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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之強降雨與久旱發

生頻繁，臺灣從去年至今遭逢長期乾旱狀態，

為優先供應民生用水，故農業用水之供給亦

受到限制。蘆筍雖屬耐旱作物，但栽培過程中

於母莖培育期需充足的灌溉以促進母莖之生

長及提升整齊度，採收期需適量之灌溉來維

持嫩莖產量及品質，休閒期則可減少用水量，

除了休閒期對水分需求少外，母莖培育期及採

收期需水量較多，為改善傳統溝灌之耗費大

量用水問題，更有助於節省寶貴之水資源，故

導入節水灌溉技術提升此時期之用水效率。

蘆筍栽培需水特性

蘆筍之根盤下生長許多儲藏根，根系長

且多，一般而言屬耐旱作物，然而於經濟栽

培常年長時間採收，須提供一定之水量方能

維持產量及品質，蘆筍栽培之土壤含水量控

管，依不同栽培期及株齡有所差異，以砂質

壤土為基準建議如下。

一、母莖培育期

此時期為加速培育母莖，並維持株

間之生長整齊度，需給予較多之水分，有

效土壤含水量建議維持於65～75%，可應

用土壤水分張力計監測，水分張力值維持

於-17～-23kPa間。

二、採收期

採收期若灌水不足或過於乾旱，容易導

致產量減少、嫩莖細弱、纖維質較多及增加

開芒比例，為維持產量及品質，採收期土壤

含水量不宜過低。所以蘆筍在採收期需提供

一定之水量，但仍因不同株齡及不同季節採

收期之土壤含水量管理略有差異，茲分述如

下。

一年生植株春季產期：建議於春季採收前半

期、氣溫尚低時，有效土壤水分含量應

維持於55～60% (土壤水分張力約-27～ 
-32kPa)，採收後半期接近夏季氣溫偏高
時，土壤水分含量應調整為65～75% (土
壤水分張力約-17～-23kPa)。

一年生植株夏秋季產期：夏秋季採收前半

期氣溫尚偏高，植株蒸散作用高喪失水

分偏多時，土壤水分含量控管為65～

75%，採收後半期氣溫較低時，土壤水

分含量調整為55～65% (土壤水分張力
約-23～-32kPa)。

文／圖 ■   郭明池、彭瑞菊、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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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生以上植株：二年生以上採收期因芽盤

拓展嫩莖萌生量較多，且直徑較初期一年

生粗大，相對需水量較多，土壤含水量建

議氣溫低時維持於60～65% (水分張力控
管為-23～-27kPa)，氣溫偏高時，土壤水

分含量調整為65～75%。

三、休閒期

此時期為順應低溫期生育停滯或冬季

停止採收，應減少供水避免嫩莖長出耗損

養分，著重於培養地下部芽盤蓄積養分，

水分應適度予以控管，土壤含水量建議

維持於40%左右即可，土壤水分張力維持

於-40～-50kPa。

不同灌溉供水方式

應用於蘆筍栽培之灌溉方法有溝灌 (圖
1)、微噴灌 (圖2) 及滴灌 (圖3) 三種模式選
擇；耗水量以溝灌最高、微噴灌次之及滴灌

最低；灌溉水有效利用率則以滴灌最高、微

噴灌次之及溝灌最低，一般而言，滴灌有效

用水率為90～95%，溝灌為40～60%。

一、慣行溝灌

慣行栽培方式利用溝灌供給水分，耗水

量較多，且因長期溝灌導致田區畦面土表板

結影響後續水養分之輸導吸收。採收期為每

日須連續採收嫩莖，溝灌後畦溝未乾時土壤

泥濘造成採收不便之情形 (圖4)。栽培田區若
整地不均，應用溝灌尚可能形成供水不均影

響芽體及嫩莖生長之問題。一般溝灌操作方

式為視土壤含水量狀態，約5～7天灌溉供水
1次，夏季高溫期須縮短每次灌溉間隔日數。

二、滴灌供水

滴灌為滴管 (帶) 上安裝滴頭，可讓灌溉

水穩定均勻地注入土中，於大田作物或條植

作物滴灌管 (帶) 之使用類型通常內鑲滴頭，

另一樣式為外接式滴頭，主要用於盆植栽

培，在滴帶上打孔

安裝，可按作物株

距自行調整安裝

位置。不論是內鑲

或外接式滴頭 (圖
5)，於長距離之不
同滴孔可均勻給

水，搭配控制器可

1 溝灌耗水量大

2 微噴帶供水之裝設

3 應用滴帶供水均勻

4 溝灌後畦溝泥濘採
收困難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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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建議進行水質處理，應用設備包含通風

