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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龍欣、陳榮坤、羅正宗。2019。水稻稻種鐵粉粉衣技術之開發與應用。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研究彙報 73：1-8。
本研究引入日本稻種鐵粉粉衣技術，主要目標為解決水稻湛水直播時稻種易遭受鳥害及

浮苗等問題。試驗首先針對 5 個水稻品種進行浸潤前處理之發芽特性評估，依據結果縮短鐵

粉粉衣前之浸潤處理時間及溫度，以提升臺灣水稻品種鐵粉粉衣後發芽率，並比較鐵粉稻種

與無處理稻種直播於田間時遭受鳥害之情形，結果顯示鐵粉稻種可有效降低被鳥類取食之機

率，提高直播秧苗成活率。臺灣水稻栽培雖普遍以育苗移植為主，然而少數地區受限於土壤

特性不易機械插秧，部分農民採用湛水直播配合藥劑防鳥方式栽培，影響生態甚鉅。本試驗

結果提供農民進行水稻直播時，可採行對環境較友善之種植方式選擇。

現有技術： 現行臺灣水稻栽培主要採育苗後移植為主；少數地區進行催芽後撒播之直

播栽培，但直播稻種於田間易遭受鳥害、灌水後容易浮苗等問題。

創新內容： 導入日本稻種鐵粉粉衣技術，減少田間鳥類取食直播稻種情形，並依據臺

灣品種發芽特性調整鐵粉披覆前處理流程，以提升鐵粉稻種發芽率。

對產業影響： 應用稻種鐵粉粉衣技術可減少直播稻種受鳥類取食，而無需使用毒鳥藥

劑，對環境較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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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臺灣、日本及韓國等東北亞國家之水稻栽培方式主要以育苗移植模式進行，而美國、澳

