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

研討會論文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編印

Published by: Miaoli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Taiwan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September, 2019

Proceeding of 2019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Labor-sa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張金元、田雲生、白桂芳、李紅曦  主編

Edited by Chang Chin-Yuan, Tien Yun-Sheng, Pai Kuei-Fang, and Lee Hung-Hsi



II



IIIII

序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臺灣近 40 年來農業就業人數銳減 65%，主力

農家平均年齡 57 歲，顯示我國農業正面臨嚴重缺工與高齡化問題。政府除推動農業師傅培

訓、輔導成立農事服務團、開放部分國外勞動力等措施外，亦責成產官學研相關機構，針對

重要產業生產工序所需機械設備進行試驗研發、引進測試及示範推廣，期望藉由省工機械化

與智慧科技化之研發應用，紓緩農業生產因耕地面積狹小、氣候環境變遷等不利條件的影

響，進而發展地區特色農產業、精進栽培技術與提升競爭力。

省工省力栽培是世界農業發展的趨勢，因此，推動農業機械化已刻不容緩。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在農業機械科技研發政策分為「補足國內農村勞動力」及「強化農機產業競爭力」

兩大主軸，針對產業缺乏之省工機械進行計畫性開發，並已有諸多研究成果產出。本次研討

會就國內區域性重要作物相關省工機械化之開發、引進與應用，特別邀集農業科技與產業主

管單位及各學研場所代表，共計 12 位講者分享研發成果，同時邀請台灣機器人學會理事長

／中興大學電機系蔡清池特聘教授，以「智慧農業機器人的技術現況與展望」為題，進行專

題演講。期望透過研究成果發表、宏觀討論及意見交流，讓農友、農民團體瞭解目前相關省

工機械化研發進展，以及先進科技應用於農業的觀念與案例，共同激盪出對臺灣農機產業發

展的前瞻思維。

最後，感謝所有講者、工作同仁的協助與付出，以及與會嘉賓的熱忱參與，值此「農

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專刊編印完成付梓之際，謹為之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謹識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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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10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綜合大樓 2 樓大禮堂（研討會）及 1 樓圖書館後方（海報及實機展示）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 持 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開幕式

專題演講

09:50-10:40 智慧農業機器人的技術現況與展望
蔡清池  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李紅曦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場長

10:40-11:00 團體照與交流

第一節  農機研發政策及產業應用

11:00-11:20 農業機械科技研發政策及方向
王仕賢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處長 邱奕志

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特聘教授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處長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

11:20-11:40 農機補助政策與執行現況
洪宏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科長

11:40-12:00 洋蔥栽培管理機械化之引進與研發應用
潘光月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12:00-12:30 午餐

12:30-13:00 海報及實體機械展示

第二節  種植機械之研發應用

13:00-13:20 芋苗種植機械之研發應用
田雲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盛中德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學系教授

13:20-13:40 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之研發應用
張金元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13:40-14:00 塊苗移植機之研發應用
楊清富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14:00-14:20 百香果取漿機械之研發應用
邱相文  農業試驗所副研究員

14:20-14:40 小米及臺灣藜栽培機械之研發應用
黃政龍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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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茶敘、交流

第三節  管理及收穫機械之研發應用

15:00-15:20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研發應用
陳令錫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黃裕益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
程學系教授
台灣農業設施協會理事長

15:20-15:40 有機大豆生產機械化之研發與推動
張光華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15:40-16:00 甘藷去藤收穫機之研發應用
邱銀珍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

16:00-16:20 選果型鳳梨採收機械化之研發應用
洪滉祐  嘉大生機系教授兼總務長

16:20-17:00 綜合討論  李紅曦場長、各節主持人及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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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機器人的技術現況與展望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機器人的
技術現況與展望

蔡清池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系終身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副研發長
台灣機器人學會理事長

國際模糊系統學會當選理事長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大綱

 臺灣農業發展概況

 農業生產力4.0：智慧農業

 智動化農機（智慧型農業機器人）發展現況

 國外發展趨勢

 智動化農機未來發展方向

 實現案例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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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農業發展概況（發展環境）

 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溫暖、雨水豐沛，適合作物生長，但也
因此易發生病蟲害；再加上颱風、豪雨及地震的發生都較為頻
繁，對於農業發展的限制以及風險都很大

 臺灣為多山島嶼，地狹人稠，農戶平均耕地規模僅1.02公頃，
屬於小農經營形態，也因此農業經營主體多屬兼職，生產成本
偏高，供應量也難以穩定

 為因應經貿國際化、自由化趨勢及世界環保潮流，農業政策不
再僅只有著重生產面的提升

 未來將以提高農業價值、確保農民福祉及收益、提升農村多元
產業文化及生活，同時兼顧消費者安全、資源循環利用及生態
永續，發展全民共享的新農業為目標

/743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農業發展概況（國家政策面）

 鑒於全球性氣候劇變、國際情勢更迭、經濟模式轉變、產業結構變遷及科
技迅速發展等大環境因素，我國農委會以「創新、就業、分配及永續」之
原則，依循三大主軸與十大重點政策推動「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

/744

 三大主軸分別為

 建立農業新典範

 建構農業安全體系

 提升農業行銷能力

 十大重點政策包括

 推動對地綠色給付

 穩定農民收益

 提升畜禽產業競爭力

 推廣友善環境耕作

 農業資源永續利用

 科技創新農業

 提升糧食安全

 確保農產品安全

 提高農業附加價值

 增加農產品之內外銷多元通路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情簡介＞經濟面＞農業建設（by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此外更進一步推動包括有：發展農業知識經濟、促進農糧產業升級、發展
高經濟價值產業、推行畜牧業統合經營、建立效率與服務之農產運銷體系
、強化農業防疫檢疫網、強化農漁民團體功能、加強山坡地水土保持、保
育自然資源、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促進水土資源永續利用、加強對外農業
合作以及營造健康活力的鄉村風貌等十三項重要農業施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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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74

資源 人

產業

地窄人稠，耕地狹小零散，難以系統
化耕作，氣候暖化造成可用資源短缺
►發展跨域資源整合之創新技術

極端氣候、颱風頻繁，經營風險高
►投入生技育種、逆境生長相關技研

★農業相關研發能量累積深厚

勞動人口高齡化，採收季缺工
►發展自動化／智動化農機

企業與農民夥伴關係薄弱，與消費者難以快
速建立互信
►透過創新業態的社群經濟模式，建立社區
支持型的購買模式，搭建小農、消費者以
及相關運銷通路之間的整合服務平台

消費者／生產者資訊來源不對等
►利用產銷履歷制度實施驗證及履
歷追溯體系

農產品衛生安全與營養需求
►加強農民用藥教育宣導、農藥殘
留檢測工作，落實違規懲處，推
動新種培育與相關產學研合作

農民與產銷鏈脫鉤
►推動農產品冷鏈物流，提升農民
福利制度，建立職災保險，進行
種植登記避免超種價崩

政策制度

5

經營結構以小農為主，穩定供貨能力不
足，產銷成本過高
►輔助建立產銷合作社、小農產銷聯盟
等，透過組織性互助團體協調供需以
及產銷規劃，但農民與企業仍為對價
關係，易受品質認定標準影響收入

市場結構快速轉變，全球化貿易對市場
供需的影響
►現今產銷結構需講求效率、彈性與應
變，除了輔助企業化經營外，同時也
能以小規模產銷聯盟進行互助合作，
並透過電子商務推動市場行銷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農業生產力4.0：智慧農業

/74

勞力密集
經驗密集

農業 1.0
（露地栽培）

以簡單器具輔助人力作業的小農生產
►生產目標為確保基本產出

機械密集
技術密集

農業 2.0
（簡易設施栽培）

建立栽培技術與機械設備搭配資材改良的機械化農業生產
►生產目標為追求產量最大化

自動化密集
知識密集

農業 3.0
（精密設施栽培）

引入自動化技術，配合生物科技改良的規模化農業生產
►生產目標為講求精準、提升產值同時重視品質

數位化
智慧化

農業 4.0
（智慧栽培）

引入機器人、物聯網、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進行跨領域整合
同時建構智慧農業產銷與相關數位服務體系
►生產目標為規模化、自動化量產以及智慧化產銷
知識數位化、操作便利化（智慧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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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甚麼是智慧農業？

/74

智慧
農業

機器人
透過自動化設備

將複雜作業簡單化
使用感測器來
收集資訊

物聯網
讓資訊在設備之間
互相傳遞連結，產生
價值，讓生產現場可視化

人工智慧
整合分析資訊

控管生產流程
優化生產力

資料科學
利用大數據分析預測
提高生產性，還能
引用區塊鏈技術

作履歷紀錄

0
1
1

1
0
1

0 01 0
110 1   1

0  0
010

0
1
0

 智慧農業主要是將傳統農業結合機
器人、物聯網、資料科學與人工智
慧進行跨領域整合應用的新興產業
 以跨領域之物聯網(IoT) 、資通訊技術

(ICT) 、大數據分析(Big Data) 、區塊鏈
(Block Chain) 等前瞻技術的導入來提升
智動化程度與管理效率

 以感測器監控環境資訊，再視感測結果
由自動化生產設備進行管理動作，如灑
水、施肥等，除了降低農業生產的人力
需求，同時也能有效提升生產效益

 以現行生產模式為基礎，因應市場需求
進行產銷規劃，提供農民更有效率的經
營管理模式，生產符合市場與消費者需
求，衛生安全、履歷透明的各種農產品

(Internet of Things, IoT)

 物聯網：生產環境與智動化設備監控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資通訊技術：遠端管理與資料雲端化

 大數據分析：分析並預測生產狀況

 區塊鏈：生產履歷紀錄，運銷紀錄

7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中華電信 智慧農業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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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的概念與核心技術

 對於智慧農業，最關鍵的基礎硬體便是資料收集用的各種感測
器節點與環境監控設備（如無人飛行機、小型氣象站等），以
及協助農作用的自動化農機，甚至是增加了連網、分析、可收
集農民的耕作資訊以及可遠端操作等能力的智動化農機

 在完成各式資料的收集後，透過將農業專家的知識參數化、數
位化，建立出決策輔助系統，便可透過所蒐集來的資料分析出
目前的作物生長狀況以及基於環境資訊的耕作預報或是病害蟲
害的預警警報，提醒並供農民作為耕作時精準施肥與用藥的參
考指標，滿足最佳的作物生長條件，讓生產量最大化

 還可另外使用人工智慧同步針對農民的耕作資料進行學習，透
過分析農民選擇的動作與耕作預報以及最後生產結果之間的關
聯性，修正並建立更加精準的耕作預報與病蟲害警報

 當可靠度達標後，可更進一步的深入應用，直接與智動化農機
互動實現全自動化農機，自主進行農作；而農民僅需定期監看
系統是否有回報異狀即可，藉此實現更高效率的自動化生產

/7410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的概念與核心技術

/74

Ref. from SMART AGRI資訊網站『智農是什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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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互聯網∕物聯網？

 互聯網／網際網路(Internet)指的是透過網路與網路之間
串聯起來的巨大的複雜化網路，並提供標準化服務，可
用來處理大量資料的交互與共享，甚至提供虛擬服務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IoT)則是基於互聯網的架構與
服務，配合各種有線或無線的子網路架構將物品／設備
上的資料上傳至網路，讓設備的監控與操作變為透過終
端手持設備遠端執行

 甚至可以透過物聯網串接工廠內所有設備至中控伺服器來
進行統一管理，並配合機器學習或人工智慧方式進行生產
管理決策，以實現智慧自動化生產的目標

 結合工業 4.0 發展的技術引入農業生產，對生產
環境進行量測與分析，同時基於結果與自動化設
備（智動化農機）進行連動，以利系統化的進行
生產為目標的智慧農業也是目前熱門的新興產業

 除了應用較為昂貴的智動化農機，以物聯網結合
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數位服務也是熱門發展方向
，以結合農民的經驗與環境分析進行決策，提供
農民如耕作預報般的參考提示

/741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74

物聯網於智慧農業之應用架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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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什麼是人工智慧？

/7413

狹義的人工智慧 廣義的人工智慧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什麼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又稱機器智慧、計算智慧，乃指由人製造出來的機
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也就是透過電腦程式來觀察周遭環境並
作出行動以達成目標的系統的技術

 由於硬體技術成熟，追上開發人工智慧的需求，以及巨量資料
(Big Data)的應用及其統計方法與相關研究的崛起，以致近年人
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相關技術呈爆炸性成長

 現階段的人工智慧的發展，仍處於逐漸發展成熟的階段，應用
較廣泛的是其中的機器學習或是深度學習架構

 智慧農業當中主要會使用到的人工智慧技術
如深度前饋式網路(DCNN)，卷積或折疊類神
經網路(CNN)等，其中如Faster R-CNN,
Mask R-CNN，MobileNet, AlexNet 等深度學
習網路，已被學者專家用來分析與預測作物
成長、雜草位置與病蟲害情況

/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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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於農業之應用：雜草辨識與除草

/7415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化農業的發展

/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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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戶外經濟作物之智慧農業發展架構

 左圖為多陸空協
作機器人與智慧
監控系統示意

 該架構可依據經
濟作物的生長環
境因子進行收穫
預期評估，也能
透過田間感測點
實現病蟲害偵測
預警

/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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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與土壤狀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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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巡迴
翻土及除草工作
秧苗成長狀況確認

地面機器人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實現情境

 攜有多種不同功能攝影機器的智慧無人機穿梭於農田或農場上
空，一邊監控作物或漁畜生長狀況，一邊將資料上傳至雲端

 在雲端伺服器端可透過邊緣與雲端運算，進行符合成本與對環
境傷害最少的農藥與化肥施用分析及對水資源最有效的管理，
或對漁畜生長提出最佳的飼養策略與繁殖環境

 未來農民只要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行動終端連上雲端，便能
輕鬆完成「巡田」、「農作」或「飼養」等任務

/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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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實現情境 (續)

 農民可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系統的分析，可瞭解作物特性，
以適時調整土壤類型微量元素與養分、灌溉行程、作物輪作以
及其他生長條件

 使用各式感應器測量植物含水量、水位變化、土壤濕度、碳量
及土壤溫度或密實度，藉此優化灌溉工作，避免作物受損

 農民更可拍攝作物，然後上傳資料庫，提供每日參考價格，作
物售出時系統即時提供資訊，讓農民不需離開
農場，就能參與全球經濟活動

/7419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實現情境 (續)

 在消費端，消費者能經由掃描包裝上的條碼或 QR Code 取得
透過區塊鏈技術建立的生產履歷，甚至可在家輕鬆看到作物與
漁畜生長生長的自動化環控廠房生長採收與飼養及採收過程

 而國外的通路商則可藉由供應鏈系統將臺灣外銷的農產品迅速
在國際連鎖超市鋪貨，或是提前下單訂購數個月後的農作訂單

 同時農場工作人員可能正藉由以 RFID 標籤建立的物流管理系
統來確認剛採收並包裝完畢的農作、菌種、種苗或漁畜要如何
進行運銷，同時作出貨前最後的確認

/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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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 - 遠程控制系統

/742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化農業產銷

 未來將以跨域關鍵技術建構智慧生產與數位服務產業應用架構
為目標，從設施設計、場域經營、產銷調配及消費服務四大部
分，進行感測→監測→決策→回饋的可自我修正的控制架構

在資訊共通平台與大數據分析的支援下，從環境感測器與作物生
理感測器累積大量資料，透過物聯網整合控制模組，結合智動化
農機進行雙向資訊彙集

經過農業技術參數管理模組的專家系統演算比對，進行作物品質
控管、病蟲害安全防治、外部風險預警、設施環境調和、栽培營
養管理、產量產期預估等數位服務

另外結合運銷通路，建構產銷物聯網，以達成產銷策劃、彈性供
銷、冷鏈物流及跨通路履歷等內容

如此一來，才能結合小農集合而成的生產班，由農企業進行產銷
調配，並打通完整的行銷通路來實現整個完整的智慧化農業產銷
供應鏈以及相關服務體系

/7422



12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論文輯
Proceeding of 2019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Labor-sa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設施化栽培：短期菜葉自動化生產設備

/7423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化農業產銷架構（場域端）

/74

遠端監控

標準化生產

生產履歷

產銷規劃

技術諮詢

資訊整合

雲端大數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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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化農業產銷架構（整體）

/74

Ref. from 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推動智慧農業－翻轉臺灣農業』

25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生產與數位服務產業共通跨域關鍵技術應用架構

/74

Ref. from SMART AGRI資訊網站『智農是什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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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發展現況

 農、林、漁、牧業涵蓋內容甚廣，視不同場域不同階段都會有
不同的勞力密集需求。各場域長期勞力負擔較重的部分包括：

作物栽種：農田巡視、驅鳥驅蟲、鋤草、施肥與噴藥

禽畜飼育：飼料補充、禽畜舍環境清潔與管理、疾病管理

水產養殖：飼料投放、魚池清潔、水質監控、疾病管理

海產捕撈：漁點尋找、誘魚、捕撈、（漁獲）選別與排整

伐木與採集：採伐、整料、運輸

 智動化農機除了輔助進行勞動外，設備聯網並引入人工智慧進
行分析與判斷後，更是能有效降低作業時間與人力成本

發展不再侷限於硬體設備的自動化／無人
化，而是更進一步的整合應用，讓設備間
進行互動，使生產流程更為順暢

臺灣因地狹人稠，耕地畸零，因此以小型
農機為主要發展方向

大型農機設備主要針對海外市場進行外銷

/7427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農機發展

 農業機具的發展，大抵都是依循下方影片中的發展（以施肥為例）

 近年因為多軸飛行器技術蓬勃發展，其高機動性與配置方便的特性
，無論是施肥、灑藥、農田監控都能節省相當的人力開銷，讓農業
用多軸飛行器（植保機）市場開始蓬勃發展

/7428

影片資料來源：youtube頻道《務農夫婦》，【務農夫婦】第62篇【農業機械進化史】

人力

→簡易隨身設備
（工具輔助）

→農業機具
（農業機械化）

→複合農機
→大型複合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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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植保機與智慧農業：概觀（經緯航太）

/7429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植保機與智慧農業：實際運作（大疆農業）

/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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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農機發展現況（智慧生產）

 智慧農業所使用的自動化環境控制裝置與過去農業自動化與精
準農業所使用的自動化技術大致相同

如種苗生產自動化，自動化栽培設施，農藥及肥料施用自動化，
田間作業（巡視、除草、驅蟲）自動化，作物採收自動化，農產
品收穫後處理與儲運自動化以及農產品廢棄物處理自動化等

 智動化農機及農業感測器與既有自動化設備最大的不同點在於
設備聯網以及與大量感測器所組成的感測器網路的配合

透過物聯網技術實現設備聯網，除了方便進行環境與耕作資料的
收集回傳外，更讓設備能以遠端方式進行監看與控制

農用感測器涵蓋範圍廣泛，可用於農作微氣候、量測的土壤中微
量元素與養分、土壤濕度、碳及土壤溫度或密實度，（水田）灌
溉水高度，病蟲害病徵，蒸散作用、光合作用、葉片含水量的壓
力，熱影像、多光頻譜，作物生長性狀、作物生理感測等

所使用的感測器在農作或漁畜環境的耐用性與可靠度都需與工業
用感測器同等甚至要求更高，而且因使用環境還會有省電、低功
耗的需求（缺乏外部電源且需要長時間進行監控）

/743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動化農機發展現況（數位服務）

 而在收集到資料後，透過雲端伺服器所提供的各種線上數位服
務可更輕鬆的實現耕作管理，包含環境與耕作資料匯整、資料
可視化、耕作決策分析與病蟲害預警等，還能透過同質或異質
共通資訊平台進行多元化應用，更進一步還能配合人工智慧的
應用協助進行判斷與分析決策

智慧農業所使用的人工智慧，不僅涵蓋狹義的深度學習與機器學
習技術，更涵蓋廣義的專家系統、類神經網路、模糊邏輯、進化
演算法、人造生命系統、群體智慧等技術

通常於雲端系統內執行，也能引入邊緣計算技術，讓終端節點協
助進行分析運算，同時共享整體運算資源以增快分析效率

透過共通資訊平台的建立，可以匯集多方感測資料並進行資料共
享，可透過大數據分析讓決策分析更加的精準

同時可匯整包括產銷資料、相關單位的農事研究資料等進行更廣
泛的產銷分析規劃，藉此實現多元化數位農業應用平台

平台提供易用的介接 API ，讓跨域數據的溝通整合更為方便，也
能增進資料價值與可利用性，利於跨產業協同合作與服務創新

/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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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目前自動化農機的使用與發展

 由於目前臺灣仍以兼職小農為主，通常無法負擔太過高昂的設
備成本，因此使用上大多以協助日常農務的小型輔助農機為主

施藥、灑肥、搬運用小型設備，如噴霧機、搬運車、中耕機等

抑或是收穫後會用上的小型處理設備，如脫穀機、包裝機等

 若是非每天都需要用到的高單價設備，會以多個農戶共同負擔
一臺一起共用，或是向農會、合作社或其他持有的農戶租用

耕耘播種機、插秧機、嫁接機、移苗機等

 其中還有些設備需要專業人力以及相關農機證照才能操作，單
價又十分高昂，因此會存在設備連同專業操作人員一同以短期
雇用形式到現場處理

各式收割機／收穫設備

也因此產生了逐稻而居的專業割稻人這種職業

/7433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臺灣目前自動化農機的使用與發展 (續)

 總上所述，因仍以小農為主，大型生產班規模有限，整體市場
不大，因此我國目前發展的農機有一定程度是以海外市場為主
要目標（例如開始大規模發展的中國大陸、印度、巴西等正在
推動農業機械化的開發中國家）

農業規模與發展模式與我們相近的日本的自動化機械製造實力帶
來強大的競爭力，尤其是農用引擎的部分。臺灣廠商開拓市場時
，經常會受限於引擎需要進口，成品又常只能以低價換取訂單

此外，近年來中國大陸也開始大量投入自動化農機的生產研發當
中，目前已佔全球農機市場1/4的產值

歐美以及中國大陸主要生產曳引機與附掛式機械、聯合收穫機、
農用搬運車、中耕管理機引擎以及其他農機相關零件

然而目前技術研發投入以大型農機為主，使得中小型農機廠商缺
乏關鍵技術及大量資金，競爭不易

國內廠商對於在行銷規劃與產品服務方面也有待改善，急需提高
可見度並打出全球知名品牌進行行銷

/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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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 智慧農機

/7435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型農機（運輸設備）

/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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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型農機（電動噴霧車｜噴藥機）

/7437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型農機（電動噴霧車｜噴藥機）

/7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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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農機（搬運車｜改裝施肥車）

/7439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型農機（自走式昇降作業機｜手推式施肥機｜適時灌溉系統）

/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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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型農機（中耕管理機）

/744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穫用複合農機（聯合收割機 for 稻穀類）

/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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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用複合農機（果實）

/7443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穫用複合農機（果實）

/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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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穫用複合農機（果實）

/7445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穫用複合農機（胡麻）

/7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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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用複合農機（染料用花）

/7447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穫用複合農機（菜葉類）

/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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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割用大型農機（稻穀類：小麥）

/7449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割用大型農機（根莖類：玉米）

/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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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用大型農機（根莖類：胡蘿蔔）

/745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收割用大型農機（根莖類：花生）

/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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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自動化農耕與智動化農耕

 在全球農業人力急速萎縮的環境下，以少數人力使用上述自動
化農機輔助進行大面積的耕作已成為必然的趨勢

隨著現場應用不斷的改進，目前的農業生產在不同階段幾乎都會
有對應的自動化農機可使用，甚至能透過模組化設計進行替換達
到一機多用的效果，或是可投入不同的相似作物的生產當中

有了自動化設備的協助，人力負擔部分逐漸變為在管理方面較為
吃重，由工業4.0引入物聯網技術以及自動化與智慧化管理的各種
內容，讓農戶可以透過終端行動設備進行現場的監控與管理

耕作階段將變成選用不同農機投入不同現場的應用方式，現場則
可透過各種不同的感測器回傳的資料，經由雲端伺服器上不同的
數位服務將其轉變為可視化的資訊，藉
此讓農民不用時時親抵現場也能掌握狀
況，只需在必要時開動農機進入現場，
甚至是使用遙控方式指揮智動化農機運
作即可，這便是智動化農耕，也就是智
慧農業4.0的未來目標

/7453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自動化農耕（稻穀類：水稻）

/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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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農耕（菜葉類：結球萵苣）

/7455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自動化農耕（藤本果實：釀酒用葡萄）

/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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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外發展趨勢

 目前國外大多以大規模農耕設備，尤其是播種與收割設備為對象
進行發展，搭配無人機或是衛星導航來設定耕作範圍或參考行進
路線，以最少的人工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生產

 然而目前的自動化農機無法應付一些需要大量人力進行的複雜環
境中的精細採摘作業，因此使用機械手臂配合特製終端操作器件
進行採摘的相關研發成為近年熱門主題

 此外，更有隨著永續經營與循環
經濟意識抬頭，發展使用更環保
的能源的電動農機，甚至是使用
太陽能作為動力的自動化設備

 而與我們相鄰的日本則因為同樣
有著耕地相對狹小的問題，所以
朝向自動化農機遙控化、甚至是
無人化的目標進行發展

/7457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7458

國外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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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採摘機器人

/7459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自動施藥除草機器人：ecoRobotix

/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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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自動化無人農機

