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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s 於崩塌地植生播種作業與實施應用
許愷岐[1] 宋國彰[1]*
摘

要

林信輝[1] 蕭惠民[2]

近年來臺灣地區崩塌地治理之技術發展與配合植生復育工作，已有相當的成效。但在人力無

法到達的地區，則無法以一般坡面植生工法進行植生復育工作。本研究彙整過去三年來參與無人機播種植
生工法之實例成果。就植生粒劑之研發設計、主要 UAV 機型之應用比較、UAV 播種作業流程規劃之考量要
點、植生粒劑之儲放影響、以及現地播種之成效案例等分別說明之，期提供該工法應用及推廣之參據。

關鍵詞：崩塌地植生工法、航空植生、無人機、植生粒劑。

Oper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for Revegetating Landslides
with UA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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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ei-Min Shiau[2]

ABSTRACT In Taiwan,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vege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eas hit by landslides.
However, in hard-to-reach regions, phytoremediation cannot be performed using conventional vegetation methods for
slope land. Thu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outcomes of phytoremediation in the past 3 years, in which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were used for sowing and planting.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pellet kits; planning of sowing operation procedures with (UAVs); effects of pellet storage; and outcomes
of onsite sowing cases, as well as compared the various types of UAV models used. The study results may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engaging in and promoting related endeavo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 vegetation engineering method, aviation vegetat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vegetating pellet

一、前

言

植生工程之導入作業方法中，「播種法」除具有施工容
易且覆蓋快速之優勢外，其植株生長後對於環境適應能力也

量、應用機具類型與施作流程仍草創未就。故本研究彙整過
去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之實作案例，並針對植生粒劑研發製
程、無人飛行載具適用性進行分析探討，期作為後續 UAV
播種植生工法施工技術規範建置之參據。

較栽植法來得良好 (林信輝，2016)。因此，臺灣過去針對崩
塌地區植生復育工作，大多以工程配合噴植工法進行 (李元
智等，2007)。但許多崩塌區域因人力難以到達、不易開闢施
工便道及生態敏感度較高之區域，仍無法以過去植生工程進
行處理 (許愷岐，2019)。臺灣地區早期曾多次使用直升機進
行航空播種植生作業。但因爲直升機播種作業需要較多的人
力、物力等多方面的配合，常無法掌握時效；也不適用較小
面積且零星分布的崩塌地進行植生施工。
無人飛行載具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之應用
技術日新月異 (楊明德，2018)，利用無人機進行農業經營相
關應用的案例不勝枚舉。近年來水土保持局針對水庫集水區
之崩塌地，進行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試驗 (水土保持局，
2018、2019)，並就播種材料與作業方法等進行研發。初步研
究成果顯示，崩塌地利用無人機進行播種植生具有可行性
(許愷岐，2019)，但對於該工法使用之種子與粒劑材料之用

二、臺灣航空植生之發展與作業案例
1. 早期臺灣地區航空植生發展概要
臺灣地區自民國 76 年開始進行航空植生，曾利用農林
航空隊直升機進行赤楊種子之直播，但施工區域位於河谷，
直升機因安全顧慮無法低空飛行，且當時播種未以灑播器進
行，導致效果不佳。民國 84 年~89 年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曾委託民間航空植生公司與國立中興大學協同
研發執行。其中，民國 86、92 年分別於臺中市東勢鎮麻竹
坑溪、臺南市龍崎泥岩地區以懸吊式播種裝置與腹掛式播種
裝置進行航空植生作業 (如圖 1)。但因航空植生工法之相關
機制規範尚未明確，直升機播種作業單價高、專業施作經驗
不足及成效驗收不易等，導致該工法之推展停滯 (林俊男，
2008) (林信輝，2016)。

〔1〕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Depart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402, Taiwan, R.O.C.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 No.6, Guanghua Rd. Nantou City, Nantou County, Taiwan, R.O.C.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jcswc@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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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東勢鎮麻竹坑溪航空植生 (懸吊式播種裝置)

臺南市龍崎泥岩地區航空植生 (腹掛式播種裝置)