洲等偏向大農制度之國家，則多以播種機或無人機進行直播栽培 (1,3,4,12,14)。一般育苗移植操

作需經過浸種、消毒、催芽、播種、綠化後才能移植於本田，為高度耗費勞力之工作，而直

播栽培則省去育苗階段，直接將種子播於田間進行栽培生產，在過去勞力不足之年代，較為

省工的直播方式曾受農民喜愛，試驗改良場所亦曾大量推廣，臺灣 1980 年代之直播栽培面

積約為 2 萬至 3 萬公頃，此時為直播栽培之高峰期 (3)。過去臺灣所推行之直播栽培方式以濕

田表面播種為主 (1,3,4,13)，將催芽稻種直接撒播於濕整地後的湛水土壤表面，然而稻種裸露於

土表，農民常將稻種配合高毒性藥劑混拌處理以達到防鳥或防鼠之目的，從而導致鳥類誤食

而死亡，造成生態上極大危害 (6,13)。而直播栽培也有容易浮苗、發芽成苗率不穩定、雜草防

治不易與倒伏等問題，因此在插秧機及水稻育苗中心大量普及後，現今直播栽培僅侷限於少

數特殊輪作區。

近年農村人力老化、育苗場缺工、極端氣候發生造成短期秧苗供應不足等現象；部分農

友雖有少數特色水稻品種栽培需求，卻不易找到可配合之育苗場進行供苗；水稻大佃農戶增

加，單一農戶栽培面積廣大使得於移植或收穫等農忙期時勞力不足等。若改善過往直播栽培

之缺點，發展直播栽培或可舒緩短期缺秧情形，並且提供農民栽培品種選擇上之彈性，分散

大農戶農忙尖峰期等。

過去學者曾研究將稻種以過氧化鈣進行粉衣處理，利用過氧化鈣遇水釋放氧氣之特性，

以提升土中播種直播水稻之發芽成活率，而土中播種也可減少鳥類取食機率 (2,11)，近年來日

本受到農村老化勞力不足影響，積極研發各種水稻省工直播栽培方式，除了將過氧化鈣粉衣

成分商品化推廣之外，亦開發出稻種鐵粉粉衣技術應用於湛水表面播種 (5,7-10,16)。

本研究引入日本稻種鐵粉粉衣技術，將鐵粉與石膏包裹在預處理過的稻種表面，種子重

量增加，使播於土表的種子不易被灌溉水沖走或漂浮；而稻種鐵粉層氧化後呈現深色，可使

種子不易被鳥類察覺，即使鳥類啄食，堅硬鐵粉層亦降低種子適口性，減少取食機率，期望

解決水稻湛水直播時稻種易遭受鳥害及浮苗等問題。初次依據日本流程進行臺灣稻種鐵粉粉

衣時，發現臺灣稻種粉衣前後發芽率下降許多，為改善臺灣稻種鐵粉粉衣後發芽率，本試驗

首先針對 5 個水稻品種進行浸潤前處理之發芽特性評估，依據結果縮短鐵粉粉衣前之浸潤處

理時間及溫度，並比較鐵粉稻種與無處理稻種直播於田間時遭受鳥害之情形，可提供農民省

工且環境友善之水稻直播栽培選擇。

材料與方法

一、�稻品種浸潤後乾燥之發芽適性評估

(一) 試驗材料：本研究以水稻日本品種一見鍾情 (Hitomebore) 及臺灣品種臺中 194 號 
(TC194)、臺南 11 號 (TN11)、臺南 13 號 (TN13)、臺南 16 號 (TN16) 共 5 個品種參 
試。

(二) 試驗方法：本試驗參照日本鐵粉稻種製作方式，原流程為稻種經消毒浸潤後再進行

鐵粉披覆，待鐵粉層完全氧化後乾燥至含水率 13.5% 以下方可儲藏。為排除鐵粉



水稻稻種鐵粉粉衣技術之開發與應用

3

品質及氧化發熱因素，本試驗先單純探究浸潤後乾燥步驟是否影響發芽率。稻種

浸潤處理於控溫水浴槽進行，浸潤溫度及處理時間分別為 15℃～ 4 天、25℃～ 2.4
天、35℃～ 1.7 天共 3 種處理，參試品種每處理各以 400 粒種子進行，並計算稻種

浸潤完成後已發芽稻種之比例 ( 表 1 )。去除發芽種子後，將剩餘種子乾燥至含水率

13.5%，再以捲紙法進行發芽試驗，於第 2、4、7、10 天計算累積發芽率 ( 圖 1 )。
浸潤處理參照日本鐵衣種子製作方式，以逐日累積浸潤水溫達 60℃為基準 (8,10, 16)。

表 1. 5 稉稻品種經浸潤處理後已發芽之比例

Table 1.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different soaking treatments on 5 japonica rice varieties

Treatment
Variety 15ºC-4 d 25ºC-2.4 d 35ºC-1.7 d
Hitomebore 0% 1% 3%
TC192 1% 23% 38%
TN11 2% 12% 28%
TN13 0% 52% 39%
TN16 0% 19% 35%

圖 1. 稻種經浸潤後乾燥至含水率 13.5% 再測發芽率

Fig. 1. The effect of rice seeds after pre-soaking then dry to 13.5% moisture content on germination 
percentage

二、稻種鐵粉粉衣處理方式比較

(一) 種子預措：精選飽滿之臺南 13 號稻種，經 (A) 藥劑消毒 1 日後清水浸潤 1 日或 (B) 
藥劑消毒 1 日即清水漂洗，稻種於披衣前取出並以脫水機弱離心 1 ～ 2 分鐘去除種

子表面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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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鐵粉粉衣材料：鐵粉、石膏粉、灑水器、混拌槽。

(三) 粉衣操作方式：鐵粉所需用量為 0.5 倍稻種重，先將鐵粉與石膏粉先以 10：1 之重

量比混合均勻，將浸潤後脫水完之稻種倒入混拌槽中，分批次將鐵粉石膏混合粉倒

入轉動的鐵槽中與稻種拌勻，期間可視鐵粉附著程度酌量噴施水分，鐵粉石膏混合

物皆完整裹上種子後，最後加入稻種重量 0.025 倍之石膏粉使種子表面固著。完成

披覆程序後，因鐵粉氧化過程會釋放高熱，因此種子不可過於集中堆置，需分散平

鋪於通風陰涼處氧化 5 ～ 7 天，氧化至鐵粉層呈紅褐色及乾燥至含水率 13.5% 以下

方可集中儲藏 (8,16)。

(四) 發芽率確認：每處理各 100 粒種子 3 重複，以捲紙法測定稻種於鐵粉批衣前後之發

芽率 ( 表 2 )。

表 2. 不同浸潤處理之臺南 13 號稻種鐵粉粉衣前後發芽率比較

Table 2. The Tainan 13 germination percentage changes between with or without iron-coating of 
two pre-treatments methods

