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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澇交替時代，如何穩定農業用水？ 

文／林書帆 

 

若依各產業類別國內生產毛額（GDP）估算，每噸農業用水的產值遠低於工業，但水田除了生產糧食，也

具有補注地下水、提供生物棲地等功能，更是重要的文化景觀。（攝影／謝佩穎） 

 

臺灣年降雨量雖是世界平均的 2.5 倍，卻因地形、地質條件與降雨型態難以把水留住，

被形容為「水資源的過路財神」。在用水標的上，農業用水約占每年總用水量的 7 成，

其中用水量最大的水田創造的產值雖不高，卻具有提供生物棲地、調節微氣候、補助地

下水等功能，而灌溉水源是否足夠，亦攸關糧食安全。 

 

在旱澇交替愈趨頻繁的趨勢下，如何充分利用每一滴水，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近年，

產官學界亟思研發各種節水措施與技術，例如水稻強化栽培系統（SRI）、旱作省水管路

灌溉、高床飼養、海水統籌供應系統等，不僅善用水資源，還能提升農產品品質。讓我



們一起來看看，有哪些方式可以因應農業缺水的挑戰？ 

 

農業水資源調配策略，關係臺灣產業平衡發展 

循環設計優先，朝向生態性綠色設施 

文／何嘉浩 

 

人體 70%由水組成，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農業經濟命脈，如果問農民租地最重要的考量

是什麼？十之八九會先問那塊地有沒有水源。 

 

自然環境中的水都是彼此依存，農業與工業、民生用水不該被視為互相排擠的關係，而應找出能夠平衡的

管理方式。（攝影／謝佩穎） 

 

近年，時不時就能在媒體上看到水情告急的新聞，但缺水並不是這幾年才發生的。翻開

1954 年創刊的《農田水利雜誌》，當期就有〈檢討季節性缺水旱災區域水利灌溉措施〉

一文，討論桃園縣夏季因少雨導致旱災問題及解決之道。由於石門水庫 1964 年才完工，

文中僅探討農業上如何做好埤塘及水圳的調整，尚未提及民生、工業用水。 

 

然而時代轉變，問題也更趨複雜化。1959 年《農田水利雜誌》刊載〈中部久旱農田缺水

嚴重，水利局採取緊急措施〉一文，應變措施強調以糧食增產為主，依《水利法》農田

用水優於工業用水為原則進行調節，這時工業已經被納入討論。 



 

隨著臺灣轉型工商業社會，1980 年《農田水利雜誌》已經在談〈缺水農田宜轉作作物介

紹〉、〈南部缺水農田宜轉作〉，輔導缺水時，水稻轉作高粱、玉米供應畜牧飼料用。透過

轉作、休耕，調節農業用水變成優先選項。 

 

臺灣雨量很多，為何容易缺水？ 

 

但調節了這麼多年，為何還會發生缺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灌溉管理科技正

鄭友誠說明，以水庫而言，臺灣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原本水庫以供糧食生產為目的，隨

著工商業興起及人口成長，既有供水量面臨不足。 

 

調適措施困難，反映的是臺灣能夠運用的水資源有限，每年平均降雨量 980 億公噸，帶

給臺灣美麗的綠色面貌，但人類實際能利用的僅有總降雨量的 18%，約 178 億公噸。主

要原因在於降雨量雖多，但 80%集中於 5∼10 月汛雨期，臺灣地勢陡峭，河川坡陡流急，

約有 60%的雨水直接流入大海，因此雖然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UNFAO）2014 年公布，

臺灣降雨量在全世界排名第 13 名左右，但 2017 年卻名列缺水國家第 19 名。環境因素

及調適措施困境，讓臺灣雨量雖豐沛但容易缺水，須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水田轉作牽連廣泛，非想像中容易 

 

農業用水以水稻灌溉需求占大宗，水稻第一期作恰好又遇到 11∼4 月枯水期，稻米以內

銷為主，容易生產過剩，長期進行農田水利研究，財團法人臺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研

究二所所長吳啟瑞說，有輿論提過，農業用水約占臺灣總用水量 70%，不含畜牧、養殖

用水的話，以灌溉用水占 60%、110 億公噸來說，減少 10%就省了 10 億公噸。如果要調

整灌溉用水，「我們可以思考，稻米轉作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吳啟瑞強調。 

 