圖 1 航空植生作業照片
Fig.1 Photos of aviation vegetating

2. 崩塌地應用無人機播種植生可行性評估

噴植工法作業與驗證」等。

本項研究為 107 年度水土保持局委辦「坡地植生工法應

(2) 針對植生粒劑進行精進改良試驗，先使用資材切割機

用技術精進研發」計畫項下研究工作之一，內容包括植生粒

將材料切割成相等大小之圓柱體，之後以預拌桶滾動，

劑研發製作、無人機播種工法適用物種評估、無人機播種機

將纖維材料包覆於粒劑外層，快速製成規格化之植生

具與三處崩塌裸地試播。相關內容如下：

粒劑。

(1) 針對不同植生粒劑混合材料、形狀、大小進行一系列

(3) 上述各子計畫分別在阿里不動溪、樂野村曾文溪畔、

試驗，同時完成「層膜包覆法」植生粒劑製作研發。

名間等三處崩塌地，進行 UAV 播種試驗，針對 108 年

即將過去噴植常用之植生資材混合後，以滾桶滾動，

8 月 16 日發生之南投縣名間崩塌災害，10 月 11、18

植生材料層層包覆後製成植生粒劑 (許愷岐，2019)。

日執行 UAV 植生粒劑播種作業試驗，共播種約 48 kg

(2) 第一次現地播種試驗以 DJI Phantom 3 Advance 無人機

植生粒劑，後續調查追蹤發現，草木本有發芽情形。

於魚池鄉蓮華池研究中心新山林道路旁邊坡進行播種，
初步確定植生粒劑利用 UAV 播種之可行性。
(3) 第二次現地播種試驗，因播種面積較大，改以自組式
旋翼直升機 LION800 於嘉義瀨頭、屏東小路野溪與嘉

(4) 完成無人飛行載具播種植生工法參考資料初稿，建置
無人機播種工法作業方法、施工流程、植生基材規範
及單價分析，及勞務驗收的依據等。

4. UAV 播種植生實作驗證與應用技術精進研發

義仙湖進行播種。經後續追蹤調查發現，三處植生粒

本計畫係 109 年度水土保持局委辦計畫，主要目的為驗

劑皆有生長良好情形。嘉義仙湖之案例勘查與分析發

證前期計畫之操作流程、規劃以及較大面積崩塌地以無人機

現，植生粒劑停滯於蝕溝內部，可於四個月後約增加

播種植生之實地作業驗證。相關內容如下：

15 %之植生覆蓋。且基地內植生粒劑，即使於乾燥環

(1) 已完成三處崩塌地包括桃園泰平溪崩塌、新竹秀巒部

境二個月後，粒劑只要再碰觸水分，仍具有生長能力。

落崩塌以及嘉義樂野村竹腳部落崩塌，共計 2 ha 面積

3. 無人飛行載具 (UAV) 播種植生案例與技術
整合彙整

進行植生播種作業，但相關作業仍在施工及追蹤調查

(1) 本計畫為 108 年度水土保持局整合型創新研究計畫

(2) 三年期執行 UAV 播種植生工法作業之成果資料，彙

「無人飛行載具 (UAV) 播種植生工法之研究」的子

整製作推廣影片，影片內容包括播種植生目的及背景、

計畫之一，其他子計畫包含「無人飛行載具 (UAV) 播

播種植生工程規劃、植生粒劑製作方法、UAV 播種植

種作業機具與噴植設備之精進研發」、「陡坡崩塌地

仍在進行中。

生工法實播案例介紹等。

微立地條件與應用無人飛行載具 (UAV) 導入植生之

由上述三年期研究成果彙整無人機播種工法應用機種、

介面整合性試驗」
、
「陡坡崩塌地無人飛行載具 (UAV)

施做點位、時間、播種材料、環境概況…等資訊，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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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施工案例概要彙整
Table 1

Compiling information for practice cases of the UAV seedling approach

案例
編號

地點

行政區域

播種日期

座標
(TWD97)

崩塌面積
(ha)

崩塌坡度
( °)

播種機具

播種材料

播種量

1

蓮華池新山林道旁
邊坡

南投縣魚池鄉

2018.04.04

N 23°54'56.7"
E 120°53'03.5"

0.0025

45°

DJI Phantom 3
Advance

矩型粒劑

2kg

2

瀨頭崩塌地

嘉義縣番路鄉

2018.08.17

N 23°23'59.4"
E 120°39'07.6"

0.2~0.5

5°~35°

Lion 800

播種粒劑

15kg

3

小路野溪治理二期
工程崩塌地

屏東縣滿州鄉

2018.09.27

N 22°03'31.0"
E 120°48'35.9"

≒0.5

30°~45°

Lion 800

播種植生粒劑
/PAM團粒

20kg

4

仙湖崩塌地

嘉義縣中埔鄉

2018.10.10

N 23°23'09.5"
E 120°32'59.9"

0.06

40°~ 50°

Lion 800

播種植生粒劑
/PAM粒劑

10kg

5

阿里不動溪崩塌地

南投縣信義鄉

2019.09.03

N 23°35'36.2"
E 120°52'02.8"

