與番薯為三種，皆絕不相類。 

按徐光啟首先指出，山薯本來是福建廣東兩省所固有的農作物，後來有人取薯絞入

汲水繩中，偷渡入境福建廣東，和山薯莖葉相似，而山薯種植附樹而生，蕃薯則在地面

上蔓衍，長出來得山薯呈大塊狀，而番薯長出來是圓長形，味道則以番薯最甜美，山薯

較差，中國所產的都是山薯，還有一種叫做薯蕷，但都不如番薯，所以他就請友人由福

建帶來番薯並在上海附近試種，並一舉成功，並推廣種植，幫助解決國內饑荒問題。 

（二）傳種 

其藏種有二法：其一，傳卵，於九十月間，掘薯卵，揀近根先生者，勿令傷損，用

軟草苞（包）之，掛通風處，陰乾。至春分後，種之。其一傳藤，八月中，揀近根老藤

剪取，長七八寸，每七八條作一小束。耕地作埒（短矮之垣）。將藤束栽種如畦韭法，

過一月餘，即每條下生小卵，如蒜頭，冬月畏寒，稍用草器蓋，主來春分種，若原卵在

土中者，冬至後無不壞爛也。 

 藷根極柔脆，居土中甚易

爛，風乾收藏，不宜入土，又不

耐冰凍也。余從閩中市種北來，

秋時用傳藤法，造一木桶栽種於

中，至春全桶攜來過嶺分種必

活，春間攜種，即擇傳根者持來，

有時傳根或爛壞，不壞者生發亦

遲，惟帶根者力厚易活，生卵甚

早也。 

 藏種三法，其一以霜降前擇

於屋之東南，無西風有東日處，

以稻草疊基，方廣丈餘，高二尺

許，其上更疊四圍，高二尺而虛

（空）其中，方廣二尺許，用稻

穩襯之。置種焉，復用穩覆之，

縛竹為架，籠罩其上，以支上覆

也。上用稻草高垛覆之，度令不

受風氣雨雪乃已（止）。又一法稻

圖二、《甘藷疏》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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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襯底一尺餘上，加草灰盈尺，置種其中，復以灰穢後覆之，上用稻草苫（蓋）之，令

