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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試作以加熱器增溫

溫室葡萄生產之栽培管理要點
與精進措施

一、前言

巨峰葡萄利用溫室設施將產期調整至
3-5 月，由於此時期臺灣無颱風影響，可
穩定生產高品質巨峰葡萄。溫室設施生產
主要為一年一收，可區分為 ( 一 ) 修剪期
至採收期均在溫室，以及 ( 二 ) 修剪期至
硬核期在溫室生長，硬核期進行套袋後將
塑膠布掀起，成為露天栽培管理等 2 種生
產模式。溫室生產操作方法為 10 月中旬
至 12 月中旬進行冬季修剪，3-5 月採收，
採收後結果母枝留 2-3 芽進行強剪，重新
培養結果母枝，10 月中旬後再修剪之循環
生產模式。但彰化縣大村鄉亦有溫室採用
一年二收的作法，第一收生產管理初期 12
月至翌年2月，以溫室保護避免低溫影響，
同樣於套袋後將塑膠布掀起，採收後不立
刻修剪，與露天第二收作法相同，於 8 月
修剪催芽，12 月上旬採收。溫室設施目前
集中於彰化縣溪湖鎮、大村鄉、埔鹽鄉、
永靖鄉、埔心鄉及二林鎮，面積約 400 公
頃。溫室因需投資設備，農友為求快速將
成本回收，普遍留果量偏高；另一方面，
近幾年極端天氣事件頻傳，尤其4月高溫，
易造成果粒軟化與轉色不良等問題，除注
意栽培管理，並須提早進行因應極端高溫
天氣，方能提升葡萄產業水平。

二、溫室葡萄發展歷程

臺灣葡萄設施栽培始自 1972 年，由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 ( 簡稱農林廳 ) 主導進
行相關計畫。選擇垣籬式密植栽培之葡萄
園，在元月間將塑膠布覆蓋於水平棚架
上，使巨峰葡萄可提早於 5-6 月間收穫。
此後，因第 1 次石油危機覆蓋材料價格高
漲，設施成本增加，且當時葡萄管理技術
尚未成熟，應用設施栽培之葡萄產量與品
質並未較露地栽培佳，售價無法隨成本提
高而增加，因此，覆蓋塑膠布栽培在 1975
年結束。1985年為開拓日本市場，生產 3-5
月葡萄，農林廳增列早春葡萄試作計畫，
於溪湖鎮、新社鄉及東勢鎮選擇 6 處示範
園區搭設溫室，其中溪湖鎮試驗區設於王
禮深班長葡萄園，面積為 0.2 公頃，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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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表示當時與本場合作，目的為將產期調
整至 3-5 月，提高收益。王班長園區作法
為先犁田整地、施用雞糞當基肥及淹水，
結果雞糞發酵造成植株受損。而新社鄉與
東勢鎮試驗區因作法為冬果延後生產，然
12 月至隔年 1 月夜溫相當低，新社鄉試驗
田謝發增先生雖於晚上燒柴油增溫，反而
造成葉片黃化，因此 1985 年第 1 次試作，
未能收穫果實。

此後經不斷修正栽培管理技術與經
驗累積，溫室葡萄生產逐漸進入正軌，同
時，1998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簡稱農委
會 ) 推動水果產業結構調整計畫，因補助
提高，使得農友開始大面積搭設溫室，然
溫室葡萄可進入穩定經濟生產之關鍵，依
溪湖鎮媽厝里何澤焜班長表示，係與 2002
年開始夜間燈照處理有關。夜間燈照緣起
說法不一，溪湖鎮農會前推廣人員楊國強
認為應該與路燈有關，當時發現在路燈附
近之植株生育與結果良好，因此有農友開
始進行夜間燈照。2004 年本場張致盛前場
長及胡正榮前助理研究員為建立溫室葡萄
夜間燈照與外銷日本生產體系，於溪湖鎮
中山里楊國彬班長園區，以日光燈、省電
燈泡及水銀燈 (250W) 進行夜間燈照試驗，
楊班長表示該年結果以日光燈處理著果最
佳，250W 水銀燈須裝置於棚架上方 ( 溫
室圓頂骨架下方 )，以避免溫度過高造成
新梢死亡。2011 年筆者進行 LED 燈夜間
燈照試驗，2016 年建立 LED 紅光燈照模
式，至此，燈照技術於溫室葡萄生產趨於
穩定。此外，王禮深班長表示，彰化地區
溫室葡萄可蓬勃發展，非常感謝農林廳施
明山科長及涂振鑫技正支持該計畫，尤其

