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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鐵粉披衣稻種的水稻湛水直播之研究1
吳以健、楊嘉凌2
摘

要

水稻是臺灣最重要的糧食作物，近年來因勞力缺乏，導致秧苗漲價與供應不足。水稻
直播栽培方式省去育苗階段，可改善育苗中心勞力缺乏問題，並降低種苗成本，提高經
濟效益，惟水稻直播栽培容易遭遇之問題包括初期發芽不穩定、鳥類啄食與後期倒伏風
險。故本研究擬分別針對品種篩選、稻種包覆鐵粉與栽培管理效益進行比較。試驗結果
顯示，台中秈10號相較於其他推廣品種，具有初期發芽速率快與初期生長勢強的優點，
適合用於直播栽培；稻種披覆鐵粉後，發芽速度與最終出土率皆受抑制，且以預浸時間2
日與3日者抑制狀況更加顯著，因此可決定預先浸潤時間為0.5~1日較佳；田間試驗方面，
直播水稻的產量高於插秧栽培者，原因為單位面積穗數的增加；品質方面無顯著差異；
成本效益評估方面，直播栽培若使用臺灣鐵粉，種苗成本可較慣行插秧者節約50%左右，
但若使用日本鐵粉美人則無節約效益；田間成本方面，直播栽培可能增加除草劑施用次
數；經評估產量與產值後，直播水稻的整體效益較慣行插秧高。總合以上，直播水稻具
有省工與增加收益的優點，然而仍需考慮天災、病蟲害、微氣候、土壤性質、雜草相等，
未來應更進一步優化各項細節，以達到兼具省工、高效的智慧化栽培系統。
關鍵詞：水稻、直播、智慧農業、成本效益分析