≒0.1

30°~45°

TL-M6-AG

水平噴植

100L
(液態)

6

樂野村曾文溪畔崩
塌地

嘉義縣阿里山鄉

2019.07.26

N 23°26'45.0"
E 120°42'14.9"

≒5.77

20°

Lion 800

播種粒劑

50kg

7

名間崩塌地

南投縣名間鄉

2019.10.11

N 24°02'02.2"
E121°11'14.5"

≒3.04

15°

Lion 800

播種粒劑

48kg

8

樂野村竹腳部落旁
崩塌地

嘉義縣阿里山鄉

2020.06.03

N 23°27'09.5"
E 120°41'56.8"

≒8.0

33°

S-1000

播種粒劑

1000kg

9

泰平溪玉峰道路旁
崩塌地

桃園市復興區

2020.07.21

N 24°40'46.3"
E 121°20'21.0"

≒1.2

40°

S-1000

播種粒劑

600kg

新竹縣尖石鄉

2020.10.19

N 24°37'02.8"
E 121°17'17.8"

≒5.1

35°

S-1000

播種粒劑

500kg

10 秀巒部落崩塌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8、2019、2020。

三、研究成果與討論
1. 植生粒劑之研發

且為易沖蝕或土砂不安定之區域；植生粒劑之製作需
考量材料之養分、保水力外，亦須考量材料之重量，
以減少無人機飛行過程的耗電量與風險性。本研究參
考過去噴植工法應用之植生資材，並從中篩選出較合

(1) 植生粒劑應用資材
崩塌地通常多為土壤淺薄、缺乏養分、含石量多

適之材料如下表 2：

表 2 植生粒劑應用之植生資材種類與特性 (許愷岐，2019、水土保持局，2019)
Table 2

Vegetation materia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egetation pellet

應用資材類型

資材名稱

特性

赤玉土

由火山灰堆積而成，為暗紅色圓狀顆粒，其內部無有害細菌。具高通透性，有利於蓄水和排水，是目前運用
相當廣泛的一種土壤介質。一般與其他物質混合的百分比是30-35 %，高於泥炭、效果可與泥炭媲美。pH值約
6.9，電導度 0.052 ms/cm。常見於許多園藝、花卉店面販售。

培養土

由植物體腐爛結合米糠、菇類培質廢棄包之木屑與椰殼碎屑等加工製成，質地較為細輕，具有良好的保水性、
保肥性。(備註：試驗實測資料，有機質：58 %、全氦 (N)：1.0%、全磷酐 (P2O5)：1.0 %、全氧化鉀 (K2 O)：
0.9 %，pH值7.2，電導度1.6 ds/m。)

黏質土

土壤材料之選定依基材配方與導入方法而異，如一般噴植工法使用砂質土，而植生粒劑應用之土壤則以黏質
土為主，(備註：試驗實測資料，土壤之黏粒含量達80 %以上、坋粒含量在12%左右，土壤有機質1.07 %，陽
離子交換容量11.2cmolc/kg，水力傳導度介於2.44 x 10-3 ~ 9.94 x 10-3 cm/sec，pH值4.78。)

營養材料

緩效性肥料

利用樹脂將高單位速效水溶性肥料包裹成顆粒，遇到水時，水份滲入顆粒內，將肥料溶解釋出，肥效持久，
施用後較不易產生肥害。其成分含量：氮14 %、磷11 %、鉀13 %。

膠結材料

團粒化劑

係來自日本琉球紅土流失防止條例所列，應用之團粒化劑材料。由主劑B與副劑L混合，其具有吸取局部水分
與排除表面多餘水分之效果，可使水分入滲至土壤內，並在土壤表面結膜，增加土壤通氣性、透水性等功能。

包覆材料

紙漿纖維

為含有乾強劑 (丙烯醯) 的聚合物，使粒劑外多一層具防止粒劑鬆散之保護層 (纖維抗拉力強度0.18~0.3
kg/25mm)，避免粒劑落於坡面後崩解。紙漿易溶於水，基重12~14 g/m2，吸水速率12~20 mm/min，pH值2.7。