鄭友誠說明，臺灣是季風型國家，氣候及水文條件適合水稻生長，灌溉排水系統也是以

水田需求來設計。由於水稻較耐淹水，排水是以「一日降雨，三日排出」來設計，如果

改作旱田，旱田作物不耐淹水，「可能每小時降雨多少，就要排出多少。」 

 

轉作對農民是否會造成衝擊，也是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要考量的。鄭友誠舉例，南部冬季

雖是枯水期，但在 2017 年 11 月局部地區仍有大雨發生，這樣的氣候變異是無法掌握的，

如果水稻第一期作轉型成旱作，發生澇災時該怎麼辦？這表示，氣候變遷衍生出的極端

乾旱、強降雨等不定期變化，考驗臺灣應變及緩衝能力。 

 



轉作牽涉的不只行政層面，還有法規、水權、灌溉設施模組的差異，最重要的還是農民

本身的經營模式。「為何農民選擇種水稻？因為水稻產業從生產到供應鏈比較健全，可

以有穩定的收入。」吳啟瑞表示，這與產業結構、人民生活及經濟有關，農業用水不是

單純分配而已。吳啟瑞強調，各種作物有其種植專業，更何況是水田轉旱作，臺灣平均

農民年齡超過 60 歲，重新學習絕對是不低的門檻。「更何況還要面對轉型期間收入變低

的風險，怎麼會願意轉作呢？」 

 

臺灣並未強制規定農民種植項目，要轉作什麼？種出來後該賣到哪裡去？或許能夠透過

媒合措施來進行，但絕對無法保證收購，因此推動上有相當難度。但現況仍有許多可以

著力之處。鄭友誠說明，「我們還是希望，一期稻作能有調整的空間。」他也強調，應該

考量用區域性的方式，來進行水利設施調整，「因為如果是零星農地轉作旱田，區域內

其他農地未轉作，那整個水利系統節水效果會很有限。」 

 

農業委員會目前也在探討，若要滿足國內糧食需求，需要多少灌溉用水？吳啟瑞認為，

或許能從這個方向，去尋求社會共識，協調找出民生、農業、工業用水的平衡分配策略。 

 

水資源運用事關生態環境與產業發展，如何取得平衡？ 

 

無論如何，水資源的分配勢必影響臺灣產業結構，但並不代表農業與工業在經濟上永遠

是平行線，2018 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資源日，聯合國公布 2018 年《世界水資源評估計

畫》（WorldWaterAssessmentProgramme），主題是「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計畫要旨

是面對水資源匱乏的情況下，能夠取法自然，找出水資源管理的改善方案，並且強調循

環經濟對自然資源可持續性的利用，是能夠實現經濟發展並兼顧環境效益的。 

 

計畫指出，農業經濟依存的土壤及灌溉水，彼此間交互作用會影響生物多樣性，並造成

生態系的改變。而各國建設的概念，過往是灰色設施（考量人需而建，例如民生、工業）

優先於綠色設施（考量自然而建，生態性水利設施），認為面對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各國

要能改變既存觀念，將綠色設施列入考量。但也不是要全面排除灰色設施，而是要依照

現地考量，評估綠色與灰色設施之間的平衡。這種種調整都需要跨部門協調，雖然很困

難，但在全球水資源困境下，應該提高知識與技術溝通的水準，才能訂定策略以因應缺

水的挑戰。 

 

 

 

 





灌區水情不穩，節水栽培緩解休耕衝擊 

供水調節搭配精準灌溉，抗旱也兼顧水源涵養 

文／林慧貞 

 

從數據面來看，灌溉用水雖占大宗，卻具有地下水補注等多項公益機能，然而每當水情

吃緊，水田便往往首當其衝而面臨休耕的命運。極端氣候之下，務農挑戰已經不是「田

水冷霜霜」，而是田水「焦涸涸」（ta-khok-khok，閩南語釋義為乾涸），如何從供水調節、

栽培方式與自動化科技著手來節約水資源，是臺灣農業無可迴避的課題。 

 

從 2017 年至今，堪稱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泰利、天鴿颱風擦邊而過，但臺灣嘉南農田

水利會會長楊明風卻高興不起來，「我們應該要設防颱中心，防止颱風跑掉。」幽默風趣

的應答中藏不住滿滿憂慮。他表示在嘉南農田水利會灌區，全年降雨量 85%集中在 5∼9

月，時間短又集中，2017 年颱風帶來的降雨量少，2018 年水情相當吃緊。 

 

