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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洋桔梗以栽培生產切花供應市場，本

場轄區主要生產地是雲林縣虎尾、北港，嘉

義縣新港、六腳，嘉義市港坪地區，臺南市

麻豆、將軍、佳里、七股等地，轄區108年栽
培面積53公頃，佔全國總面積的58%。一般

洋桔梗切花的栽培方式大多採用作畦種植，

採畦溝淹水進行灌溉，由於這個方式耗費大

量的水資源，且大部份的水都滲透到土中沒

有被植株吸收，水資源利用效率差，採用滴

灌會比較省水，為了調查兩種灌溉方式之用

水量及效益，本場以兩種灌溉法進行比較試

驗，所得結果提供栽培者參考。

處理方法

試驗於本場溫室進行，以同棟相鄰跨距

分別處理滴灌及淹灌：

一、滴灌處理

採用穩壓滴灌，管徑16 m m，管厚

1.0mm，滴孔距離20公分，滴孔流量1.6L/h。
種植方式採寬1公尺平畦，每畦以橫向8格的
鐵網鋪設，每兩行一條滴管，種植株數為208
行×8格×4畦＝6,656株。

二、淹灌處理

作畦栽培，畦面寬60公分，畦溝寬20公
分，畦面鋪設橫向6孔之防草用不織布。種植

株數為185行×6格×5畦＝5,550株。

種植品種為本場育成品種` 臺南1號 及́

｀臺南6號 ，́商業品種` 海之波 、́` 小羅莎

白 及́` 卡門紫 ，́採順序排列種植。兩試驗

在水源主管裝設流量計調查累積用水量。種

植後淹灌區隨即溝灌，滴灌區滴灌使土壤溼

潤，前兩週依洋桔梗管理方式採全區噴灌方

式提高環境溼度，以避免發生簇生化現象，

噴灌的用水量不納入計算。在第3～7週依土
壤乾溼程度灌水或滴水，第8週花苞出現後
停止供水。開花時調查切花品質並進行最小

顯著性分析。

處理結果

本試驗於9月3日種植，種植後第1週淹
灌處理即大量灌水使土壤溼潤，當週用水量

即達25.273立方米，之後因土壤含水量高，

在土表乾燥才灌水的情形下，到第7週期間
只灌4次水，每次灌水量約3～4立方米，停

灌時累積總用水量為43.223立方米。滴灌區

開啟滴灌的時間為每天上午，第1週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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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1.914立方米，之後隨著植株長大，每天

的灌水量依次調高，到第7週的用水量約為5
立方米，停灌時累積總用水量為25.278立方
米。換算洋桔梗單株全期用水量，淹灌區為

7.788公升/株，滴灌

區為3.798公升/株。

調查兩種灌溉法土表

下10公分的土壤含水
量百分比，淹灌依畦

面乾燥程度灌水，土

壤含水百分比較高且

波動較小，滴灌每日

少量灌水，土壤溼度

較低且起伏較大，停

灌之後淹灌區土壤

含水量下降程度較緩

和，滴灌區減少較明

顯 (圖4)。
開花時調查切花品

質的結果如表1顯示，在切花長度方面滴灌

區大部份明顯高於淹灌區，部份品種滴灌

區莖粗較粗、到花日數較早，其它性狀兩

種灌溉法間無顯著差異。另外在整齊度的

表現上，滴灌區因灌水時

平均給水，橫排8株的高
度也較一致 (圖6)，淹灌
區由畦溝灌水，畦中央部

份較容易缺水，橫排6株
中間兩株的高度因水量較

少而較矮，整齊度較不一

致 (圖5)。綜合比較淹灌法
和滴灌法之效益如表2所

4 滴灌及淹灌處理期間之
土壤水份含量，綠色箭
號為停灌日

1 洋桔梗淹灌 (左 )及滴灌
(右 )之用水量比較試驗
處理

2 處理後期之開花之情形

3 現場白板標示試驗資訊
及累積用水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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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除了設備成本之外，其它項目均以滴灌