基底材料

生長材料

(2) 種子材料之選用
由於無人機進行崩塌地植生作業，仍屬起始階段，
其應用之種子材料大抵以目前崩塌地噴植作業應用之

107 年度為無人機航空植生初步試驗階段，故種子
材料以崩塌地常用之種子材料為主，包括百喜草、
高狐草、山胡枝子與相思樹 (案例 1、2、3、4)。

種子材料及參考日本航空植生之資料為主，包括匍匐

108 年度為無人機航空植生創新研究計畫，因試驗

草類、叢生草類、灌木與喬木類種子材料混合使用。

均屬小試區，各子計畫分別依據施工作業條件及試

各年度之應用種子材料略有不同，茲依表 1 之各年度

驗目的進行種子材料選用，包括百喜草、高狐草、

案例編號，說明如下：

山胡枝子、相思樹、鐵掃帚 (案例 6、7)、馬棘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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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以及黑麥草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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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生粒劑之規格與種子用量設計
種子之用量設計，因種子材料不同而異，許愷岐

109 年度為無人機航空植生大面積實作播種試驗，
因此為因應不同區域環境適地適種，於現地調查後，

(2019) 曾 以期待 發 芽株 數 (株 /m2) 與 國際種 子 協 會

選用更多現地原生物種進行植生粒劑製作，該年植

(ISTA)試驗標準中「種子單位重粒數 (粒/g)」、「種子

生粒劑應用物種包括百喜草、高狐草、五節芒、山

純度 (%)」、「種子發芽率 (%)」乘積的比值進行植

胡枝子、鐵掃帚、羅氏鹽膚木、臺灣赤揚 (案例 8、

生粒劑播種量設計，如表 3。
由於植生粒劑製作過程可能會受到儀器切割、滾

9、10)。
另為生態考量及後續原生植物應用與發展，亦評

動而有所損耗，導致最終實際種子播種量往往會與預

估選用具潛力之原生植物種子，進行植生粒劑之發芽

期播種量有所差異，因此每顆植生粒劑其內部種子含

試驗，但仍待後續進行較大面積之野外播種試驗。

量是否均勻仍受質疑。因此，本研究嘗試將製成的植
生粒劑敲開，以計算每顆植生粒劑內部最低可保有之
種子數量 (圖 3)，並參考日本綠化技術建議種子播種
量，以作為後續植生粒劑播種量評估依據。
依日本綠化工技術 (1990) 之建議，植生導入使
用草種時，期待發芽總株數設計應達 5,000 株/m2 以上，
而木本則約 1,000 株/m2。本研究亦以此為基準，作為
設計植生粒劑播種量之參據。因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

龍爪茅

羅氏鹽膚木

是藉由植生粒劑將種子導入目標地後，透過粒劑的分

臺灣山芙蓉

散與基材逐漸使種子向外生長並促進植生誘導以達到
復育效益，但植生粒劑播種於崩塌地後，粒劑內種子
發芽生長之點位面積可能不及 50 %。
由實際每顆植生粒劑內部平均含有約 350 顆草本
種子與 45 顆木本種子，因此若預於一平方公尺之面積
下進行播種時，應播種 100 g (約 20 顆) 之植生粒劑，
九芎

才得以達到預期成效。而後續之 UAV 播種植生單價

臺灣欒樹

圖 2 原生種物種植生粒劑之製作試驗

分析亦以每 0.1 ha 1000 kg 植生粒劑之標準設計 (水土

Fig.2 Production test of vegetation pellets for native
plants

保持局，2019、2020)。

圖 3 敲開植生粒劑計算種子量
Fig.3 Breaking the vegetation pellets to count the seed quantity
表 3 植生粒劑播種量計算與建議量
Table 3

Recommended seeding amount of vegetation pellets and its calculation

計算方式
代號
植物種類

試驗實測值
A

B

單位粒數 純度
(粒/g)
(%)

手冊參考建議值
C

發芽率
(%)

D

E

期待發芽株 播種修正
數 (株/m2)
量(%)

匍匐草類

652

99.21

41.32

1,200

叢生草類

498

97.97

87.65

1,200

灌木類

162

96.57

65.94

.250

喬木類

30

99.28

145.65

50

D/(A×B×C)×E
F
種子用量
(g/m2)
7.63

170

*備註：種子材料以百喜草、高狐草、山胡枝子、相思樹為例。

4.77
4.12
6.25

草本H/350
(草本I+
J×5/1000
木本H/45
木本I)/2
G
I
J
K
草木本
草木本粒劑 播種粒
2
1m 種子粒 草木本種子總
粒劑數
平均值
劑種量
數 (粒)
和(粒)
(顆粒劑)
(顆粒劑) 數 (kg)
4,975
7,350
21
2,375
20
0.10
.667
.855
19
.188
F×A

Σ草本G
Σ木本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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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切割好後之圓柱體放入預拌桶，並加入包覆材

