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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果蠅誘殺藥片投放機

二、研 發 者：何榮祥、田雲生

三、前　　言：

　　果實蠅是台灣地區經濟果樹重要害蟲之一，也是國際間港口檢疫上的指定

害蟲，年發生8~9世代，繁殖能力甚強，且具有長距離遷移為害能力，寄主範圍

又廣，國內舉凡重要水果均受其害。雌蟲產卵於果肉內，卵孵化後之幼蟲於果

肉內蛀食，而引起果實腐爛及落果，若無適當防治，估計本省水果受害率約為

10~30％，若以民國85年本省果品產值460億元估計，每年損失至少40億元以上。

果實蠅防治上，有賴整年持續全面共同防除，以降低其密度，目前防治方式，以

採用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雄蟲之滅雄技術法為主，另配合食物誘餌進行共同防

除，但在果園邊緣之雜林區、荒草地以及部份荒廢果園等，則以人力逐一將含毒

甲基丁香油誘殺板投放進入防治區，由於本項作業需於短時間內全面施行，人力

負擔極重，致使投放品質難以控制，為改善此一狀況，並使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

板投放作業更為落實，故發展一車載型「果實蠅誘殺藥片投放機」以期替代人工

投放作業，使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板之投放能均勻深入投放區，以增進投放作業

品質，並增加投放作業效率及操作者之安全，期使果蠅防治工作更落實。

四、產品特性：

　　果實蠅誘殺藥片投放機是以一4馬力小型汽油引擎為動力源，以驅動誘殺藥

片投放機之拋射機構及定時自動送料機構，拋射機構是由一組直徑220㎜高速旋

轉之橡膠滾筒組成，主動輪轉速2100轉，被動輪不具動力，由主動輪利用摩擦

方式驅動，使兩橡膠滾筒轉速比為1:1，以使甲基丁香油誘殺板能沿兩橡膠滾筒

接觸點之切線方向射出，進而控制誘殺板之拋射方向，甲基丁香油誘殺板之送料

機構則由空氣壓縮機提供之高壓空氣驅動，氣壓缸以一定頻率將甲基丁香油誘殺

板推入兩橡膠滾筒間，由兩橡膠滾筒夾持，再瞬間加速後射出。操作時，操作人

員首先將事先準備好之儲料筒固定於配出機構上，再將引擎動力與拋射機構及空

氣壓縮機連結，待車輛行駛至目標區後，按下起動開關，此時由空氣壓縮機所驅

動之配出機構，即以事先設好3~5秒之間隔將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板推入拋射滾

筒，並經拋射滾筒夾持、加速並以30角之仰角射出，靜風狀態下誘殺板拋射距離

約20~30公尺遠，此時再配合適當的車行速度，即可以30~50公尺之間隔，均勻

的將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板分佈於所要防治之區域內，在投放作業中如有經過連

續住家等不需投放之處，操作人員只需按下暫停開關，投放機立即停止作業，待

進作適當區域後，解除暫停開關即可恢復投放作業，如此操作人員可依田間實際

需求施放，以節省含毒甲基丁香油誘殺板之使用量，並使誘殺板投放作業更具彈

性。使用本機初步估計較人工快2～3倍，可節省總投放成本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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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機於87年技轉與歐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共計推廣25台，機械產值約300
萬元。

全自動型投放機田間作業狀況

半自動誘殺板投放機作業狀況

誘殺板人工投放作業

全自動型投放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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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穀物特徵自動選別機

二、研 發 者：何榮祥、洪梅珠

三、前　　言：

　　米粒外觀所呈現的許多特性，例如米粒長、寬、形狀、心白、腹白、背白、

色澤等，會因品種與栽種管理的不同而呈現顯著的差異，這些特性可以作為稻米

品質檢測與品種分類的重要依據，傳統以人工逐一測量法相當費時且誤差極大，

而且人工判讀主要侷限外型大小，對有關心白、腹白、背白等色澤因子則難以進

行有效量化；電腦影像辨識是一種非破壞性的檢測，不但能提供客觀快速之檢測

結果，對色彩的辨識更具有極高之鑑識能力，可以取代傳統以人眼睛與大腦的主

觀檢測，在國內外已經有運用於穀物外觀檢測之實例。本項研究工作與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萬一怒教授合作，以萬教授所發展之稻米品質自動檢測分