Germination percentage (%) (A) Fungicide disinfecting 1 d 
+ Water soaking 1 d (2018, 
May)

(B) Fungicide disinfecting 1 d 
then rinse with clear water 3 
times (2018, Jun)

Iron (Fe)-coating seeds (F) 79.0% 90.6%
Control (N) 99.0% 98.3%

三、稻種鐵粉鳥害評估試驗

以臺南 13 號進行，先測定臺南 13 號於鐵粉粉衣前後發芽率 ( 表 2-A )，將試驗分

為無處理種子 ( 對照 )、鐵粉種子、鐵粉種子混無處理種子 3 種組合，各 3 重複，每重

複 500 粒種子，浸種 1 天後灑播於試驗田區，每小區 1.6 平方公尺，並於試區周圍散布

稻種以吸引雀鳥。播種 15 天後計算每小區剩餘株數，並以原發芽率換算成秧苗成活比

例，評估鳥類啄食之稻種數量及鐵粉稻種防鳥效果。

結果與討論

一、�稻品種浸潤後乾燥之發芽適性評估

本試驗進行前，於 106 年 6 月已先參照日本操作流程以臺南 11 號、臺中秈 10 號及

日本品種一見鍾情等品種進行鐵粉披覆之預備試驗，該次試驗結果一見鍾情及臺中秈

10 號鐵粉稻種發芽率良好，但臺南 11 號鐵粉披覆後發芽率僅約 60%，推估可能降低種

子發芽率的因素為 (1) 品種特性、(2) 鐵粉氧化過程發熱及 (3) 種子浸潤後再乾燥處理，

其中鐵粉發熱之問題可以操作方式克服，如減少氧化乾燥過程的鐵粉種子堆疊量、增加

環境通風度等，而鐵粉披覆稻種流程中，由於種子需要藥劑消毒處理，故無法省略鐵粉

披覆前的浸潤步驟，因此進行本試驗針對稉稻品種與浸潤處理組合進行試驗探討。

浸潤處理參考日本操作步驟，浸潤之主要目的為在鐵粉披覆前活化種子發芽力，以

縮短鐵粉披覆後稻種在田間的發芽時間。以逐日累積水溫達 60 度為基準設置三種處理

組合，結果顯示如表一，日本品種一見鍾情在三種浸潤處理後僅 3% 以內發芽，而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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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在 25℃及 35℃浸潤後已有 12% 至 52% 稻種進入發芽，發芽稻種已無法繼續進行

鐵粉稻種製作，因此臺灣品種較不適合浸潤逐日累積水溫達 60 度為之前處理方式。日

本僅一季稻作栽培，其種子處理季節為低溫，且品種需要較長浸潤時間活化發芽，因此

建議浸潤前處理為逐日累積 60 度水溫，而臺灣稻作為雙期作栽培，因此若進行鐵粉稻

種製備，可能遭遇一期作低溫或二期作高溫，根據試驗結果尤須注意高溫對鐵粉稻種製

備的發芽率影響，參照此結果，需盡量降低鐵粉稻種前處理之浸種水溫及縮短浸種時

間，減少稻種在鐵粉披覆前已發芽比例，以提高鐵粉披覆後的可發芽種子比例。

前處理步驟完成後，去除已發芽種子，將未發芽種子乾燥至 13.5% 含水率後再以捲

紙法測試發芽率，模擬稻種經浸潤、鐵粉披覆後乾燥之過程，其發芽率結果如圖 1所示，

除了一見鍾情之外，其餘 4 個品種前處理浸潤溫度越高，其發芽率降低程度越明顯 ，
尤其臺南 16 號與臺南 11 號在 35 度 1.7 天浸潤處理後，乾燥再測發芽率就低於 80%，

