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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全球氣候變遷，引發極端氣候的發生

頻率增加外，異常氣候持續時間也越來越長，

為避免農業生產僅能看天吃飯，需要正視及

因應氣候變遷對產業的影響，以去 (109) 年冬
至至今 (110) 年春末夏初即遭逢因久旱影響民
生用水不便及農作生產受限之窘境。水資源

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乾旱時期灌

溉水供給有限，如何有效利用寶貴水源，是目

前及未來農業生產必須面對的課題。

蘆筍栽培上，由於經濟生產之需，採收期

需適量灌溉來維持嫩莖產量及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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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休閒期對水分需求少外，

其餘長時間栽培期需水量多，在灌溉用水缺乏

時，可導入節水灌溉設備及管理技術提升用

水效率，本文就本場發展的蘆筍節水滴灌技

術，就農民所關切的成本花費及應用此系統所

帶來的效益作介紹。

建置成本分析

應用節水灌溉方式雖可減少用水，然農

民關切增購這些設備是否是一大負擔，投資成

本是否過高，這些都是調整或改用不同節水灌

溉生產模式時實際考量之處。目前政府除了水

質處理設備外，其餘節水灌溉設備項目多有補

助，參考今 (110)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推廣管路灌溉設施補助作業要點」，補

助項目包含田間管路灌溉系統及灌溉調控設

施，前項含穿孔管、微噴、噴頭及滴灌系統；

後者有動力設備如馬達、抽水機，調蓄設施如

蓄水槽及調節控制設施如自動化控制、液肥

注入器及過濾器等。每一申請人依本要點申

請補助之金額，每年度不得超過新臺幣40萬
元，而管路灌溉系統部分以滴灌系統補助最多

每公頃達18萬元。

若灌溉水源中鐵化合物及錳化合物濃度

低於0.1ppm (0.1 mg/L)，一般僅需經過簡單過
濾後即可使用，無須進行較繁複之前置水處

理。建置費用以0.1公頃成本計算 (表一)，一
般裝設可自動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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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含自動化控制器 (圖一)、輸水馬達1HP，揚

程25～30m、碟片過濾器 (圖二) 管徑1吋，孔

徑120mesh及定比稀釋器 (圖三) 管徑3/4吋，

流量3噸/hr，設備成本約為新臺幣45,000～

50,000元，管線材料、線材及工資約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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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元，滴帶成本費用說明如下：舉例選用a款式
穩壓滴帶 (直徑16mm，厚0.63mm，間距20cm，流

量1.6L/H)，則0.1公頃鋪設500m×17 (元/m) = 8,500
元；選用b款式穩壓滴帶 (直徑16mm，厚0.9mm，間

距30cm，流量4.0L/H)，則500m×10 (元/m) = 5,000
元，若加上常見5噸PT塑膠強化水塔15,000元，或選

用較大10噸PT塑膠強化水塔 (圖四) 35,000元，可補

助21,000元，則花費與5噸PT塑膠強化水塔相同，上

表一、採用滴灌系統0.1公頃建置成本估算 (新台幣：元/0.1ha)
首部設備 灌溉管路 儲水設備

補助前

費用

自動化控制器單區1迴
路、輸水馬達 1 H P，
揚程 2 5∼ 3 0 m、碟片
過濾器管徑1吋，孔徑
120mesh及定比稀釋器
管徑3/4吋，流量3噸/hr

管線材料、

線材及工資

a款穩壓滴帶：
直徑 1 6 m m，
厚0.63mm，間
距20cm，流量
1.6L/H

b款穩壓滴帶：
直徑1 6 m m，
厚0.9 mm，間
距30cm，流量
4.0L/H

一般5或10噸
PT塑膠強化水
塔 合計

85,000∼
11,500　

45,000∼50,000 20,000∼
25,000　

500m×17(元/
m)=8,500

500m×10(元/
m)=5,000

15,000、
35,000　

65,000∼75,000 5,000∼8,500(以選用a款計) 15,000、
35,000　

補助費用

馬達含抽機：4,000。
自動化控制、液肥注入

器、過濾器等調控設施

合計，每0 .1公頃最高
20,000。

每0.1公頃最高
18,000。(以實
際花費5,000計)

容量10噸以上
未滿20噸者：
採用鋁合金或

塑膠材料者補

助最高21,000

合計

補助約

30,000∼
50,000　

實際支付

費用
41,000∼51,000 0 0 以14,000計

合計

55,000∼
65,000　

圖一、滴灌系統自動化控制設備，可定時定量給水

圖二、滴灌系統之碟片過濾器 圖三、滴灌系統搭配使用定比稀釋器 圖四、10噸PT塑膠強化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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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備資材0.1公頃建置成本總計約85,000～

