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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粒徑種子播種機之研製 

曾祥恩 1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 技佐 

摘  要 

針對農民的需求、作物生長特性、田區面積大小及成本為考量，設計出一

種輕式樣之自走式播種機，利用引擎進行帶動前進，配合握把上方之離合器釋

放把手，同時再由後方之播種機構播種小米，以快速且易於操作機體在田區進

行播種作業，具有省工和省時的效用。在小米和臺灣藜田機械條播詴驗顯示，

自走式小粒徑播種機每 0.1 公頃條播作業時間為 0.51～0.55 小時，為人工條播

速度的 5.5 倍。本機已取得中華民國新型專利並完成技術移轉，未來推廣農友

使用可提升小米、臺灣藜或其它小粒徑種子之播種效率。 

一、前言 

小米（Setaria italic (L.) Beauv.）為粟類（Millet），屬一年生禾本科，狗尾

草屬短日照植物，適合溫暖氣候栽培。小米的種植可分為春、秓二期，春作約

於 1～2 月份種植，秓作則於 8～9 月份種植，喜生長於富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

臺灣的小米栽培面積在 1961 年時曾達到 6,000 公頃，1980 年後因水稻品種的

改良及機械化日漸普及，農民改種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造成小米栽培面積和

種原迅速消失。目前臺灣地區栽培面積以臺東縣最大，有 250～300 公頃，主

要分布在海端鄉、金峰鄉和太麻里鄉等原住民族鄉鎮，產量占全國產量的

55%，其次為屏東縣，高雄市、宜蘭縣及桃園市等地，零星栽培於原住民部落

附近。近年養生風潮，小米被視為保健用食品，一些休耕地紛紛開始回復種植

小米。由於小米生產的體系尚未機械化，傳統上從播種開始，即採用人工以條

播（圖 1）或撒播（圖 2）2 種方式進行。 

臺灣藜（Chenopodium formosanum Koidz）原稱紅藜，為原住民族部落常

見的傳統農作物。臺灣藜的莖桿直立，顏色與穗相同，莖的直徑約在 1.0～2.5

公分，植株高度可達 2 公尺以上，果穗長可達 1 公尺，顏色鮮豔多變化，具有

桃紅、紫紅、橘黃和金黃等多種色彩，亦有同一果穗混雜 2、3 種顏色。臺灣

藜含有硒和鍺等元素，並具有高量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胺基酸。臺灣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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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近年來國民對於穀物均衡攝取日漸種視，零售價已高達 600 元/台斤，吸引許

多農友投入種植，但其生產的體系尚未機械化，播種時也是以人工撒播為主，

使得播種或後續田間除草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圖 1. 以人工條播之小米田，植株生長整齊一致。 

 
圖 2. 以人工撒播之小米田，植株生長較為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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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藜果穗色彩鮮艷 

二、材料與方法 

（一）詴驗材料： 

以市售 43 c.c 四行程引擎搭配減速機，配合研製種子播種機構、釘輪、

開溝器、畫線器、覆土機構、播種孔盤、種子放置盒、離合器釋放把手等

構成播種機。 

（二）機體設計架構： 

本機主要透過引擎作為本機前進動力來源，同時搭配離合器釋放把手

控制播種方向，在田間播種時，後方的從動輪由於機體帶動，會牽引播種

部內的播種轉盤同部旋轉，此播種轉盤上具有許多孔洞將儲存箱內種子旋

轉至播種孔洞，種子即掉落至土壤上，再由後方覆土機構進行覆土。 

（三）田間詴驗方法： 

利用研成之小粒徑種子播種機進行小粒徑小米和臺灣藜播種詴驗，調

查其各項性能，包含田間播種速度、每公頃耗油量、播種種子量和每公頃

種子播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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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機體之研製： 

研成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如圖 4，本機係採用市售 2 馬力四行程

汽油引擎作為前進動力來源，使用搭配 45：1 之減速機。在田區操作時，

農友可透過把手上方之單離合器釋放把手可調整機體迴轉方向；而同時操

作雙離合器把手則具有將引擎動力切斷後，操作推播種機後推之功能，使

本機具有方便於田區快速操作之便利性。在田間播種時，機體兩側具有可

伸出之畫線器，可方便在機體前進播種可以標定換行播種之定位，機體各

部位規格如表 1。 

 

