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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中部農產加工技術介紹 
陳令錫 

 

摘  要 
於 98 年 11 月 16 到 27 日參加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ARDO)資助在印度

Bhopal 中部農工試驗所(CIAE)舉辦的┌農產品小規模加工與增值之設備與

技術┘訓練課程，AARDO 成立於 1962 年，是一個獨立的政府間組織，由

來自亞洲與非洲 30 個會員國組成，致力於發展與探索會員間彼此的問題，

瞭解與讚賞彼此的優勢，集體為促進人民福利和根除農村之間的飢渴、文

盲、疾病、貧窮問題而努力。 

CIAE 為印度農業研究理事會(ICAR) 轄下 97 個關於農業教學試驗研

究單位中，6 個農業工程試驗所中的一個，主要任務為透過農業機械化、

收獲後處理與保護加值、能源管理、灌溉排水工程及資訊技術等五大領域

提高農業產量與收益。CIAE 目前有農業機械、收獲後處理技術、農業動

力與能源、技術移轉與灌溉排水工程等 5 個課、大豆加工與利用中心、農

業研究資訊系統室、圖書館及儀器室等單位，受命任務為研究發展以促進

農業機械化、農產品收獲後處理與農產廢棄物增值及農業能源再生有效利

用、透過土地開發及有效灌溉與排水設施以保護土壤與水資源，藉由訓

練、展示及原型機生產與供應達成技術移轉的資訊傳播功效。 

本次訓練課程 6 位學員分別來自台灣、約旦、模里西斯、奈及利亞、

肯亞與蘇丹等 6 國，課程內容包括演講、實習、田間參觀、國家簡介等，

強調小型農家規模加工與增值創造自己開業的機會。實習課程主要參觀

dal、穀物磨粉、香蕉飲料、木瓜乾、豆漿、豆腐、大豆擠壓食品、魚飼料

等備料與加工，以及生質能源、電腦輔助設計 CAD、人因工程介紹、生質

能源開發運用等。 

印度百分之七十人口，與百分之九十賤民居住在農村，大部分農民沒

有土地，替地主耕作賴以為生，印度因為種姓制度根深蒂固，憲法在前言

中禁止因為不同種姓而有歧視待遇，但是農村土地仍為地主所有，農民普

遍貧窮與缺糧，由於農村人口眾多勞動力充足，因此研究機構針對農村需

求開發許多農用手工具，在 CIAE 的研究成果中有很多農用手工具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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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滿足農村需求，如玉米脫粒管、人體工學鐮刀、花生脫殼器、腳踏馬

鈴薯去皮機、腳踏馬鈴薯切片機、可攜式製炭窯、無菸烹飪爐、太陽光烹

飪器、人力手推播種器、婦女人力築畦器、中耕鋤草器等。 

印度人口眾多，糧食及蛋白質供應短缺問題一直存在，幅員廣闊，糧

食運輸耗費能源，發展小規模加工設備推廣到各鄉村，減少農產品運到大

工廠加工成 2 級產物後再回銷到各鄉鎮的運輸成本，此政策擬增加農村創

業機會與農民收益、改善農村經濟。 

 

前  言 
辦理單位 

98 年 6 月經過本場推薦報名參加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fro-Asian Rur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ARDO)於 98 年 11 月 16 到 27 日在印度 Bhopal

中部農工試驗所(Centr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IAE)舉辦的┌

農產品小規模加工與增值之設備與技術┘(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for 

Processing and Value-addition to Agricultural Produces at Small Scale / Rural 

Level) 訓練課程之候選人，我國農委會有 2 個候選人名額，幸運地在 98

年 9 月 25 日接獲通過審核得以參加之通知函，直到 11 月 11 日收到電子機

票才確定成行，學習印度中部農工研究發展。 

AARDO 成立於 1962 年，是一個獨立的政府間組織，由來自亞洲與

非洲 30 個會員國組成，致力於發展與探索會員間彼此的問題，瞭解與讚

賞彼此的優勢，集體為促進人民福利和根除農村之間的口渴、飢餓、文盲、

疾病、貧窮問題而努力。AARDO 秘書處設在印度新德里，另有埃及、加

納、辛巴威、約旦與南韓等 5 處地區辦公室。經費來源主要由會員國捐獻

年費作為辦理年度技術會議、訓練、講習與研討會，計算基準為 AARDO

參考各會員國當年支付給聯合國農糧組織(FAO)的貢獻金額。 

 

內  容 
 

印度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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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位於亞洲次大陸，自北方喜馬拉雅山起，經恆河平原及德干高