嘉南農田水利會灌溉面積廣達 8 萬 2 千公頃，會員約 25 萬人，為全臺灣最多，其轄區

主要灌溉水源來自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系統，兩者是子母水庫。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統

計，截至 2018 年 5 月 3 日，曾文水庫有效蓄水量僅剩 6.4%，共 2,885 萬立方公尺，烏

山頭水庫有效蓄水量則有 48%，共 3,768 萬立方公尺，兩個水庫相加起來，供應完水稻

第一期作只能算「剛剛好」，仍待春雨來解渴。 

 

掌水工高齡化，自動給水閘門可輔助水利單位調配用水。（攝影／謝佩穎） 



 

旱澇不均，嘉南農田水利會延遲供灌 2 週 

 

為了把握珍貴的水，早在 180 多天前，嘉南農田水利會員工就戰戰兢兢沙盤推演。「每

個水利會工作站在 10 月中旬之前就已經先巡過轄區，掌握農民種植狀況、可能需水量，

去年 12 月中我們就和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開會討論如何抗旱，今年一期稻供灌日期也

往後延遲了。」楊明風一一細數嘉南農田水利會為抗旱所做的準備。 

 

早在 2017 年秋、冬季，經驗老到的嘉南農田水利會就意識到可能缺水，以往大約 1 月

16 日就開始供灌水稻第一期作，2018 年延至 1 月 29 日，「越晚氣溫越高，需水量就會

下降。」楊明風解釋，秧苗怕冷，農民習慣引水為秧苗保溫，延後供灌可有效省水，但

也沒辦法一直往後延，否則會影響水稻第二期作播種時程。 

 

除了延後供灌，為了共體時艱，嘉南農田水利會供水頻率也從以往供 9天、停 7天，調

整為供 8天、停 8天，第一期作水田加旱田灌溉用水，相較於灌溉管控水量，預計 2018

年 5 月底前可省下 1千 6百多萬公噸。 

 

數據支持，供 8 停 8 水稻不減產 

 

不論是延後供灌，或者改變供水頻率，都不是任意為之，而是有充足的數據支持。嘉南

農田水利會位在臺南市學甲區的「灌溉技術推廣中心」，就是這些政策的幕後推手。 

 

來到灌溉技術推廣中心的「露天滲漏計」試驗田，透過特殊設計的玻璃觀測窗，深達

1∼1.2 公尺的稻田土壤、彎曲的水稻根系、間雜水分、空氣的小小孔隙，全都一覽無遺。 

 

露天滲漏計配備超音波水位計，可監測水流速，換算成水位高度，精準計算土壤入滲多

少水、地面有多少逕流量，簡單來說便是可以得知地面逕流到底有多少白白流掉、作物

吸收多少，目的是精準觀測作物總耗水量，計算不同生長階段需要多少水，缺水期便可

以彈性調整供灌水量。 

 

灌溉技術推廣中心主任黃介銘表示，這次從供 9停 7，改成供 8停 8，就是因為實驗後，

發現產量不會受到影響，用數據說服農民，他們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 

 

其實觀測地面逕流量並非新鮮事，但在尚未有自動化設備之前，嘉南農田水利會都是土

法煉鋼，一下雨就要穿上雨衣、提起水桶往外撈水，常因逕流量太大來不及記錄，「而且



一天可能只能測個兩次。」灌溉技術推廣中心試驗股股長陳志雄說。更新為自動化設備

後，每秒就可以記錄一次，透過這些大數據，可以更精確知道水稻需要多少水。 

 

臺灣灌溉用水將近 80%來自河川，但烏山頭、曾文水庫對雨量豐枯懸殊的雲嘉南地區來說卻是農業命脈，

蓄水量往往牽動栽培時程。（攝影／謝佩穎） 

 

嘉南農田水利會也與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教授陳清田合作，實驗水稻第一期

作在 1月 16 日、2月 16 日插秧並實施 7日輪灌，比較兩者的用水效率、生長時間、產

量有何差異。 

 

結果發現，1 月 16 日插秧的水稻生長天數 146 天，2 月 16 日插秧則因氣溫較高，生長

天數只要 122 天，需水量則分別為 487、459 公釐，也就是說，水稻第一期作延後插秧，

需水量會減少，節水效率 27.6%，但同時也會減產約 6.9%。嘉南農田水利會評估這個數

據後，才決定取其平衡，延遲約 2週供灌。 

 