級系統為基礎，進行機械結構之改良，將檢測機構小型化，期應用於實驗室小樣

本之檢驗分析工作，以降低檢測誤差與節省人力提高作業效率。

四、產品特性：

　　穀物特徵自動選別機全系統包括 (1)米粒送料與定位機構：自動進料系統與

米粒檢測盛盤運動方向垂直，採批次進料，每一盛盤共72小孔裝載米粒，盛盤以

步進馬達進行驅動輸送與定位。(2)光學影像讀取機構：彩色CCD取像系統以平

面型白光LED為光源進行打光，CCD擷取影像送交影像分析程式運算。(3)影像

數值化與判讀系統程式：影像分析程式採用微軟公司之VB程式語言配合Matrox 

公司所提供之Matrox Imaging Library 影像開發工具進行開發，系統採用自動化

的影像二值分割處理，將稻米外觀加以量化計算，包含米粒面積、週長、長短

軸比、白堊值比、胴裂、心、腹、背白面積等特徵參數。量化後的參數資料可立

即進行線上計算與基本統計，也可將資料存成檔案以進行外部統計軟體分析。

(4)米粒分級系統：取得稻米影像參數分析後，將訊號通知分級系統，再利用壓

縮空氣配合高速噴嘴進行分級，機械結構部分採模組化設計，可根據使用者需求

增減，在秈稻、梗稻等不同外型稻米檢測轉換時，使用者僅需更換米粒盛盤即

可，無須進行其他調整與校準。(5) 系統操作程序自動化控制機構：機械自動化

控制模組部分利用RS232配合SYSMAC WAYS 通訊控制模組與可程式邏輯控制

器(PLC)做外部連結控制，利用導螺桿與步進馬達配合，依序進行進料、定位、

上方打光、CCD讀取反射光、下方打光、CCD讀取透射光及分級選別出料等動

作。資料分析用電腦完全整合至檢測機內部，操作時由一個鑲嵌在機體前方之觸

控式銀幕顯示所有操作選項與控制程序，使用者只要以手指點選所需之選項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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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啟動，系統即可依序完成所有動作。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3年12月非專屬授權移轉世源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

穀物特徵自動選別機外觀

穀物特徵自動選別機運作原理流程圖

稻米檢測即時影像結果分析(一)

稻米檢測即時影像結果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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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溫室內自動換棟型懸吊桿式噴霧系統

二、研 發 者：龍國維、田雲生

三、前　　言：

　　為因應氣候環境變遷與消費習性改變，農民使用設施溫網室栽培者愈趨頻

繁，尤其是蔬菜、花卉與種苗生產為最。但設施內環境較為封閉，且栽培較為密

集，極需能在設施內達成省工自動化並兼具操作安全之懸吊桿式噴霧系統。目前

該項技術與產品已臻成熟，逐漸有部分農友採用，不過這類產品通常是單棟式裝

設，當溫室為多連棟時，組裝成本會累加而相當昂貴。為了降低此成本，本場研

製完成一套「自動換棟型懸吊桿式噴霧系統」，可依設定而自動進出於多連棟溫

室內執行噴藥、灑水、葉面施肥等作業，堪稱是極為新穎之噴霧管理設備。

四、產品特性：

　　自動換棟型噴霧系統適合於多連棟溫室應用，其利用子母車原理，系統共用

單一組噴桿，而可自動換棟進出於不同棟溫室中進行噴霧作業。一般市面上所看

到的皆是單棟溫室即裝設一套系統，若溫室數量龐大，則組裝成本相當高；而本

系統係於連棟溫室前端裝設橫向軌道與自走機構，將主噴桿與縱向自走機構「揹

負」後，橫移至第二、第三或其他棟溫室中進行動作。如此除單一組噴桿外，其

餘棟溫室中之行走馬達、噴桿、控制箱等均可省下，意即溫室連棟數愈多，每一

棟平均分攤的成本可愈低；經初步以六連棟估算，可減少四組自走機構、五組噴

桿，並降低裝設成本45-50％。此種全新概念換棟方式的作用原理，經許多農友

給予肯定，亦分別裝設於蔬菜育苗場、非洲菊及蝴蝶蘭園應用，作業效率較人工

快10 倍，並節省60％農藥與噴藥工資80％。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4年4月非專屬授權移轉鍵隆農機企業有限公司，並進行商品

化生產，以及示範推廣予設施花卉、蔬菜種苗等生產應用，對於設施噴霧管理作

業，有極大的助益。另本系統為解決自走機構負重打滑與延伸作業性能而研發之

細部架構，亦以「懸吊單軌四輪傳動自走裝置結構改良」及「自動升降噴霧架結

構改良」名稱獲得本國新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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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蝴蝶蘭噴霧與監測管理

應用於非洲菊施藥作業

應用於蔬菜育苗灑水作業

換棟自走機構作業原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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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乘坐式果園割草機