涂技正於病蟲害防治方面之輔導，功不可
沒。2017 年農委會推動「設施型農業五年
計畫」，信義鄉、新社區及卓蘭鎮亦有農
友搭設溫室，面積約 6 公頃，以卓蘭鎮 5
公頃最多，這些區域生產模式與彰化地區
不同，採一年二收模式，搭設溫室主要目
的為避免降雨影響。
三、溫室結構演化

溫室結構隨時代與環境而進步，利用
溫室設施主要於 3-5 月生產巨峰葡萄，早
期為降低造價、減少勞力與材料成本，多
採用鍍鋅錏管為骨架，再覆蓋塑膠布的簡
易溫室，屋頂距地面約 3公尺，容易積熱，
而棟與棟相連，雨水也易由連接處滲漏，
直接淋洗葡萄造成病害發生。2012 年起，
陸續配合農委會「果樹現代化設施輔導計
畫」與「設施型農業五年計畫」，葡萄溫
室棟與棟之間加設排水溝槽，於溝槽中設
置數個排水孔，以水管將雨水導入園區畦
溝，避免豪大雨時無法宣洩，讓雨水不會
直接淋洗在葡萄植株上。因應颱風溫室設
計縮小錏管間距、倒 T 或採用鋼骨捲揚設
計；另為克服極端高溫，將高度提高至 6
公尺以避免累積過多之熱能，降低 4-5 月
高溫對果實品質之影響。
四、溫室葡萄栽培管理要點

溫室葡萄雖然一年一收，但需修剪催
芽 2 次。第一次冬季修剪目的係為生產，
於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進行，3-5 月採
收早春溫室葡萄，除少數 12 月中旬修剪，
3 月中旬套袋後將溫室塑膠布拆除之生產
模式，幾乎整個生產期均在設施內。第二
次為 3-6 月採收後夏季修剪，目的在重新
培養結果母枝，此時期經歷 5-10 月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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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溫室結構調整高度，且棟與棟之間裝設排水
槽，避免雨水直接淋洗，結果母枝培養期改採網
室型態管理

與颱風季，農友將溫室屋頂塑膠布卸下，
四周捲揚捲起，然後將 16 目或 24 目防風
網放下，形成網室栽培模式，除可以避免
高溫影響，亦可降低颱風吹襲倒塌。設施
雖然提供保護措施，但也改變生產環境條
件，修剪、催芽、病蟲害防治及室內溫度
與濕度均需進行調整，以生產高品質溫室
早春葡萄。以下就溫室葡萄生產期與結果
母枝培養期之管理及病蟲害防治加以說
明。
( 一 ) 生產期之管理 (10 月至翌年 5月 )

溫室葡萄生產一般修剪期為 10 月中
旬至 12 月中旬，此時期日夜溫尚高，尤
其舊型式較低矮之溫室內白天溫度可達
40ºC 以上；開花期 12 月中下旬至 2 月上
旬則有寒流低溫；3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採
收期則為高溫高濕，以上不利果實生育的
環境條件均須加以留意。各階段栽培管理
如下：
1. 修剪及催芽

於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進行修剪
催芽，修剪重點為：結果母枝生長勢強留
15-20 芽，弱者留 10-15 芽，在最末芽上
方留 2-3 公分修剪。催芽處理於修剪後 1-5
天內進行，催芽劑一般塗抹 4-5 芽，但最
靠近修剪處之芽體則不塗抹。可採用高濃
度催芽劑塗於芽體上，亦可先於芽體上方
鋸傷再以稀釋之催芽劑塗抹處理，催芽後
宜立即大量噴水，但採用芽體刻傷催芽則
可延遲 1-2 天進行，原因為刻傷催芽會發
生樹液由刻傷處持續流出，而可能出現萌
芽不整齊之現象。此外，由歷年溫室葡萄
栽培輔導發現，結果母枝生長勢強或催芽
遇到鋒面 ( 夜間低溫 ) 影響，容易出現萌