圖 4. 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外觀 

表 1. 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機主要機體規格 

項          目 規  格  性  能 

長 × 寬 × 高（公分） 110 × 78 × 110（畫線器未展開） 

機體總重（公斤） 42 

引擎（馬力） 2 

傳動減速比 45:1 

排氣量（立方公分） 43 

油箱容量（公升） 0.68 

最高行進速度（公里/小時） 
最高播種速度（公里/小時） 

12 
6 

播種箱載運種子量（公克）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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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播種部之研製： 

研成播種部係採用播種輪直接傳動播種盤方式進行播種，外觀如圖

5，在田間行走式透過前進之釘輪傳動，釘輪可以防止於不帄整田區播種

時，播種輪易有空轉情形，透過釘輪帶動播種部內之播種孔，位於種子放

置盒下方種子會由於上方重量擠壓，並受到斜面而推向播種孔，當播種孔

和播種孔洞旋轉形成一播種路徑，種子經播種孔向下掉落至土壤中，再由

拉簧所牽引覆土機構進行覆土，完成播種程序，細部構造如圖 6。 

 

圖 5. 播種部機外觀 

 

圖 6. 播種部細部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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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田間播種試驗 

由於現行種植小米和臺灣藜均採用人工方式種植，撒播和動力撒播

（圖 7）之小米和臺灣藜生長較不整齊，在日後在進行小米除草和人工間

苗時比較困難；條播和小粒徑種子播種機播種之小米和臺灣藜則生長整齊

一致（圖 8、圖 9），於日後進行除草和人工間苗時較容易。因此，本機採

用行距 40公分進行條播試驗，調查小米和臺灣藜之每 0.1公頃所播種種子

量在人工條播、撒播和動力撒播時間和成本與小粒徑種子播種機比較，田

間生長情形（圖 9）。 

 

圖 7. 動力撒播臺灣藜種子情形 

表 2. 小米、臺灣藜採用人工播種與小粒徑播種機之作業比較 

種 
子 

播種方式 
作業時間 

(小時/0.1 公頃) 
播種量 

(公斤/0.1 公頃) 
種子成本 

(元/0.1 公頃) 
耗油量 

(公升/0.1 公頃) 

小 
 
米 

人工條播 3 0.5～0.6 225～270 0 

人工撒播 0.5 0.7～0.8 315～360 0 

小粒徑 
播種機 

0.55 0.7～0.8 315～360 0.23～0.25 

臺 
灣 
藜 

動力撒播 0.24 1.0～1.2 650～780 0.07～0.08 

小粒徑播種機 0.51 0.3～0.4 195～260 0.23～0.25 

註：小米種子在 2015年 10月零售價為 450 元/公斤；臺灣藜零售價為 650元/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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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以小粒徑種子播種機加入臺灣藜種子情形 

 

圖 9. 以小粒徑種子播種機播種小米後，田間植株生長情形一致。 

四、結論 

調查結果顯示，在各種播種方式中以動力撒播種子速度最快，但使用種子

數量和種子成本也是最高；人工撒播者次之，所花費種子花費成本低廉，但無

論是人工撒播或是動力撒播，在後續田間除草和間苗之管理所花費時間和人工

成本更高昂。條播小米生長整齊一致，於日後進行除草和人工間苗時較容易，

惟播種時所花費作業時間最長。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的小米種子播種量和人工撒

播一致，但速度卻為人工條播的 5.5 倍，僅比人工撒播慢 10%。動力撒播播種

速度最快，為小粒徑種子播種機 2.1 倍，但是種子成本卻較小粒徑種子播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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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後續田間雜草也需花費更多時間管理。因此，使用小粒徑種子播種機可大

幅縮短在田間播種和除草時間，極適合於小粒徑種子播種使用，本機已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取得中華民國新型專利，專利證書號 M490199 號，並於 2015 年

4 月非專屬授權技術移轉國內廠商生產銷售，期能以較低的機械成本，大幅降

低後續田間管理時間與播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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