二、研 發 者：田雲生、龍國維

三、前　　言：

　　果園雜草管理早期均採裸土方式而將雜草清除殆盡，近年來則逐漸改變為草

生栽培，保留園中的草皮。它的好處有涵養水份與肥份、水土保持功能較佳，以

及不致泥濘而便於工作；但相對地卻必須勤於割草，以免雜草與果樹競爭養分而

影響果實之產量與品質。以往農友大多採用背負式或手推自走式割草機進行作

業，前者有噪音大、效率低及安全顧慮等缺點；後者則操作人員跟隨在機械後步

行操控亦相當辛苦，亟需有高效率、乘坐式機型供使用，割草才會輕鬆。為此，

本場與立揚農機械廠於92-93年間執行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完成一台乘坐式割草

機，可供果園草生栽培機械化管理作業應用。

四、產品特性：

　　本機以16 hp柴油引擎為動力，具有四輪傳動、四輪轉向功能，變速箱檔位

具前進6速、後退2速選擇，輪、軸距分別為98及107 cm，最小轉彎半徑1.8 m。

割草機構為前置雙刀頭型式，藉油壓裝置來達成舉升與橫移功能。割草機經田間

測試結果顯示，其割草寬度120 cm，每小時作業效率達0.3 ha以上，較背負式割

草機快6-7倍，較手推自走式機型快2-3倍。另於割草機構上可承載1組拆卸式施

肥裝置，肥料桶容量110L（約60 kg），並採圓盤離心式撒佈作業，滿載肥料後

撒施時間約為5.5 min；而行走底盤後方亦可掛載1組雙輪式搬運拖車，載重量達

300-400 kg，可達一機多功能的用途。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4年4月非專屬授權移轉立揚農機械廠。該割草機於94年起列

入「新型農機補助計畫」之機種，迄今累計推廣約130台，除提供給果農機械化

管理應用外，亦創造產值達3,000萬元。此外，割草機前置刀具舉升、橫移與底

盤傳動機構之配置創新，獲得本國新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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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草機具四輪傳動與四輪轉向功能

割草機設計採前置雙刀頭型式

割草機於福壽桃園作業情形

割草機於葡萄園作業情形

承載施肥裝置進行追肥撒施

掛載搬運拖車進行運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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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果園施肥鑽孔機

二、研 發 者：陳令錫

三、前　　言：

　　因為農村勞力老化，施用肥料一般均採用表土施肥，常常造成肥料流失浪

費，使肥料利用率降低。目前的人力手持鑽土機械，長時間操作有身體疲累問

題，此外，當鑽頭碰觸到石頭等硬物時，手持的鑽土機械有危害操作者安全之顧

慮。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為減緩農村勞力不足的壓力及減少操作鑽孔機之危險性，

研發這台鑽土機械，提供果園深層穴施之用，將有機質肥料施於深層土穴中，以

改善田地深層肥力及土壤理化性、透氣性，並提高有機肥利用率，進而提高耕作

產量及品質，生產優質安全水果。自走式鑽孔機，鑽孔時操作者僅需控制操作

桿，不須碰觸鑽孔作業機具，可避開直接的危險，同時，鑽孔機在鑽頭碰觸石頭

或硬物時會停止轉動，避免傷及操作者及機件，提升作業安全性。

四、產品特性：

　　底盤由鋼材焊製，車體後方裝載12馬力單缸柴油引擎，驅動四輪行走機構及

油壓動力機構，前輪轉向半徑約2.8公尺，前進三檔後退一檔，駕駛座在車體中

間左側，駕駛座前方有方向盤、油門、剎車、電門開關和油壓操作桿，控制車體

行走及槓桿式鑽孔機構之昇降、迴旋、伸縮和鑽孔等四個機械動作，操作容易、

輕巧又安全。

　　果園局部深施有機肥之鑽孔作業，鑽孔機的鑽頭由油壓槓桿帶到鑽孔處，鑽

頭下壓後轉動鑽頭開始鑽孔。由於有機肥在果園的施用量大，每公頃約6公噸至

10公噸之多，開發的鑽孔機底盤上扣除引擎、駕駛座、鑽孔機構等主要元件後，

所剩空間約150公升至200公升之容積，裝載不到10包有機肥，裝栽量太少了。因

此設計二段式鑽孔施肥模式，第一段由鑽孔機專責鑽孔工作，以提高鑽孔效率，

第二段由農用搬運車載運有機肥，逐孔將有機肥施入孔中並將孔穴填平，完成鑽

孔施肥作業，如此具有簡化機構設計和降低機械製造成本之優點。施肥的鑽孔點

必須逐年變換，幾年後果樹周圍的土壤環境即能獲得全面性的改良，改良的成果

自然能夠表現出來。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機械為本場與和平農機械廠合作研製之成果，已獲專利保護。本項技術業