/746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設施栽培案例：牛蕃茄於熱逆環境之生長

/7462

作物成長
生理指標

植株影像資料

溫室資訊：溫度、濕度、光照程度、土壤pH值、
土壤EC值、土壤養分（肥料含量）等

溫室溫濕度調控
土壤pH值/EC值檢測
滴灌（微灌）控制
（給水／施肥）

決策控制系統
通風風扇、遮光簾幕
灑水（噴霧）系統
滴灌系統(水/肥/藥)
降溫水道循環系統

溫室設備

溫室溫濕度與光照感測
培植體pH值、EC值檢測
培植體養分檢測
（礦物質含量）

環境感測系統

溫室機器人
作物生長狀況紀錄
（溫室狀況）
作物葉片影像拍攝

作物生理感測器

溫室環境資訊分析
作物快樂成長指數計算
滴灌成分、比例計算
（灌溉、施肥、施藥）

AI影像辨識
（病害特徵比對）
環境資訊整合
（病理分析資訊）
綜合施肥、施藥分析

決策分析系統

理想環境因子參數

病蟲害警訊

生長／生產狀況
決策結果

環境感測資料
作物生理感測資料
植株影像資料

耕作資料庫

<-即時監測資料

植株影像資料

（初期以人工拍攝）

病蟲害
危機指數

病蟲害預警系統
溫室環境資訊分析
病蟲害危機指數計算
生物防治分佈分析

系統控制參數設定
生產狀況監控
作物生長分析

人機控制介面

生理感測資料

移動控制目標->

環境感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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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資訊平台

資料伺服器

共通資訊平台
(@中興大學)

資料
同步

行動裝置監控

風速、風向計

環境氣象裝置

室溫、濕度及光照計

土溫、土濕及EC計

作物生理／環境感測系統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中興大學園藝試驗場
金三角蔬果合社外埔場
金三角蔬果合社埔里場

氣象／環境
資料上傳

自動化害蟲影像
捕捉系統

監控攝影機
（定點縮時攝影）

影像
資料

SQL資料（氣象、環境）

害蟲影像 作物生長縮時影像

控制決策系統

作物成長
生理指標

植株影像資料

溫室資訊：溫度、濕度、光照程度、土壤pH值、
土壤EC值、土壤養分（肥料含量）等

溫室溫濕度調控
土壤pH值/EC值檢測
滴灌（微灌）控制
（給水／施肥）

決策控制系統
通風風扇、遮光簾幕
灑水（噴霧）系統
滴灌系統(水/肥/藥)
降溫水道循環系統

溫室設備

溫室溫濕度與光照感測
培植體pH值、EC值檢測
培植體養分檢測
（礦物質含量）

環境感測系統

溫室機器人
作物生長狀況紀錄
（溫室狀況）
作物葉片影像拍攝

作物生理感測器

溫室環境資訊分析
作物快樂成長指數計算
滴灌成分、比例計算
（灌溉、施肥、施藥）

AI影像辨識
（病害特徵比對）
環境資訊整合
（病理分析資訊）
綜合施肥、施藥分析

決策分析系統

理想環境因子參數

病蟲害警訊

生長／生產狀況
決策結果

環境感測資料
作物生理感測資料
植株影像資料

耕作資料庫

<-即時監測資料

植株影像資料

（初期以人工拍攝）

病蟲害
危機指數

病蟲害預警系統
溫室環境資訊分析
病蟲害危機指數計算
生物防治分佈分析

系統控制參數設定
生產狀況監控
作物生長分析

人機控制介面

生理感測資料

移動控制目標->

環境感測資料

匯集

環控設備
活動遮雨棚
活動遮光網

決策
建議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設施栽培案例：牛蕃茄於熱逆環境之生長(續)

Expert System

Deep Learning

定點作物縮
時影像 &
病蟲害影像

病害＆蟲害
發生確診資訊

氣象／環境
資訊

歷史資料比對
（資料庫）

環境條件閥值
（專家知識庫）

作物生長資訊生長條件閥值
（專家知識庫）

生長狀況判斷環境影響資訊

系統控制決策

特徵萃取與分類

標籤

訓練

辨識／判斷結果

控制決策系統

/7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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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栽培案例：牛蕃茄於熱逆環境之生長(續)

Expert System

Deep Learning

定點作物縮
時影像 &
病蟲害影像

病害＆蟲害
發生確診資訊

氣象／環境
資訊

歷史資料比對
（資料庫）

環境條件閥值
（專家知識庫）

作物生長資訊生長條件閥值
（專家知識庫）

生長狀況判斷環境影響資訊

系統控制決策

特徵萃取與分類

標籤

訓練

辨識／判斷結果

控制決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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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誤差指數 溫度差 濕度差 單日平均照度誤差

培植體誤差指數 培植體 值誤差 培植體 值誤差 培植體礦物質含量誤差

植株生長誤差指數 枝葉密度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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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檢體葉綠素飽和度、綠色／黃色顏色比例

葉面鮮豔程度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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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循環經濟案例：有機廢棄物處理

 使用國立中興大學土環
系楊秋中院士所開發的
基於酵素進行有機肥基
底之快速熟成技術進行
有機廢棄物的自動化處
理，可於三小時內快速
進行熟成反應

 將有機廢棄物處理後導
入生產使用，以實現智
慧農業循環經濟，並達
到農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7466

熟成階段

攪拌
儲存槽

(乾料)

攪拌
儲存槽
(半乾濕料)

有機廢棄物
(乾料、半乾濕料)

 汙泥（濕料）

小型雙軸
破碎機

辨識點

暫存
(濕料推車)

暫存
(儲料推車)

上料

上料

視覺辨識系統
（子計畫二）

(粗碎)

破碎機

單螺旋上料機

單螺旋上料機組
(多段)

(細碎)

電磁閥落料控制

濕料
暫存桶

攪拌
儲存槽

(乾料)

攪拌
儲存槽
(半乾濕料)

小型
水塔

乾料＆半乾濕料

濕料

入料階段

反應槽Ａ

濕料
暫存桶

反應槽Ｂ

濕料
暫存桶

反應槽Ｃ

濕料
暫存桶

A: Protease (蛋白酶)
B: Lipase (脂肪酶 / 酯鍵水解酵素)
C: Amylase (澱粉酶)
D: Fibrinase (纖維酶)
E: Lignin (木質素)

配方來自
子計畫一

計量混料機->酵素儲料槽

A B C D E

秤料機(計重)

混料輸送機

洩料取樣

封裝標籤機
配方來自
子計畫一

消費者

養份補充
NPK

填料斗
（成分混裝配比）

混裝階段

量測傳感系統
（子計畫三）

自動化
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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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動化農機未來發展方向

 目前的自動化農機引入物聯網技術後，軟體以及應用服務層面
的發展較為不足，尤其是對於所收集到的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政府雖積極推動農業資訊共通平台，但多數廠商仍偏好使用自
家開發的資訊平台，較不願意投入與政府的資訊共通平台的介
接設計內容

主要問題在於平台上尚缺乏足以吸引廠商大量投入、功能完整的
關鍵性服務（如耕作分析、病蟲害分析預警等）

此外，資訊平台當中的資料去識別化以及配合區塊鏈技術將資料
工開共享的技術基礎仍有所不足，降低使用者提供資料的意願

 除了大規模農業的自動化農機，精緻化、能進
行細膩操作以應付較嬌弱的作物的終端操作設
備，正不斷吸收工業機器人的機械手臂開發經
驗發展當中，當低成本、高效率、改良完成的
終端操作設備推出後，各式以無人自走車為基
底的採摘機器人想必會陸續推出

/7467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動化農機未來發展方向 (續)

 智動化農機也因為無需載人得以小型化，未來將可能將工作內
容細分後，以多機田間機器人隊伍的方式投入現場

 除了採摘工作，採收後的產品分級包裝與儲運也是智動化設備
的重要發展方向

目前的自動化分級包裝管理系統還是以秤重式進行初步自動化分
類，最後透過人工目測驗證後進行包裝的方式進行

已有廠商開始利用影像為基礎的深度學習分析系統來進行瑕疵檢
測，並以抽樣方式進行糖度、果形、大小、著色率、瑕疵率和重
量等品質指標的檢測

未來若能實現準確的非破壞式檢測，將有望透過自動化設備進行
更準確的分級與品管，維持固定的判斷條件並有效降低仰賴人力
的人工判斷的需求

 此外，以環境可控的系統溫室作為培植場域，透過完整的環境
感測器與影響環境因子的致動設備與控制器，實現全智動化的
智慧栽培設施：植物工廠與其相關應用

/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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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化設施栽培架構

/7469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小規模智慧化栽培設施：家庭植物工廠

/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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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4.0：室內植物工廠

/7471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智慧農業機器人的技術展望

綜觀以上的智慧農業發展需求，短中期的農用智慧系統，
智慧農用裝備或機器人之可能努力的發展方案有6案

 以深(寬)度學習為基礎的病蟲害辨識系統與早期預警以及
相關配合措施

 結合深度學習與專家系統所得的可解釋人工智慧系統
(XAI)

 結合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為基礎的智慧環控技術

 異質多台農用機器人合作或協作

 含有力控制與人機協作的智慧農作或漁畜飼養機器人

 具有邊緣運算與工人智慧的農作物聯網與雲端運算系統。

/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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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總結

 從科技部與農委會所提的智慧農業目標與策略，以及上述對現
今台灣智慧農業生產技術的討論，目前對於智慧農業的發展，
需致力於智動化農作設備的發展，透過整合IoT技術來有效掌握
生產環境與設備情況，並透過大量耕作資料與人工智慧，發展
低人力需求、全智動的作物生長管理系統將會是為來主要發展
的目標。

 發展不對環境造成負擔，有效實現循環經濟的相關產業也將成
為重要的發展目標。

 未來隨著技術的發展，農業機器人的效率將會不斷提升、成本
下降，管理系統也將隨著耕作與氣象資料的累積，能夠提供更
準確地耕作建議，最後全智動化農業在產量和可持續性上超過
傳統耕作方式，相信並不會需要太久的時間。

/7473

Advanced Electrical Control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感謝您的聆聽，還請惠與賜教
Q & A

/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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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科技研發政策及方向

王仕賢、黃明雅、黃欣釧

處長、技正、助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摘  要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產業調查報告及多場次專家會議結論，本文將報告農民迫切

需求農機品項，並提出研發策略做為農機業者和學研單位合作研發之參考，希冀藉由當

階段積極的跨領域合作，使我國農業缺工問題得以舒緩，並期望未來我國在全球農機產

業佔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農業機械、研發政策、省工、高質化、競爭力

一、前言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1978 年農業就業人數為 160 萬人，2018 年農

業就業人數 55.9 萬人，另，主力農家平均年齡 57 歲，農業經營者呈現高齡化。究其原

因，農村薪資所得及工作環境不如都市地區，人口外移情形嚴重，加上作物產區集中、

產期重疊等特性，造成勞動力調度困難，惟有於產期高峰時，農場主才願意以較高薪資

僱工，補充基礎勞動力。對於農村日趨嚴重之缺工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

農委會）解決策略除引進農業勞動力外，並積極針對產業亟需之農業機械項目，投入各

類型科技計畫支持相關研究。此外，總統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5+2 產業創新政策進

度報告會議－循環經濟」指示工業協助農業開發農漁畜機械設備，在經濟部與農委會的

合作下，已擇定電動中耕機、電動無人噴藥車、剝蚵殼機及文蛤自動收成機共 4 項產業

亟須之農業機械進行開發。

此外，我國農業生產規模小，農業機械需求有限，產業主攻國際市場，我國農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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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產值為 128.1 億元，出口值約 93.4 億元，外銷比重達 72.9%。在農業機械國外市場需

求方面，根據 Freedonia Group 2014 年的評估報告，全球農業機械自 2014 年至 2018 年

的成長率可達 6.9%，2013 年需求產值達 1,490 億美元，其中亞太地區比例佔 42.7%，為

全球最大農業機械需求地區（丁川翊、莊麗娟，2016）。根據農業試驗所 2018 年進行

之農機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報告指出，開發中國家農業機械成長趨動力係因經濟擴張、人

口成長、人均熱量攝取量需求增加，進而推動農業機械化；而已開發國家的農業機械成

長趨動力則是減少勞動力投入，及藉由高價值精緻農業技術以追求最大產量。

我國農業機械科技研發政策可分為「補足國內農村勞動力」及「強化農機產業競爭

力」兩大方向，本文將針對我國產業機械化程度盤點、省工機械開發項目及高質化農機

研究策略進行說明。

二、內容

（一）從產業鏈角度系統性檢視我國缺工環節

由於產業型態更迭，近年來農業人力需求更加急迫且具專業性。因應特定

作物於特定區域及期間，需投入大量基礎勞力進行翻土、種苗植栽、收穫或採

後處理等作業需求，水稻以外之新興農機代耕服務業相應而生。以嫁接苗為例，

近年來由於農村勞動力不足加上專業嫁接人員培訓不及，廠商對於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研發之種苗嫁接機之詢問度及購買意願相當高。

過去農機研發較未以產業整體面項進行農機規劃設計，造成產業所需關鍵

農機未被滿足，或者，農民需要購買不同農機適應不同生產階段所需，降低農

民購置意願，使研發成果不易推廣運用。爰此，農糧署針對 20 種蔬果及茶葉生

產類型之機械化程度進行盤點，了解補助產業引進機型之關鍵缺口。另，農委

會科技處亦針對我國20多種重要作物之農機需求，從種苗、種植、採收到栽培，

系統性檢視相關通用機與專用農機，盤點研發缺口，希冀透過系統性地檢視缺

工環節，有效補強或整合關鍵農機。相關盤點結果說明如下：

1. 蔬果及茶葉產業機械化程度調查

從農糧署調查結果顯示，茶葉之平均機械化程度為 70.9% 最高，而商用機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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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對於 1 心 2 葉的要求較低，機械可輔助採收，其機械化程度可高達 78%；而蔬

菜因質地嬌嫩，加上多於溫網室種植，輔助機械較難進入，農民偏好人工作業，

平均機械化程度僅 24.9%，其中又以移植小葉菜之機械化程度最低為 20%，而根

莖類蔬菜較能承受機械輔助作業，其機械化程度高達 36%；而果樹在果園管理機

械已有通用機械幫忙，機械缺口在果園輔助收穫機械及選別分級設備上，平均機

械化程度為 37.3%。

農糧署另實施「引進省工農機示範計畫」，補助農民購置國內無產製且適合

國內使用之國外商品化農機設備，我國試驗研究單位可藉此學習國外農機之優

點，甚至協助農民將引進機型改良成更適合我國作業習慣之規格及性能。

3 
 

學習國外農機優點，甚至協助農民將引進機型改良成更適合我國作業

習慣之規格及性能。 

 
(資料來源：農糧署，科技處整理) 

圖 1. 20 種蔬果及茶葉生產類型機械化程度調查 
 

2.重要作物進行系統性農機盤點 

農委會過去投入農業省工機械已有相當成果，例如臺南區農業改

良場引進歐美採收捆束機，改良後可成功應用於胡麻採收時的割捆作

業，符合我國生產規模，且割取及捆束狀況改良後較佳，有效取代傳

統作業下之 24 個人力。再以青花菜加工所需之分切作業為例，臺南

區農業改良場研發之連續式青花菜分切機，可取代截切場傳統作業之

7-8 個人力，且該機型已技轉 8 家業者使用，共有 11 個機臺量產上線。 
然而，面對我國農業缺工問題，需要集中火力針對迫切需要之品

項進行資源投入，俾及時舒緩產業缺工問題。農委會科技處爰彙整對

人力有迫切需求之 20 多種重要作物（包括：稻米、菇類、5 種雜糧、

8 種蔬菜、5 種果樹及 2 種特作），並從種苗、種植、採收到栽培，系

統性檢視相關通用機與專用農機，統整及盤點研發缺口（表 1），重

點說明如下： 
(1) 稻米生產各階段作業已有可購置商業化機種，其他作物之各階段

生產，除仰賴通用型商業機種，由於其生產模式特殊性，尚需搭

配專用機進行輔助。 

圖一、20 種蔬果及茶葉生產類型機械化程度調查

2. 重要作物進行系統性農機盤點

農委會過去投入農業省工機械已有相當成果，例如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引進歐

美採收捆束機，改良後可成功應用於胡麻採收時的割捆作業，符合我國生產規 

模，且割取及捆束狀況改良後較佳，有效取代傳統作業下之 24 名人力。再以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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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加工所需之分切作業為例，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發之連續式青花菜分切機，可

取代截切場傳統作業之 7-8 名人力，且該機型已技轉 8 家業者使用，共有 11 個機

臺量產上線。

然而，面對我國農業缺工問題，需要集中火力針對迫切需要之品項進行資源

投入，俾及時舒緩產業缺工問題。農委會科技處爰彙整對人力有迫切需求之 20 多

種重要作物（包括：稻米、菇類、5 種雜糧、8 種蔬菜、5 種果樹及 2 種特作），

並從種苗、種植、採收到栽培，系統性檢視相關通用機與專用農機，統整及盤點

研發缺口（表一），重點說明如下：

（1） 稻米生產各階段作業已有可購置商業化機種，其他作物之各階段生產，除仰

賴通用型商業機種，由於其生產模式具特殊性，尚需搭配專用機進行輔助。

（2） 專用機開發的作業需求階段主要落在收穫與加工處理機械，諸如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研發的大豆分級機，算是小兵立大功，對有機農場經營在後端分級作

業助益甚大；此外，部分作物例如芋頭、落花生及茶葉由於其生產作業具特

殊性，亦需在種植、乾燥及茶菁分級上，開發特殊專用機。

表一、產業迫切需求之 20 多種重要作物系統性盤點

作業

農機類型

整地 /
除草

育苗 / 插秧 /
播種 / 植栽 /
噴霧 / 施肥

收穫

機械

選別 /
分級

乾燥 / 存放 /
保鮮冷藏

加工

處理

通用型 各階段作業已有可購置商業化機種。

專
用
機

稻米 各階段作業已有可購置商業化機種。

雜

糧

甘藷 - - - - -

薏仁 - - - - -

馬鈴薯 - - - - -

落花生 - - - - -

大豆 - - - - -

（續下頁）



4342

農業機械科技研發政策及方向

作業

農機類型

整地 /
除草

育苗 / 插秧 /
播種 / 植栽 /
噴霧 / 施肥

收穫

機械

選別 /
分級

乾燥 / 存放 /
保鮮冷藏

加工

處理

專 
用 
機

蔬

菜

葉菜 - - - - -

大芥菜 - - - - -

結球萵苣 - - - - -

芋頭 - - -  

玉米 - - - - -

大蒜 - - - -

洋蔥 - - - - -

蘆筍 - - - - -

菇類 - - - -

果

樹

龍眼 - - - -

荔枝 - - - -

芒果 - - - -

鳳梨釋迦 - - - -

鳳梨 - - - - -

特

作

仙草 - - - - -

茶樹 - - - -

註 1：「-」：顯示目前該作業已有商業專用機供農民使用

註 2：「╳」：顯示目前該作業缺乏該類或該作物之商業專用機

（二）集中火力補強國內農機缺口，整合示範驗證

1. 研發資源集中投入已現成效

經產業主管單位機關及推動小組盤點，積極投入各項科技研發資源支持農業

機械相關研發，相較 103 年度農機研發相關經費 3,100 萬元，因新增旗艦計畫、

智慧農業、農工合作等新興政策額度計畫，108 年度總經費已達 2.5億元（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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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註 1：「-」：顯示目前該作業已有商業專用機供農民使用 

註 2：「╳」：顯示目前該作業缺乏該類或該作物之商業專用機 

（二） 集中火力補強國內農機缺口，整合示範驗證 
1. 研發資源集中投入已現成效 

經產業主管單位機關及推動小組盤點，積極投入各項科技研發

資源支持農業機械相關研發，相較 103 年度農機研發相關經費 3,100 
萬元，因新增旗艦計畫、智慧農業、農工合作等新興政策額度計畫，

108 年度總經費已達 2.5 億元（圖 2）。 

 
圖 2. 103 年度至 108 年度農業機械相關研發總經費 

 
108 年度新興政策額度計畫中與省工研發相關者共計 34 個（表

2），總經費約 8,600 萬元，其中 4 個計畫係業者透過「農業業界科專

計畫」和「智慧農業 4.0 業界參與計畫」提出，開發禽肉分剁機、甜

玉米波業機、魚群影像辨識等機械，將可實際業者場域，解決產業人

力短缺、提升作業效率；至於學研單位省工機械開發，相關成果亦逐

步展現，舉例說明如下： 
(1) 芋苗種植機：由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有別於傳統作業每公頃

需要 7 人進行 8 小時芋苗種植，搭配機器使用只需 3 個人力，

進行 5 小時即可完成作業，並可舒緩農民寒冬作業、反覆彎腰

之苦。 
(2) 龍眼乾去籽機：由農糧署補助國立中興大學研發，相較目前人工

圖二、103 年度至 108 年度農業機械相關研發總經費

108 年度新興政策額度計畫中與省工研發相關者共計 34 個（表二），總經費

約 8,600 萬元，其中 4 個計畫係業者透過「農業業界科專計畫」和「智慧農業 4.0

業界參與計畫」提出，開發禽肉分剁機、甜玉米剝葉機、魚群影像辨識等機械，

將可實際運用業者場域，解決產業人力短缺，提升作業效率；至於學研單位省工

機械開發，相關成果亦逐步展現，舉例說明如下：

（1） 芋苗種植機：由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有別於傳統作業每公頃需要 8 人進

行 8 小時芋苗種植，搭配機器作業僅需 3 名人力，進行 16 小時即可完成作

業，並可舒緩農民寒冬作業、反覆彎腰之苦。

（2） 龍眼乾去籽機：由農糧署補助國立中興大學研發，相較目前人工每人每小時

產出約 756 克果肉，使用機械每小時即可產出 4,536 克果肉，約可取代 6~7

名人力。

（3） 果物採摘穿戴式省力輔具：由農委會補助國立中山大學研發，研究人員於

檸檬園直接量測穿戴輔具前後之省力狀況，結果顯示農民在穿戴式輔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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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採摘作業可減少 53%（105uV，肌肉活化運動單元指數）肌肉活化使 

用率。

表二、108 年度省工相關新興政策額度計畫列表

6 
 

每人每小時產出約 756 克果肉，使用機械每小時即可產出 4536
克果肉，約可取代 6~7 個人力。 

(3) 果物採摘穿戴式省力輔具：由農委會補助國立中山大學研發，研

究人員於檸檬園直接量測穿戴輔具前後之省力狀況，結果顯示農

民在穿戴式輔具協助下，採摘作業可減少 53%（105uV，肌肉活

化運動單元指數）肌肉活化使用率。 

表 2. 108 年度省工相關新興政策額度計畫列表 

領域

類別
計畫名稱 執行機關 總經費

家禽自動分剁設備及食安監控技術開發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鮮食甜玉米採收後自動剝葉機臺與合格品果穗之智慧影像辨識系統開發 在地良品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箱網養殖魚群體長影像計數辨識管理系統 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鯛魚苗生產之水質智慧監控、病害檢測與魚苗自動選別系統模組開發 峰漁股份有限公司

設施切花生產補光、控制及省工機具之開發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蘭花省工節能設備及設施栽培模式之應用研究評估 農業試驗所

短期葉菜設施生產機械化改進作業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外銷結球萵苣生產管理及省工作業輔具導入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乘坐式採茶機械適地化栽植技術之研究 茶業改良場

魚體自動化選別、排整與搬運系統開發 雲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

雜糧智能太陽能無人自動化播種機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開發旱田作物通用型除草機具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穿戴式採收和搬運智慧人機輔具之開發與應用 國立中山大學

結合農用無人機與智慧工具應用於區域型作物的整合病蟲害管理 農業試驗所

建構無人機於茶樹病蟲害防治之應用技術與化學藥劑減量策略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塊苗式蔬菜移植機之研製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智慧型除草系統之開發 國立臺灣大學

省工化嫁接整合系統之建構 國立宜蘭大學

穴盤有機葉菜省工化栽培收穫系統之建構 國立中興大學

葉菜一貫化播種、作畦機械之開發 國立中興大學

無人化噴藥系統之開發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葉菜收穫處理機械之開發 國立中興大學

雜糧特作作物省工手採輔具之開發 國立臺灣大學

鳳梨收穫機械之開發 國立嘉義大學

鳳梨田間管理機械之開發 國立嘉義大學

鳳梨種植機械之開發 國立嘉義大學

高麗菜葉滾捲及包捲機械之試驗及新南向市場拓展之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

芋種植收穫與薏仁脫殼處理機械化之試驗改良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鳳梨釋迦外銷集貨場自動化機械試驗研究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研發適用大豆有機栽培之除草及選別機械及其推廣輔導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菜苗移植機構研發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乘坐型植茶機與稻稈敷蓋機械之開發 茶業改良場

洋蔥莖葉及根部切除機械改良試驗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龍眼乾自動化去籽設備暨加工技術開發 國立中興大學

          86,356合    計  (34)

旗艦

計畫

(12)

農工

合作

(7)

          16,718

          16,518

智慧

農業

(15)

          53,120

單位：千元

 
2. 總統指示工業單位加速開發迫切需求農機 

總統 2017 年底於「5+2 產業創新政策進度報告會議-循環經濟」

指示工業協助農業開發農漁畜機械設備。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8 上半

年召開 4 次「研討發展臺灣農漁牧業所需之設備及設施會議」，由本

單位：千元

2. 總統指示工業單位加速開發迫切需求農機

總統 2017 年底於「5+2 產業創新政策進度報告會議 - 循環經濟」指示工業協

助農業開發農漁畜機械設備。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8 上半年召開 4 次「研討發展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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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農漁牧業所需之設備及設施會議」，由農糧署、漁業署及畜牧處提出最需工業

協助之 16 項農業機械（表三），包括農業 8 項、漁業 7 項及畜牧 1 項。

表三、最需工業協助之 16 項農業機械

7 
 

會農糧署、漁業署及畜牧處提出最需工業協助之 16 項農業機械（表

3），包括農業 8 項、漁業 7 項及畜牧 1 項。 
表 3. 最需工業協助之 16 項農業機械 

 