灌溉技術推廣中心，測試水稻需水極限 

 

這些數據在在顯示，老字號的農田水利會亟欲降低農業看天吃飯的風險。嘉南農田水利

會掌控嘉南平原大糧倉，早在 1961 年 8 月就設立學甲旱作物灌溉研究試驗站，1990 年

擴大成立為灌溉技術推廣中心，成為臺灣農田水利會中唯一專責研究節水與抗旱的單位，



近年則與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合作，嘗試各種水稻節水栽培農法。 

 

占地 1.2 公頃的灌溉技術推廣中心，儼然是個迷你版農業改良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一進門就能看見氣象站，觀測雨量、溫度、濕度、日照量、日射量、風速、風向、地溫、

蒸發散量、地下水位等等，資料除了傳輸給中央氣象局，也應用在灌溉技術推廣中心的

管理系統，一旦降雨量超過 0.5 公釐，風速、風向有異動，試驗田的自動遮雨棚、溫室

捲簾就會自動開關，避免外在環境影響試驗結果。 

 

近年流行的紋溝灌溉、水稻強化栽培系統（SRI）等等，也可以在灌溉技術推廣中心裡

見到試驗田，例如與屏東科技大學合作研究的紋溝灌溉，每 2行水稻就開溝 10 公分高，

灌溉水位不超過 10 公分，讓水充分流到溝底，取代以往整塊田漫灌方式，測試可省多

少水，同時搭配「土壤水分張力計」，探測土壤含水率，評估土乾到什麼程度才須灌溉。 

 

水稻顧名思義需要水，但到底需要多少水、哪些水是有效成分，也是灌溉技術推廣中心

的研究目標。試驗田有 1臺與嘉義大學合作研究的超音波流量計，搭配超音波水位計，

可以測得地表下 40 公分的土壤含水率，當水分降到地表下 5 公分，即可自動灌溉；另

可按照不同時期水稻生長階段，控制灌溉水高度。陳志雄表示，例如水稻分櫱期需水量

沒那麼多，大約灌溉到 2公分即可，透過超音波流量計，即可得知灌溉了多少水。 

 
灌溉技術推廣中心設有透明觀測區，可直接看到土壤剖面，觀察水稻根系、水分在土壤中的情形。（攝影

／謝佩穎） 



 

水稻強化栽培系統，節省 3 成灌溉用水 

 

水稻需水量在不同生長階段各有差異，根據《臺中區農業技術專刊》193 期，水稻栽培

可分為秧苗期、營養生長期、生殖生長期、成熟期等四大階段，生殖生長期階段的幼穗

形成期、抽穗開花期到成熟期初期，必須給予灌溉水高度約 5∼10 公分，充分浸潤才能

生產好品質。 

 

而營養生長期階段，秧苗剛種下去時的成活期、生長期則不需要太多水，灌溉水高度約

3公分即可；甚至到了最高分櫱期末期，必須一滴水也不給，也就是俗稱的晒田。 

 

因應這樣的特性，法國神父兼農藝家亨利・德・盧蘭尼（HenrideLaulani）在 1980 年代

初期，逐步建立水稻強化栽培系統的操作模式，針對水稻不同生長期給予不同水位、肥

培控制，並於 1990 年在馬達加斯加成立了非政府組織ATS協會（AssociationTefySaina，

馬拉加斯語釋義為 toimprovethemind）進行推廣。2009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也首次引

進此概念，在臺南市後壁區嘗試了為期 3年《強化水稻用水栽培體系可行性評估及其對

水資源之影響計畫》，後續則由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以及 2016

年成立 SRI 保育型農業環境學會接手在關渡平原推廣。 

 

目前 SRI 保育型農業環境學會在關渡平原有 6分試驗田，雖然目前是秧苗需水較少的時

期，不過來到試驗田，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湛水高度比一般農田來得淺，甚至已經露出

些微土表。 

 

協助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發展水稻強化栽培系統計畫、專長水利的醒吾

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教授張煜權表示，臺灣的水稻強化栽培系統核心概念是「三多四少」，

即多晒田、多中耕、多有機、少苗、少水、少農藥、少化學肥料，透過精準給水，約可

省下 3成用水量。 

 