於94年12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和平農機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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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園施有機肥須挖溝或鑽孔深埋確保有
機質改良土壤功效

油壓鑽孔機鑽出的孔徑大，有機質施用
量大，改良改良土壤功效佳

油壓鑽孔機舉辦示範觀摩會，參加人員
仔細聆聽解說與了解機械構造

人工手持鑽孔機費力與危險

油壓鑽孔機操作簡易安全

人工手持鑽孔機鑽出的孔徑小

有 挖 有

油壓鑽孔機舉辦 範觀摩會 參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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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電動自走式升降作業機

二、研 發 者：龍國維、田雲生、陳令錫、張旭志

三、前　　言：

　　台灣地區有些設施栽培農友採行介質耕生產，直接於植床或各種容器裝填泥

炭苔、椰纖、樹皮等方式，以種植彩色甜椒、番茄、小黃瓜、辣椒等棚架式高莖

藤蔓類作物，再搭配養液滴灌與環境控制系統，可有效監控管理植株成長，堪稱

是一種高收益的生產模式。惟這些作物動輒向上攀升9-10尺高，以往農友從事枝

條固定、摘側牙、除舊葉、疏果、採收等工作，必須仰賴板凳、折疊梯等輔助登

高，作業備極辛苦；而搬運農產品、資材則多使用手推車、簡易車架等協助，相

當費工與不便。相關農友非常期盼同時有多項作業用途的省工機械可資利用，以

減輕其勞力負荷與提高管理效率。鑑於此，本場與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於94-95
年間，經由產學合作計畫之執行，成功完成一台兼具環保、省工、多功能的「電

動自走式升降作業機」，足供設施栽培農友整理植株、登高採收及搬運機械化作

業應用，甚至延伸推廣到立體雞場，以進行巡場和雞蛋撿拾之用。

四、產品特性：

　　本場與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研製之電動自走式升降作業機，採前輪轉向、後

輪驅動，以950 W直流馬達為行走動力，前進、後退具無段變速選擇，最高速分

別為前進5.24後退3.56 km/hr，最小轉彎半徑約1.6 m。其工作平台升降藉油壓裝

置帶動連桿機構來達成，最大舉升高度80 cm、載重能力200 kg（不含操作人員

重量），作業效率較人工快達3倍以上，二只24V並聯電�每次充飽電可使用2-4天
（視作業頻繁度而不同）。有鑑於市場需求之迫切性，另協助廣源農業機械有限

公司加入此機械之開發行列，而完成之機械功能與四維牌機型大同小異，僅機體

尺寸、電瓶型式及馬達規格略有差異而已。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5年8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四維機械廠限公司及廣源農業機械有

限公司。另亦協助該二廠牌升降作業機申請並完成農機性能測定，96年起列入

「新型農機補助計畫」之機種，迄今累計推廣百餘台供設施棚架高莖作物生產管

理應用，創造產值達1,00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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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牌升降作業機田間管理作業

陳場長於技術交易展示範操作機械

四維牌電動自走式升降作業機

廣源牌升降作業機田間管理作業

傳統人工登高管理與採收作業

升降作業機可應用於雞場巡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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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