前

言

水稻是臺灣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傳統的水稻栽培採用移植方式，可確保稻苗的萌發與生
長，提高稻苗存活率及使用效率，因而成為近代慣用的栽培方式 (5) 。每期作農忙期間，育苗
場出現龐大秧苗需求，並伴隨大量的勞動人力投入。近年來農業人口流失情形嚴重，農業從
業人口近10年減少了27.5%(1)，對水稻生產無疑是一大負擔。有鑑於此，全球皆致力研究相關
的省工栽培方式，其中之一為直播栽培。水稻直播栽培省去育苗作業，直接將種子播於田間
進行栽培，一方面可節約育苗階段的投入，另一方面亦紓解農忙期間秧苗供不應求及育苗勞
力不足的問題 (11,19)。
直播栽培目前在全球水稻栽培約占有23%的面積 (18)，在美國、歐洲及澳洲都正廣泛使用
中 (12,15,16)。直播栽培大抵分為濕田直播與乾田直播，濕田直播法與傳統插秧法相似，在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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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使用與插秧機機型相近之濕田直播機進行點播，或使用動力施肥機進行撒播，因栽培管
理與傳統插秧法相近，成為東亞地區多數直播稻農之偏好。然而，濕田直播初期，稻種在水
中遭遇缺氧與其導致之種子出土率及生長勢不佳的缺點 (8)。現行品種因育種過程為移植方式，
多數都無法適應初期萌芽階段的土壤缺氧狀態 (10)，因此篩選初期生長快速的品種 (6,7)顯得相對
重要。再者，為了促進稻種萌芽與生長，田區進行排水曝氣時，往往易遭鳥類啄食危害；此
外，播種後稻種深度不夠，造成根系過淺以致後期倒伏風險，都是可能遭遇之挑戰。有鑑於
此，在播種前將稻種施以表面披覆鐵粉預措，除了以褐色氧化鐵形成保護色與避免鳥害之外，
亦增加稻種重量，沉入土中增加根系深度與稻株穩定 (2)。
民國70~80年代，臺灣尚有5%的稻田採直播方式，然時至目前，臺灣水稻栽培幾乎完全
使用插秧移植栽培，意即現行水稻品種與栽培管理方式皆僅適用插秧移植栽培，必須於三方
面進行研究與改善：1.適用於直播栽培之品種，需具有種子快速發芽、高出土率、初期生長
快速等優點，以提高田間存活率及與雜草之競爭優勢。2.建立臺灣本土之稻種鐵粉披衣作業
流程，提高稻種鐵粉披覆效率與後續發芽勢。3.直播水稻之栽培管理，應注意稻種萌芽後生
長初期之營養供給、防止鳥類啄食、抑制雜草競爭、預防後期植株倒伏。因此，本研究首先
進行現行品種初期發芽特性的篩選，再以日本鐵粉披衣作業為基礎，建立臺灣本土之稻種披
衣流程，最後將上述品種進行披衣後的稻種，於田間實地進行直播試驗，以評估直播栽培之
最終成本效益，作為未來直播水稻生產之重要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品種篩選比較
使用目前水稻推廣品種，稉稻包括台稉2號(TK2)、台稉8號(TK8)、台稉9號(TK9)、台稉
14號(TK14)、台稉16號(TK16)、桃園3號(TY3)、台中秈10號(TCS10)、台中秈17號(TCS17)、
台中秈糯2號(TCSW2)、台中192號(TC192)、台農71號(TNG71)、台農77號(TNG77)、台南11
號(TN11)、台南16號(TN16)、台稉糯1號(TKW1)、台稉糯3號(TKW3)、高雄139號(KH139)、
高雄145號(KH145)、高雄147號(KH147)、高雄秈7號(KHS7)、台東30號(TT30)、台東33號(TT33)
及台東糯31號(TTW31)共24個品種，稻種皆為2016年一期作生產，於2016年10月，將稻種經
風選後，浸潤過後披覆鐵粉與石膏粉(作為黏著之用)，再將披衣稻種播於盆栽土面，採用完
全隨機設計(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CRD)，每個品種4重複，每個重複10粒稻種，並在
土面湛水2 cm。播種後14日內，每日調查發芽種子數目，並以出現最多發芽數目日作為完全
發芽所需日數，以評估出土率，再於秧苗達到3葉齡後取回烘乾測量乾重作為生物量，以評估
初期生長量。
二、稻種鐵粉披衣對發芽特性之影響
稻種的披覆鐵粉作業，包括以下流程: 選種、浸種、脫水、披覆、靜置氧化、冷藏。其
中，浸種的時間與披覆的鐵粉種類，將可能直接影響鐵粉披覆效率、稻種出土率及發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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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指出，披覆鐵粉前進行適度浸種預措，可增加種子可溶解糖的含量，進而提高鐵粉
稻種在湛水狀況下的出土率 (14)。本研究以上述品種篩選最優秀者─台中秈10號，分別進行0.5、
1、2、3日的浸水後，再分別以臺灣市售鐵粉(鐵粉細，粒徑< 50 μm，第一化工，臺灣)與日本
直播水稻專用鐵粉(粉美人, S91 iron powder, JFE steel corporation, Japan)(13)進行披覆，同時以
不披覆鐵粉作為對照組，靜置待鐵粉完全氧化後，以 4℃冷藏7日取出，採用完全隨機設計
(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CRD)，播於濕潤土面。每個處理組合5重複，每重複100粒種
子，每日調查發芽種子數目以計算發芽速率與最終出土率。
三、田間試驗與效益分析
(一)品種：直播初期表現最佳之品種-台中秈10號。
(二)田間設計：直播區為兩種鐵粉披衣處理種子進行直播；以插秧處理為對照組，每一田
區為0.08 ha，採用完全隨機設計(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CRD)。
(三)田間管理：於2月上旬進行2次整地，即粗整地與整平，並於整平前每0.08 ha施用1 kg
滅 芬 免 速 隆 (3.5%