極厚，二法藤卵俱合並安置，俱得不壞，而卵較勝，又以磁盆於八月中移栽至霜降，如

前二法藏之，亦活，其窖藏者乃壞爛也。 

 藏種之難，一據濕，一據凍，入土不凍而濕，不入土不濕而凍，向二法令必不受

濕與凍，故得全也。若北上風氣高寒，及厚草苫（蓋）蓋，恐不免冰凍，而地窖中濕氣

反少，以是下方仍著窖藏之法，冀因愚說消息用。 

 北方種藷未若閩廣者，徒以三冬（冬季）冰凍，留種為難耳，欲避冰凍，莫若窖

藏。吾鄉窖藏又忌水濕，若北方地高，掘土丈餘，未見水濕，但入地窖，即免冰凍仍得

發生，故令京師窖藏菜果，三冬之月，不異春夏，亦有用法煨藝，令冬月開花結蓏者，

其收藏藷種，當更易於江南耳。則此種傳流可令天下無餓人也。 

 復有一間人說留種法，於霜降前剪取老藤作種，先用大罈，洗淨曬乾或烘乾，次

剪藤曬至七八分乾，用乾稻草殼襯罈，將藤蟠曲置稻草中，次用稻草殼寒口，先掘地作

坎，量濕氣淺深，令不受濕，深或二尺許淺或平地，先用稻草或礱糠鋪底，厚二三寸，

將罈倒卓其上，次實上滿坎，乃填高，令罈底上高四五寸，至來年清明後取起，即罈中

已發芽矣！是說疑諸方俱可用，並識之。 

 閩中藏種藤卵，俱曬七八分乾收之，向後南北收藏，俱宜用乾者，或半用不乾者

雜試之。 

 按入冬後，天冷不宜種甘藷，所以要留種於來春再蕃衍生長，留種有兩種方法，

一是留卵（塊根），另一是傳老藤，一束束地加以包裹，等來春時再種。 

（三）種候（種植的季節） 

藏種必於霜降前，下種必於清明後，更宜留一半於穀雨後種之，恐清明左右尚有薄

凌微霜也。 

藷苗二三月至七八月俱可種，但卵有大小耳。凡藷二三月種者，其占地也，每科間

隔方二寸有半，而卵偏焉。四五月種者，地間隔方二寸，而卵偏焉。六月種者，地方一

步有半。七月種者地方一步，而卵皆偏焉。八月種者，地方三尺以內，得卵細小矣！種

之疏密略以此準之。方二步者，畝六十科也。方一步有半者，畝一百六有奇也。方一步

者，畝一百四十科也。方三尺者，畝九百六十科也。九月畦種生卵，如箸如棗擬作種。

此松江法也。北方早寒，宜早一月算，又再視天氣寒暖，臨時斟酌耳。 

按本節是說明番藷在上海松江地區試種的季節和種植的方法以及收獲的情形。 

（四）土宜 

種須沙地，仍需極肥。吾東南邊海，高鄉多有橫塘，縱浦潮沙淤塞，歲有開濬，所

開之土積於兩崖，此等高地，既不堪種稻，若種吉貝（木棉），亦久旱生蟲，種豆則利

薄，種藍則本重。惟用種藷，則新起之土皆是潮沙，土性虛浮，於藷最宜，特異常土。 

 或問藷本南產，而子言可以移植，不知京師南北以及諸邊皆可種之，以助人食否？

余曰：可也，藷春種秋收，與諸穀不異，京邊之地不廢種穀，何獨不宜藷耶？江南田吁

下者不宜藷，若高仰之地平時種藍種豆者易以種藷，有數倍之獲。大江以北，土更高，

地更廣，即其利百倍不蒂矣！倘慮天旱，則此種畝收數十石，數口之家止種一畝，縱災

其而汲井灌溉，一至成熟，終歲足食，又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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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徐光啟根據他種甘藷之經驗，認為甘藷極容易生長，只要是高亢沙地，加上施肥

就可以豐收，一畝可收數十石，終歲足食，不怕旱災了。 

（五）耕治附淤蔭 

臘月耕地，以大糞壅之，至春分後下種，先用灰及剉草或牛馬糞和土中，使土脈散

緩，可以行根。重耕地二尺許深。人家凡有隙（空）地，悉可種藷，若地非沙土，可多

用柴草灰雜入凡土，其虛浮與沙土同矣！即市井湫隘，但有數尺地仰見天日者便可種得

石許，其法用糞和土曝乾，雜以柴草灰入竹籠中，如法種之。 

按本文是說明蕃藷極容易種植，施肥也方便，只要在冬末耕地，以大糞壅之，到次

年春分後便可下種，施肥，非若沙土，則多加柴草灰雜入土中，就可以使番藷適宜生長。 

（六）種栽 

將藷種截斷，每長三二寸種之，以土覆深半寸許，大略如種薯蕷法，每株相去數尺。 

按這是說明栽種的方法，先將藷種截斷，每三二寸截一段，間隔數尺種一株。 

（七）雍節 

藷每二三寸作一節，節居土上，即生根種法，待延蔓時，須以土密雍其節，每節可

得三五枚。不得土，即盡成枝葉層疊其上，徒多無益也。今擬種法，每株居畝中橫相去

二三尺，縱相去七八尺，以便延蔓壅節，即遍地得卵矣。 

藷苗延蔓用土壅節後，約各節生根，即從其連綴處剪斷之，全各成根，苗不致分力，

此最要法。 

按這是分節間隔種植的方法，避免各節生根太多，以致生長太密。 

（八）移插 

俟蔓生盛長，剪其莖，另插他處即生，與原種不異。剪莖分種法，待苗盛枝繁，枝

長三尺以上者，剪下，去其嫩頭數寸，兩端埋入土，各三四寸，中以土撥壓之，數日延

蔓矣！ 

按這是移插番藷的方法，就是剪莖分別種植，蔓衍生長的方法，另有剪枝兩端埋入

土中各長三四寸，中以土撥壓之的方法。 

（九）剪藤 

早種而密者，宜謹視之，其去交藤。若枝節已遍，待生游藤者，宜剪去之，猶中飼

牛羊。 

按這是說，番藷早種而密者就要剪去，可以用來飼養牛羊。 

（十）收採 

至秋冬掘起，生熟蒸煮任用。卵八九月始生，便可掘食或賣，若未須者勿頓掘，居

土中，日漸大。南土到冬至，北土到霜降，須盡掘之，否則爛敗矣！ 

按前述內容所言，番藷自栽種後到秋冬掘起（南土到冬至，北土到霜降），須掘完，

否則將爛敗。 

（十一）製造 

造酒法，藷根不拘多少，寸截斷，曬晾半乾，上甑炊熟，取出揉爛，入缻中，用酒

藥研細搜和按實，中間作小坎，候漿到看老嫩如法下水，用絹袋濾過，或生或煮熟任用，

其入缸寒 暖酒藥，分兩下水升斗，或用麯糵或加藥物，悉與米酒同法。若造燒酒，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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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藷酒入鍋，蓋以鍋兜䥐蒸煮滴槽成頭子燒酒，或用藷糟，造成常用燒酒，亦與米酒糟