曝氣桶、沉澱池、砂粒過濾器及碟片過濾器

等；若鐵化合物及錳化合物濃度低於0.1ppm 
(0.1mg/L)，一般僅需經過簡單過濾後即可使
用。而過濾器的過濾能力要求須能將大於1/10
滴水孔直徑的雜質全部濾出，因此須視滴頭

之孔徑大小選擇合適之過濾設備。

三、微噴帶供水

微噴帶屬低壓式噴水帶，使用壓力0.8kg
以下，目前皆有套裝配件 (圖7) 可供連接於主
供水管路，微噴帶上設有固定間距之微孔可

供出水，在一定的壓力下，水從孔口微量噴

出，高度維持在10公分以下，使用微噴帶之方

式較相似於滴灌，直接鋪設於畦面上供水，出

水量較滴灌大，但仍可均勻供水，用水量較溝

灌少，且適用性廣，成本低，對水質之要求低

於滴灌，一般可直接連接於抽取地下水源之

供水管線。

整體效益比較

依據本場試驗，估

算於一年生植株採收期

採用滴灌供水方式用水

量為溝灌之47.1%；於

二年生植株採收期採用

滴灌供水方式用水量為

溝灌之46.2%；節水效

率大約一半以上，以灌

溉水有效利用率換算相

符 (滴灌有效用水率為
90～95%，溝灌為40～

60%)。產量方面於一年

設定成定時定量給水，且因屬緩慢均勻滴入

式給水，灌溉水藉此可均勻分布於土層中，

減少用水浪費。滴灌系統設置可根據作物需

肥特性，搭配養液供給或注肥設備，亦可使

用即溶肥料進行養液灌溉，合理之用量藉由

此系統可以減少過多鹽分累積，更精確的控

制母莖培育及嫩莖品質。設施蘆筍栽培應用

滴灌系統供水、給肥，可提供均勻及穩定之

水分與養分，維持每日採收嫩莖之柔嫩度及

穩定品質，有助於提升給肥效率及降低肥料

浪費，且無溝灌所致畦溝積水形成泥濘狀，

而方便通行及採收。

簡易滴灌系統之組成 (圖6) 包括儲水桶、

輸水馬達、碟片過濾器、供水管線配置穩壓

滴管 (帶)，如需搭配使用養液供給，則可加

裝肥料定比稀釋器或簡易注肥器 (文氏管) 使
用。然而滴灌對於水質之要求較高，由於雲嘉

南地區多採用地下水源，若水源中鐵化合物

或錳化合物其中之一濃度高於0.1ppm (0.1mg/

5 一般型滴帶及滴水器 (左上 )，
穩壓型滴帶及滴水器 (左下 )及
外接式滴頭之滴管 (右 )

6 滴灌系統 (儲水桶、馬達、碟片
過濾器、定比稀釋器、肥液桶 )

7 微噴帶套裝配件組合可供連接
主供水管線， 6分微噴帶套件
(上 )及4分微噴帶套件 (下 )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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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二年生植株調查結果顯示採用滴灌之嫩