惟考量產業急迫性及整合既有工業技術之可行性，經濟部工業

局爰再針對電動中耕機、電動無人噴藥車、剝蚵殼機及文蛤自動收

成機共 4 項農機優先開發，工業局已輔導業者申請 108 年度「產業

升級創新平臺」計畫，相關農機將於 1-2 年內完成開發，相關研發策

略重點說明如下： 
(1) 電動中耕機：因應農業缺工及人口老化問題，並配合於溫室密閉

空間內降低汙染使用，中耕機將朝輕量化與電動化設計，工業局

已媒合廠商將中耕機汽油引擎轉型為電動馬達。 
(2) 電動無人噴藥車：國內學研單位對於無人電動車多有研究，計畫

將噴灑裝置與電動車有效整合，結合精準定位系統便能開發出電

動無人噴藥車，工業局已媒合廠商進行履帶式電動無人噴藥車及

電動無人自走噴藥車之開發 
(3) 剝蚵殼機：牡蠣的貝柱跟殼的連結處是由蛋白質所形成，透過靜

水壓可將連結處蛋白質失去接合力，使蚵殼易於剝離，工業局已

媒合壓力容器廠商進行相關裝置的開發。 
(4) 文蛤採收設備：農委會水試所曾與臺大合作開發，惟因價格過高

且因海水侵蝕常需更換零件未商品化，漁業署爰建議開發簡易耐

惟考量產業急迫性及整合既有工業技術之可行性，經濟部工業局爰再針對電

動中耕機、電動無人噴藥車、剝蚵殼機及文蛤自動收成機共 4 項農機優先開發，

工業局已輔導業者申請 108 年度「產業升級創新平臺」計畫，相關農機將於 1-2

年內完成開發，相關研發策略重點說明如下：

（1） 電動中耕機：因應農業缺工及人口老化問題，並配合於溫室密閉空間內降低

汙染使用，中耕機將朝輕量化與電動化設計，工業局已媒合廠商將中耕機汽

油引擎轉型為電動馬達。

（2） 電動無人噴藥車：國內學研單位對於無人電動車多有研究，計畫將噴灑裝置

與電動車有效整合，結合精準定位系統便能開發出電動無人噴藥車，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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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媒合廠商進行履帶式電動無人噴藥車及電動無人自走噴藥車之開發

（3） 剝蚵殼機：牡蠣的貝柱與殼的連結處是由蛋白質所構成，透過靜水壓可將連

結處蛋白質失去接合力，使蚵殼易於剝離，工業局已媒合壓力容器廠商進行

相關裝置的開發。

（4） 文蛤採收設備：水產試驗所曾與臺大合作開發，惟因價格過高且受海水侵蝕

而常需更換之零件未商品化，漁業署爰建議開發簡易耐腐蝕文蛤採收設備。

目前工業局已媒合業者進行水陸兩用文蛤採收機，並以馬達驅動，大幅節省

作業人力並維護人員健康。

3. 整合示範推廣提供產業省工解決方案

考量農委會施政需要、產業迫切性及具外銷主力品項等，農委會科技處與臺

南區農業改良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及高雄區農業改良場合作，選定落花生、大

豆、小葉菜及鳳梨共 4 項作物進行第一期農業機械整合示範推廣，期整合分散於

各試驗改良場所之研發成果，集中於示範場域進行驗證（表四），並將結合農委

會輔導處農業人力辦公室機械團輔導及農糧署農機補助等政府資源，以提供重點

示範產業省工之完整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推廣於產業應用。第二期則選定

甘藷、美生菜、玉米、茶葉進行整合示範推廣。

表四、作物機械化示範場域調查表

項次 項目 示範場域

1 大豆 臺南善化雜糧生產合作社

2 落花生 雲林虎尾鎮農會

3 小葉菜 桃園八德蔬菜產銷班第 3 班

4 鳳梨 屏東銀獅農場、嘉義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

（三）組成跨領域農工團隊，朝高值化小型客製農機開發

由於臺灣小農經營型態，加上農機產業以中小型企業居多，較不適合開

發需投入高額研發費用之大型機械市場。相較於研發及生產成本較高之大型農

機，我國更傾向出口小型或客製化農機（如：噴霧機、割草機、收割機、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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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等），惟未來全球農機產業型態將朝向以機械為載體的知識服務業發展，我

國農機產業勢必有所調整，以快速反應市場需求，提供客製化服務或差異化產

品。

本文整理我國農機產業相關文獻及會議結論，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我國農業

機械應及早建立農機標準化模組及作業程序，俾利我國農機朝輕量化、電動化、

智能化等高質小型農機具進行發展。重點說明如下：

1. 建立標準化模組及作業程序

一般認為，農業機械開發需考量區域間人為耕作管理方法、自然土壤環境及

作物季節變化之差異性，不同於工業機械產品開發，無法將所有農田及農耕操作

視為性質相同或均一化地進行開發。然而，標準化模組及作業有許多好處，除了

可跟客戶快速溝通需求，達到成交目的外，對於要與跨領域合作，進行輕量化、

電動化系統開發亦有幫助。因此建議可先針對我國利基農機產品，如噴霧機、割

草機、中耕機等相關零組件建立標準化的規格模組，相關設施、作業方式易有其

標準作業程序，惟需留意標準模組或作業仍需保留彈性調整空間，俾因應作物生

長或地域栽培習慣之差異性。

2. 符合國際趨勢之電動農機

全球共同面臨溫室效應、空氣污染與能源日益匱乏等問題，尤其發展中國家

經濟成長與都會化交通需求增加，更加速人類活動對環境資源的掠取及危害。全

球各國除持續不斷地對車輛頒布更嚴苛的耗能與排放管制標準，更陸續訂定汽、

機車電動化時程，將傳統引擎車輛電動化，以符合環境與政策所需。各國傳統車

廠紛紛投入研發、量產，車輛電動化已是趨勢，我國政府亦有補貼或減稅降低電

動車購置成本，以及補助廠商設置充電站等措施，從環保及產業發展的觀點來鼓

勵電動機車發展。我國電動機車在領導品牌 Gogoro 電動關鍵零組件成熟技術及開

放式電池交換平臺服務之推動下，其他傳統機車品牌亦加入生產電動車行列，顯

示廠商看好國內消費市場接受度，若能拓銷出口，未來將有龐大商機。

本文建議農機朝電動化發展除係因應全球綠能環保趨勢外，操作者健康亦為

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許多農業生產作業操作者需仰賴機械進行種植、管理及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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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引擎運作時的噪音及廢氣影響操作者健康，尤其是在密閉式或半密閉溫

網室進行機械作業，操作者除須克服設施下的高溫，還需忍受機械排放的噪音及

廢氣，此等不佳的工作環境，可能成為農業新進者進入的障礙。此外，果菜批發

市場或集貨場極注重環境整潔，已有地方政府帶頭推行場域內騎乘電動車。例如

雲林縣政府於 2017 年 9 月制定《雲林縣西螺果菜市場進出車輛管理自治條例》，

推行電動蔬果運輸車上路，期望替換掉大宗且老舊的三輪柴油拼裝車，降低果菜

市場內之空氣汙染。

農機朝電動化發展是必然的道路，惟目前我國電動系統車輛仍有購置成本

高、行駛距離不足、充電時間長、充電設施不普及等問題，有賴政府及學研單位

媒合農機業者與電動機車業者攜手合作，讓我國電動產業生態系更加茁壯。

3. 從數位化著手進而達成智能農機之目標

面對全球資源漸趨貧乏及糧食需求增加，各國農業無不朝向精準化發展。

「精準農業」指的是一種以資訊及技術為基礎的農業經營管理系統（劉天成，

2000），以透過生產及環境資訊的掌握，使農業生產在最低的投入下，獲得最高

報酬。國際間農業機械研究趨勢已突破一般農業機械範疇，除朝完全自動化、電

子化發展外，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更朝向智慧機械邁進，而農委會推動的「智

慧農業」計畫即涵蓋精準農業精神，研究內容包括偵測、預測、決策、自動四面

向，皆涉及農業機械及系統之運用。

智能化農機之發展非一蹴可及，需長期投入資源優化農業機械無線通訊技術

與應用環境，強化資訊快速傳遞與串聯，加速軟硬體技術整合，以共同深化智能

機械及相關農事服務業之發展應用，才有可能達成無人化農機之目標。

4. 輕量化及操作者友善設計

面對全球農業普遍面臨缺工趨勢，農村女力已開始扮演補充農村勞動力之重

要角色，農委會補助學校研發之省力輔具，即有助提升農村婦女協助農耕意願。

與我國鄰近之日本，同樣面臨農村缺工人力老化問題，我國農機研究人員赴日參

訪並實際操作後，明顯感受到日本農機輕量化及震動減少等優勢，並觀察到日本

開發以瓦斯為動力之中耕機，訴求排氣清潔及燃料易保存之優點（張光華、黃柏



50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論文輯
Proceeding of 2019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Labor-sa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昇，2015），農機搭配粉紅色外殼，亦有助於搶佔農村女力客群。機械操作過程

及介面的友善程度，影響使用者是否願意購買或持續使用該機器，日本的開發經

驗可以作為我國農機研發方向之參考。

三、結語

農委會透過系統性盤點，了解到我國雜糧生產仍有部分農機缺口尚待補齊，蔬果類

在收穫與採後處理作業階段的專用機械較為缺乏，政府已透過跨部會合作進行省工機械

開發，積極處理農村勞力不足及老化問題，回應產業需求，並藉由補助及獎勵措施，帶

動業者與學研單位合作投入自走式或無人機等高階農機研發，有助農機產業升級發展。

全球農業機械產業穩定成長，尤以與我國鄰近之東南亞市場成長率最為顯著，國際

市場拉力，可帶動農機業者投入研發創新。我國業者雖然因關稅障礙在價格上無法與對

手中國大陸競爭，惟我國農機尚可憑藉臺灣在資通訊產業、汽車產業及工具機等產業技

術優勢，朝輕量化、電動化、智能化等高質小型農機發展，目前我國農機標準化與跨領

域人才養成係農工合作之首要工作，期盼農機產業組成跨領域產學研合作團隊，整合核

心關鍵技術，加速農機新品開發進程、擴大量產規模，使我國農機產業脫胎換骨、強本

革新，並於全球農機生態系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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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技正

摘  要

臺灣在農業發展過程中，回顧自 50 年代開始推動農業機械化以來，在整地、稻作

生產等多已導入相關農機及自動化設備，並建立了完整機耕服務體系；但近來農村面臨

了勞動力老化及不足等問題，農委會除輔導成立各種農業人力團及機械代耕團，協助改

善農村農業缺工情形外，另農糧署透過各農糧產業輔導計畫，包括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

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地區性農機補助計畫、小地主大專業農、大糧倉等計畫補助農

機購置及引進國外新穎農機，強化農業機械及自動化之推行及導入，去（107）年並輔

導 14 個縣市成立機耕協會及建置「農業機械耕作服務系統」（農機 Uber）平台，以活

化各式大型農機具從事代耕服務，以替代大量農業人力需求及減輕勞動人力負擔，本

（108）年度更增列 8 億元經費全面補助農友購置中耕管理機、施肥機、割草機及農地

搬運車等 30 餘種小型農機具，以提升農場耕作效率，協助改善國內農業缺工問題。

關鍵詞：農機政策、農業機械、農機現況

一、前言

臺灣早期由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轉型朝向商業及服務業發展，造成農村勞動人力

大量外移，工資上漲，當時為調整農業生產結構，推動農業機械化為重要手段之一。農

業機械為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必要工具，政府於民國（以下同）50 年代推動耕耘機推廣

十年計畫起，陸續推動各項農業機械輔導方案、計畫，積極推動農業機械化，以因應農

村勞力不足情況，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藉由輔導農友增加農業機械等資本投入，逐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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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內農業經營型態，走向機械化及自動化生產模式，同時也促進國內建立自主農機產

業，尤其噴霧機（車）、割草機、中耕管理機、農地搬運車等小型農機具及穀物乾燥機、

倉儲等設備，臺灣農機業者已建立生產設備技術，並具外銷競爭力。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28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農業機械化發展計畫，輔導農民

或農民團體購買及使用農業機械，並予以協助貸款或補助。」規定，農委會陸續推動各

項農業機械輔導方案、計畫，以加速農業機械化，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又農業勞動力不

足問題日益嚴重，為紓緩農業缺工，近年來透過小地主大專業農、大糧倉、引進省工農

機等計畫及提供農機專案低利貸款，輔導農友購置、引進各式新型農機具，並藉由農業

機械與自動化設備之研發與導入，及鼓勵農友從事農機代耕服務，以提升農業生產作業

效率，協助改善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

二、內容

（一）臺灣農業機械化發展歷程

臺灣農業發展過程中，因應農業生產技術進步、整體社經結構改變及農業

競爭力提升等因素，推動農業機械化各具其階段性任務及目的，鑑於農業機械

化於推動國內農業發展之重要性，謹將臺灣推動農業機械化之發展歷程，摘述

如下：

1. 50 年代推行「耕耘機推廣十年計畫」，以耕耘機替代耕牛，大量減輕農耕勞動力

需求及負擔，奠定國內農業機械化推廣基礎。

2. 60 年代實施「加速推行農業機械化方案」、「加速推廣稻穀乾燥機計畫」等計畫，

輔導引進稻作插秧機、收穫機、穀物乾燥機等新型農機；民國 66 年行政院公布推

動 12 項重要建設，其中之一項「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

畫」，並全面辦理農機低利貸款。

3. 70 年代辦理「擴大水田經營規模計畫」，推行稻作委託代耕及委託經營，農機代

耕因此開始盛行；民國 76 年起輔導農會設置「集中型穀物乾燥中心」，直接經收

濕穀，節省農民乾燥稻穀第 2 次搬運之勞動力與費用支出。

4. 80 年代起實施「農業自動化」十年計畫，開始推動農漁牧產業自動化，整合機電

控制系統運用於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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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國 99 年及 106 年分別推動「小地主大專業農計畫」及「大糧倉計畫」，輔導農

民購置各式農機具設備，以擴大生產規模，促進企業化經營；另 106 年推動「智

慧農業 4.0 計畫」，導入智慧生產、數位服務等技術研發工作。

臺灣推動農業機械化已歷經五十載，經多年努力，稻作產業已高度機械化，

目前臺灣的穀物乾燥中心（如圖一）、育苗中心及代耕制度皆是我國農業機械

化推行成功案例。

　　圖一、穀物乾燥中心

（二）國內農糧產業機械使用及管理現況

國內農耕作物種類多，平均每戶耕作面積小，受限國內工業基礎及農機市

場需求規模小，臺灣所需大型農機多由國外進口，主要進口項目以整地、稻作

種植、收穫及雜糧收穫等大型農機具為主；至於農友農耕常用之噴霧機（車）、

割草機、中耕管理機、農地搬運車與曳引機附掛各式機具等小型農機具及穀物

乾燥機、倉儲等設備，則多為國內農機業者所產製。

農委會為規範農業機械使用及其相關管理事項，以落實農業發展條例第 28

條及第 29 條規定，訂有「農業機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明定農機係指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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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器設備及農地搬運車；其中農耕用機器設備，包括整地、插植、施肥、灌溉、

排水、收穫、乾燥及其他供農耕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以合於農委會規定

之規格範圍者為限。另農民持有農機並申請農機使用證者，其用油得享有免徵

營業稅優惠，至農用曳引機等 4 輪（含）以上具動力可於道路行駛之膠輪式農

機，需另依前開規範申領農機號牌並懸掛於農機機身明顯處，始得於市區道路

或公路行駛。

　　 有關農機使用證核發及管理情形，摘要如下：

1. 近3年（105-107年）平均每年核（換）發農機使用證45,238張及核發農機號牌3,817

只，統計 108 年 7 月底持有農機使用證（有效期限內）之農機具總計 255,630 臺，

農機號牌 37,200 張，持有農民 134,367 位。 

（1） 按大小型區分：大型農機具（曳引機、插秧機、各式聯合收穫機及乾燥機等）

約 22,792 臺（佔 9%），其餘小型農機 232,838 臺（佔 91%）；各機種數量

詳如表一。

表一、申請農機使用證之各農機種類及有效臺數一覽表

108.07.31

項次 農機種類 農機臺數

1 背負式（動力噴霧、施肥機） 51,009

2 動力割草機 47,493

3 中耕管理機 32,518

4 定置式動力噴霧機（自走式） 28,039

5 農地搬運車 16,203

6 鏈鋸 14,398

7 曳引機 12,116

8 田間搬運機（履帶式、輪式） 5,277

9 穀物乾燥機（循環式、箱式、貨櫃式） 4,777

10 土壤鑽孔機 3,414

11 抽水機 3,06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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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農機種類 農機臺數

12 插秧機 2,878

13 樹枝打碎（木）機 2,430

14 水稻聯合收穫機 2,149

15 自走式噴霧車 2,030

16 耕耘機 1,993

17 動力剪枝機 1,772

18 雜糧聯合收穫機（玉米、高梁、甘藷、豆類） 841

19 甘蔗採收機 31

20 其它農機 23,198

合　　計 255,630

（2） 按動力來源分類：汽柴油引擎 226,661 臺（佔 89％）、電動馬達 28,969 臺

（11％）。

2. 農機免稅油優惠

（1）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7 款規定，農機免徵 5%

營業稅。農機所有人持有效期限內之農機使用證及身分證於各地加油站加

油，於用油基準額度內享有免 5% 營業稅之優惠。

（2） 近 3年（105-107年）購買農機用油免徵 5%營業稅額分別為 8,062萬元、8,311

萬元及 10,685 萬元，減輕農友農機購油成本負擔，詳如表二。

表二、近年農機用油免徵 5% 營業稅金額

(三)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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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農糧產業機械化輔導措施

農業機械為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必要條件之一，為因應農村勞動力老化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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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農委會積極透過各項措施輔導國內農糧產業提高機械化程度，並持續透過

各項科技計畫研發多元農機具，滿足產業需求，協助紓緩產業缺工問題。相關

輔導措施說明如下：

1. 輔導農民購置農機設備：108 年度補助經費合計約 12 億元（詳如表三）。

表三、108 年度補助農民購置農機設備經費

(三) 國內

農業

會積極透

多元農機

1.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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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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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農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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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年農機

導措施 
生產效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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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10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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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大型農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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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擴大規模

用性生產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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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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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作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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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農委

計畫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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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大型農

模及企業

農機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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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農業

650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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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糧倉計畫：輔導建構雜糧代耕體系及契作產銷模式，建立集團產區及採後

處理中心，提高國產雜糧自給率，每年補助購置雜糧機具約 400 臺（含大型

農機具約 130 臺）。

（2）小地主大專業農計畫（含百大青農輔導計畫）：輔導大專業農擴大規模及企

業化經營，補助購置曳引機、插秧機、各式聯合收穫機等通用性生產農機具

及各項作物所需小型生產設備，每年補助農民購置大型農機具約 160 臺。

（3）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輔導計畫：為加速國內有機及友善農業發展，協助農

業經營業者購製各種農機具、碾米相關及農產加工等設備，每年補助約 650

臺。

（4）地區性農機補助計畫（小型農機補助）：補助農民購置適用各類作物之中耕、

除草、施肥等小型農機具，每年補助約 3 至 4 千臺。另本（108）年度增列 8

億元經費擴大辦理（圖二），預估將補助農友購置小型農機 8 萬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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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自 106 年開辦引進國內無產製之

國外商品化農機設備（如圖三），目前累計申請案 22 件，經審查通過「水田

除草機」、「自走式洋蔥收穫機」、「葉菜乘座式播種、防除、採收機」、「曳

引式馬鈴薯收穫機」及「蘆筍選別機」等 15 件，已陸續引進國內運用、推 

廣。

圖二、108 年度小型農機補助記者會宣布補

助啟動

圖三、引進國內首部結球葉菜自走式採收機

2. 輔導農民申辦農機低利貸款：

（1） 依據「農機貸款要點」規定，協助專業農民、青年農民及代耕業者等取得購

置大型農機設備之資金，減輕購機成本負擔及進入門檻，促進農耕機械化及

代耕制度推行，以提高其生產及經營效率。

（2） 為積極推廣農業機械化，近年來大幅提高農機低利貸款金額規模，近 3 年

（105-107 年）平均每年提供貸款金額達 11.6 億元（如表四），108 年度預

定擴增至 13 億元；另為減輕農民負擔，農委會自 107 年 4 月 16 日起將貸款

年息由 1.29% 調降為電動或油電混合動力之農機 0.54%、一般農機 0.79%。

透過本專案農機低利貸款每年協助購置更新大型農機具 600 臺以上，其中以

曳引機占佔比約 5 成最多，其次插秧機、聯合收穫機約各占 2 成，其餘噴霧

車及穀類乾燥機等約占 1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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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5-107 年農民申請農機低利貸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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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推動農業機械耕作服務

（1）輔導各縣市成立農業機械耕作服務協會（以下簡稱機耕協會）：為強化各作

物機耕服務及提高農機使用率，去（107）年輔導 14個縣市成立機耕協會（如

圖四），至本（108）年 7 月底止已整合超過 900 位機耕業者加入會員，可

提供機耕服務之曳引機、各式聯合收獲機等大型農機具超過 3 千臺，期將機

耕服務從水稻擴展到雜糧、茶業、蔬菜及果樹等作物，藉組織化運作提供農

民需求農機之媒合、調度等服務，並強化各式新型農機具導入，協助紓緩農

村勞動力老化及缺工問題。

　　圖四、農業機械耕作服務協會成立授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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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及強化「農業機械耕作服務系統（農機 UBER）」平台：為讓農友更容

易取得耕作地區機耕服務資訊，農委會農糧署建置「農業機械耕作服務系

統」（農機 Uber）平台（http://eoi.afa.gov.tw/），該平台提供各地區機耕服

務業者資訊之查詢功能，農友以手機或電腦簡便操作，即可查詢鄰近或各地

區機耕業者及其持有農機種類等服務資訊，此一平台也結合「農務 e 把抓」

平台，方便機耕業者進行機耕服務之耕地管理、導航、費用統計運算等工

作，更有效率的提供農友更多元服務（如圖五）；將持續強化平台服務功能

及整合各農糧產業輔導計畫，以擴充平台機耕業者及其農機種類等資訊內

容，以提供更完整之機耕服務需求。

圖五、「農業機械耕作服務系統」（農機 Uber）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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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農機研發工作

（1） 農委會為因應新農業政策及產業缺工等需求，積極盤點產業迫切需求之農機

研發項目，於 106 及 107 年度投入各項農業機械及自動（智能）化等科研經

費各 2.37 及 2.39 億元，其中為落實農業研發成果商品化、產業化，設有產

學合作計畫及農業科技專案計畫，由大學、法人及農業機械業者依產業發展

需求研提執行。

（2） 另農委會與經濟部建立農工跨域研發合作策略聯盟，運用工業已成熟之影像

辨識、資通訊、精密機械、人機輔具及作物（特性）感測系統，逐步導入應

用於農業，期於未來可模組化整合為農業機械、設施或設備商品，推廣農業

運用，協助農民提升生產力。

三、結語

臺灣在農業發展過程中，得力於農業機械輔助，造就今日臺灣農業榮景；回顧自

50 年代開始推動農業機械化以來，在整地、稻作耕作部分已建立了完整機耕服務體系；

但近來農村面臨了勞動力老化及不足等問題，農委會除輔導成立各種農業人力團及機械

代耕團，協助改善農村農業缺工情形外，另透過各農糧產業輔導計畫強化農業機械及自

動化之推行及導入，去（107）年並輔導 14 個縣市成立機耕協會及建置「農業機械耕作

服務系統」（農機 Uber）平台，以活化各式大型農機具從事代耕服務，以替代大量農

業人力需求及減輕勞動人力負擔，本年度更增列 8 億元經費全面補助農友購置中耕管理

機、施肥機、割草機及農地搬運車等小型農機具，以提升農場耕作效率，協助改善國內

農業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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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on Agri-machinery Subsidie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Hung Yi-Hung*, Lin Tzu-Chieh**

* Section Chief. Agriculture and Food Agency, COA.

**Specialist. Agriculture and Food Agency, COA.

Abstract
Throughout Taiwa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50s, when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as initiated, a wide range of machines and automated equipment for purposes 

like land preparation and paddy cultivation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a complete machinery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aiwan. Recently, in coping with labor shortage and 

aging in rural areas,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has helped established numerous agricultural 

human resource groups and agri-machinery service groups for the relief of rural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the Agriculture and Food Agency, in conjunction with numerous agri-food 

counseling programs including pilot plans to introduce and demonstrate labor-saving agri-

machinery, regional agri-machinery subsidy programs, Small Landlord and Big Tennant 

program, and Big Granary program, has supported the purchase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latest 

agri-machinery models from abroad. That has led to greater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of 

Taiwan’s agriculture. Last year (2018), under AFA’s counseling, 14 city/county governments 

have established agri-machinery service associations and taken part in “Agri-machinery 

Service Platform” (Uber of agri-machinery) to provide large agri-machinery units as a service 

that can substitute for considerable manpower and alleviate the labor shortage. This year (2019), 

NTD 800 million has been allocated to support farmers to purchase 30 categories of small 

agri-machinery including cultivators, fertilizer applicators, mowers, and field transporters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efficiency of local farms and address the domestic labor shortage 

problem.