此結果可解釋原先預備試驗中臺南 11 號發芽率下降原因，當時在夏季高溫下浸潤稻種，

且處理時間過長，因此鐵粉披覆後乾燥就造成發芽率下降。臺南 13 號於各種浸潤前處

理後皆保有 95% 以上發芽率，因此選擇此品種進行後續鐵粉披覆及鳥害評估試驗。

二、稻種鐵粉粉衣前處理方式比較

將臺南 13 號稻種分別以 (A) 藥劑消毒 1 日後清水浸潤 1 日或 (B) 藥劑消毒 1 日後

清水漂洗，兩種方式進行鐵粉粉衣前之浸潤處理，結果顯示：總浸潤時間為 1 日之 (B) 
處理於鐵粉粉衣後發芽率僅下降 7.7%，而總浸潤時間為 2 日之 (A) 處理發芽率下降

20% ( 表 2 )，依據此結果，臺灣稻種之鐵粉粉衣前處理時間盡量縮短可提升鐵粉稻種發

芽率。

Mori 等人 (15) 比較浸潤前處理有無之日本品種越光 (Koshihikari) 於鐵粉粉衣前後之

稻種發芽率，其鐵粉粉衣流程與本試驗相同，而結果顯示，20℃浸潤 3 日處理可提升越

光品種之鐵粉稻種發芽率，且浸潤處理組之稻種幼苗植株內 α-amylase 活性及葡萄糖濃

度皆高於對照組高顯示該品種於特定浸潤處理下可提高鐵粉粉衣後發芽率。本篇試驗與

Mori 之結果相較，顯示不同水稻品種受浸潤處理影響之發芽特性差異頗大，因此需針

對欲進行鐵粉粉衣之品種確認其發芽特性，以確保進行直播時有最佳之發芽率。

目前本試驗僅針對鐵粉粉衣前之浸潤處理流程進行調整，目的為提升鐵粉稻種發芽

率，而前人研究中指出，過氧化鈣粉衣稻種配合 GA3 或 Kinetin 處理，可提升發芽率、

植株抗倒伏性及增加產量 (2)，未來或可延伸將鐵粉粉衣稻種配合生長調節劑處理改善田

間生育情形，或者將病蟲害防治藥劑配合鐵粉稻種粉衣程序一併進行造粒，如「先知稻」

之方式，減少農友藥劑防治次數，提升水稻直播之省工效率。

三、稻種鐵粉鳥害評估試驗

由於試驗期程安排，因此鳥害評估試驗沒有選用發芽率較好之 (B) 處理，而是選用

較早完成鐵粉粉衣之 (A) 處理組進行，田間生育情形如圖 2 所示，圖三分別表示臺南

13 號田間秧苗成活數量與以表二發芽率換算所得之種子發芽而未被取食之秧苗成活比

例。結果顯示，臺南 13 號鐵粉稻種之田間秧苗成活數量顯著高於未處理組，且未被取

食秧苗比例也較未處理組高，因此稻種經鐵粉粉衣處理後確實減少被鳥類啄食之機率，

稻種鐵粉粉衣處理為有效防止直播田鳥害之安全防治措施。

臺南市官田區保有沿襲已久之水稻與菱角輪作模式，菱角園區域多屬黏重土壤，使

插秧機難以進入操作，因此官田為臺灣目前少數湛水直播栽培水稻之區域，然而許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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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仍維持以藥劑拌種之習慣來防鳥類啄食田間稻種，官田區又為珍稀鳥類水雉主要分布

區域，若於官田區域推廣稻種鐵粉粉衣之技術，預期可減少水雉誤食拌藥稻種而死亡之

情形，使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可取得平衡。

圖 2. 田間鳥害評估情形與鐵粉粉衣稻種及無處理稻種之外觀

Fig. 2. The bird damage evaluation experiment and appearance of iron-coating seeds (F) and no-
coating seeds (N)

圖 3. 鐵粉粉衣處理對臺南 13 號稻種田間成活秧苗數及成活秧苗比例之影響。F- 鐵粉種子

M- 鐵粉種子及無處理種子混合； N- 無處理種子

Fig. 3. The effect of iron-coating seeds (F), mixture of iron-coating (M) and no coating seeds (N) 
on preventing bird damage of Tainan 13. Means with the same letter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 level by LSD test

結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稻種經鐵粉粉衣處理後可有效減少湛水直播時鳥類取食之機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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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田之秧苗成活比率，應用稻種鐵粉粉衣技術時，需依據臺灣品種發芽特性調整鐵粉粉衣