115,000元，扣除申請補助約30,000～50,000
元，實際設置費用約55,000～65,000元。另

外，倘選用微噴帶 (穿孔管)，因原購置設備材
料價格不高，而每0.1公頃尚補助5,500元，估

算自付金額不超過1萬元。

經濟效益評估

不同灌溉方式搭配不同種類肥料使用，

將所用肥料花費併入估算栽培成本，成本

估算以0.1公頃為例 (表二)，滴灌方式搭配即
溶複合肥使用，全年有機肥施用2次，費用

30,000元，春夏秋產季肥 (母莖培育，施用台

肥43號複合即溶肥) 計2,400元，採收期追肥 

(台肥1號複合即溶肥) 計約4,000元，全年肥料

費用約36,400元；溝灌方式搭配施用複合粒

狀肥，全年有機肥與春夏秋產季肥 (施用台肥
43號複合肥) 費用與滴灌相同，僅採收期追肥 
(台肥1號複合肥) 計3,200元略有差異，整年度

肥料費用約35,600元，於肥料使用上，滴灌與

溝灌整年度費用相當，差異甚小。

經濟效益評估方面，依據本場以往所進

行為期2年滴灌及溝灌栽培之試驗結果顯示，

1年生植株，0.1 公頃滴灌區全年總產量估算
約為1,000公斤，溝灌區約為550公斤，產量滴

灌區為溝灌區之1.8倍。2年生植株，滴灌區0.1 
公頃總產量估算約為2,000公斤，溝灌區約為

1,500公斤，產量滴灌區為溝灌區之1.4倍。參

表二、滴灌及溝灌搭配不同種類肥料施用成本計算 (新台幣：元/0.1ha/年)
灌溉

方式
有機肥

產季肥

(母莖培育) 採收肥 合計

滴灌

15,000×2次=30,000
(台糖田寶11號有機肥125包，
120元/包)

4周×0.5包×400×3季=2,400
(台肥43號複合即溶肥400元/包)

周×0.5包×350元×23周(次)= 
4,025，以4,000計
(台肥1號複合即溶肥350元/包)

36,400

溝灌

15,000×2次=30,000
(台糖田寶11號有機肥125包，
120元/包)

800×3季=2,400
(台肥43號複合肥2包，400元/
包)

8次×400=3,200
(台肥1號複合肥400元/包) 35,600

表三、滴灌及溝灌栽培經濟效益估算 (新台幣：元/0.1ha)
灌溉

方式
第1年產值 第2年產值 第3年產值 第4年產值 滴灌系統

費用

收入扣除滴

灌系統費用

滴灌

產量1,000kg×
均價130(元/kg)=
130,000

產量2,000kg×
130(元/kg)=
260,000

產量2,000kg×
130(元/kg)=
260,000

產量2,000kg×
130(元/kg)=
260,000

首部設備+
灌溉管路+
儲水設備補

助後55,000

910,000-
55,000=
855,000

溝灌

產量550kg×
130(元/kg)=
71,500

產量1,500kg×
130(元/kg)=
195,000

產量1,500kg×
130(元/kg)=
195,000

產量1,500kg×
130(元/kg)=
195,000

無 656,500

收入

差異

855,000-
656,500=
98,500

備註：搭配施用肥料種類費用差異小，忽略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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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為期2年之試驗調查數據估算之，不同灌溉

方式收益計算 (表三)，第1年因植株一年生產
量較小未達正常值，加上後續3年共4年收益
計算，應用滴灌系統產值0.1公頃約91萬元，

採溝灌方式約66萬元，扣除滴灌設備花費約5
萬5千元，收入差異滴灌栽培較溝灌栽培增加

約新台幣20萬元。

節水效益

應用滴灌系統栽培，除可提升產量產值

外，因直接鋪設穩壓滴帶於畦面上供水 (圖
五)，可減少溝灌於畦溝之大量用水 (圖六)，對
於節省寶貴水資源有相當大的助益，以母莖

培育期、採收期及休閒期不同週數及不同用水

量個別計算後加總 (表四)，實際調查滴灌及溝

灌用水量差異，顯示於蘆筍需水量最大之栽

培期用水量於一年生植株節水率達58%，二年

生植株則為51%左右，採滴灌方式栽培可較溝

灌方式節省一半以上之用水。

結語

本文就蘆筍栽培應用滴灌系統取代慣行

常用之溝灌方式之成本費用及經濟效益作一

簡要介紹，然仍須注意不同廠家及品牌之設備

耗材價格不一，實際費用或許略有差異。惟重

點在於期能提供農友栽培上選用之參考，調

整原有的用水模式，提升用水效率，達精準給

水給肥的節能水養分供給方式，除可節約灌

溉用水外，更能於蘆筍栽培上增加嫩莖產量

及維持品質，提升產能增加收益。

表四、蘆筍全年栽培應用滴灌及溝灌用水差異 (噸/0.1ha)

灌溉方式

母莖培育期 採收期 休閒期

總計 節水率每週

用水量
總週數

總用

水量

每週

用水量
總週數

總用

水量

每週

用水量
總週數

總用

水量

1年生植株-滴灌 23 12 276 21 27 567 6 13 78 921 58%
1年生植株-溝灌 55 12 660 50 27 1,350 15 13 195 2205
2年生植株-滴灌 27 12 324 24.5 27 661.5 7 13 91 1076.5 51%
2年生植株-溝灌 55 12 660 50 27 1,350 15 13 195 2205

圖五、穩壓滴帶鋪設於畦面上供水 圖六、蘆筍應用滴灌系統可減少溝灌於畦溝之大量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