Keywords: Policy on agri-machiner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gri-mechaniz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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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栽培管理機械化之引進與研發應用

洋蔥栽培管理機械化之引進 
與研發應用

潘光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pan@mail.kdais.gov.tw

摘  要

105 年台灣種植洋蔥面積約 1,337 公頃以上，種植區域以屏東縣、高雄市、雲林縣

及彰化縣為主要產區。洋蔥在栽培管理過程中，需要進行之作業項目很多，如整地、築

畦、育苗、拔苗、種植、噴藥、中耕除草、施肥、採收及收穫分級篩選等工作。雖然整

地、築畦、噴藥、中耕鋤草項目皆已以機械取代，但整體洋蔥產業機械化程度仍然偏低，

其中採收、種植部份目前仍沒有適當的機械來取代人力。在面臨農村人力日益老化，年

輕勞力不遞補而形成勞力短缺之際，洋蔥栽培管理機械化顯得日益迫切。

關鍵詞：洋蔥、洋蔥栽培管理機械

一、前言

洋蔥為臺灣重要經濟蔬菜，105 年洋蔥種植面積約 1,337 公頃，產量 60,433 公噸；

洋蔥產業早期大多以外銷市場為主，由於近年來工資節節高升，造成生產成本提高，且

受WTO之衝擊，外銷市場不敵鄰近國家生產成本之競爭，我國洋蔥外銷市場逐年削減。

洋蔥苗在定植後約 4 個月即可採收，洋蔥栽培管理過程中，從育苗移植到採收，所

需要進行之作業項目很多，如種植、噴藥、中耕鋤草、施肥及採收；洋蔥在栽培管理中

除噴藥、中耕鋤草及施肥外皆已機械化作業，雖然種植及採收日本早已機械化作業，但

因機械昂貴，所以種植及採收仍以人工方式作業，而洋蔥種植及採收所需之勞動力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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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農村勞動力又顯短缺老年化，且工資節節提高，導致生產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

下降，造成青壯年從農意願不高。

二、洋蔥田間栽培管理及收穫過程

（一）洋蔥作業流程：

洋蔥栽培管理機械化之引進與研發應用 

 
潘光月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pan@mail.kdais.gov.tw 
 

摘要 
105 年台灣種植洋蔥面積約 1,337 公頃以上，種植區域以屏東縣、高雄市、雲林縣

及彰化縣為主要產區。洋蔥在栽培管理過程中，需要進行之作業項目很多，如整地、築

畦、育苗、拔苗、種植、噴藥、中耕除草、施肥、採收及收穫分級篩選等工作。雖然整

地、築畦、噴藥、中耕鋤草項目皆已以機械取代，但整體洋蔥產業機械化程度仍然偏低，

其中採收、種植部份目前仍沒有適當的機械來取代人力。在面臨農村人力日益老化，年

輕勞力不遞補而形成勞力短缺之際，洋蔥栽培管理機械化顯得日益迫切。 

 

關鍵詞：洋蔥、洋蔥栽培管理機械 
 

一、前言 
    洋蔥為臺灣重要經濟蔬菜，105年洋蔥種植面積約1,337公頃，產量60,433公噸；洋

蔥產業早期大多以外銷市場為主，由於近年來工資節節高升，造成生產成本提高，且受

WTO之衝擊，外銷市場不敵鄰近國家生產成本之競爭，我國洋蔥外銷市場逐年削減。 

洋蔥苗在定植後約4個月即可採收，洋蔥栽培管理過程中，從育苗移植到採收，所需

要進行之作業項目很多，如種植、噴藥、中耕鋤草、施肥及採收；洋蔥在栽培管理中除

噴藥、中耕鋤草及施肥外皆已機械化作業，雖然種植及採收日本早已機械化作業，但因

機械昂貴，所以種植及採收仍以人工方式作業，而洋蔥種植及採收所需之勞動力又最密

集；農村勞動力又顯短缺老年化，且工資節節提高，導致生產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下

降，造成青壯年從農意願不高。 

 

二、洋蔥田間栽培管理及收穫過程 
(一)洋蔥作業流程： 
 
 
 
 
 
(二)育苗作業： 
目前洋蔥育苗方式計有：田間育苗及盤苗兩種(如圖 1、2)，大約 45 左右，即可移植

育苗 整地 種植 田間管理 採收 選別 

包裝 市場、冷藏 

（二）育苗作業：

目前洋蔥育苗方式計有：田間育苗及盤苗兩種（如圖一、二），大約 45 天

左右，即可移植至田間。

圖一、田間育苗情形 圖二、苗盤育苗情形

（三）整地作業：

整地作業係以附掛於曳引機迴轉犁之農機具整地；築畦作業係以中耕管理

機作業。

（四）種植作業：洋蔥種植機械於國外行之有年，由於該種植機械種植方式無法被農

民接受，而且價格昂貴，因此洋蔥種植機械化一直無法推行。目前仍以人工方

式種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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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種植（如圖三）：係將育成的洋蔥苗以人工拔起後綑綁成一定數量搬至田間，

再以人工方式一株一株的移植於田間，其種植之行株距，依地區有所不同，有六

行五行四行及二行…等。

2. 機械種植：係以機械替代人工種植洋蔥。

（1） 半自動洋蔥種植機械（如圖四）：係將育成的洋蔥苗以人工拔起後綑綁成一

定數量，再以人工方式將苗投入至育苗筒，再由插植爪插入土裡，然後以圓

盤式覆土器將挖出苗穴之餘隙填補土壤。目前已有廠商引進，但因不適用於

先灌溉水再進行種植作業方式。因此該機械無法被洋蔥農戶接受推廣使用。

圖三、人工種植情形 圖四、半自動洋蔥種植機械

（2） 全自洋蔥種植機械（如圖五）：係用硬質育苗盤育苗，育苗至可移植時，將

根部用凝固劑固定土壤，使土壤包覆根鬚不破散後，才可以移植。本種植方

式，需設立育苗場，投資成本高，而且本機械種植方式僅適用於旱地，無法

用於預先灌溉水後之田地。因此該機械無法被洋蔥農戶接受推廣使用。

（五）洋蔥收穫機械：洋蔥採收形態依地區環境有所不同，如屏東楓港、車城及恆春

等地區，因於採收時土壤較硬，人工拔起不易，所以必須先以洋蔥挖掘機挖起。

其他地區皆以人工即可拔起。其洋蔥收穫作業方式，由機械挖掘（人工拔起）、

日曬（莖葉萎凋）、剪切莖葉（根鬚）、裝籃搬運。

1. 洋蔥挖掘機械：

（1） 自走式洋蔥挖掘機械（如圖六）：本機採用自走式設計，作業時輪胎行走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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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二側之畦溝，以半弧鋸齒形挖掘刀挖掘。挖掘刀以前後搖擺運動沿著畦面

前進，使蔥球下方的土壤經挖掘刀的震動破裂變為鬆散，人手即可輕易的拔

取洋蔥。

圖五、全自動洋蔥種植機械（照片擷取於影

片）

圖六、自走式洋蔥挖掘機械

（2） 附掛搖擺式洋蔥挖掘機械（如圖七）：本機械附掛於曳引機三點連接，以針

柱形挖掘刀挖掘。挖掘刀以前後搖擺運動沿著畦面前進，使蔥球下方的土壤

經挖掘刀的前後搖擺運動致使土壤破裂變為鬆散，人手即可輕易的拔取洋

蔥。

（3） 附掛式洋蔥挖掘機械（如圖八）：本機械附掛於曳引機三點連接，以平面挖

掘刀挖掘。挖掘刀沿著畦面前進，使蔥球下方的土壤經挖掘刀挖掘致使土壤

破裂變為鬆散，人手即可輕易的拔取洋蔥。

圖七、附掛搖擺式洋蔥挖掘機械 圖八、附掛式洋蔥挖掘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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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掛式洋蔥收集機械（如圖九）：本機械附掛於曳引機三點連接，主要功能為將

2 至 3 畦面之洋蔥彙集於 1 畦面上，以利機械收穫。

3. 履帶式洋蔥收穫機械（如圖十）：作業流程為收集、輸送、篩選（人工篩選渣物

及不良品）、裝籃一貫作業。

圖十、履帶式洋蔥收穫機械圖九、附掛式洋蔥收集機械

4. 洋蔥莖葉切除機械（如圖十一）：本機械係以電動馬達為動力，主要功能為切除

洋蔥莖葉，其作業流程，首先傾倒機構將洋蔥倒進入料口，鐵條式輸送機構將洋

蔥輸送至雙螺桿機構使洋蔥翻轉莖葉朝下方並推送洋蔥往前輸送，再以圓形刀盤

切除洋蔥莖葉。

5. 洋蔥莖葉及根部切除機械（如圖十二）：本機各機動元件皆以電動馬達為動力，

其作業程序為：進料（洋蔥）、莖葉翻轉、夾持機構、莖葉切除、根鬚翻轉、夾

持機構、根鬚切除、出料（洋蔥）一貫作業。作用原理：係利用對稱雙螺桿將洋

蔥翻轉，使洋蔥倒立，並利用螺桿推送洋蔥至夾持機構，將洋蔥固定，並利用旋

轉式鋸齒刀盤切除洋蔥莖葉。切除莖葉後之洋蔥掉入對稱之螺旋毛刷，將洋蔥翻

轉，使根鬚至於底部，再將洋蔥輸送至夾持機構，並利用旋轉式鋸齒刀盤切除洋

蔥根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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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洋蔥莖葉切除機械 圖十二、洋蔥莖葉及根部切除機械

 

6. 洋蔥選別機械（如圖十三）：本機

分級分為 6 等級，以感測元件偵測

各洋蔥重量分別分級。其作業流

程，首先將洋蔥倒入進料口，輸送

鏈將洋蔥輸送至裝有重量感測元件

盛杯，然後依重量不同掉落於各位

級。

三、結語

洋蔥產業係屬勞力密集之產業，無論在整地栽培管理或收穫作業過程，極度仰賴人

力，早期恆春地區都仰賴國軍官兵助收，但近年來國軍逐年遞減，及農村勞動力面臨人

口老化外流，農業缺工狀況下，導致生產成本提高，降低市場競爭力，因而種植面積也

逐年遞減。為提升洋蔥產業市場競爭力，提振青壯年投入農業生產意願，洋蔥產業機械

化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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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洋蔥選別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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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nd R&D Application of Onion Cultivation 
Management Mechanization

Pan Kuang-Yueh

Assistant research

Kaohsi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t.

pan@mail.kdais.gov.tw

Summary
In 2016 year Taiwan’s planting onion area is about 1,337 hectares. The planting area 

is mainly in Pingtung County, Kaohsiung City, Yunlin County and Changhua County. In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of onions, there are many work items to be carried out, 

such as land preparation, planting, seedling, seedling, planting, spraying, cultivating and 

weeding, fertilization, harvesting and harvesting and grading screening. Although the land 

preparation, mulching, spraying, and cultivating hoeing projects have all been replaced by 

machinery,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hole onion industry is still low, and there is still no 

suitable machinery to replace manpower in the harvesting and planting parts. In the face of 

the aging of rural manpower, young labor does not make up and the shortage of labor, the 

mechanization of onion cultivation manage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rgent.

Keywords: Onion, Onion cultivation management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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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苗種植機械之研發應用

田雲生、張金元、戴振洋、白桂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兼課長

摘  要

研發改良 1 台附掛式芋苗種植機，以 50 hp 曳引機承載，由 2 組種植機構及承苗架

所組成；機體尺寸為長 186 cm*寬 208 cm*高 127 cm，包含曳引機之總長度則為 5.24 m，

轉彎半徑約 2.8 m。每組種植機構分別由 1 人負責供苗，可於田間依序進行破土、開溝、

夾放苗、鎮壓覆土與再覆土等動作，再搭配前後方之作畦與再作畦，即為芋苗種植之作

業流程；承苗架每次可放置約 2,000 株芋苗，由供苗的 2 位操作人員坐在種植機後端，

僅需取苗供應夾苗爪夾持，若每株供苗時間以 3 sec 計，換算每人每天可提高作業效率

23.1%，尤其不需再忍受插植芋苗長時間彎腰的勞苦。此外，種植行距可調整範圍介於

60 cm 至 80 cm 之間，種植株距藉由更換齒輪或調整夾苗爪數目而有 12 項組合。另機

械與人工種植芋苗對其園藝性狀之比較，在生育初期與中期顯示各性狀皆無差異，俟收

穫時再比較產量與品質，進而推廣芋苗種植機供芋農參考應用。

關鍵詞：芋頭、芋苗、種植機、附掛式。

一、前言

臺灣芋頭栽培面積 2,466 ha，年產量約 4 萬 2,000 ton，是相當重要的塊莖類蔬菜。

主要產地在臺中、苗栗、屏東、花蓮、臺東等縣市，而中部地區占 31% 的栽培量，分

布於臺中市大甲、大安、外埔區一帶，鮮食與加工產品皆為市場所喜愛，是極具地方特

色的產業。其栽培品種最早由原住民帶到臺灣，而後陸續自日本、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引

進，常見的品種包括檳榔心芋、高雄 1 號、麵芋、紅梗芋（採收母芋為主）、狗蹄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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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子芋）及赤芽芋（採收母子芋），尤以檳榔心芋最為普遍。

芋頭栽培分為水芋及旱芋兩種，水田種植者稱為水芋，種苗來自芋田採收後殘留

的分蘗，亦可由生長期間母株走莖分蘗生成的苗株，因生長快速、產量較高，廣受中南

部農友所採用。但芋苗種植時並無規格化，長短、寬窄差異極大，實為自動化機械研發

的瓶頸。據調查，芋苗長度介於 20 至 40 cm 之間，部分地區則超過 40 cm，其種植前

可先浸藥消毒，一般使用嘉賜銅 1,000 倍稀釋液浸泡 10 min，再予以陰乾，藉以殺死植

株表面之病原菌，期降低苗期疫病、軟腐等病害發生，進而避免造成減產。目前中部地

區之芋苗種植期大約自 11 月至隔年 3 月，幾仰賴人工在寒冷冬季進行，田間定植前先

以畫線器縱橫畫線定位，栽植行株距多為 60 cm*40 cm 或 70 cm*35 cm，換算每分地約 

4,000 株，單人作業（含畫線）需花費 5~7 hr 才能完成，相當於每日 8 小時種植 1.3 分

地，並以芋農在泥濘地拖著秧船行走、俯身彎腰取苗、插苗與補充搬運芋苗最為辛苦、

費工，亟待研發種植機械化以輔助作業應用。

鑒於此，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研究人員針對芋頭種植作業所需，參酌國內外相關農機

設備的研發應用經驗，包括農業試驗所試驗研製曳引機附掛 3 行式甘藷苗插植機，採人

工供苗之半自動機型，利用夾持爪使甘藷苗固定在插植盤之插植機構上，待插植盤旋轉

至固定位置，夾持機構會鬆開而放苗，即完成甘藷苗插植動作，以及苗栗、花蓮農改場

分別試驗研製之自走式與附掛式芋苗種（移）植機等；國外、中國大陸曾見過類似之附

掛式甘藷苗插植機械，日本則針對球狀種芋（子芋、里芋或馬鈴薯等）種植而研發之附

掛單行式與雙行式半自動機型。本研究係以甘藷苗插植機為參考範本，規劃設計並研製

改良適用於芋頭種苗定植之曳引機附掛雙行式半自動芋苗種植機，同時建立旱田作畦種

植再淹水管理的栽培模式，以紓緩傳統人工長時間俯身彎腰且辛苦作業的部分，進而提

升地區產業發展與競爭力。

二、內容

（一）機械組成架構與作業方式：

針對芋農種植作業所需與參酌國內外相關農機設備現況，研發改良附掛式

芋苗種植機，由 50 hp 曳引機之三點鏈接承載，並以 1 支方形橫桿採並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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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2 組種植機構與上方的承苗架所組成。該種植機於道路行走或頭地轉彎時

可被完全舉升離地，外觀尺寸為長 186 cm* 寬 208 cm* 高 127 cm，若包含曳引

機之總長度為 5.24 m、轉彎半徑約 2.8 m。每組種植機構包括破土板、開溝犁、

夾放苗裝置、鎮壓覆土輪與再覆土板等架構，分別由 1 人負責供苗，可於田間

依序進行破土、開溝、夾放苗、鎮壓覆土與再覆土等動作，如圖一所示。其中

鎮壓覆土輪之右側輪（由曳引機上看）加裝撥片而兼為接地輪，以帶動夾放苗

裝置迴轉，再搭配前、後方之作畦與再作畦動作，即完成芋苗種植之一貫化作

業；承苗架每次可放置 4~5 袋約 2,000 株芋苗，由負責供苗的 2 位操作人員坐

在種植機後端，拿取芋苗供給夾苗爪夾持即可。此外，2 組種植機構之組裝間

距即為種植行距，可彈性調整範圍介於 60 cm 至 80 cm 之間；種植株距則藉由

更換齒輪（3 種齒數）或調整夾苗爪數目（4 種爪數）之變化，具有多達 12 項

組合供選擇應用。附掛式芋苗種植機操作採 3 人團隊進行，1 人駕駛曳引機、2

人負責取苗、供苗，其規格型式彙總如表一所示。

設備的研發應用經驗，包括農業試驗所試驗研製曳引機附掛 3 行式甘藷苗插植機，採人

工供苗之半自動機型，利用夾持爪使甘藷苗固定在插植盤之插植機構上，待插植盤旋轉

至固定位置，夾持機構會鬆開而放苗，即完成甘藷苗插植動作，以及苗栗、花蓮農改場

分別試驗研製之自走式與附掛式芋苗種(移)植機等；國外、中國大陸曾見過類似之附掛

式甘藷苗插植機械，日本則針對球狀種芋(子芋、里芋或馬鈴薯等)種植而研發之附掛單

行式與雙行式半自動機型。本研究係以甘藷苗插植機為參考範本，規劃設計並研製改良

適用於芋頭種苗定植之曳引機附掛雙行式半自動芋苗種植機，同時建立旱田種植再淹水

管理的栽培模式，以紓緩傳統人工長時間俯身彎腰且辛苦作業的部分，進而提升地區產

業發展與競爭力。 
二、內容 

(一)機械組成架構與作業方式： 
  針對芋農種植作業所需與參酌國內外相關農機設備現況，研發改良附掛式芋苗種植

機，由 50 hp 曳引機之三點鏈接承載，並以 1 支方形橫桿採並聯方式連連 2 組種植機構

與上方的承苗架所組成。該種植機於道路行走或頭地轉彎時可被完全舉升離地，外觀尺

寸為長 186 cm*寬 208 cm*高 127 cm，若包含曳引機之總長度為 5.24 m、轉彎半徑約 2.8 
m。每組種植機構包括破土板、開溝犁、夾放苗裝置、鎮壓覆土輪與再覆土板等架構，

分別由 1 人負責供苗，可於田間依序進行破土、開溝、夾放苗、鎮壓覆土與再覆土等動

作，如圖 1 所示。其中鎮壓覆土輪之右側輪(由曳引機上看)加裝撥片而兼為接地輪，以

帶動夾放苗裝置迴轉，再搭配前、後方之作畦與再作畦動作，即完成芋苗種植之一貫化

作業；承苗架每次可放置 4~5 袋約 2,000 株芋苗，由負責供苗的 2 位操作人員坐在種植

機後端，拿取芋苗供給夾苗爪夾持即可。此外，2 組種植機構之組裝間距即為種植行距，

可彈性調整範圍介於 60 cm 至 80 cm 之間；種植株距則藉由更換齒輪(3 種齒數)或調整

夾苗爪數目(4 種爪數)之變化，具有多達 12 項組合供選擇應用。附掛式芋苗種植機操作

採 3 人團隊進行，1 人駕駛曳引機、2 人負責取苗、供苗，其規格型式彙總如表 1 所示。 

 
 

 

 

 

 

 

 

 

 

  

1.破土 

2.開溝 

3.夾放苗 

4.鎮壓覆土 5.再覆土 

圖一、種植機構示意圖與順序動作說明



76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論文輯
Proceeding of 2019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Labor-sa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表一、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規格型式彙總表

項　目 說　　　明

機體尺寸 長 186* 寬 208* 高 127 cm，含曳引機總長 524 cm

行 走 部 50 hp 曳引機，水冷式柴油引擎驅動、4 輪傳動

轉彎半徑 280 cm 

種植行距 60~80 cm，可調

種植株距 28~80 cm，12 種選擇

破 土 板 直立式，深度可調

開 溝 犁 雙圓盤式

夾放苗裝置 圓形轉盤加可拆卸式夾苗爪，可對稱組裝為 10、8、5、4 爪等 4 種
型式

鎮壓覆土輪 每行 2 輪，右輪具撥片，兼為接地輪帶動夾放苗裝置迴轉

再覆土板 每行 2 片，橫式撥片

操作人數 3 人團隊，1 人駕駛曳引機、2 人取苗與供苗作業

（二）機械創新結構介紹說明：

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在研發改良過程中發現，所參考現有機型仍有部分

功能可再予創新精進，以提升作業品質與彈性作業，包括：

1. 傳統夾放苗裝置的轉盤與夾苗爪固定座採開模鑄造，本項成果則為線切割、模組

化組裝，如圖二所示，預估可降低生產成本及方便零組件維修。

2. 傳統夾放苗裝置之夾苗爪，原本為固定 8 爪式，本機則提升為 4 種組裝方式，分

別為 10、8、5、4 爪，再搭配可更換 3 組傳動齒輪，使得株距調整具 12 種變化與

選擇，足提供未來不同作物種植株距之應用；另夾苗爪固定座損壞可單支更換，

無須整組置換以節省維修成本。

3. 傳統設計以接地輪分別帶動 2 組夾放苗裝置迴轉，如果單邊接地輪遇到大石頭等

障礙物，易因接地輪不轉動而拖行，進而造成夾放苗裝置不迴轉，若此將使操作

人員無法正常供苗而發生缺株情形；本項設計係於 2 組夾放苗裝置適當位置加裝

1 支傳動軸，分別以鏈條強制帶動 2 組夾放苗裝置同步轉動，可確保雙側種植機

構之正常作業功能，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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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 3. 所述，2 組夾放苗裝置之傳動軸上，分別各設有 1 只齒型離合器，藉由離合

器的作動與選擇，2 組種植機構可進行平行與交錯種植模式，使其應用更具彈性。

由上述說明可知，本機創新結構已具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利用性，為使該項成果

獲得保障，已辦理我國新型專利申請，並於 108 年 8 月 14 日以專利名稱「雙行式種植

機結構改良（案號：108210764）」完成智慧財產局遞件申請。

圖二、夾放苗裝置由開模鑄造（左）更新為切割組裝型式（右）

行式種植機結構改良(案號：108210764)」完成智慧財產局遞件申請。 
 
 
 
 
 
 
 
 

 
圖 2、夾放苗裝置由開模鑄造(左)更改為切割組裝型式(右) 

 
 
 

 
 
 
 
 
 
 
 
 
 
 
 
 
 

圖 3、以傳動軸及鏈條強制帶動 2 組夾放苗裝置同步迴轉 
 

(三)機械與人工作業測試及生育調查比較： 
1.試驗於臺中市大甲區紀姓農友芋頭田進行，芋苗種植行株距設定為 60 cm*40 cm；

芋苗規格：長度 18~35 cm，徑寬 1.5~2.8 cm。 
2.將供試芋苗於 108 年 2 月 13 日依不同處理方式定植於試驗田區，2 試區鄰近且面

積略同，施肥管理之順序與分配率皆依作物施肥手冊行之，各試區生育期間的栽

培管理均依慣行方式行之。各定植方式處理分為： 
(1)人工種植：以傳統人工畫線後逐株種植(平畦濕田)。 
(2)機械種植：以曳引機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作畦兼種植(乾田)，定植後再行淹水

管理。 

  

鏈條

離合器

由接地輪

帶動迴轉

傳動軸

圖三、以傳動軸及鏈條強制帶動 2 組夾放苗裝置同步迴轉

（三）機械與人工作業測試及生育調查比較：

1. 試驗於臺中市大甲區紀姓農友芋頭田進行，芋苗種植行株距設定為 60 cm*4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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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苗規格：長度 18~35 cm，徑寬 1.5~2.8 cm。

2. 將供試芋苗於 108 年 2 月 13 日依不同處理方式定植於試驗田區，2 試區鄰近且面

積為 1.5 分地，施肥管理之順序與分配率皆依作物施肥手冊行之，各試區生育期

間的栽培管理亦依慣行方式為之。各定植方式處理分為：

（1） 人工種植：以傳統人工畫線後逐株種植（平畦濕田）。

（2） 機械種植：以曳引機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作畦兼種植（乾田），定植後再

行淹水管理。

3. 調查項目

（1） 以每株 2、3、4、5 sec 共 4 種供苗速率進行測試，分別調查每日供苗總數、

作業效率及機械行駛速度等，並與人工種植加以比較。

（2） 不同處理之生育初期、中期之園藝性狀取樣調查與記錄，調查項目包括株

高、展幅、葉數、最大葉寬、新根數、假莖粗、地上部及地下部鮮重。

4. 試驗結果

（1） 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為人工供苗、機械作畦兼種植之作業模式，操作人員

供苗速率之快慢，足以影響田間作業速度及效率等，該機田間測試結果如表

二所示。可知，每株供苗速率在 4 sec 或以上時，雖來得及取苗、夾苗，但

每人每日作業面積僅 1.2 分地或以下，尚低於人工每日種植 1.3 分地；每株 2 

sec 時，則明顯供苗不及夾放苗裝置的迴轉速度；故每株 3 sec 為最適之供苗

速率，且 3 人團隊每日共可種植 4.8 分地，換算每人每日 1.6 分地，作業效

率較人工種植快 23.1%。機械與人工種植情形如圖四、圖五所示。

表二、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田間測試結果

供苗速率

( 秒 / 株 )
作業速度

m/sec(km/hr)
每日種植株數

( 株 / 2 人 )
換算作業面積

( 分地 / 3 人日 )
與人工比較

(%)

2 0.20 (0.72) 28,800 2.4 (7.2/3) + 84.6

3 0.13 (0.48) 19,200 1.6 (4.8/3) + 23.1

4 0.10 (0.36) 14,400 1.2 (3.6/3) - 7.7

5 0.08 (0.29) 11,520   0.96 (2.88/3) -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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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附掛式芋苗種植機田間作業 圖五、傳統人工種植芋苗情形

（2） 機械與人工種植芋苗，其生育初期（種植後約 1.5 個月）及中期（種植後約

4 個月）之園藝性狀取樣調查結果如表三及表四，生育中期之採樣芋株如圖

六所示。可知 2 種種植方式在生育初期與中期顯示各園藝性狀（如株高、展

輻、葉數、葉寬、新根數、假莖粗、地上部及地下部鮮重等）差異皆不顯著，

意即機械於旱田作畦種植再淹水管理模式，與現行人工於濕田平畦種植栽培

者在芋頭生育上各性狀表現並無影響。由於芋頭栽培期近約 10 個月，所以

機械與人工種植之產量、品質比較，需待今年底收穫時將再採樣比較其結

果。

表三、機械與人工種植芋苗對其園藝性狀之比較（生育初期）

處理
株高

(cm)
展輻

(cm)
葉數

(No.)
最大葉寬

(cm)
新根數

(No.)
假莖粗

(mm)
地上部重

(g)
地下部重

(g)

機械

種植
40.2 34.3 2.2 14.8 32.0 23.5 48.3 43.7

人工

種植
37.1 35.3 2.3 14.2 25.2 21.6 41.7 55.0

t test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調查日期：108 年 04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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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機械與人工種植芋苗對其園藝性狀之比較（生育中期）

處理
株高

(cm)
展輻

(cm)
葉數

(No.)
最大葉寬

(cm)
新根數

(No.)
假莖粗

(mm)
地上部重

(g)
地下部重

(g)

機械

種植
135 94.8 3.8 43.2 221 7.80 1,013 266

人工

種植
139 106.3 4.0 41.0 230 8.04 1,104 326

t test NS NS NS NS NS NS NS NS

調查日期：108 年 06 月 18 日

圖六、機械（左）與人工（右）種植之芋株調查樣本

三、結語

研發改良 1 台曳引機承載、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當每株供苗速率 3 sec 時，3

人團隊每日共可作業 4.8 分地，較人工種植效率提升 23.1%，但尤其重要的是減輕許多

慣行操作之辛苦與負荷。該機與人工種植芋苗對其園藝性狀之比較，在生育初期與中期

顯示各性狀皆無差異，俟年底收穫時將再比較二者之產量與品質；另建立芋苗旱田作畦

種植再淹水管理之作業模式，可供芋農參考採用。

本機械創新結構已申請我國新型專利，並進行技術移轉與商品化製造，期盼藉由芋

苗種植機械化之研發應用，提高芋農栽培意願、擴大產業規模，除提供鮮食外，加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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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創造更高附加價值。未來期盼芋苗可朝規格化發展，以提高自動化程度，亦加速進

行芋頭收穫機械之試驗研發，冀望芋頭從生產到收穫均達到省工機械化的目標，讓該特

色產業更為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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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aro Seedling Transpla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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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50 hp tractor attached the transplanter (186 cm long, 208 cm width and 127 cm 

high) with two pairs of planting elements and seedling stand was designed as taro seedling 

transplanter. The length and turning radius of taro transplanter were 5.24 m and 2.8 m. One 

person operates in a single pair of planting element for supplying the taro seedlings into the 

transplanter and then starts to break soil, trenching, clamping up seedling down to the trench, 

and covering soil twice followed by the ridge formation front and rear of the transplanter. 