2-(1,3-benzothiazol-2-yloxy)-N-methylacetanilide

&

0.13%

Methyl-a-(4,6-dimethoxypyrimidin-2-ylcarbamoylsulfamoyl-O-toluate)作 為 萌 前 除 草 劑 。
種子依上述流程完成鐵粉披衣預措後，於2月下旬使用動力施肥機械進行撒播，播種量
為每塊田區乾穀4 kg (等同於每公頃乾穀50 kg)。於播種後10日進行對照區的插秧，對
照區使用之秧苗為3葉齡。直播區之田間管理，播種後湛水7日，接著排水曝氣7日，再
湛水7日，待稻株達4葉齡，後續田間管理與插秧對照組皆依照水稻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進行。
(四)調查項目：為評估直播系統之成本效益，計算稻作改以直播栽培之成本投入與收益產
出，投入之調查包括稻種價格、稻種用量、預措費用(鐵粉、石膏粉、機具、人工)、播
種費用、栽培操作投入(施肥、噴藥)、收穫。並以傳統移植方式作為對照，調查秧苗用
量、秧苗價格、插秧費用、栽培操作投入、收穫。產出方面則調查各自之稻穀產量構
成要素及品質，品質分析分為外觀品質、成分分析及官能品評，外觀品質測定白米透
明度與白堊質程度(心白、腹白、背白)，透明度依白米透明程度，由玻璃般透明的0級
至糯米般不透明的5級；白堊質程度則依白堊質在米粒的心部、與胚同側的腹部或與胚
異側的背部中加深或擴大的程度，由無白堊質的0級至糯稻般不透明的5級；成分分析
為白米磨粉後，分別以自動分析儀(Autoanalyzer, Alpkem CO., USA.)與近紅外線光譜分
析儀(Near-infra Analyzer 500, Technicon)測定直鏈澱粉含量與粗蛋白質含量；官能品評
方面，將樣品白米加以重量1.35倍的水浸泡後蒸煮熟，再以一般栽培之台中秈10號白米
作為對照，進行米飯外觀、香味、口味、黏性、硬性及總評的比較，品評結果經分析
後區分為3級：外觀、香味、口味及總評之A級表示優於對照品種，B級表示與對照品
種相同，C級表示劣於對照品種。黏性之A級表示較對照品種黏，B級表示與對照品種
相同，C級表示較對照品種不黏。硬性之A級表示較對照品種硬，B級表示與對照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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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C級表示較對照品種軟。綜合評估產量與品質，計算為單位面積收益。綜合投入
與產出資料，評估直播系統之成本效益。
四、統計分析
上述試驗調查結果，以統計軟體R (17)計算平均值，並進行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及個別比較差異，個別比較使用最小顯著差異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ethod, LSD)。

結果與討論
一、適用直播栽培的品種篩選
將24個品種進行初期發芽試驗，結果分別表示如圖一、圖二。發芽日數方面，稉稻以高
雄145號(KS145)、台農77號(TNG77)與台稉2號(TK2)的發芽日數最短(9日、9.5日、10.25日)；
秈稻則是台中秈10號(TCS10)與台中秈17號(TCS17)最短(6日、8.25日)；糯稻則以台中秈糯2
號(TCSW2)為最短(8.25日)。生物量方面，稉稻以台稉14號(TK14)、高雄139號(KS139)與台中
192號(TC192)的生物量最大(25.56 g、24.59 g、22.44 g)；秈稻則是台中秈17號(TCS17)與台中
秈10號(TCS10)最大(27.37 g、25.16 g)；糯稻則以台中秈糯2號(TCSW2)為最大(26.73g)。綜合
以上結果，台中秈10號之發芽速率與初期生物量皆表現優良，推測其於實際田間直播時可具
備較佳之苗立率及雜草競爭優勢，可作為直播適用品種。整體而言，秈稻或秈糯稻的表現較
稉稻為佳，可能是由於秈稻(印度型稻)通常具有較佳的種子活力與較長的中胚軸，有助於直
播於田間後的初期萌芽勢 (5) ，台中秈10號在秈稻中更具有湛水直播適性，與前人研究結果相
吻合 (4)。

