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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中耕除草機節能減碳效益及對操作者之影響 

謝廣文[1]  余志軒[2]  吳文鑌[2]  洪滉祐[2]*
 

摘  要 汽油引擎式小型農作機械具有輕巧及低耗能的優點，但其排放二氧化碳的廢氣將導致全球溫室效益日

益嚴重。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針對電動中耕除草機在不同質地土壤及不同刀具條件下，進行中耕除草作業試驗，試

驗結果以能量消耗及 CO2 排放量以及對操作者心跳率影響的資料進行分析探討。結果顯示，在相同除草深度 3cm

及作業寬度 60cm 條件下操作，比較電動式中耕除草機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作業性能；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

及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轉彎時間 3.0 及 2.8s；平均作業速度 0.52 及 0.55m/s，引擎式平均轉彎時間 3.4 及 3.2s；

平均作業速度 0.51 及 0.52m/s。黏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轉彎時間 3.1 及 3.3s；平均作

業速度 0.53 及 0.52m/s，引擎式平均轉彎時間 3.3 及 3.6s；平均作業速度 0.51 m/s。以轉彎時間及作業速度性

能比較，電動式中耕除草機優於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並能圓滿達成中耕除草之高扭力輸出特性需求。由能源消耗

及減少碳排放量試驗數據中顯示，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能量消耗費用 21.18 及 20.04 

NT$/ha；CO2 平均排放量 5.43 及 5.14kg/ha；引擎式平均能量消耗費用 354.03 及 347.01 NT$/ha；CO2 平均

排放量 25.97 及 25.45 kg/ha。黏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能量消耗費用 20.78 及 21.18 

NT$/ha；CO2 平均排放量 5.33 及 5.43 kg/ha；引擎式平均能量消耗費用 353.64 NT$/ha；CO2 平均排放量 25.94 

kg/ha。以能量消耗費用及 CO2 排放量比較，電動式中耕除草機的能量消耗及 CO2 排放量都低於引擎式中耕除草

機，其降低能源消耗及減少碳排放量效益顯著。由實際田間作業量測得到的操作人員心跳率結果顯示，電動式中

耕除草機心跳率的變化低於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具有統計學顯著差異。因此在長期田間作業下，電動式中耕除草

機有利於降低操作人員體能消耗及疲勞度。 

關鍵詞：電動中耕除草機、節能減碳、疲勞度、心跳率。 

Effect of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Benefit and Impact of Operator for An Electric Cultiv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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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oline engine type small farming machinery has the advantage of lightweight and low 

energy, but its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will lead to global greenhouse gas benefits of grow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or the electric cultivators under different soil textures and different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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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weeding operation test, the test resul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and heart 

rate data to the operator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iscu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perate in the 

same weeding and working width 60cm depth 3cm conditions, more electric cultivator and engine 

operating performance; loam field area, and reclaimed using weed cutter knives, electric and average turn 

time 3.0 2.8s; average operating speed of 0.52 and 0.55m/s, the average turn time engine type 3.4 and 3.2s; 

average operating speed of 0.51 and 0.52m/s.  Clay loam field area, and reclaimed using weed cutter 

knives, electric average turn time 3.1 and 3.3s; average operating speed of 0.53 and 0.52m/s, the average 

turn time engine type 3.3 and 3.6s; average operating speed of 0.51m/s.  Time to turn and operating 

speed performance comparison, electric cultivator superior engine type, and can successfully achieve high 

torque outpu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and for weeding.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test data shows that loam field area, use a knife and reclamation weeding knife, the average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sts 21.18 20.04 NT$/ha a; CO2 emissions by an average of 5.43 and 

5.14kg/ha; engine type 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costs 354.03 and 347.01 NT$/ha; CO2 emissions by 

an average of 25.97 and 25.45 kg/ha.  Clay loam field area, and reclaimed using weed cutter knives,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average cost of 20.78 and 21.18 NT$/ha; CO2 emissions by an average of 5.33 

and 5.43 kg/ha; engine type 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costs 353.64 NT$/ha; The average CO2 emissions 

of 25.94 kg/ha.  The cost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compared t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electric cultivator and CO2 emissions are below the engine type cultivator,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enefits.  The operator heart rate 

results measured by the actual field operations resulting display, change the electric cultivator heart rate 

is lower than the engine type cultivator,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refore, in the long-term 

field work, electric cultivator helps to reduce physical exertion and operator fatigue. 