莖整體產量顯著高於溝灌栽培者，且品質調

查顯示滴灌之嫩莖纖維質較少較為鮮嫩，因

滴灌為每日定時定量灌溉，供水較為穩定，

每日採摘之嫩莖品質較為均勻，溝灌因多日

給水一次，溝灌後多天採收之嫩莖品質可能

與初期略有差異。

示範場域與節水灌溉推廣情形

推廣應用滴灌節水系統於設施蘆筍栽培

上，本場輔導之示範場域包含「牛埔頭蔬活農

場」、「相交蘆筍園」及「青松農場」。

「牛埔頭蔬活農場」位於雲林縣東勢鄉，

設施面積0.3公頃，種植品種為` 臺南4號 。́

灌溉方式採滴灌方式，滴灌系統設備首部 (圖
8) 包含儲水桶、輸水馬達及碟片過濾器，供水

管線配置穩壓滴管，其肥料供給方式係將即

溶肥料溶解於肥液桶後抽取使用，安裝控制

器定時定量提供水養分，選用之滴管型式為

直徑16mm，厚0.9mm，間距30cm，流量4.0L/
H，採雙行式鋪設 (圖9)。

「相交蘆筍園」位於臺南市將軍區，設施

面積0.3公頃，種植品種為` Brock Imperial 。́

灌溉方式採滴灌方式，滴灌系統設備首部 (圖
10) 包含儲水桶、輸水馬達、碟片過濾器、文

氏管注肥器、肥料母液桶，供水管線配置穩壓

滴管，滴管型式為直徑16mm，厚0.63mm，間

距20cm，流量1.6L/H，採單行式鋪設 (圖11)。
「青松農場」位於嘉義縣中埔鄉公館村，

設施為一4.5公頃大面積園區，種植品種為

｀UC157 。́灌溉方式採滴灌方式，滴灌系統

設備首部 (圖12) 包含儲水桶、輸水馬達、砂

濾桶、軟水過濾器、碟片過濾器、定比稀釋

器、肥料母液桶、電磁閥，安裝控制器定時定

量提供水養分，供水管線配置穩壓滴管，選用

之滴管型式為直徑15.5mm，厚0.63mm，間距

20cm，流量1.0L/H，採單行式鋪設 (圖13)。

8 牛埔頭蔬活農場滴灌系統首部裝設之碟片過
濾器

9 牛埔頭蔬活農場滴管鋪設情形 (雙行式 )
10相交蘆筍園滴灌系統首部裝設碟片過濾器及文
氏管注肥器8

9 10

文氏管注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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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場域之建置成本比較上，「青松農

場」因有裝設砂濾桶、軟水過濾器、碟片過

濾器、定比稀釋器及安裝控制器等設備，成

本費用較高，但有較佳之過濾水源及可定

時定量提供水養分；「牛埔頭蔬活農場」裝

設有碟片過濾器及安裝控制器，成本費用

次之；「相交蘆筍園」因注肥系統為較簡易

之文氏管，另未裝設定時器，整體成本費用

較低。以0.1公頃建置成本計算，一般裝設

可自動控制，可定時定量提供水養分、過濾

器及肥料可定比稀釋，則滴灌系統首部設

備包含控制箱、輸水馬達、碟片過濾器及定

比稀釋器，設備成本約為45,000至50,000
元，加上管線材料、線材及工資約20,000
至25,000元，則0.1公頃成本約65,000至
75,000元，另需加上選用之儲水桶大小及

鋪設之滴帶種類之成本費用。

3場域搭配微氣象監測器監測土壤溫
度、土壤濕度及EC值，並裝設土壤水分張

力計進行土壤水分狀態監控，據以適度調

整供水量。示範場域依照本場建議，於蘆筍

各栽培期進行合適的不同土壤水分控管。

牛埔頭蔬活農場與相交蘆筍園應用滴灌系

統供水後經驗分享為採收之蘆筍嫩莖較為

鮮嫩，每日之品質較為一致，而搭配微氣象

監測器監測及土壤水分張力計應用，可較

為適時適度地調整供水量，青松農場之大

面積園區應用滴灌系統使大面積之灌溉排

程可精準規劃，後續栽培營運亦可較精準

調整。

本場於近年來積極推廣蘆筍節水灌溉

及省工作業，今年 (110年) 因應持續乾旱辦
理3場蘆筍節水及省工作業觀摩會，介紹含

括水質處理要點及所需設備、養液滴灌供應

系統之建置、不同滴灌資材、不同栽培期、

季節及株齡所需水分養分供給管理等，希望

擴大應用此滴灌系統推廣給更多農民使用，

達較傳統具有節水、省工、方便採收作業及

提升產量及穩定蘆筍嫩莖品質之優勢，對於

水資源匱乏時期之節水有實質助益。

11相交蘆筍園滴管鋪設情形

12青松農場系統滴灌系統首部裝設砂濾桶及軟水過濾器

13青松農場因畦面長，滴管鋪設前後兩段式連接

11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