There are 2,000 taro seedlings can be putted on the seedling stands and two persons sit behind 

the trsnaplanter for giving a seedling to the clamp within 3 seconds that not only can enhance 

the seedling planting efficiency to 23.1% compared with labor planting efficiency per person 

but avoid the pain caused by bend over while labor planting. Besides that, the planting distance 

in row can be adjusted to the range of 60-80 cm. The planting space by the transplanter 

can be adjusted by changing different gears and clamp numbers with 12 combination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hor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aro between 

mechanical and artificial seedling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 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were compared at the time of harvesting, and then the reference application was promoted.

Keywords: Taro, Taro seedling, Transplanter,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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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之 
研發應用

張金元、田雲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changcy@tdais.gov.tw

摘  要

本研究應用本場已開發完成之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為持續研發產業可購入應用之

嫁接機械，並使該機提升效率，設計流程化作業之嫁接輔助機具，建構分站式分工作業

體系，以流程化、規格化、規模化、標準化等作業模式，研發具有輸送帶及分站作業台

之「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經試驗結果顯示，操作嫁接機所需人力數 4 名，機器嫁接

之成功率 97%、存活率 92%，在分工作業下之單株平均嫁接時間 3.4 株 /sec，嫁接效率

1,058 株 /hr，每 5 分鐘 53 秒可完成 1 盤嫁接苗。本機深具市場潛力，目前已申請新型

專利並辦理非專屬技術移轉授權於廠商，持續進行產業推廣應用，期許嫁接苗產業逐步

導入機械化應用，提升產業競爭力。

關鍵詞：嫁接、機械化、番茄、茄子

一、緣由

本場研發完成單人操作的「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如圖一，係參考現行手工嫁接模

式，將其中2項關鍵動作之切苗及靠接接合予以動作分解，分別設計2個苗株切割裝置，

達到砧木及接穗同步的切割功能，並讓切口角度一致且工整，使每株斜切面具規格化；

再經由 1 個接合裝置固定穗砧苗，大幅提升嫁接的準確度及效率，其優點為可無需提取

刀具及嫁接資材，透過機械協助進行嫁接作業，達到省工作業目的；同時，未經過訓練



84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論文輯
Proceeding of 2019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Labor-sa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的新手，僅需上機操作數次，一般訓練時間 10 至 30 分鐘內即可輕易上手，甚至可達到

與專業技術人員相同的嫁接成功率及存活率，有效解決嫁接技術人才荒的問題。番茄苗

嫁接輔助機具作業情形如圖二、圖三所示。而機械的嫁接速率可達每小時 250 株至 300

株，效率較人工提升 2 成；成果已獲得本國新型專利，證書號 M545432，並辦理非專屬

技術移轉授權於業者生產商品機，提供蔬菜苗嫁接產業應用，本機同時榮獲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107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創作類金牌，成果深獲肯定。

圖一、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

圖三、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作業情形圖二、番茄苗嫁接輔助機具作業情形

每年 7 月至 12 月為主要產期，其中大量的訂單集中在 7 月至 9 月間，年需求量達

2,000 萬株，在旺季時需求量大，使嫁接產線滿載，育苗場需增加人手及加班的方式因

應，除嫁接工作外，播種、灑水、栽培管理等均須應付，因此工作量負擔大、嫁接技術

員短缺等營運瓶頸，以及現行嫁接熟手平均作業速率約每小時 2 盤，一日含加班之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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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1小時計算，則每人每日約為 22盤，共 2,288株 /人，小果番茄每分地約種 1,500株，

可供 1.5 分地使用；臺灣番茄（含小果番茄）於 2007 年時栽培面積為 3,700 公頃，多集

中在嘉義縣、南投縣、台南縣市及高雄縣等地，而近年來栽培面積以達 5,000公頃以上。

有鑑於此，提高嫁接效率，機械化、生產線流程化，農業導入工業工程管理，均是為設

法解決產業瓶頸。

為持續研發產業可購入應用之嫁接機械，並使該機提升效率，設計流程化作業之嫁

接輔助機具，建構分站式分工作業體系，以流程化、規格化、規模化、標準化等作業模

式，因此研發具有輸送帶及分站作業台之「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如圖四，為主要設計

的出發點。由研發歷程發現嫁接動作中，因苗株的斜切及嫁接接合工作差異大，人員作

業時需手持 2 種不同種類的穗砧苗株，分別為茄子砧木跟番茄接穗，為其一；穗砧苗斜

切作業後，將 2 者的切口接合嫁接，作業人員需判斷斜切口方向並靠接接合嫁接，為其

二。2 項作業項目所使用的工具不同，工作屬性的差異性大，因此研擬將 2 個工作項目

分開，採取生產線模式進行嫁接作業，使人員的工作複雜度降低，藉以提升作業速率，

為工業工程管理技術之應用科學領域。

圖四、輸送帶式嫁接輔助機具設計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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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將由新型專利「嫁接輔助機具」（新型專利證號 M545432）為技術基礎，將

關鍵技術之切苗、嫁接接合 2 項機構分開形成工作站，並應用輸送帶、分站式機檯等機

械結構，設計開發「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利用輸送帶結構協助運送斜切之穗砧苗進

入嫁接區域，創新研發一種分站式、分工作業之輸送帶型嫁接輔助機具，具有穗砧苗斜

切、輸送及嫁接接合、取苗台、置苗台、氣壓供應組件及電控元件等裝置，利用多組苗

株夾持及斜切機構之生產線搭配模式，以提供苗株嫁接採分站式分工流程作業。

藉由本裝置之操作，提供嫁接分站作業之流程化配置，使苗株嫁接之各項工作專一

化，減輕作業複雜度，並提高效率，以提供相關育苗業者及農友參考應用，並已獲得相

關應用成果，同時已取得專利進行成果保護，並辦理非專屬技術移轉授權 1 家廠商生產

商品機。以下內容將說明本機之組成及試驗結果，提供產業參考應用。

二、內容

（一）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之機械結構

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配置有 4 個工作站：其中 2 個苗株斜切站，分別用於

切割番茄苗及茄子苗；2 個苗株嫁接站，由人員取穗砧苗進行嫁接接合作業，1

組輸送帶機，山形置苗台結構、水平置苗台結構，氣壓元件及可程式控制器等

電控設備，而切台及嫁接夾供應機構則更精進設計，依據產業使用意見回饋之

待改善項目，持續修正原 106 年「嫁接輔助機具」之機械結構，其中，將切台

由寬度 55mm 修改縮小至 36mm，使苗株更容易置入切台進行切削作業，以及

嫁接夾供應機構修改剪切結構使作動更順暢無失誤。嫁接資材部分，本機使用

歐洲地區常用之開口式嫁接夾，材質為複

合材矽膠，嫁接夾選用夾持孔徑為 2.2mm

或 2.4mm 之規格，如圖五所示，產業常用

之橡膠套管為直徑 2.3mm。機具使用 110V

電源，供應可程式控制器 PLC 及電磁閥等

氣壓控制元件用；氣壓源使用 110V 空壓

機，壓力供應範圍介於 6-8bar。
圖五、開口式嫁接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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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模式

嫁接機操作人員：4 員，分別 1 員進行番茄苗斜切作業、1 員進行茄子苗斜

切作業，2 員進行苗株嫁接接合作業，組成一團隊進行生產線操作模式，如圖

六所示。另外，其中 1 員於生產線閒置時間或由另 1 員協助生產線所需工作，

如供應搬運穗砧苗及整理等細項工作，端視生產線之工作安排。

圖六、輸送帶式嫁接輔助機具作業情形

（三）作業效率

作業效率試驗方式為 4 名工作人員嫁接操作時間 1 小時，操作機械所嫁接

完成之苗株數量。初期試驗結果顯示，1 小時的嫁接總作業株數為 810 株，穴

盤為 104 孔，規格為直徑 40mm 深 40mm 之 104 圓孔育苗穴盤，共 7.78 盤；作

業效率換算為每人 202.5 株 /hr，即 1.94 盤 /hr/ 人，由觀察發現，此可視為機械

最小之嫁接作業效率，操作的同時，生產線組長（育苗場管理者）可觀察各站

間人員之作業情況，適時進行作業細節討論或工作站輪替調整，使效率提高。

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後，1 小時的嫁接總株數上升為 1,058 株，共 10.17 盤，訓練

前後之作業效率提升30.6%；作業效率換算為每人264.5株 /hr，即2.54盤 /hr/人，

人工嫁接效率一般速率約為 2 盤 /hr/ 人，因此透過分工式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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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助作業，可提升作業效率 0.54 盤 /hr/ 人，提升幅度達 27%。

分工下之作業速率，因 1 小時嫁接盤數為 10.17 盤，共 1,058 株，表示採用

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的作業量平均每 5 分鐘 53 秒可完成 1 盤嫁接苗，而每單株

嫁接完成時間為 3.4 株 / 秒。其中，操作機器之嫁接成功率為 97%、存活率為

92%，因本機的特色之一，即為切苗或嫁接接合過程中失誤，可重複作業，以

避免昂貴的種子種苗因作業失敗而造成經濟損失，係為輔助類型機具之優勢，

惟重複作業同時亦增加作業時間，而實務上操作係以順暢、穩定的作業為原則，

可避免為加速作業而造成疲勞，採用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可建立人員舒適的

作業型態，並簡化作業複雜度。

（四）嫁接機操作動作分解探討

由作業人員動作中可發現，斜切苗株的動作簡單快速，僅需取苗並判斷斜

切位置後，將苗株置放入切台內，腳踏啟動開關進行斜切作業，人員斜切番茄

苗、茄子苗的平均作業速度分別為 3.3 秒、3.4 秒，速度相當快速，以至於輸送

帶上可有充足的斜切苗株，人員操作切苗裝置斜切苗株作業情形，如圖七所示。

其中因番茄苗較長，節間較容易判斷，且容易置入切台座內，時間可較茄子苗

作業快速，而茄子則有時需進行除葉整理動作，使作業秒數增加，可研究透過

前置除葉作業以提升速度；嫁接接合的動作則較為複雜，首先須於輸送帶上判

斷苗株的位置，以及由左右手分別提取穗砧苗，且於置入嫁接夾中時判斷穗砧

苗切口方向，並將兩者靠接接合，腳踏開關啟動嫁接作業，因此嫁接所需要動

作較複雜且時間較長，時間介於 6 至 7 秒間，平均作業速度約 6.4 秒，人員操

作嫁接裝置進行苗株接合作業情況如圖八所示。

因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的作業效率與該機嫁接工作站速率具關聯性，從嫁

接過程中發現，工作站之斜切番茄苗株的作業人員有閒置等待之情況發生，主

要係因嫁接所需時間較長，使得輸送帶上已有充足斜切完成的番茄接穗，等待

人員取苗進行嫁接作業。實務上該名作業人員可於切苗閒置時，協助進行搬運

苗株及整理等細項工作，或協助斜切茄砧工作，可減少閒置等待的無效時間，

因此後續可持續研究嫁接人員之最佳化配置模式。由結果顯示，輸送帶嫁接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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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具尚待克服的項目為嫁接站之人員因動作較複雜多樣，使作業時間較長，

其中將動作予以分解探討，動作分別為（1）人員盼讀苗株在輸送帶上的位置、

（2）雙手提取穗砧苗株、（3）判斷穗砧苗的斜切面、（4）將穗砧苗置入嫁接

夾內靠接接合、（5）完成嫁接後檢視並置放於苗盤，動作可概分為 5 項，以及

主要為判別、嫁接接合，動作複雜多樣，因此如何減少作業員的動作，透過動

作分解可發現，如取苗判斷並進行嫁接接合需花費較多時間，因人員切割苗株

放下後，必須要在重新判斷苗株斜面切割的角度。雖然透過分工方式將切苗的

動作分開作業，而嫁接接合的作業細項仍複雜多樣，為後續可持續研究改善項

目。

（五）生產線最佳化模式探討

因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使用 4 名人力，進行穗砧苗斜切及嫁接作業，為一

種生產線流程化的製造模式，為使工作流程順暢，各站人員及其設備使用率最

佳化設計，並最小化閒置時間，因此計算生產線平衡效率，公式如下：

　　　平衡效率 = 各工作站作業時間總和 /（工作站數 * 週期時間）   （1）

其中　週期時間 = 工作站中作業時間最長者                                             （2）

圖七、人員操作切苗裝置斜切苗株作業情況 圖八、人員操作嫁接裝置進行苗株接合作業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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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時間為平衡效率計算結果，其中工作站中作業時間最長者為嫁接接合

時間，平均所需時間為 6.4 秒，為一週期時間，因此計算得平衡效率為各工作

站作業時間總和 3.3 秒 +3.4 秒 +6.4 秒 +6.4 秒）/（工作站數 4 站 * 週期時間 6.4

秒）= 19.5 / 25.6 = 0.76 = 76 %。

生產線的平衡效率（balance efficiency），用於量度一個生產流程內各工

作站負荷是否平均的一種指標，生產線平衡之目的在使工作流程順暢，以達到

生產線閒置時間最小化、人員及設備使用率最大化。一般而言，平衡效率愈高

表示生產流程內各工作站的作業時間差距是較小，各工作站彼此間的負荷愈平

均，作業員之間相互等待所造成的損失也較小，其中因斜切苗株及嫁接接合之

工作項目所需時間差距大，嫁接所需時間最長，為持續提升生產線平衡效率，

後續可研究生產線人員配置最佳化，如降低嫁接接合站之動作複雜度，以及提

升作業效率。

三、結語

本創作係「嫁接輔助機具」研發過程中，為提供穗砧苗株嫁接流程化採用分站式分

工作業而設計研製之「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裝置，具有流程化、標準化、規格化、規

模化作業，減低人員嫁接工作複雜度，採用生產線模式，由人員分工進行苗株斜切、嫁

接接合等作業，可有效提升穗砧苗嫁接作業之流程化程度，進而提升作業效率。

農業所需之省工機械可概分為全自動、半自動及輔助機具等 3 大研發類型，其中具

高度精細度之工作項目，以及較不易標準化、規格化的物件，容易因機械損傷之對象，

研發方向均以輔助機具為優先，嫁接作業即屬此一類型，因種子價格貴，育苗須時間，

均提高穗砧苗栽培成本，全自動因設備價格高，且成功率較輔助機具低，因此採用輔具

輔佐作業，並具有一大特點即是任何人可快速上手，成功率高，生產效率較傳統人工作

業快速。

研發完成之「輸送帶嫁接輔助機具」可將嫁接作業分工，將細部動作簡單化，除

人工操作容易，同時亦使機械研發難度降低，降低無法避免或預期的設計問題，以及成

本可望降低，因此在諸多優勢下，輔助機具相當適合農業應用，且可提高產業購入之意

願，本場亦持續進行機械設計及改良，促進產業導入機械應用，達到省工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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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nveyor Type  
Grafting Auxiliary Machinery

Chang Chin-Yuan, Tien Yun-Sheng

Assistant researcher, Associate researcher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changcy@tdais.gov.tw

Abstract
Applies the tomato seedling grafting auxiliary equipment, Design a sub-station-based 

work system, and develop a“conveyor belt grafting auxiliary machine” with conveyor belt and 

sub-station workbench in the spirit of process, standardization, scale,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chine is improved.results that the number of manpower required for 

the grafting machine is 4 person, the success rate of grafting machine operation is 97%, the 

survival rate is 92%, and the average grafting is 3.4 plants/sec, and 1 tray grafted seedlings 

can be completed in 5 minutes 53 seconds . This machine has deep market potential. At 

present, it has applied for new patents and applied for non-exclusiv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manufacturers, and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dustr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grafted seedling industry will gradually introduce mechanized applications and enhanc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aiwan.

Key words: Grafting, Mechanization, Tomato, Egg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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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副研究員兼課長、場長

cfyang@mail.tndais.gov.tw

摘  要

近年來蔬菜採移植式栽培日益普遍，因移植式栽培使植株行株距均勻一致，蔬菜生

長空間充足，養份及水份更容易均勻分配。不但縮短本田栽培時間，對於提高蔬菜之產

量及品質有極大的助益。惟目前的移植作業大部分仰賴人工為之，市售移植機宥於價格

不菲及操作性仍有不足致未普及。但農業缺工日益嚴重，不僅僱工成本逐年增加，甚至

面臨無工可僱的窘境。為改善蔬菜移植缺工的衝擊，本研究配合造塊育苗，開發半自動

塊苗式蔬菜移植機。作業時每次投放 8 個塊苗，繼之，由移植機自動完成分苗及定植作

業。經測試移植 0.1 公頃約 1~2 小時。

關鍵詞：移植機、種苗、介質塊

一、前言

台灣蔬菜栽培面積超過 18 萬公頃，其中需育苗再移植的蔬菜面積約 7 萬公頃，這

7 萬公頃蔬菜目前絕大部份以人工方式進行移植工作。人工移植蔬菜每公頃平均需要 12

人 - 日，依目前的工資水準，1 公頃大約 1~1.2 萬元工資。不但作業效率低，高額的人

工成本亦無法改善，因此機械化移植具有廣大市場需求。利用塑膠軟盤進行育苗已十分

普及，但此種承裝苗塊的方式不利於機械式取苗，以至於目前移植機大都須配合手工分

苗、投苗輔助移植作業，同時不斷重複的投放動作不僅造成操作人員的疲乏也限制了作

業效率。本研究配合造塊育苗，利用造塊苗易於取放的特性，研製塊苗式蔬菜移植機，

以機械化提高作業效率，進而降低生產成本並舒緩勞力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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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移植作業過程包含四道程序，即開溝（穴）、分苗、餵苗、定植與覆土（或壓實）等。

由於苗體脆弱，形態複雜，因此需要細緻精準的動作才能達成。故知機械移植是高難度

的作業，同時田間變數較大，容易影響移植精度，故各國所發展且普及率較高之移植機

幾乎皆為半自動式。即開溝、定植及覆土等工作均以機械完成，而最難予以機械化之取

苗、分苗過程則以人手為之。國內發展蔬菜移植機已行之有年，其間亦不乏引進國外之

移植機，但移植機的普及率一直不高。主要原因在於栽培習慣不盡相同，且操作性及作

業效率不如預期所致。本研究藉由導入造塊育苗技術以研發適合本地之蔬菜移植機。

（一）前人研究概況

田等（1998）研製手扶式半自動雙行蔬菜移植機，作業時二前輪依循畦形

導引自行前進，操作者僅需將菜苗投入盛苗轉盤之盛苗杯內，再由鴨嘴杯種植

器定植於畦面並覆土。該機作業條件 : 種植行距 45cm，株距 50cm。在引擎轉速

1,400rpm 以內，缺株率低於 5% 的測試標準，而工作效率約為 11.7hr/ha，較人

工手植作業快達 13 倍，並節省 70% 之作業成本。

謝（1994）研製半自動乘坐雙行式蔬菜移植機，將移植部附掛於桃改型桿

式噴藥機之底盤後端。移植部包括 : 載苗架、取苗台、承苗轉杯、插植鴨嘴、

分苗乘坐椅等。作業方式為一畦兩行，採人工分苗，作業人數三人。作業條件 :

種植行距 45cm，株距 40~62cm，種植深度 2.5~3.0cm。移植效率可達百分之百，

每公頃僅 8 小時，約等於 30 個人的工作效率。

林等（2000）試驗改良自走式全自動蔬菜移植機，以液壓系統取代皮帶輪

減化傳動系統並改良工苗機構。結果顯示移植機種植機構之落苗成功率由 44%

提升到 90% 以上，對移植機的作業功效顯著改善。

林（2004） 改良手扶自走式半自動雙行蔬菜移植機，配合高撓性的軟質穴

盤，設計一組自動式供苗、取苗機構，能將蔬菜種苗由軟式穴盤中連續自動取

出，並經由盛苗轉盤置入種植機構，完成作業。取苗機構先利用行星齒輪系與

曲柄滑塊之理論，推導出取苗爪端點之運動軌跡。繼而利用最佳化設計模式，

計算出限制取苗爪軌跡以利進行穩定取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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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質造塊

造塊育苗（圖一）源自荷蘭並廣泛應用於整個歐洲，介質塊是輕微擠壓的

介質混合物立方體，介質塊由特殊介質造塊機械壓製成型。介質塊既可以作為

播種的介質，壓製成型的塊體無須額外容器也能保持完整的塊狀結構，製作介

質塊的關鍵是調製正確比例之泥炭混合物和含水率。介質造塊的步驟包括：介

質準備、混合攪拌、加水調整含水率、壓製造塊、播種、移放或裝箱。造塊介

質以黑泥炭為主要基材，成分配方多樣，如Enza Zaden建議之配方（1 m3）如下：

60 % Dark peat turf; 40 % Dark crushed peat turf; 60kg Clay granulate 2-6 mm; 2.0kg 

Dolomite carbonate; 9.0kg Grinded limestone; 1.0kg NPK 14-7-15; 0.1kg Multifri (or 

similar Micro-element mix) containing Mg, B, Cu, Fe, Mn, Mo, Zn。

臺南場引進介質造塊機（圖二）進行造塊育苗試驗，造塊機更換不同模具

可壓製 6 種塊體（3.3, 3.7, 4.3, 5, 6, 7.5cm）。並可配合播種器直接播種，造塊速

度最高可達每小時 12,300 塊。介質塊含水率高，播種後無需立即灑水，否則容

易因高濕導致徒長，待子葉長出後視天候適度補水。

圖一、造塊育苗 圖二、造塊機

（三）塊苗移植機

移植作業式蔬菜產業機械化發展較慢的一環，主要原因在於移植是一系列

連貫的精準作業，其中包含從穴盤進行單株分苗、夾持、植穴挖掘、定植、覆

土等程序。因此人工移植作業雖然看似簡單，但若要藉由機械動作來完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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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複雜的機構運動設計。介質塊育苗由於塊體並未受到容器包絡，因此取苗 /

分苗變得相對容易，本研究即利用塊苗之此特性進行移植機構之設計開發。完

成之試驗機（圖三）包含引擎、變速箱、油壓單元、分苗機組、定植機組及車

架底盤。其中油壓單元能夠調整定植機組之升降符合畦面高度，分苗機組用以

進行單苗分離，定植機組則用以將菜苗植入畦面。田區作業時機台跨畦行走，

操作人員跟隨其後並適時餵苗，以下針對主要機組進行說明：

3.1 分苗機組

分苗機組（圖四）主要部分包括：分苗輸送機、間歇驅動器及分苗撥片。為

降低操作人員取苗及投苗之負擔，作業時以餵苗器每次投放一列（8 個）塊苗至

分苗輸送機，分苗輸送機藉由一組間歇機構所驅動形成寸動輸送型態，寸動之距

離恰好為介質塊之長度。分苗輸送機、分苗撥片及定植機組具有一致的動作時序，

塊苗在分苗處由分苗撥片將塊苗撥離輸送機落入定植杯完成分苗作業。

圖三、塊苗移植試驗機 圖四、分苗機組

3.2 定植機組

定植機組（圖五）主要部分包括：偏心定向機構、定植杯、壓板及升降油壓

缸。偏心定向機構由驅動盤、偏心環及平行連桿所組成，分成左右兩組對稱配置，

主要作用為控制定植杯在隨驅動盤迴轉時保持與地面垂直。定植杯（圖六）包括

杯筒、杯嘴及控制杯嘴開閉之連桿組，杯嘴平時由回拉彈簧保持閉合的狀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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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杯轉到最上方時剛好承接由撥苗片撥下來之塊苗，定植杯轉至下方時，杯嘴尖

端插入畦面約 2.5 cm，與杯嘴聯動的壓桿受到壓板擠壓而將杯嘴打開使杯內之塊

苗落入植穴中。定植杯向上轉動而壓桿脫離壓板後，杯嘴靠回拉彈簧再度閉合。

左右兩側定植杯相位差為 90°，因此左右兩側剛好形成交錯定植。定植機組與驅動

輪軸連動，因此定植株距不受行走速度影響。

3.3 車架底盤

車架底盤（圖七）採整體框架式設計，動力源為汽油引擎（5.5 Hp）。驅動

方式為前輪驅動，主離合器採張力式皮帶輪控制，變速箱具有兩個前進檔及兩個

後退檔。轉向輪為後輪，轉向時需配合轉向離合器操縱轉向。經測試在引擎轉速

1000 rpm 及低速檔位時，每分鐘行近距離約 20 m。 

圖七、車架底盤圖五、定植機組 圖六、定植杯

三、結語

蔬菜栽培向來是勞力密集的產業，移植機械又是此產業發展最慢的一環，故缺工所

造成的影響更鉅，因此移植機械化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造塊育苗提供機械化作業極為

有利的潛力，能大幅降低取苗機械結構之複雜性。本研究開發分苗機組、定植機組已能

取代人工分苗及定植作業，能大幅改善移植機之操作性。本移植機經試驗發現仍有許多

待改善之處，比如，移植部自動高度調整、塊苗植入方向控制、定點注水等都將在後續

之試驗中進行改善。同時也將進行更多田間試驗，俾提高其作業效率及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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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getable transplant cultiv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ransplanted cultivation makes the plant spacing uniform, vegetable growth space is sufficient, 

nutrients and water are more easily distributed evenly, not only shortening the cultivation time 

in the field, but also greatly improving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vegetables. However, most of 

the current transplant operations rely on labor, and the commercial transplant machines are not 

popular due to their high price and lack of operability. However, the lack of labor in agricul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Not only does the cost of employment increase year by 

year, but it also faces the dilemma of no employ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mpact of lack 

of labor in vegetable transplants, this study used a block seedling to develop a semi-automatic 

block-type vegetable transplanter. 8 pieces of seedlings are placed each time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then the seedlings and planting operations are automatically completed by the 

transplanter, the test results were transplanted to 0.1 hectares for about 3 to 4 hours.