芽參差不齊現象，依筆者經驗於催芽後，
白天延後將四周圍捲揚打開，溫室內溫度
控制在 35ºC 左右，持續 2-3 天，有提高
萌芽整齊度之效果。此作法需依植株生長
勢、溫度及催芽劑濃度或方式進行診斷，
才不會造成芽體受傷無法正常萌芽。
2. 開花期前新梢之管理

巨峰葡萄為生長勢強、枝梢生長擴張
性大及容易落花之品種，這些現象在植株
貯藏養分低與生育初期過量施用氮肥時更
容易發生。
(1) 疏芽

一般溫室葡萄催芽後如頂芽萌發，應
將頂芽疏除，避免頂端優勢發生，再者，
萌芽後依植株生育、樹勢強弱、結果母枝
數及氣象條件等進行調整，萌芽率高且整
齊時新梢生長較弱，可於新梢長出 2-3 葉

 早期搭設之簡易溫室高度約 3 公尺，棟與棟之間
無排水槽，雨水可由紅圈處流入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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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疏芽，以減少貯藏養分的消耗。若生
長勢強則疏芽時期不宜太早，最遲可至開
花前再進行除梢作業，疏芽過早容易引起
新梢徒長，導致後續著果不良。
(2) 新梢之誘引

葡萄修剪後，將結果枝誘引至適當
位置，新梢誘引時需視結果枝生長勢之強
弱與棚面空間而定，並依結果枝強弱調整
誘引角度，可控制新梢初期生長勢。一般
靠近基部或結果母枝弱之結果枝生長勢較
弱，誘引之角度宜小，反之，結果枝生長
勢強誘引角度宜大。利用此種修剪與生長
特性再配合萌芽後的疏芽與誘引作業，使
全園新梢生育達到均勻且一致的生長狀
態，為葡萄初期新梢生育管理起步的重要
作業。
(3) 摘心

新梢摘心處理以摘除生長點 1 公分左
右即可，且摘心次數以 2 次以下為宜，應
診斷新梢生長勢過強之因素，因為摘心太
過於頻繁，反而會導致枝條生長不充實或

者主芽萌動枯死等情形。摘心主要目的為
提高著果，宜於開花前 7-10 天進行，且摘
心後須將腋芽疏除，以達到提高著果之效
果。
(4) 噴施磷鉀肥或生長抑制劑

11 月至翌年 1 月生育初期，短日低溫
環境會抑制新梢生長，尤其遭逢寒流將導
致新梢停止生長。當氣溫回升為使枝梢快
速生長，若施用過量氮肥時容易發生新梢
徒長，需注意施肥之時機、種類及數量，
此外可噴施 500-800 倍磷酸一鉀及磷酸一
鈣、0.1% 硼酸或 69.3% 克美素液劑等，
抑制新梢的伸長並促進著果。克美素處理
適期為 6-10 片葉施用，生長勢中等或弱者
以 3,000 倍處理，生長勢強者以 1,500 倍
處理，應避免於開花前施用，開花前高濃
度處理者，將使花冠蓋無法正常脫落，導
致無子果現象增加。此外，部分栽培者習
慣於開花前多次噴施高濃度硼酸進行抑制
新梢生長，如此雖可提高著果，但新梢頂
端受傷無法正常生長，易產生結果枝太短

 疏芽後

 結果枝生長勢強進行大角度誘引 ( 右邊枝條 )
 依生長勢進行疏芽 ( 疏芽前 )
 結果枝生長勢弱進行小角度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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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葉片不足之現象。
3. 著果後之枝條管理

葡萄在著果後 20-30 天之間開始快速
肥大並蓄積同化養分，此期間若新梢仍持
續生長，造成醣類之蓄積緩慢不利果實發
育，應設法將消耗於結果枝之養分轉移至
果實。為提高葡萄果實品質必需抑制結果
枝生長，配合枝梢葉片數來調整穗數與每
穗之果粒數。一般葡萄果實生長到硬核前
期結果枝生長點應開始停止生長，使葉片
合成之碳水化合物向枝條與果實運移累
積，本場林嘉興前副研究員報告指出，轉
色前期結果枝長度應在 120 公分左右、
20-25 片完全展開葉、生長點停心率達
80%、枝條木質化比例達到 65% 以上，才
可生產高品質之巨峰葡萄。
4. 疏花與疏果