圖一、24 個推廣品種間濕田直播的平均出土時間比較
Fig. 1. Comparison of mean emergency times among 24 commercial cultivars under wet direct s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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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4 個推廣品種間濕田直播的 3 葉齡幼苗生物量比較
Fig. 2. Comparison of seedling biomass of 3-leaf stage among 24 commercial cultivars under wet direct
seeding
二、稻種鐵粉披衣對發芽特性的影響
依前述品種篩選結果，使用台中秈10號進行披衣流程試驗及田間直播試驗。結果如圖三~
圖五所示。未披衣的稻種，在播種後5日即達到85%以上之出土率，顯示本批稻種之種子活力
正常；播種後6日達到最大出土率，最終出土率為預浸0.5日與1日者較高，但與預浸2日與3日
者差距不明顯。臺灣鐵粉與日本鐵粉美人披衣者，播種後的發芽狀況皆較不披衣者延遲1~2
日 ， 最 終 出 土 率 同 樣 為 預 浸 0.5日 與 1日 者 較 高 (88~92.4%與 89~92.2%)， 並 略 低 於 不 披 衣 者
(95.4%)，顯示鐵粉披衣將可能減緩稻種吸水速率及芽點伸出，進而抑制稻種發芽；再者，不
同於不披衣組，兩種鐵粉披衣組之預浸0.5日/1日者，與預浸2日/3日者之最終出土率差距顯著，
顯示若預先浸種時間過久，啟動發芽機制之程度高，因鐵粉包覆而影響出土率的狀況就更顯
著。比較臺灣鐵粉與日本鐵粉披覆，臺灣鐵粉披覆之預浸0.5日/1日稻種出土率與日本鐵粉披
覆者相近(88~92.4%與89~92.2%)，但預浸2日/3日者，臺灣鐵粉披覆稻種出土率則顯著較日本
鐵粉披覆者低(69.4~77.2%與76.2~79.2%)，顯示若預浸較久時間的稻種，在日本鐵粉披覆者受
到影響較小，原因可能在於日本鐵粉披覆過程較不易造成稻種受傷，或日本鐵粉粒徑較大，
披覆後孔隙較多，稻種較易吸水或萌芽。此外，相較於日本之鐵粉披衣稻種標準作業流程，
日本方面作業為預先浸種2~3日(依氣溫不同而增減)再進行鐵粉披衣，在台中秈10號以浸種1
日以內者表現較佳，推測原因為臺灣的秈型水稻品種之浸種過程中吸水速度較快，僅浸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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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內即適合進行鐵粉披衣，若浸種時間過久，其幼芽已萌發，將可能在披覆鐵粉過程受傷，
進而降低最終出土率。另一方面，亦顯示台中秈10號在播種後的發芽速度快，儘管鐵粉包覆
造成出土率降低，仍能維持85%以上之出土率。

圖三、不披覆鐵粉的稻種在不同時間浸潤之下的出土率
Fig. 3. Emergency rate of rice seeds without coating with different pre-soaking time.

圖四、披覆臺灣鐵粉的稻種在不同時間浸潤之下的出土率
Fig. 4. Emergency rate of rice seeds coated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with different pre-soak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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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披覆日本鐵粉的稻種在預先浸潤不同時間之下的出土率
Fig. 5. Emergency rate of rice seeds coated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with different pre-soaking time.
三、田間試驗結果
一期作之產量分析結果如表一，結果顯示，以鐵粉披覆稻種(臺灣鐵粉或日本鐵粉美人)
之直播栽培，產量皆高於慣行之插秧栽培者(每公頃7,473 kg或8,487 kg與6,925 kg)，尤以日本
鐵粉美人組之差異明顯。產量之差異主要來自單位面積穗數(每平方公尺512支或509支與290
支)的差異，儘管千粒重以插秧栽培者略優(24.7 g或25.0 g與26.2 g)，仍無法平衡整體產量之差
異。而直播栽培之穗數較高的原因，則可能來自單位面積播種量，日本的直播栽培推薦播種
量為每公頃35~40 kg的乾稻種量，本試驗為避免氣候因素導致出土率不佳，播種時略為增加
稻種用量(約每公頃50 kg)，另外，由於撒播方式種子之間的間距較均勻亦較大，故能有較佳
的分蘗空間，促使直播栽培的分蘗勢較強。品質方面，不論在米粒透明度(皆為3.5級)、白堊
質(皆小於1級)、直鏈性澱粉含量(13.0%、12.4%與13.5%)、粗蛋白質含量(6.17%、6.11%與6.50%)、
米飯官能品評(皆為B等級)，直播栽培者與慣行插秧栽培者皆無顯著差異(表二與表三)，故推
測直播栽培者具有同樣優質潛力。在栽培日數方面，自播種或插秧至收穫，直播栽培者與插
秧者分別為139日與131日，直播栽培者顯著需要較久的田間生長時間，可能有對天災有較高
的風險，並有較多的水資源耗用，然而確切的水資源使用量，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證實。直
播總體而言，雖然直播栽培之產量較高，然而由於撒播方式的稻株之間無溝行，造成田間通
風性較差，高溫高濕的環境可能導致病蟲害發生風險提高 (4) 。且由於高溫的微氣候環境，若
種植對高溫較敏感之稉型水稻品種，可能因此而導致外觀品質(白堊質粒、被害粒、碎粒增加)
受損 (3) 。另一方面，直播栽培者之田間生長時間較長，可能影響該田地其他栽培時序，亦應
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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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同鐵粉披覆之水稻直播栽培的產量構成要素
Table 1. Yield components of seeds coated with different iron powder in rice direct-seeding systems
1