Key words: Transplanter, Seedling, Soil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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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香果目前的取漿方式有採用人工剖開果實後再挖取其中的果漿方式，以及利用機

器輾壓破裂果實再分離果皮與果漿兩種方式進行。為了增快取漿效率，通常會採用機器

作業方式來榨取百香果果漿。然而機器輾壓破裂鮮果的方式，經常導致果漿與果皮滲出

的組織液與果皮上殘餘的藥劑混雜，造成果漿品質的劣化，並且會產生食品安全上的虞

慮。因此，為了維持後端加工產品的品質與風味，通常還是會採用人工方式進行取漿。

然而，人工取漿方法需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且人工作業效能太低，常常無法及時進行

百香果的處理而造成產業的損失。為解決百香果產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農業試驗所便

進行省工自動化百香果果漿抽取設備之開發研究以提供產業利用。本研究利用開孔機構

先進行果殼的開孔，再應用吸漿探管進行果實內部進行果漿之抽取，此種作業方式可以

完全避免果漿遭受果殼組織液或果皮表面的藥劑汙染，可維持果漿之品質、衛生與安

全。本機各部機構作用利用可程式化控制系統進行調控，核心技術之果漿抽吸作業機構

可以依產業需求調整抽吸作業次數，依據試驗結果顯示，進行 1 次抽吸作業的百香果平

均取漿率可達 93.3%，2 次抽吸作業的百香果平均取漿率則可達 97.8%，本技術已經以

「百香果漿抽取設備與方法」名稱遞案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與新型專利審核中，並著手

辦理後續技術移轉作業以提供百香果產業利用。

關鍵詞：百香果、果漿抽取、真空吸取、氣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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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南投縣埔里鎮因氣候溫潤，雨量豐富、雲霧多、濕度大、蒸發量小、日夜溫差大，

加上紅壤土質，排水性佳，相當適合百香果生長，為全台百香果主要的生產區。埔里百

香果產季較南部為晚，產期約在 6 月至 12 月之間，盛產期在 7 至 9 月之間，其品種以

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育成的「台農一號」為主，亦有部分農民栽種黃色種百香果。目前

耕作農戶 90 戶，耕作面積為 350 公頃，產量為 6,000 公噸，產值約 3.6 億元。占全台產

量八至九成，為全台之冠。但所生產的鮮果次級品約占 3 成，過去以機器重量選別及人

工選別，依據百香果之重量、粒徑、色澤可分為特級、優級、良級及B級品等數種等級。

百香果的初級加工是經分級後，將賣相較差的 B 級品挖出果肉製成果漿，進行食

品加工 OEM 或販售使用，目前取得百香果漿的方式可分為以人工切開果實再挖取其中

的果漿，以及以機器輾壓鮮果再分離果皮與果漿兩種方式。近來為增加效率，多採用機

器來取得百香果果漿，其作業機械系統如圖一所示。然而，機器輾壓取漿的作業方式容

易導致果漿與果皮的組織液，及果皮殘餘農藥混雜等汙染，造成品質的劣變，因而產生

食品安全上的虞慮。

圖一、傳統式的壓榨式取漿機械，因會造成果皮藥劑與果漿的污染而大多廢棄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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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大部分的百香果漿仍然以手工取得為主，以維持後端加工產品的品質

要求，人工作業情形如圖二所示。惟此方法需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且人工作業效能太

低，常常無法及時進行百香果的處理而造成農民的損失。因此，在百香果產業發展的需

要上，亟需發展符合省工自動化、符合品質與安全衛生的高效能百香果果漿抽取作業機

械，以解決目前百香果產業所面臨的發展困境。

圖二、應用手工取肉方式，需耗費大量人力且不符合食品安全規範，無法達到冷鏈加工的品

質標準

因此，農試所便針對目前百香果產業的需求，進行自動化百香果取漿機械之研製

開發，目前已研製完成一套符合產業作業需求的高效能作業機械。本機係先設計利用分

度盤原理進行百香果各程序作業的轉盤輸送，目前先採用人工進料方式進行作業，後續

將改良利用連續輸送帶方式進行自動化供料。果漿抽取作業方式係首先利用開孔機構對

果殼進行開孔，再以吸取探管進行果實內部之果漿抽吸，透過高壓氣流及真空吸力的正

負壓氣旋交互作用，可將百香果內之漿液完全抽取出，達到極佳的作業效能，是以能夠

提升百香果產業的自動化作業程度，降低產業對人力投入的高度需求限制，進而促進產

業之發展。由於本研究利用刀具對果皮進行開孔，再應用吸漿探管進行果實內部進行果

漿之抽取，此種作業方式可以完全避免果漿遭受果殼組織液或果皮表面的藥劑汙染，可

維持果漿之品質、衛生與安全。本機各部機構作用利用可程式化控制系統進行調控，包

括氣旋交互作用作業時間、抽吸套管作業行程等重要作業參數值。核心技術之果漿抽

吸作業機構可以依產業需求調整抽吸作業次數與氣體壓力，依據試驗結果顯示，進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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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抽吸作業的百香果平均取漿率可達 93.3%，2 次抽吸作業的百香果平均取漿率則可達

97.8%，若用 3 次抽吸作業之取漿率可達 100%，但此模式可能不符作業效率之需求。本

技術已經以「百香果漿抽取設備與方法」名稱遞案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與新型專利審核

中，並著手辦理後續技術移轉作業以提供百香果產業利用。

二、主要機械構造與作業方法及性能

（一）機械系統構造介紹：本機主要機械結構包含果粒輸送轉盤、果殼開孔機構、果

漿抽吸機構、果殼退料機構、果漿儲存裝置、氣壓動力源與控制系統等架構所

組成，整體機械結構如圖三所示。氣壓動力源包含有正壓的空氣壓縮機和產生

負壓的真空幫浦，所使用的電壓為 220V。

（二）各部機構作用方式：

1. 果粒輸送轉盤之進料與輸送作業方式：

輸送轉盤利用分度盤原理進行 6 個作業分度的程序作業設計，百香果目前先

採用人工進料方式進行餵料，在果粒輸送轉盤上目前裝設有 12 個果料固定夾持爪

座，當轉盤旋轉至正面時每次可以在固定夾持爪座上進行2個果粒的批次式餵料，

並隨著輸送轉盤的順時針旋轉方向，依次分別進行餵料、果殼開孔、果漿抽取與

果殼退料等程序，其輸送轉盤機構配置與百香果餵料情形如圖四所示。

圖三、百香果取漿機械主要各部結構與取漿

作業程序所對應的機構位置

圖四、百香果取漿機械之果料轉盤機構與其

所對應的各部作業作用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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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殼開孔機構與作用方法：

目前裝配有 2 組開孔裝置，當百香果經由果料輸送轉盤定位輸送至開孔裝置

下方時，開孔鑽頭會依照所設定的速度與行程向下滑動及旋轉，鑽頭內部裝置有

洗孔刀可以進行堅硬果殼的表皮開孔，其作用情形如圖五所示。當開孔鑽頭碰觸

到百香果表皮時，可透過開孔洗刀的旋轉漿果殼表皮切開一個圓孔，開孔洗刀所

切割下來的碎屑與果皮會透過開孔鑽頭內的負壓進行吸附，因此可以防止果皮切

割碎屑掉落果實內部所造成的汙染而影響果漿安全品質與衛生。當果皮開孔完成

之後，開孔鑽頭便會往上升起，並於轉盤將開孔後的百香果轉送至下個位置時，

開孔鑽頭便會將先前吸附的圓形果皮與碎屑往外吹出，如此即為完成整個開孔作

業行程。

3. 果漿抽吸機構與作用方法：

本機構搭配開孔裝置數目亦裝置 2 組果漿抽吸探管，果漿抽取探管係為雙層

不同管徑的鋼管套疊而成，內層鋼管作用為抽吸百香果內部之果漿汁液與胚膜上

之種囊用，抽吸鋼管末端與真空幫浦連接產生負壓吸力；外層套管後端與空氣壓

縮機連接用以產生高壓氣旋，外層套管前端並裝置有封口套環進行果殼開孔處與

套管間隙之密閉。當果料輸送轉盤將開孔後的百香果定位輸送至抽取裝置下方

時，果漿抽吸探管便會依設定的行程距離緩慢下降，先由抽吸探管進行百香果內

部進行果漿之抽吸，當外層套管封口套環壓住頂端開口進行密閉後，便會由外層

套管環狀細孔中產生高壓氣旋，對百香果內部的種囊進行衝擊使其與內部胚模脫

離，並吹送至底部抽吸探管吸口而完全被吸取乾淨，並將抽取後的果漿輸送到低

溫儲存裝置內儲存，其作業情形如圖六所示。百香果內部的果漿汁液與種囊透過

抽吸裝置套管的正負壓力交互作用而與胚模脫離，本裝置可以依據百香果不同品

種及成熟度特性與產業效率的需求，調整正負壓值大小、探管吹吸交互作用的進

出循環次數與作用時間等調整設定。

4. 果殼退料機構：

經過抽漿後的空果殼利用輸送轉盤的輸送至退料機構位置，推料機構透過下

方的三支頂桿將百香果頂起而掉落至收集桶進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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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利用鑽頭洗孔刀進行果殼的表皮開孔

之情形

圖六、百香果果漿抽吸機構以正負高壓氣旋

交互作用進行果漿抽吸之情形

5. 操作控制介面：

控制系統平台使用人機介面方式進行操作參數的調控設定，目前可進行調整

的程式設定的包括果漿抽吸次數設定、高壓氣旋起始作用時間、真空吸力作業起

始時間、開孔機構吹氣時間與作業次數等。

（三）果漿抽吸效能性能探討

本機係利用探入百香果內部的套管將密集的種囊及汁液以真空吸力進行

吸取，真空吸力無法抽取的部分便以高壓氣流進行衝擊，使黏附在胚膜上的種

囊脫離並經強制氣流的帶動而被真空吸管開口吸入抽出果殼之外。在進行百香

果果漿抽取試驗時發現，影響果漿抽取的效果的影響因子有高壓氣旋的壓力大

小、真空吸力之負壓值大小、氣旋作用時間及氣旋循環作用次數，其中最重要

的關鍵影響因素為高壓氣旋的壓力及果漿氣旋交互作用次數。為探討本機最佳

化作用條件，本研究分別以不同的吸漿作用次數進行抽漿試驗，並以調查不同

抽漿次數後的果漿殘留重量來進行取漿率的計算，圖七所顯示的照片為經過抽

吸作用後的百香果外觀之情形。試驗結果顯示抽吸 1 次的果漿抽取重量平均達

到總果漿重量的 93.3%（如圖八），抽吸 2 次平均的果漿抽取重量平均達到總

果漿重量的 97.8%（如圖九），抽吸 3 次的果漿抽取重量平均達到總果漿重量

的 99.2%，經各次的殘留重量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第 2 次與第 3 次的殘留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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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 < 95%）。因此，經由試驗結果可以得知，抽吸 2 次

可以得到最佳的抽吸效果與機械效率，惟若以產業利用實際利用須達更高的抽

吸效率，則本研究建議抽吸 1 次便可達到極佳的抽吸效率與經濟利益。

圖七、分別進行 1 次（右側）與 2 次（左側）抽吸作用後的百香果外觀

圖八、經過正負氣旋交互作用抽吸 1 次的果

漿殘留情形

圖九、經過正負氣旋交互作用抽吸 2 次的果

漿殘留情形

三、結語

由於目前農業人力結構的變化，農業勞動力問題日益嚴峻，農村人口的快速老化，

農場缺乏工作承接者，再加上部分農事工作無法機械化等因素，各農產業經營者紛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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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有普遍缺工與工資昂貴等經營問題，對農牧業經營影響甚鉅。百香果產業在發展上亦

面臨著相同的問題，特別在加工處理方面，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進行果漿的挖取作業，

無形之中也提高了產業的經營成本。所幸的，本機的研製開發可以補足產業發展的技術

缺口，適時的提供了百香果產業一套可資利用的高效能作業機械，可以提升百香果產業

省工機械化作業程度，降低產業對人力投入的高度需求限制。另外，將冷鏈技術的處理

環節導入取漿機械的運作，更可提升百香果果漿的後續加工品質可以符合食品安全衛生

的規範與標準，增加百香果產業的經濟收益與產值。根據試驗結果，本機性能以 1 次抽

吸作業的果漿平均取漿率已達 93.3%，2 次抽吸作業的平均取漿率則更達 97.8%，因此，

以產業利用而言，抽吸 1 次便可達到極佳的抽吸效率與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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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assion Fruit Pulp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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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ways to pulp the passion fruit. One is to cut open manually to 

scoop the pulp, the other is to crush the fruits then separates the skin from the pulp.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ulping efficiency, the crusher is adopted. However, the crusher will result in the 

exuded tissue fluid mixing the residual chemicals on the peel causing the quality deterioration 

of the passion fruit pulp. Therefore, manual pulping is us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rear 

end processing products. However, low efficiency manual pulping takes a lot of labor work 

and time and usually cannot process the pulps in time resulting in industrial loss. To resolve 

the dilemma of the passion fruits industry, TARI con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labor 

saving automatic pulping facility. The facility adopts a mechanism to bore a hole on the peel. 

A suction tube is then inserted and extract pulp out of the fruit. This operation avoids the 

pulp from contaminating with (of) chemicals or exuded tissue fluid and maintain the quality, 

hygiene and safety of the passion fruit pulp. The operations of the mechanisms of the facility 

is controlled by PLC. 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 pulp extraction operations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demand. According to the testing results, the average one time 

pulping rate is 93.3% and 2-time pulping rate is 97.8%, respectively.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named “Passion fruit pulp extraction facility and method” for invention and new-type patent 

application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he follow-up technology transfer operations is 

also processed to benefit the passion fruit industry.  

Keyword: Passion fruit, Pulp, Vacuum suction, Cyclon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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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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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米及臺灣藜為原住民族傳統重要作物，過去多以小面積人工作業方式栽培，近年

由於國人著重養生，小米及臺灣藜富含營養成分的優點被重視而提高需求，逐漸有較大

規模的平地栽培，因此有栽培機械導入的需求。本研究開發適用小米及臺灣藜各項田間

機械，包括播種機械、割草機械及收穫機械等，其中播種機械共開發 2 種型式，分別為

自走式及太陽能乘坐式，與人工作業比較，可提升 6 倍及 15 倍效率，割草機械以鎚刀

方式進行行間除草，較人工作業提升 12.5 倍效率，收穫機械分別發展三種不同收穫機

型，分別適用大、中、小不同栽培規模，小型收穫機型效率至少為人工收穫之 4.5 倍。

以機械取代人工可大幅提升小米及臺灣藜各項田間管理工作之效率並降低人工作業成

本。

關鍵詞：小米、臺灣藜、栽培機械

一、前言

小米是原住民族重要作物，代表豐收的訊息，常用於祭祀、炊飯、煮粥及釀酒等，

目前全臺栽培面積約 350 公頃，多集中於臺東及屏東兩縣，其中臺東縣栽培面積約 250

公頃，是最主要產區。臺灣藜原稱紅藜，為臺東縣及屏東縣等地的原住民族部落中常見

的傳統農作物，全臺栽培面積約 200 公頃，目前臺東縣臺灣藜栽培面積約 150 公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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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食用外也是重要慶典不可或缺的裝飾物件。臺灣藜的莖桿直立，顏色與穗相同，莖的

直徑約在 1.0~2.5 公分，植株高度可達 2 公尺以上，果穗長可達 1 公尺，顏色鮮豔多變

化，具有桃紅、紫紅、橘黃和金黃等多種色彩，亦有同一果穗混雜 2、3 種顏色。近年

來國人對於穀物均衡攝取日漸重視，而小米及臺灣藜含有多種特殊元素，並具有高量人

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胺基酸，使得需求量日漸上升，吸引許多農友投入種植。但其過

去因為小面積栽培，生產體系尚未機械化，播種時多以人工撒播種子，再以人工手持鐮

刀除草並間苗，甚至到採收都是多人工作業，極為耗時費工，使得小米及臺灣藜田間管

理成本居高不下。因此本研究探討從播種、除草至收穫的程序，以機械化方式取代原有

人工作業，減輕農民負擔。由於小米及臺灣藜的種子型態及栽培方式相近，且栽培時常

會交換耕種，因此開發機械以可以共用為原則，經簡單調整即可適用，期望透過機械化

栽培，解決人力不足並降低生產成本，以提升原住民族部落經濟。

二、小米及臺灣藜各項機械簡介及試驗

（一）播種機之研製與田間播種試驗

人工種植臺灣藜或小米，可分為撒播及條播，撒播之臺灣藜或小米生長較

不整齊，在日後在進行除草和人工間苗時比較困難；條播之小米及臺灣藜則生

長較整齊一致，於日後進行除草和人工間苗時較容易。因此研製之自走式小粒

徑種子播種機以條播方式作業，採用市售 2 馬力 43c.c 四行程汽油引擎作為前

進動力來源，搭配使用 45:1 之減速機。在田區操作時，農友可透過把手上方之

單方向離合器釋放把手可調整機體迴轉方向；同時操作雙離合器把手則具有將

引擎動力切斷，操作播種機後推之功能，使本機具有方便於田區快速操作之便

利性。在田間播種時，機體兩側具有可伸出之畫線器，上方具有可調整成 40 和

50 公分行距之刻度，可方便在機體前進播種可以標定換行播種之定位，機體細

部說明如圖一。

播種機採用行距 50 公分進行條播試驗（圖二），調查臺灣藜之每 0.1 公頃

所播種種子量在人工條播、撒播和動力撒播時間和成本與小粒徑種子播種機比

較，各式播種方式之作業時間和播種量比較如表一；種子成本和耗油量比較如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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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細部說明圖 圖二、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田間播種情形

表一、臺灣藜採用各式播種方式之作業時間和播種量比較

播種方式 作業時間（小時 /0.1 公頃） 播種量（公斤 /0.1 公頃）

人工撒播 0.5 0.7~0.8

人工條播 3~3.5 0.3~0.4

動力撒播 0.24~0.26 1.0~1.2

自走式小粒徑播種機 0.51~0.55 0.3~0.4

表二、臺灣藜採用各式播種方式之成本比較

播種方式 種子成本（元 /0.1 公頃） 耗油量（元 /0.1 公頃）

人工撒播 455~520 0

人工條播 195~260 0

動力撒播 650~780 2

自走式小粒徑播種機 195~260 5~6

註：1. 臺灣藜種子零售價以 650 元 / 公斤計算。

　　2. 油料以 23 元 / 公升計算。

試驗結果顯示，在各種播種方式中以動力撒播種子速度最快，但使用種

子數量和種子成本也是最高；人工撒播者次之，所花費種子花費成本低廉。調

查顯示，無論是人工撒播或是動力撒播，在後續田間除草和間苗之管理所花費

時間和人工成本高昂。條播臺灣藜生長整齊一致，於日後進行除草和人工間苗

時較容易，惟播種時所花費作業時間最長。自走式小粒徑種子播種機的臺灣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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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播種量和人工撒播一致，但速度卻為人工條播的 6 倍，僅比人工撒播慢

10%。動力撒播播種速度最快，為小粒徑種子播種機 2.1 倍，但是種子成本卻較

小粒徑種子播種機高，後續田間雜草也需花費更多時間管理。因此，使用小粒

徑種子播種機可大幅縮短在田間播種和除草時間。

另因應農村高齡化及缺工問題，本場整合太陽能與新研製播種器技術，研

發太陽能雜糧播種機，大幅縮短臺灣藜、小米和的播種時間及成本，更加環保

無污染，可望提高作物市場競爭力。太陽能雜糧播種機每公頃作業時間為 2 小

時，種子用量僅撒播之兩成、條播之三成，且苗株生長整齊，通風良好，減少

病蟲害發生機率。

太陽能雜糧播種機可單人進行播種（圖三），操作輕鬆簡單，年長者或女

性農友皆能勝任。機體上方搭配 300W 單晶矽太陽能板，在天候良好的狀態下，

約 4 至 4.5 小時可增加 0.5 公頃作業面積，除了在播種期間可持續對電瓶進行充

電以外，對於操作農友也提供良好遮陰。此外，播種機駕駛座旁另搭配省力抬

升手把裝置，可輕鬆將播種部抬離地面，方便機械行進操作，有效改善傳統人

工的缺點，提供農友播種臺灣藜、小米和豆科雜糧作物更好的選擇。播種期間

機體安靜，無任何有害氣體和二氧化碳排放，是傳統內燃機播種機所無法比擬

的，未來將以技術移轉方式授權業者生產銷售，促進產業發展。

圖三、太陽能雜糧播種機構造簡單輕巧，女性農友也可輕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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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間除草機機體之研製與田間試驗

傳統上臺灣藜都是以人工手持鐮刀方式進行除草，可同時除去行間和株間

雜草，除草效果極佳，但需大量人力同時進行工作，才能短時間完成田區除草

作業。另外一種除草方式為使用背負式割草機進行除草，優點是速度快，可快

速進行行間除草，但背負引擎割草機機體的震動容易使用讓人感到不適。現行

臺東縣臺灣藜大都種植在山區原著民部落附近田區，田區有許多石子附著在其

中，若使用背負式割草機割草容易有石子噴濺危險性。本場研製雜糧作物行間

除草機（圖四），採用市售 43c.c 四行程引擎作為動力來源，利用鎚刀式割草機

具有高迴轉速度和石頭不易損傷刀具特性，用軟墊護板遮住粉碎後雜草向前噴

出於地面（圖五），降低對操作人員危險性。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可取代現行

田間手持鐮刀除草作業，減少勞力和人工成本，各式除草作業比較如表三。

圖四、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細部分解圖 圖五、田間操作時雜草會向前噴出

表三、臺灣藜田區採用鐮刀、背負式割草機和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之作業比較

除草作業方式 作業時間（公頃 / 天） 適應範圍 作業速度（倍）

鐮刀 0.02 行間 + 株間 1

背負式割草機 0.30 行間 15

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 0.25 行間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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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顯示，使用背負式割草機速度最快，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作業速

度為背負式割草機 80%，兩者均可快速移除臺灣藜行間雜草；手持鐮刀式割草

具有行間和株間雜草可同時移除優點，但耗費大量勞力，僅適用於小面積栽培。

（三）收穫機械研製與田間試驗

小米或臺灣藜如種植於山坡地，無法運用國外大型雜糧收穫機械，目前收

穫還需仰賴以人工採收，每公頃約需 20 人天的作業，極為耗時費工，因此發展

機械收穫，目前已發展三種不同收穫機型分別適用大、中、小不同小米及臺灣

藜栽培規模，大面積平地栽培可以使用臺灣常見的水稻聯合收穫機進行收穫，

水稻聯合收穫機以割寬 150 公分之機型試驗（圖六），經修改篩網及鼓風機風

速，收穫之損失可降低至 5%，以低速收割，作業效率可達 0.15 公頃 / 小時，主

要需注意栽培期間雜草管理，以免影響收穫機之輸送鏈條及造成脫穀桶阻塞，

操作時 1 人即可作業，不需裝袋人員，收穫後之小米可由散裝桶卸載。

中型栽培規模以小型全餵入式收穫機試驗（圖七），本機為割寬 120 公分

之機型，與水稻聯合收穫機不同之處，在於割取後之小米及枝葉，均會送入脫

穀桶內進行脫穀及細碎，經改良脫穀桶提升細碎效率、加寬輸送鏈條及加裝篩

選機構後，收穫之損失率為 7.5%，經篩網處理後小米夾雜率為 4.2%，作業效率

可達 0.055 公頃 / 小時，本機以袋裝方式集穀，操作以兩人較為方便，因其重量

較水稻聯合收穫機輕巧，經實驗可在坡度 15 度以內的緩坡地操作。

小面積栽培使用二行式小型割稻捆綁機，修改機體傳動軸固定結構，以

減少小米植體收割後的長度及重量，配合傳統水稻之脫穀機直接進行濕穀機械

脫粒，此方式可大幅提升作業效率達 0.03 公頃 / 小時，其機體小操作靈活的特

性，適合小面積栽培的環境（圖八），臺灣藜且只需收割（圖九），再進行乾

燥。綜合上述結果，使用改良之水稻聯合收穫機，可運用於平地栽培小米之收

穫作業，其作業效率大幅超越人工作業，且目前水稻聯合收穫機汰換率高，被

汰換之堪用品價格不高，可供大型農場參考運用。而全餵入式收穫機經改良後，

相較於水稻聯合收穫機，能忍受較高的雜草密度，且可於緩坡地操作等特性，

值得產銷班或中型農戶參考使用。小面積栽培可使用二行式小型割稻捆綁機收

割，再以脫穀機脫粒，效率至少為人工收穫之 4.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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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改良二行式小型割稻綑綁機進行

小米收割情形

圖九、改良二行式小型割稻綑綁機進行臺灣藜收

割情形

圖六、小米使用水稻聯合收穫機進行收穫試

驗

圖七、全餵入收穫機於坡地進行小米收穫情

形

三、結語

小米及臺灣藜具有栽培容易、植株生長旺盛等特性，面對乾旱條件生長不受影響，

是優良對抗氣候變遷的作物，且造型優美、果穗具鮮艷色彩等特性，近年來廣受市場好

評，價格穩定成長。傳統栽培人工作業方式，除了增加農民生產成本以外，也使栽培面

積和產量都受到相當大的限制。本場透過機械化栽培，分別對播種、除草及收穫等田間

工作研究開發可適用之機械，可大幅提高單位時間內作業量能和減少勞力成本，另外也

針對田間鳥害及收穫後處理等相關機械進行研發，使小米及臺灣藜之生產可大幅降低人

力以增進農民種植意願，促進原住民族部落經濟。



118

農業省工機械化研發應用研討會論文輯
Proceeding of 2019 Symposium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n Labor-sav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參考文獻

1. 郭耀綸。2009。紅藜的生長特性與栽培方法。農業世界 307（3）：10-14。

2. 陳振義。2014。臺灣藜有機栽培技術。臺東區農技報導 26 期。

3. 曾祥恩。2012。中耕機附掛式播種機於小米田之應用。臺東區農業專訊 82：2-4。

4. 曾祥恩。2015。小粒徑播種機之研製。104 年試驗研究推廣成果研討會專刊：97-

104。臺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5. 曾祥恩。2016。臺灣藜籽實篩選機試驗研製。農業世界雜誌 393：104-105。

6. 黃子芸、曾祥恩。2016。臺灣藜不同播種方法比較與應用。臺東區農技報導 46 期。



119118

小米及臺灣藜栽培機械之研發應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illet and Djulis Cultivation 
Machinery

Huang Jeng-Long*, Tseng Hsinag-En**, Tsai Shu-Jen*

* Tait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 Tait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Resign)

Abstract
Millet and djulis are important traditional crop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past, 

they were cultivated by small-scale manual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emphasis on 

health care of the people, the advantages of millet and djulis carp have been emphasized and 

demand has been increased, and there has been a large-scale cultivation of flat land. There is 

a deman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ultivation machinery.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nd applies 

various field machines in millet and djulis, including seeding machinery, mowing machinery 

and harvesting machinery. Among them, the seeding machine has developed two types, which 

are self-propelled and solar-powered, compared with manual operations. I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by 6 times and 15 times. The mowing machine uses the hammer knife to carry out 

inter-row weeding, which is 12.5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manual operation. The harvesting 

machine develops three different models respectively, which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cultivation scales The small harvesting machine is at least 4.5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artificial harvest. The replacement of labor by machinery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eld management in Millet and djulis, and reduce the cost of manual operations.