一般農民習慣在抽穗前仍讓秧苗湛水約 5公分，水稻強化栽培系統則強調，灌溉時機要

依照「田間容水量」來判斷。張煜權表示，田間容水量即水因為重力流走後，土壤中還

有多少水。也就是說，當地表上已經看不到水時，其實土壤中還是有一定水量可供作物

使用，但當容水量低於作物所需，沒有適當補水，作物吸不到水就可能減產。 

 



 
稻田中設置土壤水分張力計，測試土壤水分狀況，若超過水稻容忍範圍，須即時給水灌溉。（攝影／謝佩

穎） 

 
灌溉技術推廣中心與許多學術單位合作紋溝灌溉，測試水分降到土表以下幾公分才須灌溉。（攝影／謝佩

穎） 



 

灌溉技術推廣中心設置超音波流量計，記錄每日灌溉用水量、排水量等，確認每滴水精準使用。（攝影／

謝佩穎） 

 

SRI 保育型農業環境學會建議，一般時期，水在地表下 15∼20 公分才要補水。若沒有

精密的機械設備可以測量土壤水位也不用擔心，「其實一般農民都懂得如何判斷土壤有

無缺水!」張煜權說，農民常說土壤出現「雞爪痕」，約拇指寬裂縫，或者踩進田裡，腳

印壓不出水來，就須補水到「淹跤目」（kha-ba ̍k，閩南語釋義為腳踝）高度了。這樣的

生活經驗和水稻強化栽培系統試驗結果不謀而合，顯見農民的傳統智慧極有參考價值。 

 

晒田則是為了讓水稻根系更強壯。張煜權表示，水稻大約長到 45∼69 天時，也就是抽

穗開花期之前，根系已經長得差不多了，此時晒田讓土壤龜裂，可以促使斷根，替換新

根，讓根系繼續往外、往下發育，水分、養分輸送更好，同時也能遏制無效的分櫱，讓

植株更健康。 

 

不過在抽穗開花期之後、水稻有小寶寶時，還是要給予充足水分、肥料，否則結出的稻

穗容易乾癟，「但是也不能一直淹水。」張煜權說，土壤必須保持空氣流通，土壤微生物

才會長得好，建議抽穗開花期階段，等田水已經消失在地表大約 2∼3天後，再灌溉 1次

即可，此時的田間容水量仍足夠水稻利用。 

 



 

配合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水稻強化栽培系統計畫的農民陳勝雄，也在一

旁點頭附和，根據多年經驗，抽穗前即使土壤已經變白、裂開，沒灌溉都還沒關係，重

點是當水稻「大肚子」時，要給足水分。 

 

使用水稻強化栽培系統，除了挑戰農民用水習慣，湛水高度太低也會導致雜草容易生長。

陳勝雄於 2018 年首度參與水稻強化栽培系統計畫，不過先前就曾配合荒野保護協會等

非政府組織進行農田教育體驗，他並不否認田間湛水少，雜草會變多，但他認為這並非

大問題，只要前期管理好，努力除草，不要讓雜草搶走陽光、養分，等秧苗長大後就好

了。「現在連我們這邊都會缺水，因為大家都是同一時期集中用水，總要試試新的栽培

方法。」 

 

水稻強化栽培系統來到臺灣後做了不少改良，融入在地生活智慧，例如晒田斷根，而國

外的水稻強化栽培系統採用單株栽培，但以臺灣現有插秧機具的形制，最少也要 2∼3

株，且福壽螺易吃掉秧苗，所以也因地制宜改成 3∼5 株。張煜權表示，其實水稻給水

習慣和地區特性也有關係，例如臺灣東部有些地方福壽螺多，農民就會少放水，避免福

壽螺隨著水位爬升吃秧苗，稻米栽培沒有一定的標準，必須因地制宜。 

 

嘉南農田水利會排水溝設置超音波水位計，監測有多少灌溉水被排出來，觀察用水是否有效率。（攝影／

謝佩穎） 



 

自動化監測系統，精準掌握灌溉現場 

 

研究作物需水量只是節水栽培的基礎，回到實際灌溉作業，根據農業委員會統計，臺灣

17 個農田水利會管理 7萬 1千多公里灌排渠道，足以繞臺灣 59 圈，滋養 36 萬 8,575 公

頃農田，如何有效將水送到每塊農田裡，避免浪費，在用水拉警報時期格外重要。 

 