二、研 發 者：陳令錫

三、前　　言：

　　電動機具沒有石化燃料污染的廢氣排放問題，而且電力來源具有可替換性，

對石化能源依存度低，電動機具是未來交通運輸的主流。我國地處高溫高濕的亞

熱帶地區，作物生長過程中噴霧管理作業，是生產管理者的一大困擾，如何減輕

噴藥管理作業之勞力負荷、減少身體接觸藥霧、提高目標作物之霧粒附著，一直

是研究人員努力發展的方向。近年我國電動機械產業有顯著之發展，而且農業設

施栽培業者體認到引擎排放的廢氣對作業者與作物有不良影響，因此於95年執行

產學合作計畫，與合作廠商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依照小型噴藥機之機體結構為

基礎，設計搬運機台，擴充功能，開發完成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

四、產品特性：

　　電動自走式鼓風噴霧機的機構簡單、消耗功率較少，載台具有升降機構，輔

助農耕資材及農作物之搬運；另外，為增加機具功能，整合藥桶、電力幫浦、噴

頭、管路及過濾器等附件，設計完成電力鼓風噴霧機構，為全電力驅動型，具有

低噪音、操作及保養簡易、無廢氣排放符合減低碳排放環保趨勢等優點，於噴霧

過程中藉由鼓風機之風力，吹送霧粒及擾動葉片，提高霧粒之葉背附著效果。自

走鼓風噴霧改良傳統人力牽管之噴霧壓力損失及減少管內藥液殘留，可節省能源

與水資源，提升葉片之霧粒附著，減輕作業者勞力負荷。農業耕作環境複雜，各

種作物有其種植特性，例如藤蔓蔬果作物有攀爬直立式網架與水平網架之區別，

因此噴霧桿需要按照作物特性設計，噴霧機具主要提供自走噴霧功能。此外，車

身比現有引擎式噴霧機小，比人力背負式噴霧機作業時間長，作業能力高，全電

力驅動，操作安靜。目前設施蔬果栽培中，藤蔓類植株向上生長，噴架高度或噴

霧方向亦須隨之調整，設計升降載台之鼓風噴霧機構，適於不同作物高度之噴

藥、葉面施肥等作業。機具作業中使用電力驅動，較為安靜，可用於禽畜舍之消

毒，減少干擾禽畜。動力自走式機具之機動性高，電動機更具操作及保養維護簡

易，作業確實之優點。卸下藥桶及噴霧組件，可做為舉升搬運用途。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7年8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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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噴霧霧粒飛灑情形

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底盤結構

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溫室內實際噴霧作業

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沒有鼓風霧粒飛灑區
域小

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鼓風輔助霧粒飛灑區
域大

電動自走鼓風噴霧機溫室內實際噴霧霧粒
附著良好

電
域域大

自 噴 實 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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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溫室無線監測系統

二、研 發 者：何榮祥、田雲生 
三、前　　言：

　　目前設施栽培技術已廣泛運用於國內作物之生產，特別是在花卉生產方面除

了使用設施栽培外，更在設施上加裝環境自動控制設備，以調整設施內之溫度、

濕度與日照強度等，以提供作物最佳生長環境，藉以提昇相關產品品質與收益，

但自動化之環境控制設備直接裝設於設施之內，管理人員需親臨現場進行操作，

人力運用缺乏彈性，再者相關作物栽培環境資料無法累積、回溯，操作管理技術

與經驗難以傳承累積，目前網際網路發達，很多資訊均可利用網際網路來傳輸，

但目前農業設施栽培，或因成本考量，或因栽培環境因素，有時必需處於偏遠

或地廣人稀的地區，此時電信業者經常基於成本考慮關係無法敷設線路，因此運

用網際網路作為傳輸控制，在農業生產管理應用上受到相當程度之限制，有鑑於

此，本研究乃運用一般民眾所廣泛使用數位式行動通信系統，結合設施內微氣候

環境偵測與控制系統作整合應用，設計出一個可以遠端無線傳輸、設備無線遙控

之監控系統，作為作物生產環境參數收集、遠端無線傳輸及設備遙控使用，期使

農業設施栽培業者人力運用更具彈性與效率。

四、產品特性：

　　本系統操作上採極簡設計，前端系統設定就像操作家電一般，只要接上電

源，再於可程式邏輯控制器之人機介面上，輸入相關控制條件與接收端之行動電

話號碼即可完成設定。系統前端由PLC與感測器組成，首先感測器量測將設施內

外所偵測到之環境數據送交PLC進行編碼、暫存，再與所設定之控制條件做比較

並對設備進行控制，接著PLC依照所設定之時間間隔呼叫GSM通訊模組，運用行

動電話簡訊系統為載台，向後端電腦及行動電話送出訊息，後端電腦以IE 6.0為
展示介面，配合 .NET Framework 2.0 、IIS Server 5.0、MS SQL Express Database 
SP2等軟體為基礎，發展示與控制介面程式，操作者使用IE瀏覽器可以顯示系統

即時狀態，歷史資料回溯、分析繪圖，在系統調整與控制方面則以圖控方式，

逆向發送對應之簡訊命令，進行控制；行動電話部分除接收簡訊訊息外，另以

JAVA程式為基礎，撰寫控制命令選單，操作人員以下拉式選單模式，選擇所需

操作條件，發送對應之簡訊命令，進行系統狀態查詢與控制。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7年12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微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

產品開發—農業機械產品開發—農業機械

121212121212333333

無線監測系統架構圖

無線監測系統網路即時監測畫面

行動通訊監控系統應用(一)

行動通訊監控系統應用(二)

前端感測系統元件

後端監測資料統計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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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基本型養液自動調配灌溉機具