Key Words: Electric cultivator, Carbon reduction, Fatigue, Heart rate. 

 

一、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氣候變遷是全球邁入 21 世紀所面臨最嚴峻的國

際環保課題，對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及

屬於外銷型新興工業國家的台灣而言，正處在發展轉

捩點上；加強與國際間合作，進行減碳政策、技術及

經驗交流，以推動減碳市場之國際接軌，是確保環境、

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以維持國家競爭力不二方法
[11]

。

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創造發明的許多機器大幅增加

了生產量並改善人類物質生活也提昇人類文明；但機

器的運轉，無論是製造、營建、運輸、通訊等，都必

須依賴能源，能源是現代人類活動主要的原動力；然

而人類活動所消耗地球能源正大量遞減中，尤其以石

油為主的能源供應已遠遠不及需求
[5]

。 

農業機械多以內燃機為主要動力源，使用石化燃

料產生的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包括天然資源中的

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農業機械中使用小馬力的汽

油引擎十分普遍，缺點除了消耗能源尚有廢氣汙染，

由於油價高漲及環保意識抬頭，石化燃料日漸減少情

況下，以其它替代能源以供農機使用，已成為農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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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必要考量
[8]

。以電動馬達取代內燃機，能直接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且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電動機車

即為因應而生的產物，本研究在環保意識的課題下，

針對電動中耕除草機進行相關研究與試驗，期對氣候

變遷及減少碳排放量有所貢獻。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電動中耕除草機在不同質地土壤進行

田間性能測試，在作業性能不低於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條件下，計算耗能及 CO2 排放量以進行節能及減碳效

益的探討。並比較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在兩種

模式作業過程中，操作者心跳率變化以評估電動中耕

除草機作業是否對操作員具有減輕疲勞及提升工作效

率之效果。 

二、材料與方法 

(一) 電動中耕除草機之機體架構 

電動中耕除草機雛型機係以台灣製造現有農民普

遍使用之引擎式中耕除草機（除草專用）改裝研製而

成
[8]

，動力輸出裝置主要由直流無刷馬達及電力系統

取代原有汽油引擎，配備有 4 顆密閉式深循環電池。

前端的一小型輔助輪用以支撐重量兼調整控制除草深

度，作業刀具設於機台前端，可依用途不同換裝使用

刀具，本試驗以常用之兩種刀具（除草刀及開墾刀）

進行除草及鬆土功能試驗。 

動力傳遞由 V 型皮帶張力輪將動力傳輸到行走部

及除草部，機台前進速度分為兩段但不具後退功能，

操作把手長度可依操作者身長進行調整後再鎖緊伸縮

套管進行作業
[5]

。電瓶具有容易組裝及拆卸功能，並

包含防塵及防水外殼，把手端附有殘電量顯示裝置
[2]

，

如圖 1 所示。 

(二) 電動中耕除草機機電系統設計與動力 

中耕除草機於運作使用時，需同時提供前進及中

耕除草動力源，在不同質地土壤與不同天候變化下作

業時動力需求尚需更大，以應付田間作業時可能同時

需求的大扭力與大動力輸出。因此本機體的動力馬達

採用愛得利科技公司製造的直流無刷馬達(ADLEE 

BM-2200 24~48Volt、3kW)，具有體積小、重量輕

及保養容易等優點。車用配備的電力源為台灣製

WP50-12NE 密閉式深循環鉛酸蓄電池，重量 14.3 公

斤，幾何外觀尺寸分別為長 198mm、寬 161mm、高

171mm，額定電壓為 12V，額定容量為 10Hr Rate

時 42.5(Ah)及 20Hr Rate 時 50(Ah)。充電系統設計

以 AC110V60Hz 家用電源配合，配備 Mean-Well 

PB-600W 充電器連接充電，4 顆 12V 的 WP50-12NE

密閉式深循環鉛酸蓄電池串聯充電，約 5 小時可充電

達飽和。表 1 為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之動力規

格比較表，電動中耕除草機機身總重量約 174kg 比引

擎式重 66kg，外觀尺寸差異不大。 

(三) 除草性能測試方法及標準 

田間除草性能測試方法係依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於 69

年 7 月 9 日修訂之國家標準 CNS3470-B7047
[4]