Key words: Millet, Djulis, Cultivation 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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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 
之研發應用

陳令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

chen52@tdais.gov.tw

摘  要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為電動乘坐人力駕駛的噴霧機具，具有電動行走與噴霧功

能，行走驅動能源為 2 顆電瓶，提供 DC 24V 電力給馬達，左右 2 支垂直噴桿各可噴出

2 維面狀移動噴霧空間，該機具操作簡單，保養容易，調配好的藥液或肥料灌入藥桶，

即可深入溫室之作物行間執行噴霧作業，作業效率較人工快 3 倍。葉表面之霧粒覆蓋百

分比平均 89% 以上，葉背的霧粒覆蓋百分比平均約 30~65%；葉面之標準差小於 17%，

葉背之標準差 29~35%，顯示霧粒覆蓋百分比葉表面高於葉背，且霧粒覆蓋度變動程度

葉面小於葉背。比較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與人工牽管 2 種方式之葉背霧粒覆蓋百分

比，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約 65% 較人工牽管的 30% 為佳。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是

國內累積多年開發經驗所研發之適於本土應用之省工農耕管理機具，免除牽管噴霧之辛

勞，作業效率高，霧粒附著度高且均勻，讓農民成為現代化的田間管理者，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目前已經將該技術移轉授權給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

關鍵詞：省工，電動、三輪、自走、噴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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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農作物播種或移植後之農耕管理作業包括灌溉、施肥、噴藥、修剪、枝條固定、

整枝和除側芽、採收、搬運等，在作物整個生長過程中，上述各種作業可能 2-3 次或

20-30 次，頻繁的作業須要省工機械來減少人力負荷以提升效率 [7]，其中灌溉與施肥已

發展出微噴灌或滴灌的肥灌技術（fertigation），將肥料溶液混入灌溉水中，灌溉過程兼

作施肥 [14,15]。病害及蟲害的發生，將影響作物生長發育、產量、品質外觀等，因此

需要防治病蟲之為害，營造良好的生長發育環境。作物生長過程中之病蟲害防治作業方

法，包括農作技術、物理、生物、法規、藥劑（化學）防治等，其中以藥劑防治較為普遍。

惟化學藥劑均具毒性，減少或避免農藥霧粒碰觸人體的方法與技術的開發，益顯重要。

在農業機械工程人員的努力下開發高效率的施藥機械，梁等 [19,20] 與盧 [18] 研究

高架式與廣域式噴藥機，這些大型施藥機械輪距 125-188cm 不等，進口的 HAGIE280 型

高架式自動噴霧機輪距可在 182 至 317.5 間任意調整，適合大面積糧食作物生產的噴藥

防治作業，卻不適合在設施內使用。

臺灣夏季高溫多濕的氣候容易滋生病蟲害，影響安全農產品生產甚鉅，尤其農民投

入許多心力在病蟲害防治上，正確病蟲害鑑別和慎選藥劑之餘，正確的施用相對重要。

何謂正確施用呢？包含用對噴霧器具、調對濃度與適當的噴霧技巧。此外，葉面施肥也

是當前設施管理泛用的方法，適時由葉面噴霧補充作物需要的養分，讓植株生長健壯與

增強逆境抵抗能力。

早期在使用石化燃料之引擎技術廣泛實用前，約在 1896 至 1915 年間，運用電瓶動

力的電力交通工具曾經廣為製造使用，最高時速約 32 km/h，移動距離接近 30 km[22]。

近年來氣候變遷，溫室效應導致氣候極端化在各地發生，為求地球永續經營必須節能減

碳 [5,6]，科學家預估石化能源存量僅能使用 40 到 60 年，隨著石化燃料的枯竭，替代能

源的地位更形重要 [22]，而農業設施生產之電動載具之研究亦趨重要。因應氣候變遷與

極端化，設施栽培生產園藝作物在世界各角落持續進行著，設施栽培作物並非全然沒有

病蟲為害問題，仍須執行防治作業，位等 [1,2,3,17,25,26,27] 與陳等 [8,9,10,11,12,13] 在

設施栽培噴霧作業的研究包括設施上方懸吊自走式噴霧架與電動自走鼓風噴霧等均對設

施栽培噴霧作業效率的提升和節能減碳同具成效；大學院校及研究單位更有朝農用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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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導引與 GPS 自動噴藥機之開發研究 [4,21,23,24]，惟尚未達實用程度。本研究目的

為集合前人在噴霧機械累積的經驗與智慧，研發可以在設施內寬度約 110±20cm 的行間

走道自走噴霧及轉彎換行的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

二、材料與方法

中部地區許多小田區精緻栽培，需要適地適用的較小型噴霧機具，水桶及噴霧動力

為一體的簡易移動式動力噴霧機具，噴霧架自走前進即可建構立體噴霧空間，可免除作

業人員負重或牽引軟管之辛勞，減少長時間從事同一動作造成身體局部的勞動傷害，確

保農友身心健康，進而提昇工作效率及品質。

本場根據研製懸吊自走式噴霧機之經驗，開發簡易移動式噴霧機，操作者駕駛噴霧

機在設施內前進，即可進行噴霧作業。自走噴霧機歷經多次改良（圖一），獲得目前機

型的優異性能，行進速度符合噴藥作業之操作需求，兼顧藥桶容量與轉彎半徑的電動三

輪自走式噴霧機，適合目前設施蔬果栽培藤蔓類植株向上生長，噴架高度或噴霧方向亦

須隨之調整的需求，形成霧牆移動，霧粒附著良好，適於臺灣種植環境之各種作物高度

噴霧作業。

　　  圖一、歷年研究改良之噴霧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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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測試噴霧附著度機型：

1. 電動三輪自走式底盤：前單輪轉向，後雙輪驅動行走，DC24V 馬達動力，機體長

寬高為 16070190 cm。

2. 噴霧系統：噴霧加壓動力為 2.4HP 汽油引擎直接驅動雙柱塞幫浦，藥桶容量 150

公升，2 支垂直噴桿各有 5 粒噴頭向外。

3. 測試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在設施內之行走速度、轉彎半徑、噴霧流量。試驗方

法為藥桶加滿水後，三輪噴霧機開到田頭開始噴霧位置，調整噴桿高低，用碼表

及布尺紀錄一桶藥水之噴霧時間與距離，得到行走速度、轉彎半徑、噴霧流量等

機具性能資料。

4. 噴霧附著度：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於彰化縣溪湖鎮番茄成熟株田間實測噴霧霧

粒分佈，試驗設計上中下 3 種高度之葉片上下表面各 3 重覆，比較人工牽管噴霧

與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噴霧之差異。田間噴霧試驗的水試紙，於噴霧試驗後黏

貼於預先準備的 A4 紙張，該紙張上分別劃設上層、中層及下層共三重複，並區

分為葉面及葉背等，共有 18 個水試紙位置，田間試驗時水試紙黏貼於正確位置供

後續影像判別作業之應用。

5. 霧粒覆蓋機器視覺辨識系統：使用桌上型 core 2 Quad PC，安裝 Windows XP、

Visual Basic 6.0、Matrox Imaging Library 5.2、Matrox Inspector 2.2 等軟體與 Epson 

V330掃描器組成。收集的水試紙樣品，經Epson V330 掃描器數位化成Tif影像檔，

運用 Matrox Inspector 2.2 讀取水試紙影像檔，採用 Line profile 功能獲得霧粒變色

範圍 RGB 圖層的灰階變化，據以選擇適當的圖層與灰階值，進一步在機器視覺辨

識系統中當作設定值。Visual Basic 6.0 結合 Matrox Imaging Library 5.2 開發水試紙

機器視覺辨識系統，詳細流程如陳等〔13〕所述，擷取水試紙影像，輸出水試紙

之霧粒覆蓋區域之變色面積百分比，獲得噴霧覆蓋的量化資料。

改良型規格表：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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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規格表

本
機
部
份

機身

長 ×寬 ×高 cm 長 160 × 寬 70 × 高 × 190

重量 kg 197.5kg

車身最低離地距離 11cm

動力傳動方式 電動直流馬達 900 W

電源 DC 24V 電池 2 個

轉向裝置 前輪，握把方向盤

主離合器型式 電動無段變速

變速方式與檔數 電動無段變速

制動裝置 電磁剎車

行走部

輪胎規格
前輪 8”規格：4.10/3.50-6  1 個
後輪 12”規格：13x5.0-6  2 個

輪／軸距 55cm / 100cm

各檔行進速度（km/h） 電動無段變速

噴
藥
機
部
份

動力源
廠牌型式、編號、馬力

MITSUBISHI 汽油引擎 GT400 2.1 kW（2.8 PS）/
3,600 rpm 油料容量 2.5L 手拉式啟動盤

傳動方式、離合方式 直接驅動

噴藥 
幫浦

廠牌型式 YC-82AS 永銡實業

常用轉速 1,700-2,800 rpm

噴霧壓力 10~35Kg / cm2

吐出量 11 Liter / Min

動力傳動方式 橫向齒輪傳動式

噴嘴 型式口徑及個數 YAMAHO D-35 共 12 個，操作壓力 10-15 bar

噴桿
長度、段數、升降方式
與範圍、折疊方式及安
全設計

噴桿長 142cm，水平距離（兩直立桿間距）
40cm，水平架長（兩桿水平放置）307cm，最
寬噴嘴距離（水平放置）297cm，各噴嘴距離
25cm，噴架升降高度 46~145cm。

壓力表 廠牌、型式、量測範圍 彈簧式 10Kg/cm 範圍 0-60Kg/cm

控制閥 數量、型式 主控制閥一只，前後管路球型控制閥 2 只

藥液桶

最大容量、材質 200 公升不鏽鋼

攪拌方式藥量標示
噴藥幫浦回流攪拌，透明塑膠管顯示液位並標示
公升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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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1.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機體結構如圖二所示，由轉向把手、操作面板、三輪底

盤、藥桶、幫浦、噴桿升降機構與噴桿所組成。本機具操作簡單保養容易，電動

乘坐人力駕駛的噴霧機具，調泡好的藥液或肥料灌入藥桶中，啟動噴霧機、打開

噴霧閥門、推動行走開關前進，就可以深入作物行間噴霧。

2. 噴霧系統：由藥桶、幫浦、軟管、噴桿升降機構與噴桿所組成，藥桶容量由 150

公升提升到 200 公升，內製隔板穩定水流，幫浦執行噴霧加壓，動力為 2.4HP 汽

油引擎，直接驅動雙柱塞幫浦，藥液從藥桶經幫浦抽吸加壓後，經軟管與球閥分

流到 2 支垂直噴桿，噴桿上各有 5 粒噴頭向外，噴桿之上下左右位置，可因應作

物發育程度調整。噴桿之噴頭向外噴出的霧粒形成面狀霧粒空間，此面狀霧粒空

間經由車體行走噴塗到作物葉片表面，如圖三、四、五。

圖二、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

機體結構

圖三、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全生長期均可

使用 -- 種植初期

圖四、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於設施內均勻

噴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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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雙側噴霧亦可單側噴霧

3.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在設施內之行走速度、轉彎半徑、噴霧流量：於臺中市后

里區番茄溫室長 75.5 m，寬 60.5 m；內部植床寬 0.45 m，高 1.8~2.0 m，行距約 1.92 

m。AM9:09 開始噴霧，AM9:32 結束噴霧，碼表顯示噴霧時間 23 分 16 秒，以 23

分鐘計，獲得噴霧流量 6.5 L/min。2 支垂直噴桿各有 5 粒噴頭，噴頭流量約 0.65 

L/min。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行走性能如表二所示，行走速率約 1.2 m/sec，轉

彎時間約 5 sec。此外，根據另一場域試驗資料，植床長度 57 m，噴霧走道數目

25，因此噴霧行走距離為 1425 m，植床行距 1.9 m，150L 藥桶滿桶之噴霧面積為

2700 m2，噴霧時間 23 分鐘，因此，1000 m2 之番茄溫室噴霧時間約 8.5 分鐘，試

驗結果顯示機體運行速度 1.2 m/sec 屬於較快的速度。相對地，機體運行速度慢，

單位面積施噴量隨之增加。經測試結果顯示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可進入溫室高

效率噴霧，利用其左右 2 支垂直噴桿各可噴出 2 維面狀移動噴霧空間；在設施番

茄園內之噴霧速度約 2 km/hr，每分地噴霧量約 206 L，作業能率約 0.29 ha/hr，試

驗後立即充電，至電瓶充飽約需 6~8 hr，充電消耗電力約 1.031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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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噴霧附著度：機器視覺影像分析技術判讀水試紙樣品之結果如圖六和圖七，圖

八顯示葉表面之霧粒覆蓋百分比平均 89% 以上，葉背的霧粒覆蓋百分比平均約

30~65%；葉面之標準差小於 17%，葉背之標準差 29~35%，顯示霧粒覆蓋百分比

葉表面高於葉背，且霧粒覆蓋度變動程度葉面小於葉背。比較電動三輪自走式噴

霧機與人工牽管 2 種方式之葉背霧粒覆蓋百分比，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約 65%

較人工牽管的 30% 為佳。

表二、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行走性能

Number of repeats Avg. Speed*

1 2 3 4 5 m/sec

Spraying time (sec) 48 45 43 46 48 46.0 1.2 

Steering time (sec) 5 4 5 3 6 4.6

* Length of planting bed is 57 m.

圖六、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噴東

側之水試紙原始影像。

圖七、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噴東

側之水試紙二值化影像與辨

識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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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水試紙霧粒覆蓋百分比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可進入溫室噴霧，為電動乘坐人力駕駛的噴霧機具，具有

電動行走與噴霧功能，行走驅動能源為 2 顆電瓶，提供 DC 24V 電力，左右 2 支垂直噴

桿各可噴出 2 維面狀移動噴霧空間，行走速度約 0.5-7.2 km/hr，10 粒扇形噴頭噴霧量約

3.0-6.5 l/min，隨噴霧幫浦之壓力調整旋鈕之設定而異。在設施番茄園內之噴霧速度約 2 

km/hr，每分地噴霧量約 206 L，作業能率約 0.29 ha/hr，試驗後立即充電，至電瓶充飽

約需 6~8 hr，充電消耗電力約 1.031 kwh。

根據陳 [16] 之研究噴霧附著度試驗結果，運用機器視覺影像分析技術判讀水試紙樣

品，葉表面之霧粒覆蓋百分比平均 89% 以上，葉背的霧粒覆蓋百分比平均約 30~65%；

葉面之標準差小於 17%，葉背之標準差 29~35%，顯示霧粒覆蓋百分比葉表面高於葉背，

且霧粒覆蓋度變動程度葉面小於葉背。比較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與人工牽管 2 種方式

之葉背霧粒覆蓋百分比，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約 65% 較人工牽管的 30% 為佳。

該機具之直立噴桿的移動具有建構立體噴霧空間的功能，為電力行走，操作簡單，

保養容易，操作者只要正確調製藥液、調整噴桿高度與噴頭角度，以適當的速度駕駛噴

霧機前進，即可深入作物行間執行噴霧作業，原先手持噴桿揮灑噴霧需要 2 個鐘頭的苦

差事，變成 40 分鐘的輕鬆噴霧工作，顯著提高 3 倍以上的噴藥作業效率，並且藥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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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從 200 公升減為 150 公升，減少病蟲害的防治藥量達 25% 以上，將可大幅提高農業

生產的效能與農產品的安全性。此外，減少作業人員長時間從事同一動作，造成身體局

部的勞動傷害，確保農友身心健康，提昇農耕管理工作效率及品質，是國內累積多年開

發經驗所研發出適於本土應用之省工農耕管理機具，免除牽管噴霧之辛勞，讓農民成為

現代化的田間管理者，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已經將該技術移轉授權給四維機械廠有限公

司。

四、結語

臺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農村人力老化、短缺的問題，亟需發展適於本土應用之省

工農耕管理機具。農耕工作向來辛苦，現在越來越多的農民懂得利用省工的機具改善農

耕管理作業，是農村進步的象徵。

農業機械能夠帶給農民什麼好處？相信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也是近年行政院推

動補助農民購買小型農機獲得熱烈迴響的原因之一，答案是省工提高效率、省勞力減輕

疲勞與身體損傷、調整作物生長環境確保產量與品質、最後達成提升農村生活品質的目

標。

本場累積多年開發經驗，創新研發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為人力駕駛自走噴霧，免

除傳統牽管噴霧之辛苦與勞累，機體輕巧，可行走於設施作物行間執行噴藥、加濕、葉

面施肥等管理作業；不必牽管，沒有壓力降與動力損失問題；藥桶容積適中，減少藥液

填充次數；電力行走，經濟實惠，操作簡易，迴轉半徑小；機動性強，作業效率高，係

性能優異可於本土設施內應用的省工農耕管理機具，可以減輕農民辛勞，讓農民成為現

代化的田間管理者。可供設施蔬菜、花卉生產管理機動噴霧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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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Tri-wheel  
Self-propelled Sprayer

Chen Ling-Hsi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e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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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electric tri-wheel self-propelled sprayer, operator-ride type 

moving device, can spray droplets inside greenhouse. The moving power was supplied by 2 

DC24V batteries to a motor, and 2 vertical spraying booms could perform 2-dimension moving 

droplet space. Both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device are easy and simple, deployed 

chemical solution or powder poured into tank, then drive to spray between the crop rows. This 

sprayer has good operation performance, 3 times faster than manual spraying. The deposi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droplet coverage of water sensitive paper were the leaf upper surface 

89% better than the leaf abaxial surface 30~65%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leaf upper 

surface is less than 17% that is better than the leaf abaxial surface 29~35%. And the spraying 

droplet coverage of the tri-wheel self-propelled sprayer is 65% higher than 30% by manual 

drawing hose spray in the leaf abaxial surface. It was domestic cumulative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saving farming sprayer for local application, so that farmer can 

become the modern farm managers. Taichung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TDARES) has already licensed this technique to Suwei Machinery Factory Co., Ltd., 

via technology transfer.

Keywords: Labor-saving, Electric, Tri-wheel, Self-propelled,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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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動

張光華、簡宏諭、蔡秉芸、邱淑媛

行政院農委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研究助理、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兼課長

kuanghua@hdares.gov.tw

摘  要

本研究開發附掛式旱田播種機、除草機、大豆初級選別機及選別分級設備等農業機

械，以農機研發支持花蓮發展有機大豆特色產業。在政策補貼、農機研發與輔導、栽培

技術精進等因素下，花蓮有機大豆耕作面積由 11 公頃擴張至 200 公頃。隨著耕地擴張

導入機械化發展，相關作業生產成本由每公斤 34 元下降至 2.1 元，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國產有機大豆競爭力。

關鍵詞：有機大豆、機械化、播種機、除草機、選別機

一、前言

行政院農委會花蓮農改場近年來積極輔導及推動大豆有機栽培，在市場需求、政策

補助以及技術支援等多重因素配合之下，種植面積穩定成長。然而在產業發展初期，各

種農事作業繁雜且費力，需要合宜的農機具協助，在勞動力不足及作業效率不彰的背景

下，生產規模難以擴張。為此花蓮場開發一系列適用有機栽培且符合國內生產規模的農

業機械，包括附掛式旱田播種機、除草機、大豆初級選別機和選別分級設備。

大豆生產需要完成整地、播種、病蟲草害管理、採收、脫莢、除雜、選別、分級等

工作。規格化是機械化的前提，因此開發可決定栽培規格的播種機，可說是生產機械化

的第一步。此外，採行有機栽培無法使用化學除草劑，雜草管理是農友最費心困擾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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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一。當雜草管理不當或錯失除草時機，大豆很容易因光合作用競爭失利而導致減產

甚至歉收。雜草失控同時也會間接助長病蟲害影響大豆品質，也會在機械採收時造成不

確定影響。本研究開發附掛式除草機採輕負載初期防治，搭配播種機規格可達成乘坐式

播種、除草一貫化，提高作業準確性且減輕駕駛疲勞。

大豆有機栽培限制不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在栽培技術未精進的情況下，收穫大豆

良莠不齊更突顯選別作業的重要性。而花蓮地域狹長耕地分散，不易形成專業代耕，多

數未達生產規模的有機小農在產量不高的情況下，僅能仰賴人力挑豆。為此本場研發大

豆初級選別機，及時緩解人力不足並輔助耕地擴張。花蓮有機大豆耕作面積自 101 年的

11 公頃逐年增加，至 107 年已達 200 公頃（圖一），小型選別機已不敷專業農使用，

因此有了大豆選別分級設備之研發工作。目標即是提高選別機械效能以符合單位生產規

模，同時利於串接其他採後設備，如色彩選別機等，

　　　　　　　  圖一、花蓮有機大豆耕作面積

二、機械設計概念及成果商品化

為了節約農友設備成本並且加速開發進程，播種機和除草機皆是以附掛型式設計。

以曳引機或插秧機車輛為田間動力，將播種器和除草器附掛於後方，採乘坐式作業輕

鬆，一次除草多行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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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掛式旱田播種機採模組化設計組裝，可輕易調整行距，配合更換不同孔徑的播

種輪，即可達到播種各式栽培規格的作物，達到單機多用途的目的。機械可採一貫化作

業，附掛在迴轉犁後方在整地行進間同時播種，可以節省一次作業的時間與費用，並且

讓作物有機會和雜草生長勢競爭。除草機同樣採模組化設計，除草組可獨立附掛，單人

便可輕鬆完成裝卸與除草寬度調整。除草寬度設計為 55~80 公分可調，以便符合玉米、

硬質玉米、大豆、紅豆等雜糧作物之栽培規格。機械操作時以犁頭與除草耙進行破土、

鬆土、碎土，將土壤破碎為小塊，再由後方除草爪拖帶雜草，使其滾動讓雜草根部與土

壤分離，經曝曬達到防除效果。

大豆初級選別機設計原理是在物料輸送的過程中，設計可調整傾斜角度的結構，使

物料在輸送表面受重力滾動。良、劣物料因為滾動磨擦的差異，產生不同的滾動方向，

藉由滾動路徑的不同，達到選別的目的。選別準確與否的關鍵參數包括輸送帶的傾斜角

度、速度，已進行最佳化研究試驗，調校最佳參數讓農友使用。大豆選別分級設備為了

提高作業效能，設計物料分流處理，在上層選別系統快速將原料中的部分良品挑出，剔

除的混雜物料再由下層選別機精挑汰選。在雜質移動路徑上設計閘口，不影響物料移動

和選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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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圖二、新型農機設計圖