二、研 發 者：陳令錫

三、前　　言：

　　地球氣候變遷，溫室效應嚴重影響自然環境，節水灌溉是必須走的方向。

肥灌在國外發展相當成熟，已開發國家約有75%以上之農業灌溉面積採用肥灌技

術。設施花卉與蔬果之生產過程，其栽培特性為利用養液土耕或介質耕，少量分

批次種植，避開集中式的人力負荷，且調配養液灌溉需視天候、土壤溼度、作物

生長階段給予不同份量的養分比例，相當耗費人力，亟需導入自動化技術，以期

降低生產成本，進而提升產業競爭力。因為農村勞動條件較辛苦，農村人口外移

及人力老化，在沒有新技術與新機具節省人力與提高工作效率前提下，不易吸引

青壯人力投入農業。近年來養液肥灌的耕作方式逐漸為農民採用，養液自動灌溉

系統無論設施土耕、介質耕及旱地果園灌溉均可使用，更無作物種類之區分，差

異只是噴(滴)頭及養液配方、施用時機等使用操作上的變更與調整。

四、產品特性：

　　養液自動灌溉系統具有不同田區種植不同作物或生長期不同，供給不同水量

與肥量之特性；使用者可依據經驗與季節，設定該作物預計生長階段(生長期、

生育期、開花期、結果期…)的日數、肥量、水量等數值，系統會自動定時定量

將養液送到指定田區。本系統可依據農民經驗與季節之差異進行個人化設定，達

到合理化施肥及減少灌溉用水的目的。方法為依據經驗與作物生長階段設定養液

配方表，分別在不同時間點切換適當的灌溉施肥量，不同田區可以控制不同養液

的輸出量，養液注入主管路中隨灌溉水即時送至田區之功能，除改良簡易傳統電

控系統之養液混合桶操作耗費時間，及養液長時間混合導致沉澱之問題外，有效

降低農耕灌溉與施肥成本，灌溉次數0-15次，每次均可預先設定切換肥灌/水灌/
停止，灌溉量可設定，控制系統電源單相AC220V，養液輸出0.5-3.5公升/分鐘，

歷程紀錄可查詢肥灌的時間點，本土開發之技術具備中文操作介面，利於我國使

用者操作，採用國產電氣控制元件，性能穩定維護容易，更具有節水、省肥、省

工、省能源、計畫生產、質量提升之功能。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8年11月非專屬授權移轉隆笙農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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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液介質槽耕小黃瓜生長情形

養液土耕滴灌番茄生長與結實纍累情形

養液介質槽耕滴灌甜瓜生長與結實情形

傳統淹灌需要大量灌溉水，水資源利用
率低

養液自動灌溉系統結合滴灌或微噴灌，省
水省肥省工

傳統肥料撒佈耗費人力，易流失與不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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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設施花卉防倒伏升降網架系統

二、研 發 者：田雲生、何榮祥、陳令錫、張旭志

三、前　　言：

　　設施花卉生產若是採收切花，對於植株的直立性要求較高，且自花苗定植前

就將支撐網平鋪於畦面上，並用ㄇ型或直杆予以固定，再隨著作物成長而調整網

高，儘量避免花莖歪斜或倒伏，以確保市場要求與商品價值。惟其栽培管理流程

相當繁複，每一期作皆須進行田區整理、滴灌管線排列、支撐網鋪設、固定杆豎

立，以及清園時之淨空作業等。目前除了整地、作畦已有小型機具可資應用外，

其餘工作項目幾乎都是靠人力為之，相當辛苦與費工，亟需藉由機械化輔助或替

代，以降低人工需求，進而擴大栽培面積與提升該產業競爭力。經查訪花農栽培

習慣與規劃評估後發現，滴灌管線排列、拆除與搬離，支撐網鋪設、高度調整、

捲收撤離，固定杆豎立、拔除與拆離等項目，應可達成預期的目標。遂於96-97
年間與協�園藝設計有限公司合作辦理產學計畫，並研發完成設施花卉防倒伏升

降網架系統，可供設施切花生產管理應用。

四、產品特性：

　　升降網架系統採用AC 220V/1hp電動減速馬達為動力源，每一栽培畦設置1
組網架，並以鋼索懸吊承載網架，藉由馬達正逆轉帶動鋼索之收放，達到上升或

下降的目的。其操控具電控箱按鈕、遙控器（手動）及時間設定、紅外線高度偵

測（自動）共4種方式供搭配應用；亦設有網架防墜腳座、防搖擺插管、頂端掛

夾，以及電控迴路保護開關等裝置，以確保操作安全。

　　本網架系統適用於設施菊、洋桔梗、康乃馨等切花之栽培管理，並足以簡化

生產流程與降低操作辛苦，每分地約節省10工與20-33％之作業成本。當花卉採

收完成後，網架可舉升至設施頂端，讓栽培區形成淨空，方便進行殘株清理與機

械整地、作畦工作；另每一畦溝上方亦可配置懸吊籃，輔助搬運切花作業，充分

顯示本產品符合產業市場需求，甚具推廣潛力。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98年11月非專屬授權移轉協�園藝設計有限公司，現正商品化