動力

中耕除草機檢驗法進行測定，除草性能標準為作業深

度 2cm 以上、作業平均速度 0.5m/s 以上及作業轉彎

時間 7s 以下。土壤質地之測定原理主要是採用濕測 

 

圖 1 本試驗用電動中耕除草機機體 

Fig. 1 The test of electric cultivato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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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判斷土壤質地種類。 

因用途不同使用刀具也不同，測試用的兩種刀具

為除草刀(用途為除草專用)及開墾刀（用途為中耕及

鬆土功能）如圖 2 及圖 3 所示。並依據 CNS 農機具

測定標準訂定本機進行除草性能測試時之作業條件，

分別是在不同質地土壤下除草深度 3cm，作業寬度

60cm。作業中並使用電子碼錶記錄時間以換算作業

速度及轉彎時間。 

(四) 續航力測試方法 

電動中耕除草機在田間試驗前，先將四顆密閉式

深循環鉛酸電池串聯方式進行充電，引擎式中耕除草

機則將油桶箱加滿，並同時在作業寬度 60cm，以及

設定作業深度平均 3cm 條件下，在長 15 公尺，寬 10

公尺的不同質地土壤田區，依不同刀具之除草刀及開

墾刀進行續航力測試。試驗期間利用碼錶記錄總作業

時間，據以換算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之續航力。 

(五) 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方法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耗電量計算方法係依據台灣電

力公司電價（101 年 6 月 10 日起實施電價 2.10 元/

度）以及 CO2 排放量 0.537 公斤/度進行換算
[10]

。引 

 

表 1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之規格比較 

Table 1 Compared with the electric lawn mower engine specifications cultivator 

 

 

圖 2 除草刀 

Fig. 2 Weeding knife 

 

圖 3 開墾刀 

Fig. 3 Reclamation knife 

動力規格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 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機身總重量(kg) 173.7(kg) 107.5(kg) 

機型尺寸(cm) 長 159，寬 70，高 98 長 166.5，寬 70，高 97 

動力源 
直流無刷馬達 

(ADLEE BM-2200 24~48V, 65A) 
三菱牌 GM291LN 型汽油引擎 

最大輸出(kW) 3kW 5.8kW 

轉速(rpm) 3000(rpm) 3600(rpm) 

使用能源 4×12V 50Ah 深循環鉛酸蓄電池 3.1 公升 92 無鉛汽油 

換檔方式 機械式前進兩段 機械式前進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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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式中耕除草機耗油量計算方法係依中華民國經濟部

能源局以田間試驗時 2013 年第二季（4~6 月）92 無

鉛汽油平均價格 32.49 元/公升及 CO2 排放量約 2.38

公斤/公升進行換算
[12]

。 

(六) 心跳率量測方法 

基於對電動中耕除草機操作正確性的考量，本研

究以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五位健康男性學

生為田間試驗操作人員，並於訓練至可熟悉操作中耕

機後進行田間試驗並量測心跳率與後續分析。操作人

員基本資料如表 2 所示，表中 M±SD 為平均數±標準

差(Mean±SD)。由表中可知，操作者平均身高 173±

4.4(cm)，平均體重 74±12.6(kg)，平均年齡 23±

3.2(age)。 

試驗設備包含同機型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各一部，具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之筆記型電腦一部

（含 RS 800 軟體驅動程式及 1 條 USB 藍芽傳輸線），

Polar Electro Inc. /Polar Electro Oy 公司製造的

RS800 Polar 無線心跳測量錶及 1 條心率傳輸帶兼心

率傳輸器。以 Polar 系統軟體擷取心跳率數據儲存再

以 Minitab 統計軟體依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之 t 檢定

進行分析，其中每分鐘心跳率數值平均差的差異顯著

水準取 α＝0.05。田間試驗前先讓每位操作者說明實

驗流程（如圖 4 所示），以進行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

草機作業 30 分鐘，在兩種不同模式測試過程中均擷

取在第 0~10、10~20、20~30 以及 0~30 分鐘心跳 

 