DSTIP
DSJIP1
TP1

DM2
139 a3
139 a
131 b

PN2
512.0 a
508.7 a
290.3 b

GN2
131.2 a
120.9 a
111.3 a

FR2 (%)
85.9 a
87.5 a
87.7 a

GW2 (g)
24.7 b
25.0 b
26.2 a

Yield (kg/ha)
7473 ab
8487 a
6925 b

1

DST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DSJ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TP: transplanting.
2
DM: days to maturity; PN: panicle number per m2; GN: grain number per panicle; FR: fertility rate; GW: 1000-grain
weight.
3
Mean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at P ≦
0.05.

表二、不同鐵粉披覆之水稻直播栽培的外觀品質與相關成分
Table 2. Appearance quality and ingredients about palatability of seeds coated with different iron powder
in rice direct-seeding systems

DSTIP1
DSJIP1
TP1

TL2
3.5 a3
3.5 a
3.5 a

Appearance of polished rice
WC2
WY2
0.00 a
0.00 b
0.00 a
0.98 a
0.00 a
0.00 b

WB2
0.00 a
0.00 a
0.00 a

Ingredients about palatability
AC2 (%)
PC2 (%)
13.0 a
6.17 a
12.4 a
6.11 a
13.5 a
6.50 a

1

DST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DSJ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TP: transplanting.
2
TL: translucency; WC: white center; WY: white belly; WB: white back; AC: amylose content; PC: protein content.
3
Mean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test at P ≦
0.05.

表三、不同鐵粉披覆之水稻直播栽培的米飯官能品評
Table 3. Palatability quality of seeds coated with different iron powder in rice direct-seeding systems.
1

DSTIP
DSJIP1
TP1
1

Appearance
B2 (0.10)
B (0.05)
B (0.10)

Aroma
B (0.00)
B (-0.05)
B (0.05)

Flavor
B (0.20)
B (0.05)
B (0.05)

Cohesion
B (0.10)
B (0.05)
B (-0.10)

Hardness
B (0.15)
B (-0.15)
B (0.15)

Overall
B (0.15)
B (-0.10)
B (0.00)

DST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DSJ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TP: transplanting.
2
Different letters are difference between samples of treatment and CK. A means the sample of treatment better than
CK; B means the sample of treatment same as CK; C means the sample of treatment worse than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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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播栽培的成本效益分析
水稻直播栽培與插秧方式之成本投入差異，主要在於稻種/秧苗製備、播種/插秧作業與除
草劑施用(表四與表五)。結果顯示，直播栽培若選擇以臺灣鐵粉披覆，稻種/秧苗成本可節約
50%左右，若使用日本鐵粉美人產品，由於此產品具有專利，且須由日本進口，稻種預處理
之鐵粉原料費顯著高於臺灣鐵粉(每公頃42.5元與200元)，導致稻種/秧苗成本反而較秧苗生產
為高(表四)。播種/插秧作業方面，由於本試驗使用撒播，採用動力機械之代工成本較機械插
秧低(每公頃4,000元與6,000元)。接著是除草劑施用，由於直播栽培之雜草問題較嚴重，每期
作需要多噴施1~2次之萌後除草劑，其成本包括除草劑成本與代噴施作業之成本，每公頃約增
加5,000~10,000元之雜草防治成本；此外，本次試驗並未遭受顯著病蟲害侵襲，而撒播方式的
稻株之間通風較差，容易發生病蟲害 (9) ，亦可能增加藥劑防治之成本。總合以上，臺灣鐵粉
稻種的直播栽培成本約與插秧方式相近，而略低於日本鐵粉稻種的直播栽培。產出方面，產
量以直播方式較佳，且品質方面無差異，亦即可依相同收購價計算，因此直播方式之產值較
高。綜合評估成本與收益，直播栽培的每公頃收益約為50,000~65,000元，顯著高於插秧栽培
的37,000元，顯示直播栽培之具有生產潛力。
表四、不同鐵粉披覆稻種與傳統秧苗生產之原物料成本分析
Table 4. Raw materials costs of seeds coated with different iron powder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eedling production.
Items of input seeds / seedlings
Iron powder
Labor
Gypsum
Unit price of
Machine
coating seeds/seedlings
Seeds
(NTD)
Seedlings
Sum
Total price per hectare (NTD)
*

