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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性能與效益分析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採乘坐式作業，

一次除草 2或 3畦，輕鬆省時。經多次田間試

驗調查，機械作業能力每日可達 3公頃，平均

雜草防除率達 90%以上，損傷率低於 5%。雖

然相較於人力除草，機械除草的雜草防除率略

低，株間除草的困難也尚未克服，但是工作輕

鬆可連續作業，效率至少提高 30倍以上。在

勞動力不足及雜糧規模生產的目標下，本機是

務實可行且符合效益的雜草管理工具。

每公頃期作若以除草 2次計算，機械除草

相對人力至少節約農時 150小時以上，降低除

草工資至少 3萬 6千元，且效益隨耕作面積及

使用次數放大。經多次田間試驗驗證，可適用

於黃豆、黑豆、紅豆及花生等雜糧作物。機械

開發完成，目前有兩家農機廠商註完成技術移

轉，可進行販售。

結　論

雜草管理是有機栽培的關鍵技術之一，尤

其台灣溫暖潮濕，晴雨交替更讓雜草管理的有

效農時縮短。機械除草效益高且對於土壤及環

境相對友善，是有機耕作的必要工具之一。「附

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每日除草達 3公頃，平

均雜草防除率達 90%以上，損傷率低於 5%，

有機大豆機械除草 有機花生機械除草

新手也能快速熟悉操作。研發成果補足了有機

大豆作畦栽培的機械除草技術缺口，提供有機

農場雜草管理的新選擇，同時也讓有機花生生

產機械化露出曙光。新型除草機的推出不僅可

以減輕農友辛勞、降低人力成本，同時也可支

持有機友善、農藥減半及永續農業等農業政

策。

手機掃描 QR Code 可觀看動態影片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張光華、簡宏諭、林瑋祥

人力除草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作業能力 (公頃 /人日 ) 0.1 3
雜草防除率 (%) 95% 90.1%

植株損傷率 (%) 0.32% 4.2%

栽種規格 自由 作畦栽培 ( 機械可微調 )

操作成本 *(元 /公頃 *2次 ) 36,000 <1,800

※除草效益比較

* 人力成本以日薪 1800 元計算

註：技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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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雜草管理是有機栽培的一大困境，而台灣

溫暖潮濕的海島型氣候讓除草問題更加困難。

在規模化生產有機大豆或花生時，經濟且合理

的雜草管理策略，包括水旱輪作、多次整地以

降低田區的雜草種子密度；選擇初期生長勢快、

葉片寬大遮陰效果佳的品種，以及掌握合宜農

時播種。除了依田區狀況採行這些預防性的管

理措施之外，積極性的管理方式是在播種後，

以機械進行多次中耕除草控制雜草勢。

不過國內種植大豆與花生的主流規格是作

畦種植、單畦雙行，好處是遇強降雨有利排水，

缺水時方便溝灌。然而因為有機栽培的面積較

小，市場上並沒有對應的除草機械。農友多引

進日本 Niplo或 Iseki的除草機使用，前者以

曳引機 PTO動力帶動迴轉耕刀除草，後者拖

曳圓碟犁翻耕培土，但 2種方式都只能防除溝

底雜草，涵蓋範圍只有需要除草面積的一半不

到，機械無力防除的畦面雜草只能仰賴人力補

足。為了推動有機雜糧生產機械化，本場開發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機械結構與設計概念

附掛式畦用中耕除草機主要結構包含：除

草犁、彈簧鋼除草爪、圓碟犁、土除板、四連

桿機構、著地輪、鎮壓彈簧、附掛方管、連結

座及舉升搖臂等，機械元件及其相對位置如圖

3。機械除草的主要原理是利用破土犁先將土

壤犁鬆使雜草基部鬆動，再以除草爪耙除或以

碟犁翻起，二階段處理可增加雜草根部脫離土

壤而失水凋零的機會，達到雜草防除的目的。

透過精巧的空間配置，除草元件可完整包覆畦

面、畦側及畦底空間，且能避開植株，達到細

膩且立體化的中耕除草效果。機械結構取得經

濟部智財局新型專利 (M593134)保護。

由田間經驗中得知，即使固定播種機規

格，作畦栽培的畦寬、溝寬及播種位置還是會

因播種機調整、操作者經驗、土壤質地及濕度

等因素而略有差異，因此除草機的行距、寬度、

深度、開度、傾角等，均設計為可調式，操作

者可依田間條件調整。而且機械採模組化設

計，可配合4行或6行的真空播種機規格製造，

操作時附掛於插秧機或曳引機後方作業 (車輛

輪距及底盤高度需配合栽培規格 )，依著播種

機的規格和路徑除草，就不必擔心因為播種時

交錯行的寬窄不一，造成機械除草的損傷率太

高的困擾。

機械除草建議

首次除草應於播種後約 2週進行，以田間

草苗高度低於 3公分為原則。爾後至作物開花

前視雜草生長勢每 10至 14日除草一次，經驗

上需除草 2到 4次。機械操作方面，觀察播種

路徑後，於田間降下車輛油壓裝置使除草組著

地，接著調整附掛方管控制前後仰角，使行進

時犁頭、碟犁、除草爪能維持水平，最後調整

著地輪及其他除草元件的高低及寬窄以符合田

區需求。

機械除草的秘訣即在於持續有效的抑制雜

草生長勢，直至作物茁壯、豐壟。目前株間雜

草僅能靠培土覆蓋或是作物枝葉遮陰抑制，當

機械播種後發現田區發芽率過低 (原因可能來

自種子、播種機、蟲、鳥危害或淹水等環境因

素 )，應視情況補植或重新種植，否則缺株處

雜草管理困難，將徒增人力成本及歉收風險。

▲ 大豆分流、分層選別以提高作業效率

▲產業急需適用單畦雙行的除草機械

▲機械元件及其相對位置 ▲花生田機械除草有 ( 左 ) 無 ( 右 ) 差異明顯

▲除草機寬度及開度等設計為可調

▲雜草管理得當大豆生長良好 ▲機械成功應用在有機花生雜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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