生產與推廣應用，相信對於提高設施花卉栽培面積與作業效能，必有極大的助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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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降網架系統組成架構示意圖

升降網架應用於設施菊花生產

網架升至頂端而便於機械整地

網架升至頂端而便於機械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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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名稱：百香果自動嫁接機

二、研 發 者：欒家敏、李中正、龍國維、田雲生、林砂、林文進

三、前　　言：

　　台灣地區百香果栽培面積約400公頃，因毒素病、疫病等為害嚴重，種苗生

產已由實生苗改為嫁接苗，以確保植株優良特性，並增加對土壤、氣候之適應

性，以及延長生長壽命。而百香果嫁接苗95％以上在台中區內育苗與產出，但

嫁接工作完全依賴人工，整體作業流程約5-7人同時進行，並最少需要2名技巧熟

練、專門負責接穗的切削與砧木苗劈開之技術人員。由於農村勞動力老化，技術

工聘僱不易，極需發展嫁接作業之機械化、自動化，以期提高效率、降低成本。

鑒於此，本場與中興、嘉義大學農機系（現皆更名為生機系）等單位共同合作，

開發完成了一台百香果種苗自動嫁接機，足供農友參考應用。

四、產品特性：

　　百香果種苗自動嫁接機設計輕巧簡潔，單人即可操作，主架構包括接穗切削

傳送、砧木剪切傳送、砧木劈開、嫁接夾排列供給、嫁接苗夾持固定、電氣控制

系統等，可一貫化自動完成切斷砧木苗、切削接穗插接口、劈開砧木、將接穗插

接入砧木後、送出嫁接夾使夾持固定等一連串工作，做成完整的嫁接苗。經測試

結果顯示，每株嫁接苗平均作業時間約為17.3 sec，即每小時可嫁接208株，較人

工快達2.4倍；同時因單人單機作業，效益上至少可取代節省2-3名嫁接工，年節

省工資達20-30萬元；而其嫁接成功率約為91％，成活率則是96％。本產品設計

精良，具新穎性、進步性與產業利用性，全機及細部結構分別獲得本國1項發明

與3項新型專利。除可提升百香果種苗之嫁接品質與均一性，並適用於多種需以

頂劈接方式嫁接之作物，如木瓜、茶苗等，對於降低種苗成本、提高產能與效

率，皆有長足的效益。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百香果種苗嫁接機市場需求較小，目前僅推廣3台供示範試作之用，但其為

國內最早研製完成之自動嫁接機，不僅帶動本土化嫁接機械化研發，亦促進國內

嫁接產業升級，進而提升該產業農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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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機操作情形及完成之嫁接苗