疏花之目的為減少養分消耗，促進花
穗生長及花穗發育。疏果則依結果枝長度
調整穗數與果粒數，促進果粒肥大以符合
巨峰葡萄「巨」之定義。操作方式可參考
本場技術專刊 - 葡萄健康管理手冊。
5. 套袋

溫室葡萄生產大致可區分為不套袋與
套袋兩種模式，未套袋者居多。一般於 11
月底前修剪催芽，翌年5月上旬前採收者，
因 4 月轉色後期日夜溫差大，塑膠布不掀
起，生產者大多不套袋；12 月修剪催芽
者，翌年 5 月中旬過後才可採收，此時溫
度已回升，白天溫度太高將影響品質，部
分栽培者會進行套袋作業，然後將塑膠布
掀起，成為露天栽培模式，避免轉色後期
高溫影響著色。
6. 溫室內溫度與濕度管理

(1) 溫度
溫帶地區利用設施栽培主要目的是保

溫，因此有加溫、通氣窗及噴霧灌溉等附
屬設備。臺灣地處亞熱帶，利用溫室設施
將葡萄產期調整至 3-5 月，生產過程經歷
12 月至隔年 2 月低溫期，簡易塑膠布溫
室目的主要也是保溫，然而，保溫目的為
保持白天溫度而非夜間溫度。依本場蒐集
溫室內溫濕度資料分析，當寒流來襲時，
將溫室四周圍捲揚全部放下，形成一密閉
空間，內部溫度反而較室外低 1-2ºC。因
此，建議栽培者應在下風處捲揚留 30 公
分空隙保持通風。依筆者田間調查當寒流
來襲，溫室夜間無保溫效果，但可避免冷
空氣直接吹襲葉片，再者，白天捲揚稍晚
捲起，有助於溫度累積，達到合適生長之
溫度，降低寒流影響，此部分由 2016 年 1
月 24-25 日霸王級寒流，溫室栽培之葡萄
幾乎未受到影響，露天葡萄則受損嚴重，
可驗證溫室夜間雖無保溫效果，但具有避
免冷空氣吹襲效果。

一般溫室溫度管理重點為修剪催芽
後，可將四周捲揚放下，下風處留 30 公
分之空隙保持通風，使上午溫度快速累積
至 30ºC 以上有利萌芽，然後隨溫度持續
上升再慢慢調整捲揚捲起高度，下午遭遇
鋒面氣溫較低時，則須提早將捲揚放下。

另一方面，溫室栽培靠近周圍之植
株，其根系可能延伸生長至溫室外，生育
初期寒流造成空氣溫度下降，同樣使地溫
下降，會導致生育變緩或受阻影響生產。
此種現象可於溫室四周開挖深溝，避免根
系延伸到溫室外。此外，生育後期 ( 轉色
成熟期 ) 為 4-5 月，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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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內需注意高溫障礙，白天除將捲揚全
部打開外，也須將山牆面卸下以利通風降
溫。為避免高溫障礙影響品質，建議採取
前述套袋方式或搭建捲揚式溫室。
(2) 濕度

溫室葡萄栽培在 12 月至隔年 2 月期
間，為避免冷空氣直接吹襲新梢葉片或幼
果，慣行栽培於下午將四周之塑膠布全部
放下，隔絕與外界空氣對流，使室內形成
獨立的氣象條件。當修剪催芽後田區大量
噴水或淹灌，塑膠布放下後濕度明顯提高
產生霧氣，尤其是新塑膠布之溫室，濕度
常可達 95% 以上，因而形成溫室內結露現
象，導致新梢無法正常開展，嚴重者出現
新梢死亡。此外，需特別注意溫度或濕度
的調節，雖然溫室內較不容易發生露菌病
與晚腐病，但當室內濕度太高，塑膠布凝
結成水滴，前一天白天時溫度累積快速，
高溫高濕仍有發生露菌病或晚腐病之風
險。因此當下午四周塑膠布放下時，利用
背風面捲揚保留 30 公分空隙通風，勿形
成密閉空間產生高濕環境，可避免溫室內
濕度太高不利生長之情形，並可降低病蟲
害發生風險。
( 二 ) 結果母枝培養期之管理