(4) 植生粒劑製作方法

料拌合滾動，直至團粒完整包裹包覆材料後取出，

植生粒劑依據其製作方法可分為兩種，其一為「層

再以風扇將粒劑風乾，完成植生粒劑。

膜包覆法」為 108 年度為最初製作粒劑之方法。另一
為「混合材切割法」為 109 年度精進製成之改進方法。
各方法之操作流程與特性比較如下：
層 膜 包 覆 法
層膜包覆法是參考日本農學家福岡正信所發明之
黏土團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ed_ball)，先
以具較大直徑之基底材料或種子拌合少量膠結材料，
並將顆粒放入預拌桶中，之後將生長介質與種子材料

將生長、營養、種
子與膠結材拌合

將拌合好之資材放
入切割機中

加入包覆材
料，包裹團粒

混合材切割法
植生粒劑完成

切割出之大小香等
之圓柱體

混合，於預拌桶拌合過程中將植生資材逐層加入並配
合團粒化劑噴灑，以膠結植生資材，待團粒逐漸成形
後，加入包覆材料，以保護團粒結構，之後以風扇將
粒劑風乾，完成植生粒劑。

圖 5 混合材切割法植生粒劑製作流程
Fig.5 Production process of vegetation pellet by cutting mixed materials method
將基底材料泡
入膠結材料中

放入顆粒，並
放入生長介質

拌合過程加
入膠結材料

(5) 不同植生粒劑製作方法優缺點比較
上述兩種植生粒劑製作方法使用機具、植生粒劑
成品、製作效率及優缺點比較如下表 4 所示。
(6) 植生粒劑規格驗收要項
依據上述植生資材應用與植生粒劑之規格與種子
用量設計內容，制定植生粒劑規格驗收要項建議表。

加入包覆材
料，包裹團粒

因實際使用草木本植物種子大小之差異，故為後續執

層膜包覆法植
生粒劑完成

行上之考量，每顆粒劑之種子數量規格驗收調整為表
5 之資料。

圖 4 層膜包覆法植生粒劑製作流程
Fig.4 Production process of vegetation pellet by layer
film coating method

2. 無人機播種工法應用機型之功能屬性
(1) 主要應用機型

混 合 材 切 割 法

依 107 年度至 109 年度三期委辦計畫實際使用之

混合材切割法是先將生長材料、營養材料、種

無人機播種作業之機型及功能比較，如表 6。

子材料與膠結材料預先拌合，之後將拌合資材放入
圓柱切割機中，將材料切割成相等大小之圓柱體，
表 4 不同植生粒劑製作方法之特性與優缺比較
Table 4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Granules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Making Planting

製作方法

層膜包覆法

混合材切割法

製作機具

預拌桶

預拌桶、圓柱切割機

粒劑大小

粒徑大小不一

粒劑大小較為均勻統一

製作效率

2 kg/hr

17.5 kg/hr

優點

因其製作是以層層包覆而成，故種子與資材選擇上，可選以大
小、形狀較為特殊之材料使用，因此材料較不受限制。

因其製作是先將材料拌合好後才進行製作，故其粒劑內
部材料較為均勻，且製作速度較快且大小一致。

缺點

製作出之植生粒劑材料分布、大小較不均勻，且製作耗時、速
度慢，且材料耗損率較高。

因切割機之出料口有特定大小，因此製作之材料不宜過
大，選擇材料上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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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植生粒劑規格驗收要項建議表
Table 5

Major items in vegetation pellet specifications

工程名稱

取樣日期

送驗單位

驗收單位
驗收項目

驗收標準

1 粒劑尺寸 (cm)

直徑以3 cm為準，其誤差值േ0.5cm。

2 粒劑比重

風乾粒劑比重0.8-1.0。

3 粒劑強度 (%)

自30 m高度落下後，粒劑完整度。

4 粒劑重量水分含量 (%)

風乾後，水分含量應小於10% (乾重比)。
以3 cm植生粒劑而言
草本含300顆以上，木本種子應含有20顆以上。

5 粒劑種子含量 (粒)

表 6 現行無人機播種工法應用機型之功能屬性概要
Table 6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AV models for aerial seeding

機型(旋翼數量)
旋翼大小
機身總寬
機身總長
機身總高
主要機架材質
空重
最大起飛重量
燃料/電池重量
型式
引擎/馬達
動力
能源型式
系統
標準油箱/電
池容量
最大起飛重量
滯空時間
不含植播設備
滯空時間
最長作業距離
最大抗風等級
飛控系統
型號
圖傳
系統
距離
裝置重量
植播型式
植播
驅動方式
裝置
適用材料
植播材料負載最
大重量
機體
尺寸