表 2 操作者基本資料之描述性統計表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perator basic 

information  

項目 平均數±標準差 範圍 

身高(cm) 173±4.4 170.5-178 

體重(kg) 74±12.6 61.2-86.5 

年齡(age) 23±3.2 22-28 

率，並分別進行成對 t 檢定。 

三、結果與討論 

(一)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性能測試

之結果 

表 3 為在壤土田區及黏壤土田區內，電動式與引

擎式中耕除草機分別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的除草性能

結果。表中數據顯示，在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

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轉彎時間為 3 及 2.8s；作業速度

為 0.52 及 0.55m/s，引擎式平均轉彎時間為 3.4 及

3.2s；作業速度為 0.51 及 0.52m/s。在黏壤土田區

中，電動式平均轉彎時間為 3.1 及 3.3s；作業速度為

0.53 及 0.52m/s，引擎式平均轉彎時間為 3.3 及 3.6s；

作業速度為 0.51 及 0.51m/s。顯示電動中耕除草機

不管使用除草刀或開墾刀，其轉彎時間都低於引擎式，

其作業速度都可高於引擎式。並且都符合 CNS 要求

標準。綜合試驗結果得知，電動中耕除草機在不同質

地土壤以及使用不同刀具進行田間試驗，其作業性能

測試均符合目前傳統之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且均符合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訂定 CNS 之轉彎時間不得大於 7.0

秒以及作業速度不得低於 0.5m/s 之標準規範。 

 

圖 4 心跳率實驗流程圖 

Fig. 4 Heart rate test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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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續航力分

析 

在不同壤土田區以試驗場地長度 15m、寬度 10m

分別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作業寬度 60cm 及作業深

度設定 3cm 條件下，並定義電動式中耕除草機電量

顯示器上的 LED 燈面板剩餘 2 格時為電池耗盡，進行

續航力測試結果顯示連續作業 3 小時均無零件鬆脫及

故障現象，作業時間符合使用電瓶之額定容量理論值。 

(三) 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 

1.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每公頃電費與 CO2 排放量分

析 

充電器輸出電壓為 57.6V，輸出電流(最大)為

10.5A，輸入效率為 89%(MEAN WELL PB-600W 單

組輸出蓄電池充電器規格)，計算充電器消耗功率＝

(57.6V×10.5A)/89%＝679.55W，該密閉式深循環鉛

酸蓄電池，以四顆串聯方式進行充電，充到飽滿狀態

約需 5 小時，以壤土田區使用除草刀為例，除草總作

業時間約 3 小時電池耗盡，則每小時平均電能消耗為

每小時平均電能消耗＝5h×679.55W/3h＝1.132 度，

因此平均每小時電費為 2.1 元/度×1.132 度＝2.38

元；CO2 排放量為 0.537 公斤×1.132 度＝0.61 公斤

/度。在田間性能測試時，平均作業速度為 0.55m/s，

作 業 寬 度 60cm ， 則 每 公 頃 作 業 時 間 ＝

[(100m/0.52m/s)×(100m/0.6m)]/60s×60s＝8.9 小

時，因此每公頃作業面積電費為 2.38 元×8.9 小時＝

21.18 元；CO2 排放量為 0.61 公斤×8.9 小時＝5.43

公斤。 

2. 引擎式中耕除草機每公頃燃料費與 CO2 排放量

分析 

以壤土田區使用除草刀為例，以每小時燃料費為

1.2 公升×32.49＝38.99 元，則每小時 CO2 排放量＝

2.38×1.2 公升＝2.86 公斤。當作業速度為 0.51m/s，

作業寬度 60cm，則每公頃作業時間為＝10000/ 

(0.51m/s×0.6m×60s×60s)＝9.08 小時，因此每公頃

作業面積費用＝38.99 元×9.08 小時＝354.03 元，每

公頃 CO2 排放量＝2.86 公斤×9.08 小時＝25.97 公

斤。 

(四) 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比較結果 

在壤土田區使用除草刀進行除草作業，電動式中

耕除草機每公頃作業時間需 8.9 小時，每小時電費

2.38 元，CO2排放量 0.61 公斤；且每公頃電費共 21.18  

 

表 3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在不同質地土壤性能測定之結果 

Table 3 Results of electric and engine type cultivator measurement of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soil 

texture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 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壤土 黏壤土 壤土 黏壤土 

刀具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田
間
除
草
性
能
測
試 

雜草平均高度(cm)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作業深度(cm)  3  3  3  3 

作業寬度(cm)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轉彎時間(s) 3 2.8 3.1 3.3 3.4 3.2 3.3 3.6 

作業速度(m/s) 0.52 0.55 0.53 0.52 0.51 0.52 0.51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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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CO2 排放量 5.43 公斤，較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分別