嘉南農田水利會為了維持水稻、雜糧與甘蔗特殊的輪灌制度，僱用了近 1,300 名掌水工，

24 小時不間斷調配水源，然而這些掌水工年紀大多超過 60 歲，加上工作辛苦，面臨後

繼無人的危機，2017 年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選定嘉南農田水利會烏山頭別線五

甲水利小組 56 公頃，作為試驗田，裝設超音波水位計、自動開關水閘門、自動蝶閥等

共 22 個管理系統，並結合無線傳輸，回傳田間水位和渠道流量，透過手機App 開關水

閘門。 

 

帶著太陽能板的嶄新水閘門，散布在稻田溝渠邊顯得十分醒目，水利工程人員隨手打開

「自動給水閘門」App，超音波水位計回傳的數據，清楚標示每條溝渠現在的水位高度、

流量，用手指輕輕一點，遠方水聲瞬間止息，原來是控制每塊農田進出水的蝶閥自動關

閉了。透過這個系統，試驗田於 2017 年水稻第二期作共節省了 10%∼15%用水量。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經管課課長羅守枝表示，以往灌溉都是靠農民經驗，現在用數據輔

佐可更精確，目前主幹線的監測系統由嘉南農田水利會負責，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則在

支幹線佈設系統，包括排水系統，若排出的水過多，表示可能有水被浪費了，可以回頭

查原因，例如是否下雨時就減少灌溉量。 

 

楊明風對於自動化設備樂觀其成，「農業必須朝向精密灌溉、節水。」他語重心長地說，

現在掌水工年紀的確大了，溝渠設備也該好好維修，現在有些水閘門甚至關不緊，水都

漏掉了，自動化設備可讓灌溉用水更有效率。 

 

灌溉用水並不完全是「被用掉」，節約用水也要考慮水田三生功能 

 

除了水利署佈設的自動水閘門，農業委員會也於 2017 年也選定臺灣桃園、石門、新竹、

嘉南、高雄農田水利會，參與《農業尚愛水（i-Water），智慧管理田水》計畫，在上游

水閘門、主要幹線建置感測器，精準供水、用水，儼然已是未來趨勢。 

 

然而與此同時，稻田原有的生產、生態、生活功能也值得注意。稻田灌溉水有補注地下



水的功能，臺灣大學曾受農業委員會委託執行《臺灣水田公益機能評估與實例探討》計

畫，依據各地水田面積、土壤入滲性質、水稻生長期田面湛水深度變化評估，發現臺灣

38 萬公頃水田，每年可補注的地下水高達 20 億立方公尺，等於 6座翡翠水庫的有效蓄

水容量，以水庫開發的原水平均價每噸 11.15 元計算，地下水涵養效益每年高達 223 億

元。 

 

計畫報告也指出，水田還具有吸納洪水、減少碳排放、淨化水質、防止土壤沖蝕等功能，

計畫團隊以 2009 年稻田可耕地面積 41 萬公頃計算，全臺灣稻田公益機能高達 886 億

元，還沒算進生態效益、減緩地層下陷等功能。 

 

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灌溉管理科技正鄭友誠提醒，農業用水和一般工業、民生用水不

同，可以直接回歸利用，在談論農業精準給水的同時，必須考量到給水量若正好等於作

物需水量，地下水補注量是否足夠、農用排水稀釋工業廢水的功能是否消失。在水情吃

緊時，農業用水固然須有應變措施，共體時艱，但不能視為常態，而是必須考慮農業用

水的三生功能。 

 

水稻強化栽培系統有許多概念與農民傳統智慧不謀而合，例如踩進田裡腳印壓不出水來，就須補水。（攝

影／林慧貞） 

 

 





 

轉型管路灌溉，非灌區擺脫看天田 

省水省能只是基本，連帶省工提升生物安全指數 

文／林書帆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2017 年 8 月公布的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臺灣可供糧食

生產的農地共有 68 萬公頃，同年農田水利處統計數據顯示，包含暫灌地 1.1 萬公頃在

內，17 個農田水利會的灌溉轄區有 37.1 萬公頃，意即還有非灌區 30.9 萬公頃沒有穩定

的灌溉水源通常仰賴自然降雨、自山溪引水或抽取地下水，要讓珍貴的水資源發揮最大

效益，管路灌溉是其中一個可能的選項。 

 