前處理之處理程序，縮短稻種鐵粉粉衣之浸潤前處理時間可有效提升臺南 13 號之鐵粉稻種

發芽率。

引用文獻

1. 邱運全。1995。水稻直播方法介紹。高雄區農業專訊 11：8-9。
2. 洪梅珠、侯福分。1986。利用過氧化鈣改進水稻直播栽培之研究。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

究彙報 12：27-33。
3. 許志聖、宋勳。1994。水稻直播栽培。臺中區農業專訊第 7 期。

4. 許志聖。2013。水稻直播栽培的探討。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116：43-50。
5. 許龍欣。2017。日本水稻栽培新技術─稻種鐵粉披衣湛水直播栽培。臺南區農業專訊

104：1-4。
6. 陳榮坤。2012。綠色保育水稻栽培模式─官田區水雉保育輔導實例。臺南區農業專訊

81：13-17。
7. 古畑昌巳。2009。湛水直播水稲の出芽・苗立ち向上に向けて。日本作物学会紀事 

78(2)：153-162。
8. 山内稔。2012。鉄コーティング種子を用いた水稲湛水直播技術。日本作物学会紀事 

81(2)：148-159。
9. 古畑昌巳、大角壮弘、帖佐直、松村修。2011。鳥害回避に関連する鉄コーティング種

子の硬さ，種子表面の色差および発芽特性。日本作物学会紀事 80(3)：302-311。
10. 菅野博英、白土宏之、佐々木哲、牧原邦充。2015。水稲鉄コーティング湛水直播栽培

における種子の浸漬時間が発芽に及ぼす影響。日本作物学会東北支部会報 58：27-28。
11. 濱村謙史朗。2015。水稲直播栽培における技術開発の歴史と除草剤利用による雑草防

除。雑草と作物の制御 11：23-30。
12. Farooq, M., Siddique, K. H., Rehman, H., Aziz, T., Lee, D. J. and Wahid, A. 2011. Rice direct 

seeding: experienc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oil and Tillage Research, 111(2): 87-98.
13. Hong, S. Y., Lin, H. S., Walther, B. A., Shie, J. E., & Sun, Y. H. 2018. Recent avian poisonings 

suggest a secondary poisoning crisis of black kites during the 1980s in Taiwan. Journal of 
Raptor Research, 52(3): 326-338.

14. Kumar, V. and Ladha, J. K. 2011. Direct seeding of rice: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needs. Advances in agronomy 111: 297-413. Academic Press.

15. Mori, S., Fujimoto, H., Watanabe, S., Ishioka, G., Okabe, A., Kamei, M., and Yamauchi, M. 
2012. Physiological performance of iron-coated primed rice seeds under submerged conditions 
and the stimulation of coleoptile elongation in primed rice seeds under anoxia. Soil science and 
plant nutrition, 58(4): 469-478.

16. Yamauchi, M. 2017. A review of iron-coating technology to stabilize rice direct seeding onto 
puddled soil. Agronomy Journal, 109(3): 739-750.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73 號

8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ron-coating 

technique for rice seeds1

Hsu, L. H., R. K. Chen and J. C. Lo2

Abstract

Iron-coating of rice seeds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from Japan in this stud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olve bird damage and seedlings floating in direct seeding rice field. Five 
rice cultivar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ger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ifferent soaking pre-
treatment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time of soaking step before iron-coating was shortened to 
improve the germination percentage of Taiwan rice varieties. Afterwards, the iron-coating seeds 
showed better effect on preventing from bird damage than seeds without iron-coating. Although 
transplanting is the main method for rice cultivation in Taiwan, some farmers tend to choose direct-
seeding due to the high viscosity soil property of their fields. However, direct-seeding combined 
with chemical control have caused dramatic population decrease of rare birds in the past decades.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might provide an environment-friendly choice for farmers to 
reduce bird damage in direct seeding rice field.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While transplanting is currently the main method for rice cultivation in Taiwan, direct-seeding 
method as a labor-saving choice is still popular in a few locations. However, rice seedlings in 
direct-seeding field often suffer from floating seedlings and birds attack.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In this study rice seeds iron-coating method from Japan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ron-
coating seeds show good results on preventing birds attack. The coating procedure was 
modified to fit the germination traits of Taiwan rice varieties, to improve the germination rate 
of iron-coating seeds.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Iron-coating seeds could be an environment-friendly choice to replace traditional chemical 
way to reduce birds attack in direct-seed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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