節省 36.61 元/小時與 332.85 元/公頃，CO2 排放量可

分別減少 2.25 公斤/小時與 20.54 公斤/公頃。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均使用開墾刀作業，

則電動式中耕除草機每公頃作業時間需 8.42 小時，每

小時電費 2.38 元，CO2 排放量 0.61 公斤；且每公頃

電費共 20.04 元，CO2 排放量 5.14 公斤，較引擎式中

耕除草機分別節省 36.61 元/小時與 326.97 元/公頃，

CO2 排放量可分別減少 2.25 公斤/小時與 20.31 公斤

/公頃。 

在黏壤土田區試驗，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均使用除草刀作業，電動式中耕除草機每公頃作業時

間需 8.73 小時，每小時電費 2.38 元，CO2 排放量 0.61

公斤；且每公頃電費共 20.78 元，CO2 排放量 5.33 公

斤，較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分別節省 36.61 元/小時與

332.86 元/公頃，CO2 排放量可分別減少 2.25 公斤/

小時與 20.61 公斤/公頃。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均使用開墾刀作業，

則電動式中耕除草機每公頃作業時間需 8.9 小時，每

小時電費 2.38 元，CO2 排放量 0.61 公斤；且每公頃

電費共 21.18 元，CO2 排放量 5.43 公斤，較引擎式中

耕除草機分別節省 36.61 元/小時與 332.46 元/公頃，

CO2 排放量可分別減少 2.25 公斤/小時與 20.51 公斤

/公頃，如表 4 所示。 

綜合以上分析得知，為電動中耕除草機無論在每

公頃作業時間及每小時電費、每公頃電費以及 CO2 排

放量皆比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少，明顯看出電動中耕除

草機在不同質地土壤作業且使用不同刀具均有效達到

節能減碳效果。 

(五) 電動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之間對心跳

率之影響比較 

1. 電動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在壤土田區使用不同刀

具之比較 

在壤土田區均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作業，測試用

的兩種刀具為除草刀（用途為除草專用）及開墾刀（用

途為中耕及鬆土功能），開墾刀因作業深度比除草刀作

業深度深負載較大震動幅度偏高，因此開墾刀測試對

於操作者的疲勞度及心跳率會高於除草刀測試，電動

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之心跳率 t 檢定統計表 5 得知，

在第 0~10 分鐘內，電動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

分別為 105.59±4.49 次/分及 108.99±6.5 次/分與引

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分別為 107.97±11.59

次/分及 110.8±10.49 次/分，p 值為 0.000，有顯著 

 

表 4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能源消耗費用及 CO2排放量比較 

Table 4 Compared with the electric lawn mower engine cultivator energy consumption costs and CO2 

emissions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 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土壤質地 壤土 黏壤土 壤土 黏壤土 

刀具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每小時(h) 
電費/燃料費(NT$/h) 2.38 2.38 2.38 2.38 38.99 38.99 38.99 38.99 

CO2 排放量(kg/h) 0.61 0.61 0.61 0.61 2.86 2.86 2.86 2.86 

每公頃(ha) 

作業時間(h) 8.9 8.42 8.73 8.9 9.08 8.9 9.07 9.07 

電費/燃料費(NT$/ha) 21.18 20.04 20.78 21.18 354.03 347.01 353.64 353.64 

CO2 排放量(kg/ha) 5.43 5.14 5.33 5.43 25.97 25.45 25.94 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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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p＜0.05)；第 10~20 分鐘內，電動中耕除草機

心跳率平均數分別為 106.59±5.44 次/分及 108.02±

7.94 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 108.55±

11.45 次/分及 111.34±11.01 次/分，p 值為 0.000，

有顯著差異(p＜0.05)；第 20~30 分鐘內，電動中耕

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 106.07±5.12 次/分及 109.33±

6.61 次/分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 108.87

±11.68 次/分及 111.63±10.76 次/分，p 值為 0.000，

有顯著差異(p＜0.05)；在 0~30 分鐘內，則電動中耕

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 106.08±5.05 次/分及 108.78±

7.06 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 108.46±

11.58 次/分及 111.26±10.75，p 值為 0.000，有顯著

差異(p＜0.05)，顯示在第 0~10、10~20、20~30 以

及 0~30 分鐘引擎式心跳率平均數均較電動式略大，

且 P 值均小於 5%，已達到 0.05 顯著水準。 

2.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在黏壤土田區使用不

同刀具之比較 

在黏壤土田區均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作業，電動

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之心跳率 t 檢定統計表 6 得

知，在第 0~10 分鐘內，電動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

數分別為 110.81±10.48 次/分及 112.18±10.31 與引

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分別為 113.34±9.44 

 