法較具優勢。

滴灌注意事項

雖然在洋桔梗的給水方式中，滴灌法

的優點較多，如何使用及管理滴灌設備是

採用滴灌成功的關鍵，其中包括以下幾點：

5 淹灌 6行近畦溝水多植株較高、根較長，近中
央水少植株矮、根較短

6 滴灌8行平均給水，植株整齊度高，根系較長

表1. 洋桔梗淹灌及滴灌處理對切花品質之影響

品種 處理 切花長
(cm) 

第1花高
(cm) 節數 莖粗(mm) 到花日數

(days) 花朵數 花瓣數 分枝數

臺南1號 
滴 79.5 58.3 9.3 4.5 61.8 9.7 13.7 1.2 
淹 70.8 55.4 9.3 3.9 62.5 9.2 15.0 1.2 

*** ** NS * NS  NS  NS  NS  

臺南6號 
滴 70.4 50.3 7.7 4.0 58.7 13.3 10.8 1.8 
淹 63.0 44.8 7.3 3.8 61.0 11.8 9.8 1.7 

** * NS NS  * NS NS NS 

海之波

滴 78.6 57.9 10.5 5.2 61.8 14.3 10.0 1.5 
淹 70.4 48.4 10.2 4.6 64.8 13.0 10.0 1.3 

*** *** NS NS  * ** NS  NS 

小羅莎白

滴 80.3 50.8 8.3 4.8 58.3 14.8 10.0 1.7 
淹 73.4 48.4 8.0 4.4 59.8 13.0 10.0 1.3 

** NS  NS * NS NS NS NS 

卡門紫

滴 76.7 52.7 8.5 4.4 64.0 10.7 10.0 0.7 
淹 73.0 47.2 8.2 4.4 63.8 9.5 10.0 0.7 

NS  * NS NS  NS NS NS  NS 

表2. 洋桔梗淹灌及滴灌處理之效益比較

比較項目 滴灌 淹灌 

用水量 較少 較多

單位面積栽培株數 較多 較少

設備成本 偏高 較少

管理工作 較少 較多

切花品質 較高 較差

植株整齊度 較佳 不佳

勝

勝

勝

勝

勝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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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源

滴灌的水源牽涉到初步的處理步驟，一

般常用的地下水所含雜質較少，抽取後於密

閉的水塔中貯存較無雜質的問題，地面水所

含的雜質、小生物及藻類較多，須進一步處

理後才能使用。不論是何種水源，在送到滴

灌管前都須經過碟片過濾器以避免阻塞。

二、水質

這裡的水質是指原水中鐵、鈣含量，

這兩種元素是造成滴灌使用效率不佳的主

因，很多人會認為只要水源乾淨滴管就不

會阻塞，不知這兩種元素含量若高就算是自

來水也會使滴灌設備癱瘓，原因是和空氣

接觸後形成結晶所造成。因此使用時須進

行處理，水中的鐵質只要曝氣使化合成氧化

鐵再經沙濾去除即可，鈣質處理成本高，在

水中加酸降低pH值可避免鈣結晶，儘量保

持滴灌管路中沒有殘水並避免高溫，可減

少水中二氧化碳釋出和鈣結合成碳酸鈣是

比較簡便的方法。

三、設備維護

滴灌設備的維護牽涉到運作的效能，例

如過濾器的清洗，滴灌管路在每季結束後的

放水沖洗等，才能讓滴灌設備持續運作。

結語

現有洋桔梗栽培大多慣用溝灌法，使

用水量很多，且大部分的水都是浪費掉的，

採用滴灌方式雖然需要設備成本，但因精準

用水且水量穩定平均，在品質方面能顯著提

昇，育成率也較高，這在效益除了此次試驗

得到驗證之外，在產業界部份使用滴灌的花

農也都有相同的心得，唯應注意滴灌設備的

使用及維護才會有良好的效果。

7 滴灌設備的維護很重要，圖為碟片過濾器以
檸檬酸浸洗除去鈣結晶

8 試驗結束後放水沖洗滴管，將碳酸鈣沖出減少
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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