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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雜草管理是水稻栽培成功與否的重要

一環，因其影響稻米的產量及品質極大。

研究指出，水稻栽培在無除草的情況下可

減產約25％。早年為了抑制水田雜草，在

水稻插秧定根後以人工方式除草，但人工

除草費工費時；直到化學除草劑的發明，

由於效果快、使用便利，遂成為主要的除

草方式。然而農田長期施用除草劑等化學

藥品，對土壤及灌排水等農業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目前政府極力推行有機農業，在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中規定，田區禁

用除草劑，所以目前雜草管理工作除了插

秧前加強整地作業外，並配合覆蓋及合鴨

栽培等方式減少雜草，主要防治工作還是

回歸到人工作業方式。因此，農民極希望

有價格低廉、性能優良之機械代替人工作

業。本場經過不斷試驗改良，研發完成水

稻田中耕除草機(圖1)。該機械配置2.4馬

力二行程汽油引擎，除草輪以不銹鋼製

成，堅固耐用又不易生銹；機體後方並配

置不銹鋼浮船，不但能避免機器在泥濘田

區下沉之困擾，又可將雜草下壓埋入泥水

中，操作便利，為水田中耕除草的新利

器。

雜草防除比較

本機械完成研發及基本功能測試後，

於100年第一、二期作進行田間雜草防除

試驗。第一期作於海端鄉有機水稻田試

驗區進行，試區主要雜草為香附子及禾

本科雜草如稗草等，第一次除草於插秧

水田中耕 除草機 -

  有機稻田雜草防除好幫手

圖1.本場研發之水稻田中耕除草機在田間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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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69.2％效果稍不及人工除草。惟以

作業效率比較，機械除草每0.1公頃作業

時間僅需50 ~ 60分鐘/人，人工除草每

0.1公頃作業需1天/人，在效率上可提高

8倍，平均1期作使用兩次，作業效率為

人工除草4倍，可大幅降低人工作業成

本。

結論

研成之水田中耕除草機經全年二期

田間除草試驗，其中香附子防治效果較

差，主要為具有宿根，即使慣行田區亦需

連續多期作使用特定除草劑，才可發揮防

除效果。其餘不具宿根之雜草經2次機械

除草，均可減少約70％，已可大幅減少雜

草數量。與人工除草比較，人工除草無論

雜草種類，平均雖可減少約85%，但使用

機械除草，每期工作效率可提升4倍，於

田間已具實用價值。又機械除草兼具水面

拍動效果，有助於稻田土壤、水與大氣介

面之氣體交換，研究指出其與合鴨栽培同

樣具有提高土壤氧化還原電位作用，有助

於水稻根系發育，面對目前農村人工短缺

及成本高居不下的情況，參與試驗之栽培

農友表示機械除草較人工除草效率提高，

且與不除草比較雜草大量減少，是值得推

薦之水稻田除草方式之一，尤其是利用於

水稻有機栽培的田間除草作業。

後第3週進行，第二次間隔2週，於除草

前後1週，取1平方公尺面積6點，調查雜

草數量，經2次機械除草後，雜草減少率

分別為12.4及71.2%，無處理之對照區香

附子及稗草則增加5.2%及13.5%(表1)。第

二期作第一次除草於插秧後第2週進行，

第二次同樣間隔2週，主要雜草除香附子

及稗草外，田間又新增了尖瓣花，經2次

除草後，雜草減少率分別為8.5、69.5及

69.7%，無處理對照區則增加25、14.9及

21.4％(表2)，其中香附子因具有地下宿

根，兩期防治效果表現較差，平均減少率

僅為10.5％，其他不具宿根的雜草平均減

少率則可達70.1％。

另於池上鄉有機水稻田試驗區進行之

試驗發現，第一期作主要雜草有水莧菜、

鴨舌草、香附子，及禾本科的雜草如稗

草等。經2次機械除草後，與人工一次除

草比較，雜草減少率分別為69.2、69.2、

16.7及70.5％(表3)，人工除草一次後，各

種雜草平均減少82.7％。第二期作試驗結

果與一期作相同，經2次機械除草後各雜

草減少率分別為68.9、69.8、17.6及67.3％

(表4)，人工除草平均雜草減少率可達86.1

％。

由試驗比較得知，全年平均人工除

草減少率可達84.4％，以機械除草，香附

子全年平均減少17.2％，其餘雜草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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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端鄉100年第一期作水田中耕除草機除草效果比較

除草作業方式
雜草

種類

雜草密度(株/m2)
增減率

(％)
平均

(％)作業前
第一次

作業後

第二次

作業後

水田中耕除草機
香附子 28.3 25.2 24.8 -12.4 71.2

(不含香附子)稗草 80.3 51.8 23.2 -71.2

不除草 (對照)
香附子 29 29.5 30.5 5.2

9.4
稗草 81.5 87 92.5 13.5

表2.  海端鄉100年第二期作水田中耕除草機除草效果比較

除草作業方式
雜草

種類

雜草密度(株/m2)
增減率

(％)
平均

(％)作業前
第一次

作業後

第二次

作業後

水田中耕除草機

香附子 20 18.5 18.3 -8.5
69.6

(不含香附子)
稗草 64 34.7 19.5 -69.5

尖瓣花 14.2 8.6 4.3 -69.7

不除草(對照)

香附子 22 26.5 27.5 25

20.4稗草 69.5 76 79.5 14.4

尖瓣花 16 18 19.5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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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池上鄉100年第一期作水田中耕除草機除草效果比較

除草作業方式
雜草

種類

雜草密度(株/m2)
增減率

(％)
平均

(％)作業前
第一次

作業後

第二次

作業後

水田中耕除草機

水莧菜 3.9 2.2 1.2 -69.2

69.6

(不含香附子)

鴨舌草 3.9 2.2 1.2 -69.2

香附子 2.4 1.7 2 -16.7

稗草 9.5 4.8 2.8 -70.5

 人工除草(對照)

水莧菜 4.4 0.5 　 -88.6

82.7
鴨舌草 3.8 0.6 　 -84.2

香附子 2.2 0.6 　 -72.7

稗草 9.4 1.4 　 -85.1

表4.池上鄉100年第二期作水田中耕除草機除草效果比較

除草作業方式
雜草

種類

雜草密度(株/m2)
增減率

(％)
平均

(％)作業前
第一次

作業後

第二次

作業後

水田中耕除草機

水莧菜 4.5 2.9 1.4 -68.9

68.7

(不含香附子)

鴨舌草 4.3 2.6 1.3 -69.8

香附子 1.7 1.4 1.4 -17.6

稗草 10.1 6.6 3.3 -67.3

人工除草(對照)

水莧菜 4.8 0.6 　 -87.5

86.1
鴨舌草 4.5 0.5 　 -88.9

香附子 2.3 0.5 　 -78.3

稗草 9.6 1 　 -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