來到距離桃園市鬧區不到 10 公里的桃園市八德區蔬菜產銷班第 3 班，一棟棟散布在田

野間的白色溫室映入眼簾，這裡是供應北臺灣蔬菜的重要基地，第 3班種植面積將近 30

公頃，百分之百都是設施栽培，避免蔬菜受到惡劣天候影響。班長李傳添對此相當自豪：

「夏天需要穩定蔬菜供應的時候，最能看出我們產銷班的重要性。」 

 

因為蔬菜與水稻相比，本就不需太多水分，且當地土質屬於保水性較好的黏土，第 3班

目前並沒有遇過缺水的問題，考量溫室不適合使用傳統漫灌，於是申請了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推廣省水管路灌溉計畫》補助，灌溉、施藥都經由管線進行，工作人員只有在播

種、採收時才須進入溫室，不僅能有效利用水資源，無形中也降低了病蟲害入侵的機率。

偶爾須使用藥物防治時，工作人員也不須在密閉空間中施藥，減低健康風險。 



 

百香果成株根系較廣，因此會選用可進行全面性灌溉的噴頭。（攝影／謝佩穎） 

 

精準灌溉，極端氣候下的農業趨勢 

 

位於桃園市中壢區的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是《推廣省水管路灌溉計畫》的主要

技術單位，中心內設有農田灌溉排水技術士管路灌溉項術科考場，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工

程組組長姜世偉說明：「協助農民設計管路灌溉的人員須取得丙級技術士證，確保專業

程度。」 

 

《推廣省水管路灌溉計畫》是農業委員會在 1983 年啟動《節水灌溉推廣計畫》之一環，

藉由輔導、補助農民設置蓄水槽、動力設備及噴頭、穿孔管等末端灌溉設施，提升水資

源利用效益，相較於傳統的漫灌或溝灌，每公頃約可省下灌溉用水 0.5 萬立方公尺。根

據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採用微噴灌溉的果樹，芒果增產率可達 50%，紅龍果增產

率可達 18.75%，且果實較大、甜度較佳。 

 

「管路灌溉的好處不只是節水，還能節省工時與人力；淹灌、漫灌可能會受地形因素影

響，導致灌溉不均，管路灌溉則能確保作物得到均勻灌溉。」姜世偉說明。「不少高經濟

價值作物對於需水量很敏感，例如玉女小番茄若水分管理不當，可能會導致裂果，藉由

管路灌溉精準控制水量，連帶也能使品質提升、收益增加。」 

 



由於精準灌溉與作物品質密切關聯，李傳添自家 6公頃溫室的管路灌溉，全由小兒子李

詩榮一手負責。不過他坦言，自己也曾經歷「澆水撞牆期」，「有一段時間，我怎麼澆菜

就怎麼爛，後來才發現澆水不用太骨力（kut-la ̍t，閩南語釋義為勤勞），太濕反而會讓菜

爛掉。」現在他已經摸索出一套經驗法則，根據土壤濕度、蔬菜品種、天氣預報等因素

來決定灌溉水量。「像空心菜需要的水比較多，白菜類就不能澆太多水，陰雨天也可以

減少給水。」種種考量不僅是節水，更重要的是讓作物健康成長。 

 

已投入農業 20 幾年的李詩榮，對近年氣候變化頗有感觸。「以前我是不怕晒太陽的，但

這幾年太陽越來越毒辣，上一輩的澆水觀念現在不一定適用，因為氣候和以前不一樣了。」 

 

氣候變遷並不是農民的主觀感受。根據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黃婉如團隊的研

究，臺灣的梅雨季時間較 30 年前減少四分之一，降雨頻率減少，強度卻增加，不利水

庫蓄水，表示未來臺灣可能更常面臨缺水情境。姜世偉表示，經過 2015 年全臺灣大旱，

2016 年管路灌溉申請件數明顯增加許多，可見看天吃飯的農民，對極端氣候特別有感。 

 

水資源有效利用的關鍵：硬體設置到作物整合 

 

管路灌溉是否有什麼門檻呢？姜世偉解釋：「第一個還是要先有水源，再來以土壤入滲

率等因素來決定蓄水槽多大。第二個就是動力，假設田區有高低差，壓力夠的話可以用

重力輸送，比較省能源，不然就要靠馬達加壓，把水輸送到田區，要多大的動力也是一

門學問。接下來就是管線布置，主管要怎麼走、支管要怎麼走，如果是在山坡地，支管

就要沿著等高線走。最後再根據作物去選擇合適噴頭，全面性灌溉用噴頭，像是果樹這

樣的局部灌溉用微噴噴頭，蔬菜不建議用噴頭，因為水珠對菜苗來說太大了，有可能會

傷到葉片。」 

 