造酒同法。 

按前文是敘述用番藷釀酒的方法，和米酒同法。 

（十二）功用 

閩廣人收藷以當糧，自十月至四月麥熟而止。東坡云，海南以藷為糧，幾米之十六，

今海北亦爾矣。經春風易爛壞，須先曬乾藏之。 

甘藷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糧，民間漸次廣種，米價諒可不至騰踊。但慮豐年穀賤，

公家折色銀輸納甚艱，民間宜多種桑株育蠶，擬納折銀可也。 

昔人謂蔓菁有六利，柿有七絕，予謂甘藷有十三勝，一畝收數十石，一也。色白味

甘，諸土種中特為夐絕，二也。益人與藷蕷同功，三也。徧地傳生，剪莖作種，今歲嵗

ㄧ莖，次年便可種數十畝，四也。枝葉附地，隨節生根，風雨不能侵損，五也。可當米

穀，凶歲不能災，六也。可充籩（竹豆）實，七也。可釀酒，八也。乾久收藏屑之，旋

作餅餌，勝用餳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易於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種，

初冬收入，枝葉極盛，草穢不容，但須壅土，不用鉏耘，不妨農工，十二也。根在深土，

食苗至盡，尚能復生，蟲蝗無所奈何，十三也。 

按前文強調甘藷之最大功用是收成快，生產量多，可補稻米生產之不足。又有十三

項優點，值得大力推廣。 

（十三）救荒 

番藷撲地傳生，枝葉極盛，若於高仰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

閩廣人賴以救饑，其利甚大。其種宜高地，遇旱災可導河汲井灌溉之。在低下水鄉，亦

有宅地園圃高仰之處，平時作場種蔬者悉將種藷，亦可救水災也。其種既在高地，可救

水災，若旱年得水，澇年水退，在七月中氣後，其田遂不及藝五穀蕎麥，可種又寡收，

而無益於千人計，惟剪藤種藷易生而多收。 

蝗蝻為害，草木無遺，種種災傷，此為最酷，乃其來如風雨，食盡即去，惟有藷根

在地，薦食不及，縱令莖葉皆盡，尚能發生，不妨收入。若蝗信到時，能多幷人力，益

發生遍壅其根節枝幹，蝗去之後滋生更易，是蟲蝗亦不能為害矣！故農人之家不可一歲

不種，此實雜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義也。 

吳下種吉貝（木棉），吾海上及練川尤多，頗得其利，但此種甚畏風潮，每至秋間，

才生花實，ㄧ遇風雨便受其損。若大風之後更遇還風（風向多變）則根撥實落，大不入

矣。若將吉貝（木棉）地種藷十之一二，雖風潮不損，此種撲地成蔓，風無所施其威也。 

按前述所言，就是甘藷的最大功能既可以救荒，不怕旱災，不受地形之限制，種於

高地，更可避水患，更不怕蝗災和風雨摧殘，所以比稻麥更易執行救荒工作。 

 

三、結論 

由本文之敘述，可見徐光啟對番藷之移植和推廣，有相當大的貢獻，他在《甘藷疏》

一書中，曾詳述甘藷的栽培方法、土地利用情形、產量之可觀、食用情形等等，最後總

結出所有的優點，稱之為十三勝，並進一步指出在北方較寒冷地區種植甘藷的新穎看

法，並首創冬季甘藷入窖的方法，以避寒害，保存來春再種之種源，他並提倡採用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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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栽培蔬菜的方法，推廣甘藷之種植，這些都是徐光啟在農業科技上的重大革新。 

 

四、致謝 

在臺灣各大圖書館，我們只能看到徐光啟的巨著《農政全書》等書，無法找到《甘

藷疏》，感謝科技史研究好友羅桂環教授提供《甘藷疏》影印本，使本文得以完成，謹

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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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ibution of To Discuss Sweet Potato Writing by 

Kuang-Chi Hsu in Late Ming Dynasty 
 

Zhao-Ming Liu 

（Committe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of the Academic Sinica） 

 

Hsu,Kuang-Chi was a famous agriculturist in late Ming dynasty.He not only has introduced 

western science, but also had written a first look about the knowledge of sweet potato in 

Chinese history.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se knowledge 

concerning the planting of sweet potato, manuring of sweet potato, reaping of sweet potato,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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