施工廠商

GAUI GX-9
(單旋翼)
90 cm
65 cm
180 cm
78 cm
碳纖
15 kg
25 kg
1 kg
油機
100cc四行程引擎
95無鉛汽油

AG-3
(單旋翼)
111 cm
52 cm
260 cm(含槳)
73 cm
合金
15 kg
28 kg
1.6 kg
油機
80cc二行程引擎
95無鉛預混機油

S-1000
(八旋翼)
15吋槳
105 cm
105 cm
62.5 cm
碳纖
4.4 kg
11 kg
1.5 kg
電機
KV400
Li-Po

LION-800
(六旋翼)
17吋槳
106 cm
106 cm
80 cm
碳纖
3.4 kg
10 kg
1.4 kg
電機
LA5208 KV300
Li-Po

TL-M6-AG
(六旋翼)
28吋槳
170 cm
170 cm
60 cm
碳纖
20 kg
36 kg
3.1 kg
電機
M10 KV120
Li-Po

1400 cc

2200 cc

5200 mah x 2

10000 mah

22000 mah x 2

30分鐘

4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15~2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2 km
9級 (輕度颱風)
自行開發
5.8 GHZ
5 km
2 kg
噴出/投放
離心力與開艙門
固態/液態

30 km
8級以上
自行開發
自行開發
30 km
5-6 kg
噴出/投放
開艙門/客製化
固態/液態/粉狀

3 km
4級
DJI A2
5.8 GHZ
1 km
1 kg
投放
脫勾器
固態/液態/粉狀

5級
DJI V2
5.8 GHZ
5 km
1.1 kg
投放
開艙門
固態/液態

3 km
6級
A3
2.4 G/5.8G
5 km
5 kg
噴出
幫浦水壓
液態

4.5 kg

5 kg

東海空間有限公司

陶林數值測量
有限公司

8 kg

10-12 kg

6 kg

大冠鳩有限公司

易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易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機型照片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8、2019、2020。

(2) 109 年度大面積 UAV 播種作業之機型
 因限於 109 年度 3 月開始，施工廠商需有個人飛行
證照及公司播種機具作業證照。故 109 年度大面積
UAV 播種作業暫以 S-1000 型八旋翼機型為主。
 因於機型種類甚多，一般機型選用考量因素包括飛
行時間距離、施工地形變化、是否為視距範圍、機
體承載重量、及機體價格風險與施工經濟性。
 未來如有更多之施工個案，施工廠商機型可能更多
樣化。

3.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流程規劃
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從目標地選定後、基地現勘調查、
材料準備、製作至現場施工、完工須經過繁瑣程序與規劃。
另民航局於 2020 年 3 月正式設立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
專章」，將無人機正式納入管理。因此，無人機播種植生工
法施工前除須上述前置規劃作業外，亦須提前向政府單位提
出空域申請，以利後續施工執行與操作。本文依據過去施工
經驗，將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相關作業規劃要項及各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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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階段所需執行時間等，彙整出表 7，以作為未來施工操作

而經發芽試驗結果顯示，隨著儲放時間越長，植生粒劑

之參考依據。

之發芽率有明顯下降趨勢 (圖 7)。其中，草本植物 (百喜草、

4. 植生粒劑儲放試驗

高狐草)起初發芽率皆達 50 %以上，儲放一個月後僅下降 5

由表 7 無人機播種工法作業法流程可知，植生粒劑製成
後，往往需待前置作業完成後才得以播種。因此，植生粒劑
須具較長時間之常溫儲放能力，以避免播種後成效不佳。本
研究發現，植生粒劑製作完成後將其風乾儲放，粒劑兩個月
後仍具有發芽能力 (許愷岐，2019)。另經野外投放 2 個月後
未發芽之植生粒劑攜回試驗，仍具有發芽能力 (水土保持局，
2018)。
為確定植生粒劑儲放歷時之影響，本研究將製作完成的
植生粒劑置於陰涼處風乾儲放，分別歷時 1 個月、2 個月、
5 個月後將其放置裝填崩積土之 2 吋盆中，並放入控制溫度
與光照之植物生長箱中，並每日給予定量水分，觀察記錄各
物種之發芽株數 (其中因草本植物初期生長物種辨識不易，
因此統一記錄為草本)，發芽試驗為期 30 天。試驗情形如圖
6。