表 5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在壤土田區均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心跳率 t 檢定統計表 

Table 5 Electric and engine type cultivator in loam plot use the weed cutter knife and reclaimed heart 

rate t test statistics 

*：p＜0.05 

 

表 6 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在黏壤土田區均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心跳率 t 檢定統計表 

Table 6 Electric and engine type cultivator in clay loam plot use the weed cutter knife and reclaimed 

heart rate t test statistics 

* p＜0.05 

變項 
心跳率 

p*值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 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刀具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第 0~10 分鐘（次/分） 105.59±4.49 108.99±6.5 107.97±11.59 110.80±10.49 0.000 

第 10~20 分鐘(次/分) 106.59±5.44 108.02±7.94 108.55±11.45 111.34±11.01 0.000 

第 20~30 分鐘（次/分） 106.07±5.12 109.33±6.61 108.87±11.68 111.63±10.76 0.000 

第 0~30 分鐘（次/分） 106.08±5.05 108.78±7.06 108.46±11.58 111.26±10.75 0.000 

變項 
心           跳           率 

p*值 電動式中耕除草機 引擎式中耕除草機 

刀具 除草刀 開墾刀 除草刀 開墾刀 

第 0~10 分鐘（次/分） 110.81±10.48 112.18±10.31 113.34±9.44 115.39±7.25 0.000 

第 10~20 分鐘（次/分） 111.34±11 113.32±9.44 114.35±8.48 116.09±5.57 0.000 

第 20~30 分鐘（次/分） 111.56±10.84 113.61±9.19 115.38±7.25 116.22±5.3 0.000 

第 0~30 分鐘（次/分） 111.24±10.78 113.04±9.67 114.39±8.47 115.9±6.1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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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及 115.39±7.25，p 值為 0.000，有顯著差異(p