STIP*
50 kg
42.5
17.5
5
16
30
111
5550

SJIP*
50 kg
200
17.5
5
16
30
268.5
13425

STP*
300 pieces
39
39
11700

STIP: seeds coated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 SJIP: seeds coated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 STP: seedling of
trans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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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不同鐵粉披覆之水稻每公頃直播栽培之成本及收益分析
Table 5. Costs and benefits assessments per hectare of seeds coated with different iron powders in direct
seeding system.
DSTIP*
22000
5550
4000
9158
20000
12700
18000
13500
104908
7473
21
156933
52025

Operation
Tillage
Coated seeds/seedling
Seeding/transplanting
Fertilizer
Input
Fertilization
(NTD)
Herbicide
Herbicide application
Harvest
Sum (a)
Grain yield (kg)
Output
Grain price (NTD/kg)
(NTD)
Sum (b)
Net benefit (b-a)

DSJIP*
22000
13425
4000
9158
20000
12700
18000
13500
112783
8487
21
178227
65444

TP*
22000
11700
6000
9158
20000
10502
15000
13500
107860
6924
21
145404
37544

*

DST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DSJIP: direct-seeding used seeds coated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 TP: transplanting.

結

論

直播栽培可省去育苗階段，節約其資材投入、能源消耗、時間成本及人力需求，在追求
效率的未來，是一重要的栽培選擇，由本研究結果，直播栽培的產量相較慣行插秧方式提高
或相同，再加上節約時間與勞力的效益，未來將更顯重要。然而，直播栽培仍有許多需要微
調的細節，例如本研究年期並未遭遇大型天災與嚴重病蟲害侵襲，尚無法評估其對生物性及
非生物逆境之敏感度。再者，各地區之微氣候、土壤性質、雜草相皆不相同，直播栽培管理
更需依此進行調整，諸如北部地區的一期作低溫、砂質土壤的保水力、雜草嚴重田區的管理
方式，都是影響成功與否的關鍵。此外，國外之直播栽培，常面臨異品種或雜草型紅米混雜
的問題，品種純度的維持，更是目前臺灣稻作生產的重要議題。總合以上，雖然直播栽培系
統待優化的細節仍存在，未來新元素的投入，例如無人飛行載具的普及與高準確性、新型除
草劑的研發、發芽促進技術的問世，都能給予直播栽培有力的幫助，使水稻直播系統更加完
善，並作為兼具省工、高效、高收益的智慧農業栽培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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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Seeds Coated with Iron
Powder in Wet Direct Seeding of Rice System 1
Yi-Chien Wu and Jia-Ling Yang2
ABSTRACT
Rice is the staple food crop in Taiwan. Recently, labor shortage has resulted in
increased price of rice seedling. Rice direct-seeding system (DSS) could bypass the stage
of rice seedling production and impro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labor. Decreasing of labor
cost could save the cost of total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net income. However, rice
DSS would encounter unstable seed germination, bird pecking and lodging. We intend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by variety selection, seeds coated with iron powder and irrigation
management. Rice variety "TCS10" has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germination and good
seedling biomass, and could be the proper variety for DSS. Seed emergence speed and rate
were both inhibited by iron coating, especially in seeds with 2 and 3 days pre-soaking.
Therefore, pre-soaking time should be 0.5-1 day. In the field, grain yield of DSS was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transplanting system (TPS) due to increased panicle number per
hectar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SS and TPS in grain quality. For
the aspect of cost-benefit assessment, seeds of DSS with Taiwanese iron powder coating
could save 50% cost in the seedling stage. However, there was no superiority on cost in
terms of coating with Japanese iron powder. In the field, DSS would increase the cost of
weed managements. To consider the grain production and price, DSS had the economic
benefit. Overall, DSS has the advantages of labor-saving and farmer net income. To
develop the perfect DSS system, we should consider natural disasters, pests, microclimate,
soil traits and weed types, and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details of management.

Keywords: paddy rice, direct seeding, smart agriculture, cost-benefit anal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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