%，兩個月後則降至 30 %以下，五個月後更低於 10 %；灌
木植物 (馬棘、鐵掃帚)起初具有最良好的發芽率 (達 80 %
以上)，儲放一個月後發芽率仍具有 70 %以上，但隨儲放時
間增長，其發芽率於第二個月快速下降，降至 50 %以下，五
個月後更已低於 20 %；喬木植物 (相思樹)起初發芽率達 50
%以上，但儲放一個月後，種子發芽率快速下降，僅接近 30
%，而儲放五個月時，已無法發芽。
因不同儲放歷時之植生粒劑，其進行發芽試驗時間僅達
30 天，故植生粒劑內部仍可能有部分種子尚未發芽，但仍能
由本次試驗得知，製作完成之植生粒劑，在僅有風乾儲放的
情況下，應盡量於兩個月內進行播種，倘若無法於期限內進
行播種，則應視儲放時間不同而酌量提高粒劑播種量，或將
風乾之植生粒劑以冰箱冷藏 (並非所有物種皆適宜，需視應
用物種而定，如正儲型種子)，以延長植生粒劑使用期限。

表 7 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工作流程概述與時程規劃
Table 7

Procedure and schedule of UAV seeding method
工作要項

施工環境與基地調查

播種作業規劃

飛行空域申請

工作概述

工作天數

1.環境植被調查
2.崩塌類型評估
3.工區坡度、飛行場地條件調查
1.作業所需施工成本
2.無人機播種裝置評估
3.植生材料型式選擇評估
4.基材用料配比設計
5.植生粒劑播種量評估
6.施工航線與時程規劃
7.撰寫活動計畫書
提出飛行計畫書。
(視相關規定需求)

備註

7天

7~14天

15天

一般禁航、限航區四周從事飛航活動，應於
十五日提出申請；若涉及軍事航空管理機關
（構），則應於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播種面積每0.1 ha計算，須10天。如超過0.1
ha，則每 ha需增加2-3天。

1.植生基材與種子採購
20天
2.植生粒劑生產
1.粒劑規格，數量檢定
植生粒劑驗收
7天
2.植生粒劑樣本抽查
1.施工航線與時程規劃
施工前置作業
2.施工點位確認
3天
3.施工機具設備及粒劑準備
1.UAV播種作業
播種量如以每0.1 ha設計100 kg植生粒劑用
現場施工與監測
2.植生粒劑播種監測 (UAV影像)
3天
量，約需2~3個工作天。
3.植生粒劑分布與附著情形調查
1.粒劑附著與發芽生長調查
植生調查與維護管理 2.追播與補播
依合約規定執行至達驗收標準
3.植生成果監測 (UAV影像分析)
*備註：1.本表以使用S-1000型無人機，施工面積0.1 ha為例。
2.植生粒劑製作階段，播種面積如超過0.1 ha，每0.1 ha需增加2~3天。
3.現場施工階段，播種量如以每0.1 ha設計100 kg植生粒劑用量，如超過0.1 ha，每0.1 ha需增加2~3天。
4.本時程規劃僅供參考，未來仍需視施工基地條件、氣候條件、植生粒劑產能與播種作業機具配合之情形，酌予調整。
植生粒劑製作

a

b

c

圖 6 植生粒劑儲放試驗情形 (a：粒劑於 2 吋盆試驗情形、b：15 天後生長情形、c：粒劑內草木本生長情形)
Fig.6 Storage test situation of vegetation pel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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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植生粒劑儲放時間與種子發芽率關係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rage time of vegetation pellets and seed germination rate

5. 植生粒劑現地播種成效驗證
由於 UAV 播種粒劑作業之適宜地點之立地條件惡劣，
地形變化亦大，且人力較不易到達，植物種子發芽生長之情
況無法完全掌控，亦無法精確推估播種成效。因此，航空植
生之成果驗收，通常以勞務驗收為主，即以實際投放物料與
施工作業記錄資料佐證為主 (山崎恭介、高橋祐一，2015) (日
本綠化工學會，1990)，本研究為播種後可近距離調查植生粒
劑生長狀況，及瞭解植生粒劑播種量施工成效，選擇於阿里
山鄉樂野村日賀野橋附近一處人力可及且地形變化較小之
崩塌地進行現地播種試驗，該崩塌地於八八風災後崩塌迄今
植生仍舊無法全面恢復。本研究為了解播種與未播種之區域
植物生長差異，於下游堆積段設置一處 5 m × 5 m 之播種樣
區 (A 區)，全面清除地表植物後進行播種，播種量約每平方
公尺 20 粒植生粒劑，亦於播種樣區周邊設置一處未播種區
域 (B 區) 作為對照樣區，並於播種後 2 個月、6 個月及 1 年
進行植生覆蓋率調查。