＜0.05)；第 10~20 分鐘內，電動中耕除草機心跳率

平均數分別為 111.34±11 次/分及 113.32±9.44 次/

分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分別為 114.35±

8.48 次/分及 116.09±5.57 次/分，p 值為 0.000，有

顯著差異(p＜0.05) ；第 20~30 分鐘內，電動中耕除

草機心跳率平均數分別為 111.56±10.84 次/分及

113.61±9.19 次/分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

數分別為 115.38±7.25 次/分及 116.22±5.3，p 值為

0.000，有顯著差異(p＜0.05)；以 0~30 分鐘內，則

電動中耕除草機心跳率平均數分別為 111.24±10.78

次/分及 113.04±9.67 次/分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心跳

率平均數分別為 114.39±8.47 次/分及 115.9±6.11，

p 值為 0.000，有顯著差異(p＜0.05)，亦顯示在第

0~10、10~20、20~30 以及 0~30 分鐘引擎式心跳

率平均數均較電動式略大，且 P 值均小於 5%，已達

到 0.05 顯著水準。 

(六) 電動中耕除草機 SWOT 分析 

SWOT 分析亦稱強弱危機綜合分析法，是一種了

解彼此優劣的分析方法，亦是市場營銷的分析方法之

一，在內部優勢條件上，電動式中耕除草機作業完成

後其塵土較引擎式中耕除草機花費清理時間少及不需

更換機油保養，且長時間沒使用，機構本體沒有燃料

油傳輸管路堵塞的情形，而不易造成電動中耕除草機

啟動困難的問題。由於近代精緻農業的提昇，設施內

中耕除草作業需求及使用率大為增加，電動中耕除草

機設計訴求為馬達及儲電系統，經田間試驗數據分析

結果顯示符合節能減碳之環保趨勢，設施內使用更無

汽油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廢氣，而造成嚴重的環境

污染問題，因此電動中耕除草機在室內及室外都適用。

據此，以石化能源為燃料之引擎式中耕除草機的使用

成本自然也會逐漸升高，對於消費者購買引擎式中耕

除草機的消費意願當然也會降低的，電動式與引擎式

中耕除草機於相較之下，使用成本及節能減碳均具有

經濟效益。劣勢為電動中耕除草機四顆電池重量共

57.2 公斤在加上本機體重量總重為 173.7 公斤較引

擎式中耕除草機重 66.2 公斤，但在性能測試轉彎時間

以 及 作 業 速 度 上 均 較 引 擎 式 中 耕 除 草 機 優 異 。 

在外部優勢使用能源方面四顆密閉式深循環電池串

聯，且蓄電池不需拆裝即可充電，可在家庭 110V60Hz

電源充電，約需 5 小時充電時間，針對電動中耕除草

機在壤土田區以及黏壤土田區使用不同刀具於田間試

驗，以壤土田區使用除草刀為例，每小時作業費用

2.38 元及 CO2 排放量 0.61 公斤以及每公頃作業費用

21.18 元及 CO2 排放量 5.43 公斤均較引擎式中耕除

草機便宜且有效減碳。由於電動中耕除草機較引擎式

中耕除草機增加四顆深循環鉛酸蓄電池，其價格勢必

會不低於引擎式中耕除草機，此因素會降低農民購買

的意願，如表 7 所示。 

四、結論 

 

表 7 電動中耕除草機 SWOT 分析表 

Table 7 Electric cultivator SWOT analysis table 

內部條件 外在環境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 容易清理及免保養 

2. 啟動容易 

3. 使用成本低 

4. 適合室內外作業 

1. 重量偏重 1. 節能減碳 

2. 以鋰電池取代鉛酸蓄電

池後，重量可大幅降低。 

1. 價格較引擎式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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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研製電動裝置取代中耕除草機之汽油引擎

作為動力源，研製完成後分別在不同質地土壤（壤土

及黏壤土）及不同作業刀具（除草刀及開墾刀）進行

田間性能測試，在設定除草深度 3 cm 及除草作業寬

度 60 cm 條件下，量測並進行試驗數據之能量耗費、

CO2 排放量、作業中人體心跳率變化等參數之比較分

析，得到以下結論： 

在相同除草深度 3cm 及作業寬度 60cm 條件下

進行田間試驗，比較電動式中耕除草機與引擎式中耕

除草機作業性能。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

電動式平均轉彎時間 3.0 及 2.8s；平均作業速度 0.52

及 0.55 m/s，引擎式平均轉彎時間 3.4 及 3.2s；平均

作業速度 0.51 及 0.52 m/s。黏壤土田區中，使用除

草刀及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轉彎時間 3.1 及 3.3s；平

均作業速度 0.53 及 0.52m/s，引擎式平均轉彎時間

3.3 及 3.6s；平均作業速度 0.51 m/s。電動式與引擎

式中耕除草機性能均符合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訂定之國

家標準(CNS)之除草深度、轉彎時間以及作業速度符

合規範。以轉彎時間及作業速度性能比較，電動式中

耕除草機優於引擎式中耕除草機，並能圓滿達成中耕

除草之高扭力輸出特性需求。 

在能源消耗及減少碳排放量試驗數據中顯示，壤

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電動式平均能量消

耗費用 21.18 及 20.04 NT$/ha；CO2 平均排放量 5.43

及 5.14 kg/ha；引擎式平均能量消耗費用 354.03 及

347.01 NT$/ha；CO2 平均排放量 25.97 及 25.45 

kg/ha。黏壤土田區中，使用除草刀及開墾刀，電動式

平均能量消耗費用 20.78 及 21.18 NT$/ha；CO2 平

均排放量 5.33 及 5.43 kg/ha；引擎式平均能量消耗

費用 353.64 NT$/ha；CO2 平均排放量 25.94 kg/ha。

以能量消耗費用及 CO2 排放量比較，電動式中耕除草

機的能量消耗及 CO2 排放量都低於引擎式中耕除草

機，其降低能源消耗及減少碳排放量效益顯著。 

在實際田間作業量測操作人員心跳率試驗中，以

作業時間 30 分鐘為每次測試期，測試過程分別擷取

第 0~10、10~20、20~30 分鐘以及全程（0~30 分

鐘）心跳率數據儲存，比較壤土及黏壤土不同田區以

及不同刀具（除草刀及開墾刀）作業下之心跳率進行

統計學上之成對 t 檢定，結果顯示，同一操作者分別

使用電動式與引擎式中耕除草機進行除草作業，二者

心跳率的變化具有統計學上顯著差異。電動式中耕除

草機心跳率的變化低於引擎式中耕除草機，因此在長

期田間作業下，電動式中耕除草機有利於降低操作人

員體能消耗及疲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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