姜世偉以第 3班的溫室為例，微噴噴頭朝上是比較好的做法，可減少管中餘水因重力持

續滴落，導致下方土壤過於潮濕。「即使噴頭朝上，因為壓力的關係水還是可能會流出

來，所以建議再做一根排水管把餘水排掉。」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工程組技師蔡正輝補充，

水如果留在管線內，夏天可能會有水溫過高的問題，對作物產生不良影響。 

 

除了技術面之外，姜世偉認為作物整合之於水資源有效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假

設這塊區域一開始就是以水田為對象去設計灌溉制度，其中有些土地卻被來種蔬菜，蔬

菜原本用水就比較少，末端用不到那麼多水，但源頭還是放那麼多水，坦白說水資源利

用很難達到最佳化。如果像臺中市新社區香菇產業形成聚落，水資源規劃上會更有效益。」 



 

桃園市八德區蔬菜產銷班第 3 班以溫室搭配管路灌溉，穩定生產優質蔬菜。（攝影／林書帆） 

 

第 3 班使用微噴噴頭，噴頭朝上可避免水管中的餘水因重力持續滴落，導致下方土壤過於潮濕。（攝影／

林書帆）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於溫室內上方設置的倒吊式微噴噴頭具止漏設計，到達額定壓力才會出水。（攝影／林

書帆） 

 

不只是擴大灌區，水文自動測報系統合理分配水源 

 

南投縣埔里鎮合成里的大坪頂蔬果專業區，就是一個產業聚落。此地因海拔較高、日夜

溫差大，加上紅壤土排水良好的特性，適合百香果生長，因此成為臺灣百香果主要產區，

種植面積廣達 400 公頃，臺灣 7成百香果都來自大坪頂。 

 

然而，大坪頂地區長期以來也飽受缺水之苦。百香果農民、合成里里長蔡敏雄的父輩，

是從臺中清泉崗機場一帶遷徙來的移民，「以前能高大圳本來計畫把管線牽過來，但當

時剛搬來這裡的移民大多是種樹薯、蘿蔔，不需要太多水，再加上經濟狀況又不好，沒

辦法負擔相關費用，因此沒有納入供水區域。」 

 

但隨著作物改變及氣候變化，缺水逐漸成為農民的頭痛問題。「大坪頂的百香果種植技

術可以說是一流的，但也要水分充足，作物才能長得好。」蔡敏雄說。以往大坪頂地區

農民若非自行鑿井，就得自掏腰包買水，在水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充分利用每一滴水更

是當務之急。2001 年左右，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開始在大坪頂地區推廣省水管路灌溉，

頗受農民歡迎，現在幾乎每塊田都裝設了灌溉管路。 

 



除了採取省水管路灌溉，蔡敏雄也提到，草生栽培能避免水分散失，也能減緩土壤沖刷。

他解釋，施用除草劑後若遇到下雨，藥劑會隨雨水下滲，影響到作物根系，「與沒有用除

草劑的園區比起來，植株變得黃黃的，沒那麼翠綠。」 

 

農業委員會的擴大灌區政策，可說是大坪頂地區灌溉的最後一哩路。2018 年 1 月，大坪

頂地區 232 公頃農地正式納入南投農田水利會灌區，未來將從能高大圳取水灌溉。會長

林庚辛表示，第二階段的管線施設正在進行中，2019 年預計還會有 400 公頃農地納入灌

區，藉由水利會統一管理、調配，可望讓水資源利用達到最佳化。 

 

2005 年建置水文自動測報系統，是南投農田水利會水資源管理上的利器。水文自動測報

系統有效控管各圳渠水文資料，亦兼具防洪、防盜功能，因應大坪頂地區納入灌區，大

坪頂營運站亦設置了監控系統，以精準、合理分配水源。藉由各種軟體、硬體的建置，

大坪頂地區的每一滴水，將更有效率地轉化為甜美果實。 

 

南投縣埔里鎮大坪頂地區因氣候、土壤條件適宜，形成百香果產業聚落。（攝影／謝佩穎） 



 

南投農田水利會大坪頂營運站站長李炫德說明，透過監控系統可即時掌握各蓄水池水量，並按各區域作

物需水量決定進水多寡與時機。（攝影／謝佩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