(a)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b) 附掛式旱田除草機    (c) 大豆初級選別機    (d)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機械設計完成後，由協力廠商負責加工組裝，經田間測試後改良設計，直到具有功

能性後，配合改良場農機輔導業務至農友田區進行試驗，同時蒐集使用者需求。持續改

良修正至商品符合市場需求，再公告徵求廠商技術移轉製造銷售權。本研究開發農業機

械皆已取得專利保護且商品化，透過觀摩會、記者會、展覽等推廣業務充分曝光，使農

友周知。在良好的產業結構中，農友採購合宜農機減輕農事辛勞，提高效率生產高品質

農產；廠商生產製造販售農機以獲取利益；政府各項農業政策（如活化農地計畫、大糧

倉計畫）也得以順利落實。



139138

有機大豆生產機械化之研發與推動

(c) (d)

(a) (b)

圖三、已開發新型農機商品

(a)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b) 附掛式旱田除草機    (c) 大豆初級選別機    (d)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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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一）試驗結果與機械性能調查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一次可播種多行，以耕寬 2 米計算，作業能力每日可達

4 公頃以上，相較於人力播種，效率至少快 24 倍以上。行、株距及播種、覆土

深度設計為可調整式，可依需求自行調整，作業時播種機附掛於迴轉犁後方，

行進間可一併完成整地、開溝、播種、覆土及鎮壓等一貫化作業。機械播種規

格化有利於後續除草作業，也有助於作物生長。

以往大豆有機栽培多以中耕機在行間中耕除草，一天僅能處理 3-5 分地，

加上花蓮地區春作時期常遇春雨綿綿，更加不利作業。對於種植面積稍大的農

友而言，除草速度往往趕不上雜草生長速度。附掛式旱田除草機作業能力可達

每日 2 公頃，為中耕機除草的 4 倍，可快速完成雜草管理作業，爭取農時。除

草寬度可輕鬆調整，適用平畦栽培行距 55~80 cm 的旱田作物，於作物生長前期

防除雜草且抑制雜草生長勢。試驗結果行間雜草防除率達 95.4%；株間雜草防

除率達 71.4%。每公頃除草 2 次計算，人力除草之約為 18,000 元，中耕機除草

約為 7,200 元，附掛式旱田除草機約為 1,800 元。

大豆初級選別機作業力每小時約 50 公斤，相較於人力效率提高 7 倍以上，

而且簡單方便，可免去人力挑選的辛勞。機械使用 110V 家用電，電功率僅

210W。經過傾角最佳化調校後，淨選別精度超過 95%，適用在各種圓粒狀的農

產品，如黃豆、黑豆、豌豆、樹豆等。單次選別後的良品區大豆可直接販售，

劣品區大豆含良品大豆約一成。每公噸產量可節省人力成本約一萬五千元，大

約 2 至 4 期作即可回收設備成本，是符合公頃級以下農田規模的新型農機。本

機經性能測定通過，且經農糧署列入中小型農機補助機種，適合自產自銷的有

機小農或部落農友使用。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將作業能力提升至每小時 200 公斤以上，是小型選別機

的四倍以上，經最佳化調校，選別精度達 99%，同時增加除雜和分級的功能。

開發過程經過 4 次改良，輔導農友使用超過 50 公噸，效能符合多數農友需求。

設備於國內生產製造，相較進口設備可大幅降低設備成本 5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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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d)(c)

圖四、田間試驗結果及性能調查 (a) 機械播種黃豆、小麥、玉米生長良好　(b) 經機械除草

雜草防除效果佳　(c) 大豆初級選別機有效選別良劣品大豆　(d)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有

效將物料分級

（二）效益評估

農業機械可提高作業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爭取農時並且減輕農事辛勞。

設備投入前應衡量生產規模和預估收益，以評估設備成本的回收年限。表 1 整

理大豆有機栽培在三種規模下生產過程，播種、除草、選別作業所需的人力成

本。可見隨著規模擴張及農業機械的投入，三種作業的合計成本由每公斤 34 元

大幅下降至 2.1 元，降低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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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三種生產規模對應之機械化生產成本調查

生產規模 播種作業 雜草管理 選別作業 合計成本

0.1 公頃
作業效率 0.1 公頃 / 日 0.2 公頃 / 日 7.5 公斤 / 時

人力成本 5 元 / 公斤 9 元 / 公斤 20 元 / 公斤 34 元 / 公斤

1 公頃
作業效率 2 公頃 / 日 0.5 公頃 / 日 0.4 公噸 / 日

人力成本 0.9 元 / 公斤 3.6 元 / 公斤 3 元 / 公斤 7.5 元 / 公斤

10 公頃
作業效率 4 公頃 / 日 2  公頃 / 日 1.5 公噸 / 日

人力成本 0.45 元 / 公斤 0.9 元 / 公斤 0.75 元 / 公斤 2.1 元 / 公斤

* 有機大豆產量以每公頃 1000 公斤計算

四、結語

規模化和機械化是農產業降低生產成本的重要過程，二者皆需階段性的發展。本研

究配合我國農業政策研發包括播種機、除草機、選別分級機等有機大豆生產所需機械設

備，過程完成田間試驗、機械改良、性能及效益評估，並且取得專利完成商品化。在生

產面積擴張之際，適時推出符合產業規模及農友需求的合宜農機，協助農業生產導入機

械化。希冀以農機研發支持產業發展，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農產品質，以提昇國產有機

大豆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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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echanization of  
Organic Soybea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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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uch as hanging type planter, weeding 

machine, preliminary sorter and grading equipment for soybean, and supports the growing 

of organic soybean industry by Hualien. Under the factors of policy subsidi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R&D, and improve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the area of   Hualien organic soybean 

cultivation has expanded from 11 hectares to 200 hectar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zed the production cost of related operations has dropped from 34 NTD to 2.1 NTD 

per kilogram,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omestic organic soybeans. 

Keywords: Organic soybean, Mechanization, Planter, Weeder, Sorter



145144

甘藷去藤收穫機之研發應用

144

甘藷去藤收穫機之研發應用

邱銀珍、黃博昇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yjchiou@tydais.gov.tw

摘  要

2017 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完成曳引機附掛甘藷去藤收穫一貫作業機之開發，經多

次在不同甘藷生產區，從事田間甘藷去藤、挖掘試驗，結果顯示甘藷收穫順暢，除了可

用於取代人工解決勞動力短缺外，也可降低生產成本，甘藷外表不破皮，品質不受機械

收穫影響。採用本機可同時完成去藤及收穫，節省購買二套農機成本支出，附掛於 30 

hp( 以上 ) 曳引機作業效率一小時可收穫 0.2 ha，比人工收穫快 60-80 倍。機械收穫 0.1 

ha 成本 400 元，人工需 6,000 元，每 0.1 ha 可節省 5,600 元，本機甚具有市場潛力，目

前已經技術移轉於農機廠商開始量產。

關鍵詞：曳引機、甘藷、去藤、收穫。

一、前言

甘藷為國內大宗作物，全台灣目前栽培面積在 10,000 ha，收穫都是採用二階段進

行，農民在收穫甘藷時，一般是先用鐮刀將甘藷蔓切斷，1 ha 的甘藷田，以人工手持鐮

刀去甘藷藤需 30 人工時，以背負式割草機作業需 16 人工時，再以牛來回犁一次，將畦

之兩側犁開，最後再把中央甘藷挖起，然後由人工隨後一一撿藷，一切皆靠人工作業，

既費時又費工，近年來由於農村勞力缺乏， 耕牛逐漸減少， 雇工不易，且工資昂貴，

因此，農民種植甘藷之意願不高。究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甘藷收穫尚無可一次性收穫之適

當農業機械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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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藷收穫省工機械化歷程

1994 年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曾從事研究甘藷機械化栽培體系之研究，該甘藷收穫

研究初具效果，惟且收穫機身長達 2.8 m，田頭地轉向不易，且去藤效果差，究其主因

是去藤軸轉速不足，且甘藷塊外表易破皮，破皮數達 20%，嚴重影響到售價。

1998 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進行「甘藷收穫機之研製與改良」研究計畫，該機需連

結曳引機做為機械動作的動力來源， 各部結構係由動力傳動軸（PTO）傳送裝置、挖掘

裝置、輸送裝置及機架所構成。作業機速度之快慢由曳引機前進速度來決定，挖掘深度

亦由曳引機之深淺控制桿來調整，以犁頭不傷甘藷表皮為原則。主要構造如下：1. 動力

主機：市面上各種廠牌馬力在 30 hp 以上之曳引機都可以連結本收穫機。2. 收穫機之動

力傳動流程：曳引機 PTO 傳動軸→收穫機傳動軸→甘藷輸送裝置→甘藷集束裝置。3. 

動裝置：動力由曳引機 PTO 傳到齒輪軸，經由齒輪及鍊條將動力傳到輸送桿主軸，使

輸送桿循環運動。4. 蔓裝置：除蔓裝置上之刀片，經由 PTO 軸轉動產生高速旋轉，將

甘藷畦面上之甘藷蔓打碎，以利甘藷採收機採收作業。5. 起裝置：掘起裝置上之犁刀，

於曳引機向前行走時，將畦上之甘藷與土壤全部切割掘起，犁刀切割深度可依甘藷生長

之深度加以調整，一般犁刀入土角度以 20 度左右為最佳。6. 輸送裝置： 甘藷經由犁刀

掘取後，再經由輸送桿往後輸送，在輸送過程中較細之土壤會從輸送桿間之隙縫掉落田

間，最後輸送桿上只剩下較大之土塊及甘藷。7. 束裝置：甘藷經由輸送桿送到集束裝置

時，集束桿會將甘藷有規律撥入畦中間排成一列，以便撿藷裝袋。作業方式作業時先將

除蔓機附掛在曳引機之三點連接桿上，調整好刀片與畦面上之高度，以不打到甘藷為原

則，隨後即可開始作業，進行甘藷採收作業，調整好收穫機犁刀入土之角度及深度，以

不傷藷塊表皮之深度為原則，隨後再接上曳引機之 PTO 軸，調整後即可開始進行採收

作業。在作業中須隨時留意甘藷是否有犁傷情形發生，並隨時調整收穫機犁頭之深度。

掘起之甘藷再經由輸送裝置及集束裝置將甘藷收集成一排，進行人工分級裝箱完成甘藷

採收作業。測試結果得知；甘藷從挖掘、輸送至集束等採取一貫機械化作業，對採收甘

藷而言，本機採收甘藷塊根完好者達 80% 以上，惟破皮現象仍無法解決，主要問題出

在輸送柵欄桿組，同時且這款機型為縮短整體長度而無去藤功能。田間測試結果得知本

機進行田間機械採收時，須先利用除蔓機先將甘藷蔓打碎並隨時注意畦面上甘藷蔓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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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適時調整刀片與畦面上之間距離，以不打到甘藷為原則，在採收作業時隨時注意

甘藷表皮的損傷情形，並調整收穫機之掘起機構，對於不同的土壤質地，須適時調整輸

送帶輸送速度與收穫機前進採收速度，否則會使甘藷損傷率增加。操作期間如果發現表

皮擦傷情形嚴重時，應馬上調整收穫機耕犁角度以及將輸送帶傳送速度減慢。該機依作

業效率而言，如以人工採收，則需人工割蔓後， 再以牛犁破畦及挖藷，其中每公頃割

蔓需 30 h，破畦與挖藷需 8.7 h，撿藷 25 h 共需 63.7 h。而該研究採用除蔓裝置加上甘

藷收穫機共需兩套機械，相對成本較高。

2007 年農業試驗所研發「甘藷一貫化收穫機」，該研究成果換算每 ha 可節省 60%

的人工成本支出，而且可以由平均每天收穫面積 0.5 ha 提高到 0.7 ha，大幅減低人工需

求，其所收穫甘藷主要作為能源作物使用，外皮破損嚴重，且由於其機體大，售價高，

難以推廣於小農或產銷班使用。

彰化慶全地瓜生產合作社於 2015 年引進日本松山株式會社 GRA 650 型甘藷收穫

機，該機長 5.23 m 收穫寬度 66 cm，作業速度 0.3-1.5 km/h，作業效率 0.012-0.059 ha/h，

一次需要 2-4 人操作，該機所收穫的甘藷因輸送柵欄桿間距較密集，收穫時土壤尚未全

部從柵欄桿縫隙流失，留下的土壤在甘藷及柵欄桿間形成一保護現象，因此甘藷破皮情

形較少，該型機可補足農業缺工，提高甘藷表皮完整比率，解決了傳統甘藷採收時的大

量人力需求及塊根破損等問題；惟作業效率低且不包含去藤功能。

二、內容

由於目前農友種植甘藷田區普遍不大，勞動力短缺，因此亟需小型甘藷去藤收穫

機以減低收穫作業的辛勞，然而目前國內並無整合型甘藷去藤及收穫一貫作業機，國外

雖有類似機種，惟其機體大且售價高甘藷塊易破皮，難以適用於台灣目前農友甘藷生產

模式。有鑑於此，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為因應甘藷生鮮食用市場需求，擬從事甘藷一次性

去藤及收穫機械化之研發，因此於 2013 年起針對甘藷收穫機整組結構組合及詢問農友

對收穫的要求，得知農友針對機械化收穫甘藷塊外表不行有破皮，同時需具有去藤的功

能。因此先針對甘藷去藤機從事研發，首先在去藤機架上裝置 5 hp 四行程汽油引擎以

提供去藤刀轉軸所需動力，經測試得知，採用 2 次來回去藤效果好，但因田間去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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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塵土飛揚，空氣濾清器無法完全去除塵土，以致於縮短汽油引擎使用壽命。為此經修

改為由曳引機動力傳動軸 power take off（PTO）再經齒輪箱提速，提供去藤刀軸 1800 

rpm 所需動力，採用畦面來回 2 次去藤可以達到 95% 去藤效果，去藤效果最好。2015

年於不同場域（新屋、大園及楊梅）三處農友甘藷田測試結果顯示，平均去藤作業效率

為 0.16 ha/h，即 1 ha 僅需 6-7 h 即可完成甘藷畦去藤作業。

2017 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決定以 2015 年所開發成功去藤機為基礎，搭配 1998 年

甘藷收穫機研發成果，組成「附掛甘藷去藤收穫一貫作業機」。整體機組由PTO傳動軸、

L 型傳動機構、鏈輪組、三點連接點、前叉桿、切刀、犁板及可調高低支撐輪所組成，

因不採用柵欄式滾動機構，可以降低甘藷外皮的破損，機長 150 cm、寬 116 cm、高 120 

cm，機組總重 200 kg，本機附掛在 30 hp 曳引機即可進行田間收穫操作，同時機身短，

田間掉頭轉向方便，具有去藤及挖掘收穫一次完成功能及甘藷不破皮之特色。

2017 年 12 月 11 日在新竹縣竹東鎮雜糧產銷班第一班莊正燈班長處辦理田間試驗

觀摩會，計有農糧北區陳副分署長，竹北市農會、桃園市大園區農友、高雄場、苗栗場、

北視有線電視及豐年社等媒體共 80 餘人參加。2018 年元月 19 日在桃園市大園區甘藷

產銷班進行收穫示範有農糧署北區分署、大園區、平鎮區及中壢區農友 120 人參加。

2018 年 4 月在桃園農業博覽會創新農機館展出本項研發成果，隨後在桃園市新屋區、

觀音區、新竹縣竹東鎮、新北市金山區、苗栗縣苑里鎮、桃園市大園區辦理田間收穫示

範觀摩會，介紹機械功能給農友。

三、結語

本機作業效率每小時可收穫 0.2 ha，比人工（含去藤、掘收）收穫快 60-80 倍。機

械收穫 0.1 ha 成本 400 元，人工需 6,000 元，0.1 ha 可節省 5,600 元。並於 2018 年 5 月

完成技術移轉於，彰化縣泰利機械有限公司有償授權 5 年，歡迎有興趣農友可洽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 03-4768216 分機 340 邱銀珍副研究員或洽 04-8231639 泰利機械有限公司張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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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桃園市新屋區辦理甘藷去藤收穫機示

範觀摩會 
圖二、農友討論甘藷去藤收穫機操作及結構

圖五、收穫後甘藷整串完整無缺 圖六、甘藷去藤收穫機採收後甘藷外表沒有

破皮

圖三、甘藷去藤收穫機田間操作 圖四、完成機械收穫後甘藷人工撿拾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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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參加觀摩會農友下田查看收穫後甘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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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7, Taoyu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has developed 

a tractor mounted once-over harvester for sweet potatoes. After several tests in different 

cultivation sites, it showed the vine removing, digging and picking were completed at one go 

without damaging the skin. It replaces the human labor and reduces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earance of the sweet potato is not damaged by mechanical harvest. The 

mounted harvester shares a 30-hp tractor which can also mount other agricultural equipment. 

The once-over harvester can harvest 0.2 ha in one hour which is 60-80 times faster than 

the human labor. The harvesting cost is 400 NT$ per 0.1 ha and the saving is 5,600 NT$ as 

compared to 6,000 NT$ of human labor harvesting. The harvester has great market potential 

and is technically transferred to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ufacturer for mass production.

Key words: Tractor, Sweet potato, Cut stem,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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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臺灣鳳梨產業面臨的問題與困難，在於從種植到採收皆需耗費大量人工，在

收穫作業過程中，需耗費大量人力進行採收及搬運作業的工作，本研究以研製鳳梨採收

作業機協助農民節省勞力付出、降低使用人工成本及增加採收作業效率為目的。鳳梨採

收作業機於駕駛座右側及採收部左右兩側設有緊急停止按鈕開關，作業中若遭遇突發狀

況，可由駕駛人員或採收人員直接停止鳳梨採收作業機運作。採收部右側增設的手煞車

連動裝置，於採收人員因進行選果之採收速度與作業機無法配合時，可利用手煞車連動

裝置暫時停止作業機行進，採收平台升降控制為按鈕式油壓升降，採收人員於採收時，

能使集貨操作作業更加流暢。增設第二採收平台及卸貨斜板設計可增加採收的集穫量。

田間測試結果顯示，緊急停止按鈕開關、手煞車連動裝置及按鈕式油壓升降設計達到預

估功能，田間鳳梨採收作業順暢可提升鳳梨採收效率。期對鳳梨產業的省工省力目標，

及提高青農投入意願有實質效益，並能協助創造鳳梨產業在國際市場之競銷能力。

關鍵詞：鳳梨、人工選果、採收作業機、緊急停止、手煞車連動裝置

一、前言

近年來受到少子化與人口高齡化影響，造成台灣地區農業人口急遽老化，不僅造成

勞動力缺口，在未來亦有可能影響台灣地區之糧食自給安全。因此農業技術的革新與改

變是相當急迫的問題。有日本進口搬運車及國內研發的鳳梨園多用途管理機，部份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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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搬運作業上的勞力需求，但未見普遍受到農民接受使用。綜觀產業現況，目前鳳梨

在栽培管理過程中，仍需要進行解決困難問題之作業項目甚多，如覆蓋黑色塑膠布、種

植、噴藥、中耕除草、施肥、採收及搬運等工作，均急需要發展省力省工的機械。本研

究為增加鳳梨採收效率及提升設備安全性，進行各項研發及改良。

二、內容

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研製之鳳梨採收原型機（洪等人，2019）如圖 1 所示，

其裝置尺寸為長 5230mm、寬 1660mm、高 2330mm，採收部採收集運裝置之結構以鍍

鋅防鏽之強化鋼為主材料。本裝置之軸距為 2025mm、輪距為 1400mm，底盤高度設計

為 800mm。柴油引擎為車體動力源，車體設計為輪式傳動（大輪，以提高車底盤至地

面距離），採收部平台設計高低可調，依鳳梨品種植株高度高低調整並安裝於收穫機後

端 ; 收穫部含雙人可乘坐式割取位置及輸送帶（謝，2018）。省工作業模式：由二人作

業（採收兼駕駛計2人），其行走動力之前進與停止控制變更設計由採收人員聯動控制，

減少直線採收作業時人力（駕駛）1人；主要作動方式：採收人力二人乘坐於收穫機後端，

每採收人力左右各一行鳳梨植株，於收割作業時計每趟同時收穫四行鳳梨。割取之鳳梨

逐籃由油壓舉昇送至收穫機車台上集運待至田頭轉彎時卸貨（蕭，2018）。本研究其主

要目的為增加鳳梨採收作業機之效率與設備安全性及農民適用性，增設緊急停止按鈕開

關裝置、手煞車連動裝置、採收平台按鈕式油壓升降機構（蕭，2019）、增設第二採收

平台、延伸及強化採收車兩側護欄及卸貨斜板設計。

（一）緊急停止裝置設計與研製

當採收過程中遭遇緊急突發狀況，需要進行緊急停止作業時，可以利用緊

急停止按鈕開關來讓引擎停止運作，並於鳳梨採收作業機設立三處緊急停止按

鈕開關，一組裝設於駕駛座右後側，另外兩組裝設於採收部左右側各一組（如

圖二所示），而安裝於此三處主要為當採收過程中遭遇緊急狀況，可由駕駛人

員及左右兩側採收人員無須再移動身體至開關裝置處，當下就可立即直接停止

鳳梨採收作業機運作情形。



155154

選果型鳳梨採收機械化之研發應用

圖一、鳳梨採收原型機（乘坐式鳳梨採收平台，新型第 M579445 號專利）

圖二、緊急停止按鈕開關裝置位置圖

（二）手煞車連動裝置設計與研製

本研究為增加鳳梨採收作業機之設備效益，於後方採收部右側增設了手煞

車連動裝置（如圖三所示），而安裝於右側主要為因右手為多數人慣用手，施

力佳。當鳳梨採收作業機使用低速檔進行直線行走採收作業時，若行駛於鳳梨

成熟區域較高的地方時，採收人員需要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採收或判別果實成熟

度，可以利用手煞車連動裝置來暫時停止鳳梨採收作業機的前進，當拉起手煞

車，鳳梨採收作業機將完全停止前進，當放下手煞車時，鳳梨採收作業機又可

繼續前進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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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手煞車連動裝置位置圖（採收部右側）

因在田間操作時噪音較大，在採收作業時，遇到鳳梨成熟區域較高的地方

需要更多時間進行採收或判別時，很難直接與駕駛人員聯繫降低作業機車速，

將會增加採收的時間與嚴重的影響採收效率。加裝手煞車裝置，使坐於採收部

的作業人員，能在採收部直接控制車輛行進。當拉起手煞車時，鳳梨採收作業

機會暫時停止前進（如圖四所示）但引擎並未停止。

圖四、手煞車連動裝置進行煞車作業過程

（三）採收平台按鈕式油壓升降機構

當鳳梨裝滿籃子時，採收平台之按鈕式油壓升降機構（如圖五所示）可以

直接在採收座位上控制採收平台高度，將鳳梨採收籃直接推入車斗中，不需要

離開座位。此升降按鈕設計為無段式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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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採收平台按鈕式油壓升降按鈕開關位置圖（採收部右側）

（四）雙層集運平台設計與研製

為提升每趟採收鳳梨的乘載收穫量，將原先只有一層的採收平台利用油

壓升降系統多增設出第二採收平台，使採收平台的機動性大幅提升。同時強化

及延伸採收車兩側護欄，加強採收平台的安全與穩定性，亦能作為卸貨斜板之

功能，因鳳梨採收機收穫平台與貨車車斗之間有著高度差異，藉由卸貨斜板輔

助有利於採收籃卸至貨車車斗上，免除搬運之勞力且提高工作效率（如圖六所

示）。

                圖六、選果型鳳梨收穫提高鳳梨乘載量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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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鳳梨採收作業機將採收部之操作與安全列為重點，對於高架集運車則以國內現有

搬運車之機體架構及規格修改。採收部設計附掛於高架集運車後端，為改善傳統採收鳳

梨之粗重作業方式，採收人員以隨車乘座進行鳳梨成熟度判斷後割取，改變傳統採收鳳

梨作業模式，同時可避免鳳梨果實因採收而遭到碰撞損傷。鑑於人工採收隨著採收時間

增長，身體疲勞及體力消耗也隨之增加，因此在縮短採收時間及提昇效率前提下，機械

設計上增設第二採收平台、延伸及強化採收車兩側護欄、卸貨斜板傾斜角度可調設計及

油壓舉升以降低勞力耗損。田間試驗結果顯示，當進行採收時，遇到需選果量多或採收

人員需要較多的時間進行採收與判別作業匹配時，均可利用手煞車連動裝置來控制鳳梨

採收作業機前進或停止，使採收作業順暢。當鳳梨採收籃滿籃時，可直接在採收部座位

上，調整採收平台高度並將鳳梨採收籃推入車斗中。本研究提昇鳳梨採收的效率，省工

化機械可提高青年留農意願，並強化國內鳳梨產業競爭力及創造國際市場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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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pineapple industry in Taiwan are 

that it takes a lot of labor from planting to harvesting. In the process of harvesting, it takes a 
lot of manpower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harvesting and handling.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pineapple harvesting machine to help farmers save labor, reduce labor costs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harvesting operations. The pineapple harvesting machine is equipped with an 
emergency stop button switch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driver's seat and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harvesting section. If an unexpected situation occurs during operation, the driver or the 
harvester can directly stop the operation of the pineapple harvesting machine. The handcuffs 
linkage device added 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harvesting unit can temporarily stop the operation 
of the working machine by the handcuffs linkage device when the harvesting speed of the 
harvesting personnel cannot be matched with the working machine, and the lifting platform is 
controlled by the push button type. The oil pressure rises and falls, and the harvesting personnel 
can make the collection operation smoother when harvesting. The addition of a second 
harvesting platform and unloading sloping plate design can increase the harvested collection. 
The fiel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ergency stop button switch, the handbrake linkage device 
and the push button hydraulic lift design achieve the estimation function, and the harvesting 
operation of the pineapple in the field can improve the harvesting efficiency of the pineapple. 
During the period, the provincial economy and labor goals of the pineapple industr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of young farmers have substantial benefits, and can help 
create the marketing ability of the pineapple indus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Keyword: Pineapple, Artificial fruit selection, Harvesting machine, Emergency stop, Handcart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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