溫室葡萄經累積多年栽培經驗，發
展一套獨特的修剪模式。因溫室由露天栽
培園區搭設設施，早期修剪模式依露天一
年二收方式進行，然而，萌芽後結果枝無
花穗，產量相當不穩定。據溪湖楊世協及
楊國彬先生表示，上過林嘉興前副研究員
講習課，回去開始進行不同修剪方式，某
次修剪時，同一植株部分採成熟枝修剪，
部分採綠枝修剪，結果發現，綠枝修剪方

式萌芽後結果枝幾乎全部都有花穗。後來
經過幾年的比較觀察，發現綠枝培養的枝
條，其花穗相對較穩定，奠定綠枝生產的
模式。此後持續進行調整，發展夏季修剪
(4-6月 )留2-3芽強剪，冬季修剪 (10-12月 )
留 15-20 芽弱剪之特殊模式。

由於結果母枝培養期 5-10 月為臺灣
高溫與颱風季，因此要做好通風與防範颱
風吹襲，於溫室設施四周與屋頂覆蓋 16
或 24 目防風網。因結果母枝將影響下一
產季產量，在培養過程中需特別注意：1.加
強病蟲害防治，避免葉片提早脫落，尤其
7-9 月網室通風較差，高溫及高濕條件容
易發生露菌病；2. 腋芽疏除與抑制新梢生
長，結果母枝生育過程先將花穗剪除，然
後前 20 芽要確實疏芽，另外，在第 10 芽
後要適時進行新梢抑制，避免徒長以利花
芽分化與發育。
( 三 ) 病蟲害防治

溫室葡萄生產過程 11 月至隔年 5 月
重要病害為白粉病與銹病，宜於開花前加
強防治；結果母枝培養期要加強露菌病與
薊馬防治，病蟲害防治可參考植物保護資
訊系統之推薦用藥。各生育期營養管理可
參閱本場合理化施肥技術手冊。
五、溫室葡萄精進措施

( 一 ) 設施結構

由於極端天氣強度與頻率提高，對簡
易溫室結構造成影響；另一方面，農委會
「設施型農業五年計畫」大幅提高補助金
額，可思考將溫室改為鋼骨結構捲揚式，
以使溫室葡萄生產更為穩定。農友若考慮
成本問題而採一般捲揚設計，則建議以南
北向為宜；於屋頂南北二端需有包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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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抗風力，避免強風吹襲破損。
( 二 ) 整枝及修剪方式調整

整枝方式雖然以 Y 字型為主，但仍
有不少栽培者採用 3-5 主枝方式。依筆者
2016 年參訪日本葡萄栽培，日方介紹自
1945 年後，為方便修剪作業，發展 H 型
整枝與短梢修剪技術，產量與品質相當穩
定。其實，臺灣栽培可參考此一模式，惟
修剪方式仍需再調整，以確保產量。另外，
結合鋼骨結構捲揚式溫室，筆者嘗試將產
期調整至 9-10 月，主要目的為分散溫室葡
萄產期 (2021 年第一年試作 )，目前修剪
後結果之花穗正常發育。
( 三 ) 智慧農業

結合遠端監控與氣象參數設定等技
術，可自動調控溫室捲揚開或關。因溫室
生產者平均栽培面積約 1 公頃，且可能分
布於不同地段，經由調整修剪時間錯開產
期，但每 1 棟溫室在黃昏須將捲揚放下以
避免東北風吹襲，次日，於溫室內感覺悶
熱時再將四周圍捲揚逐步捲起，因溫室位
置不在同一區域，農民需靠交通工具移動

至現場親自操控開啟及關閉捲揚，若能結
合智慧監控或氣象參數自動控制，將可避
免來回奔波情事。
( 四 ) 紅光 LED燈夜間燈照技術

溫室葡萄萌芽後新梢生長至開花著
果期間進行夜間燈照處理，傳統作法係
將 23W 或 55W( 以上 ) 省電燈泡裝置於
植株上方或下方，甚至採用省電燈泡黃光
與白光混合使用，在 3-5 片葉展開至開花
著果期間，從晚上至翌日進行電照，為期
20-30 天。由於臺灣葡萄以水平棚架栽培
為主，採上方電照不利於電線配置與燈泡
更換，因此農民普遍以下方電照為主，但
在植株生長衰弱田區下方照射效果不佳。
為避免電照效果不穩定之問題，2016 年本
場輔導葡萄農友利用現有線路與燈座，於
棚架下方裝設逆照式 10W 紅光 LED 燈，
光線由下往上照，可平均照射葉片與新
梢。經逆照式 10W 紅光 LED 燈照方式依
生長勢強弱進行調整燈照時機，生長勢弱
者可在結果枝生長期間開始進行，生長勢
良好者則於將近開花再開始燈照。每晚電