(1) 現地調查分析
經現地調查得知，植生粒劑播種後，粒劑內之物
種可於播種兩個月內成為樣區裡優勢植物，其中草本
植物是以高狐草起初生長較為快速，後期則逐漸衰退
由百喜草為主要覆蓋物種 (圖 9、圖 10)；木本植物中，
灌木的馬棘生長快速，且其覆蓋率於一年後仍有上升
的趨勢；喬木的相思樹初期生長雖較慢，但生長情形
仍相當良好，且覆蓋率有持續上升之情形。
此外，將播種樣區與周邊比較可發現，雖起初已
將播種樣區植物清除，但因植生粒劑內部具有緩效性
肥料、培養土等土壤改良材料，且當粒劑內部種子生
長後，可改變微氣候環境，因此隨著時間增長，播種
樣區之物種多樣性與植群擴展速度，皆較周邊未播種
區域快。由此可知，播種植生粒劑，對於崩塌地植生
誘導具有相當成效。
(2) 植生覆蓋率調查分析

a

依二處樣區 (播種樣區、周邊未播種樣區)四個不
同時段之影像照片與正射影像資料得知，植生粒劑對
於崩塌裸露地植生覆蓋具有相當良好的效益。從圖 9
可知，播種樣區起初因將地表植物酌予清除，因此植
生覆蓋率低於周邊未播種樣區，但播種兩個月後，各
樣區植生覆蓋率皆已高於未播種區域；第三次調查中
有部分粒劑雖受水流沖離，但未沖離之植生粒劑仍生

b

長相當良好；第四次調查中，未沖離之植生粒劑生長
已將蝕溝區域覆蓋。以 Image J 分析正射影像中植生
之投影面積後發現，試區內植生覆蓋率可達 90 %。由
此可知，植生粒劑於崩塌堆積地之緩坡地區，如能均
勻撒播植生粒劑，播種後可於一年內有效之植生覆蓋，
亦可能有加速植生演替之功能。但陡坡地區 UAV 播

圖 8 崩塌點位與試驗樣區 (a：崩塌地區域位置圖 (水土保
持局，2019)、b：播種樣區示意圖)
Fig.8 Landslide location and sample area

種植生作業之實際效果，則需依崩塌地之立地條件及
更多之案例試驗後，再進行後續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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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區域

未播種區域
備註：1.紅色圈標記為本次植生粒劑現地播種試驗使用物種。
2.各植物覆蓋率之總和有可能大於100%，係因草木本植物複層植物生長之情形。

圖 9 現地播種試驗覆蓋率調查分析
Fig.9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verage in various plots of field test

2019/07/23

2019/09/29

圖 10 植生粒劑於試驗樣區生長情形
Fig.10

Growth situation of vegetation pellets in the test area

2020/03/17

20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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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區域

未播種區域

圖 11 Image J 分析植生覆蓋率(2020/09/09)
Fig.11

Using Image J to analyze coverage

四、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1) 依無人機之應用機種須考量機體動力、飛行時間與距
離、機體承載重量及風險評估等，經多家廠商之實際

性及生長趨勢分析，以供探討植生粒劑在崩塌地野外
之應用價值。
(4) UAV 播種植生工法有其時效性，建議未來再精進探討
驗收項目、方法與規範，及以開口式合約之辦理之可
行性。

播種作業方法比較，及廠商進行評估所得，目前 (109

(5) UAV 機型與操作因限於有證廠商之限制，未來需更多

年度) 執行播種作業之機型，主要以電能的多軸旋翼

廠商之參與及更多大面積施工之經驗累積，以健全

型較為經濟可行。

UAV 播種植生作業推展。

(2) 依據過去施工經驗，並考量民航法之「遙控無人機專

(6) 部分特殊環境或崩塌地植生困難之地點，如青灰岩、

章」，無人機播種植生工法之工作流程，包括施工環

泥岩、陡坡、蝕溝發達之地區等，目前使用一般撒播

境與基地調查、播種作業規劃、飛行空域申請、植生

或噴植等植生方法之成效仍有不足，及無法全面性之

粒劑製作、植生粒劑驗收、施工前置作業、現場施工、

處理，可使用 UAV 機具等投放播種，或可配合坡面

後續植生調查與維護管理等，如表 7 所示。

工程處理地區，進行植生播種作業。

(3) 經植生粒劑的發芽試驗發現，植生粒劑製成品在常溫
下儲放時間歷時越長，其發芽率有明顯下降趨勢。但
儲放兩個月後仍約有原發芽率之 50%左右，此部分經
野外投放兩個月後攜回之植生粒劑仍具發芽能力，亦

五、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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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證實。
(4) 崩塌地堆積區播種調查發現，植生粒劑播種後，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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