嫁接夾排列、篩選與直線輸送裝置

百香果種苗自動嫁接機外觀

傳統人工嫁接需要5-7人同時進行

接穗、砧木插接與夾持情形

百香果自動嫁接機作業流程



130 131313131313000000

一、產品名稱：唐菖蒲種球挖掘機

二、研 發 者：何榮祥、田雲生 
三、前　　言：

　　我國球根花卉82年總栽培面積約1300公頃，產量約27,000萬支，產直達新台

幣27億元，其中又以唐菖蒲及百合為大宗，但所需種球主要來自進口，僅唐菖蒲

及百合兩項合計達6億6千萬元，約佔進口金額95％。唐菖蒲種植每分地約需3萬
至4萬個種球，每個種球約1～2元，種球所需費用龐大，農民多於切花採收後再

行回收種球，以降低成本，但目前種球收穫作業，均賴人工逐一挖掘，人力需求

龐大，致使栽培面積無法擴大，雖然台糖公司業已引進全套種球生產設備，並進

行相關之生產，但在尚未能充分供應市場所需，並取代進口種球之前，農民為降

低生產成本而個別進行唐菖蒲種球回收仍屬必要，因此發展利用機械挖掘方式，

將種球迅速掘起，並與土壤分離，以減輕種球採收作業對人工之需求，為解決目

前農民經營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四、產品特性：

　　小型中耕機附掛型是以小型雙輪式中耕機為本體，首先將原有之耕耘部拆

除，並將挖掘部附掛於原來耕耘部之位置，引擎則更換為 8馬力單缸柴油引擎，

並將引擎位置向前延伸，藉以平衡機體前後之重量，以便於操作。驅動輪則換裝

成外徑80cm之人字型橡膠輪，以避免作業時產生輪胎打滑現象，並獲取足夠的

底盤高度，使機械操作時得以跨畦行進，而且不必顧慮機械底盤觸及畦面。種球

挖掘部之構造主要由挖掘用犁頭、種球輸送鏈條、犁體高度調整桿、犁頭角度調

整螺桿及其他固定機構組成。中耕機附掛型挖掘機利用滑板行走於畦溝中央，並

做為支撐，用以抵抗犁頭切削土壤所產生之下吸引力，以及承載位於輸送鏈條上

之土塊重量，避免犁頭在作業進行中繼續向下深切。犁頭切削深度調節則由犁頭

角度調整螺桿與犁體高度調整桿根據畦面高度與種植深度配合調整。犁頭切削深

度以種球位置下方3～5公分為準，角度則對地維持在30∘左右。機械進行挖掘

作業時，種球及土塊被犁頭掘起並沿輸送鍊條向上舉昇，並向後輸送，而輸送鏈

條之水平線速度大於機械行走速度，如此可以有效將犁起之土條撕裂，並快速後

送，避免土塊在輸送鏈條上堆積，造成挖掘機輪胎打滑。此外在輸送過程中，輸

送鏈條亦同時做上下震動，以加強對土塊之破壞及分散效果，使唐菖蒲種球與土

壤分離，最後拋擲於後方的畦面上。

五、推廣及技術轉移情形：

　　本項技術業於86年8月由農委會將技術移轉與康榔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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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菖蒲種球挖掘機外觀

唐菖蒲種球挖掘機田間作業(一)

唐菖蒲種球挖掘機田間作業(二)

採收後之唐菖蒲種球



132 131313131313222222

一、產品名稱：手扶式半自動雙行蔬菜移植機

二、研 發 者：田雲生、龍國維、欒家敏

三、前　　言：

　　臺灣地區蔬菜栽培面積逾18萬公頃，其中甘藍、結球白菜、花椰菜、大芥

菜、番茄、番椒、茄子、球莖甘藍、嫩莖萵苣等採先育苗再移植，面積約有7萬
公頃。傳統移植作業幾乎以人力為主，每公頃需要12工，相當辛苦且耗費時間。

鑒於此，本場與中興大學農機系（現更名為生機系）合作開發一台單人操作、跨

畦行走，適合於一畦兩行式田區使用的半自動蔬菜移植機，期望能解決農村移植

人力不足問題，並配合蔬菜穴盤苗之推廣，可供農友參考應用。

四、產品特性：

　　本機配置6 hp汽油引擎，後二輪驅動、前二輪支撐導向，具前進2速、後退1
速選擇，並藉油壓機構調整機體距地高。盛苗轉盤供苗機構包含10只待植苗杯，

配合2組鴨嘴杯種植機構使用，其中奇數杯菜苗供給右側鴨嘴杯；偶數杯則供給

左側。此兩組鴨嘴杯藉由連桿組帶動呈橢圓形迴轉，並以180∘角度差輪流於最

高點承接盛苗轉盤落下之菜苗，再植入畦面上。其種植行距固定為40 cm，株距

則具有35、40、45、50 cm四段選擇，並採快速更換鏈輪的調整方式，變換極為

簡便。畦面整平兼畦高自動追蹤機構係與油壓舉升機構配合作動，可隨著車行而

　　田間作業時，移植機二前輪循著畦溝與畦壁自行前進，操作人員僅需隨車移

動，並自穴盤取苗，投入盛苗轉盤之苗杯內，機械即自動將菜苗交由鴨嘴杯，交

錯定植至畦面上再予以覆土。在操作熟練的情況下進行甘藍穴盤苗移植，並以

「蔬菜移植機性能測定方法與暫訂標準」為參考依據，則機械最快的作業速度

是0.33 m/sec，每小時約可移植1分地，較人工作業快達11倍；而作業精度的量測

結果：缺株率2.4％、倒伏率0.4％、無傷苗、種植深度與實際株距合格率分別為

99.6％和100％，皆符合性能測定標準的要求，並可節省63％的工資成本。

五、推廣及技術移轉情形：

　　本移植機盛苗轉盤因結構創新且設計新穎，於87年獲得本國新型專利；該機

並於88年專屬授權技術移轉予大地菱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進行商品化生產，以

及示範推廣10餘台於全省蔬菜專業區使用。期望藉由田間移植機械之開發、推廣

與應用，加速蔬菜穴盤苗推廣，以提升本省蔬菜品質與產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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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移植機田間作業情形

蔬菜移植機示範操作觀摩會場景

手扶式半自動雙行蔬菜移植機

鴨嘴杯交錯定植菜苗後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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