 管理不當造成溫室內高濕度現象
 高濕度造成新梢莖頂無法正常開展
 溫室濕度高葉片泌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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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6 小時 ( 晚上 10 時至清晨 4 時 )，電照
期間約 15-20 天。燈泡位置：燈泡為往上
照之形式，採用離地 30-40 公分為佳 ( 以
不影響田間操作為原則 )，可提高照射面
積。燈泡距離：可採用 3 公尺＊ 6 公尺。
( 五 ) 以質為先之策略

投資溫室生產成本大幅提高，為能及
早回收成本，可於當年度 1 月扦插或 4 月
種植扦插苗，12 月中旬修剪，翌年 5 月
下旬採收。但栽培模式與概念尚存許多問
題，包括：1. 以量為優先考量，每 0.1 公
頃產量動輒達 3,000 公斤以上；2. 在 5 月
高溫因高產量造成後期轉色不良，為改善
轉色問題使用推薦藥劑茉莉酸丙酯促進轉
色，反而造成果粒軟化；3. 植株生長勢容
易衰弱。綜上，輔導農友建立優質高單價

的栽培生產觀念，提供優質安全溫室葡萄
予消費者，以利葡萄產業持續發展。
( 六 ) 優良種苗及植物品種權觀念建立

目前溫室葡萄多採扦插繁殖，枝條
來源為自家或附近栽培良好之園區，或向
專業巨峰葡萄苗繁殖場購買，無論何種方
式，扦插宜選擇枝條成熟度高與飽滿之枝
條。近年來，栽培者開始栽培巨峰以外之
品種，種苗來源不一，需慎重考量。應注
意事項包括：1. 植物品種權：種植具植物
品種權保護之品種，應依合法程序取得種
苗，避免侵權衍生糾紛；2. 避免病蟲害傳
入：栽培者未依規定申請，自其他國家取
得種苗，因未經過防檢疫處理，如引進臺
灣未有之病蟲害，將導致不可預期之影
響，尤其歐美地區發生嚴重之根瘤蚜，一

 鋼骨結構溫室夏季留中長梢修剪，進行產期調節 9-10 月之
技術研發
 調整為一字型整枝修剪方式
 一般捲揚溫室如設計不良易受強風吹襲損害 (2020 年 12 月
30 日東北季風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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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入侵，將為臺灣葡萄產業帶來毀滅性威
脅。
( 七 ) 省力輔具

由於臺灣葡萄栽培採用水平棚架模
式，棚架離地面約 180 公分，修剪、疏芽、
枝條固定及疏果等田間作業均需上抬手臂
操作，尤其疏果在葡萄生產過程占相當長
之時間，容易造成疲勞及手臂與肩頸酸
痛。為有效解決此一問題，農委會委託中
山大學成功開發「果樹穿戴式省力輔具」，
輕便且穿戴容易，應用於葡萄疏果作業，
可有效節省 30% 以上的肌力消耗，有效減
緩疲勞感及手部痠痛，增加工作效率。

六、誌謝

本場果樹研究室史文輝技工，為信義
鄉羅娜部落布農族，在 1984 年本場遷移
至彰化縣大村鄉時，為第一批先遣人員，
工作年資資深，並隨林嘉興前副研究員及
張致盛前場長進行葡萄栽培管理研究，擁
有豐富經驗，將於 2022 年屆退。筆者葉
文彬副研究員相當幸運，有史先生的分享
與實作協助，汲取寶貴的經驗，而能在葡
萄栽培與研究領域穩健發展。誠摯感謝史
先生一路陪伴筆者成長，祝福他退休後生
活愉快、身體健康。

 採用省電燈泡白光與黃光混合燈照模式

 本場建立紅光 LED 燈夜間燈照技術
 利用「果樹穿戴式省力輔具」減緩疲勞及提高疏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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