原，向南伸入印度洋，西瀕阿拉伯海，東濱孟加拉灣。南北縱長 3214 公

里，東西約 2933 公里，面積達 328 萬 7000 餘平方公里，係世界第七大國。

首都新德里位於北部平原，面積 1500 平方公里，屬中央直轄特區，市區

人口 1400 餘萬，為多數國人前來印度旅遊之起點。印度人口眾多，高居

世界第二。根據 2001 年人口統計，全國人口達 10 億零 2700 多萬，約佔

世界總人口 16%，年增長率為 2.2%，惟教育普及率低，迄今文盲率仍高達

40%。印度氣候屬熱帶雨季型，除北方山區嚴寒，終年積雪外，全年可分

冬夏秋三季：12 月至次年 2 月為冬季，氣溫攝氏約 5 度至 25 度；3 月至 9

月為夏季，漫長酷熱，氣溫常在攝氏 35 至 48 度之間，10 至 11 月為秋季，

氣候怡人；每年 7 月至 9 月為季風（Monsoon）季節，降雨較多，氣溫稍

低。 

印度語言複雜，官方語文有 14 種之眾，其中以 HINDI 語系人口居多，

惟政府運作及商務活動則以英文為主。印度社會階級明顯，自古以來之種

姓制度，將人民區分為尊卑貴賤之不同等級。種姓世代沿襲，相互禁止通

婚，甘地領導獨立運動時曾大力破除階級觀念，惟社會積習已深，效果有

限。另外印度宗教複雜，八成國人信奉印度教外，另為回教、錫克教、耆

那教、佛教、拜火教及基督教等，宗教間排斥性高，加上種族及語言之糾

葛，彼此瞭解有限，互信不足，以致常有動亂，造成社會不安。種姓階級

與宗教對立，為印度社會長期以來難以解決之隱憂。 

 

印度中部大城 Bhopal： 

Bhopal 位於印度中部海拔約 500 m，為印度中央邦(Madhya Pradesh)

首府，因築城於 2 個湖之畔又稱湖之城，面積約 298 平方公里，2001 年人

口統計約 146 萬人。Bhopal 機場位於西北方 10km，國內班機飛往新德里

與孟買飛航時間約 2 小時。網路搜尋鍵入 Bhopal 找到的是 1984 年發生在

該地的有毒氣體外洩事件，聯合碳化印度公司(Union Carbide India Limited)

農藥廠致命氣體異氰酸甲酯(Methy Isocyanate，簡稱 MIC)外洩，造成歷史

上慘重的工業災難，奪走數千人生命及倖存者長期健康的磨難。 

 



 - 123 -

印度的農業研究機構 

印度農業研究理事會(The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CAR)是隸屬於印度農部轄下農業研究與教育司底下的獨立組織，成立於

1929 年 7 月 16 日，總部在新德里，負責統籌、指導與管理包括園藝、漁

業與動物科學之研究與教育的全國最高指導機關。ICAR 有 97 個教學試驗

研究單位遍佈該國，為世界最大的國家農業系統之一。ICAR 的農業研究

與技術發展扮演綠色革命的先鋒角色，自 1950 年來糧食穀物增產 4 倍、

園藝作物增產 6 倍、漁業 9 倍、牛奶 6 倍、蛋 27 倍。ICAR 在高等農業教

育上扮演提升卓越的主要角色，各領域研究人員的科學與技術發展成究在

各該領域受到國際公認的肯定。 

ICAR 為一龐大組織，轄下 97 個單位中有 45 個試驗所，其中 6 個為

農業工程試驗所，主要任務為透過農業機械化、收獲後處理與保護加值、

能源管理、灌溉排水工程及資訊技術等五大領域提高農業產量與收益。 

 

中部農工試驗所(Centr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IAE) 

CIAE 位於該城北方約 7 公里處，於 1976 年 2 月 15 日成立，初期研

究發展農業機械、收獲後處理技術及農業動力與能源，後續增加技術移轉

課與灌溉排水工程課，目前有上述 5 個課、大豆加工與利用中心、農業研

究資訊系統室及儀器室等單位。CIAE 受命任務為研究發展以促進農業機

械化、農產品收獲後處理與農產廢棄物增值及農業能源再生有效利用、透

過土地開發及有效灌溉與排水設施以保護土壤與水資源，藉由訓練、展示

及原型機生產與供應達成技術移轉的資訊傳播功效。本次為期 2 週的訓練

課程及學員食宿與生活上相關的問題直接與技術移轉課課長 Dr. Biswas 及

課員 Sunil Agrawal 負責接洽，如安排到市區銀行換印度盧比與購買生活用

品、餐餐都是辣咖哩、特別要求安排到灌溉排水工程課了解該課研究成果等。 

訓練課程 

印度人口眾多，糧食及蛋白質供應短缺問題一直存在，在農村約 3 分

之 1 人口缺糧度日；沒有足夠乾淨飲用水，灌溉排水技術之發展受到重視；

幅員廣闊，糧食運輸耗費能源，發展小規模加工設備推廣到各鄉村，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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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運到大工廠加工成 2 級產物後再回銷到各鄉鎮的運輸成本、增加農

村創業機會與農民收益、改善農村經濟。 

本次訓練課程 6 位學員分別來自台灣、約旦、模里西斯、奈及利亞、

肯亞與蘇丹等 6 國，課程內容包括演講、實習觀摩、田間參觀、國家簡介

等，強調小型農家規模加工與增值創造農民開業的機會。實習課程主要參

觀 dal、穀物磨粉、香蕉飲料、木瓜乾、豆漿、豆腐、大豆擠壓食品、魚飼

料等備料與加工，以及生質能源、電腦輔助設計 CAD、人因工程介紹、生

質能源開發運用等。 

田間參觀課程參觀 Bhopal 市郊北邊一座占地遼闊的穀物(大豆、小

麥、gram…)、水果蔬菜交易市集(mandi)，大豆與小麥分別在不同場區交

易，商人 trader 與交易員同時聚集在農家的曳引機拖車處檢查穀物品質及

喊價搶購，價格高者成交。當時政府對大豆保證收購價格為每袋 2000 盧

比/90kg/bag。該交易場附設的大型穀物脫殼分級加工廠，其中的小麥選別

分級生產線採用歐洲進口的 Buhler 振動選別機與色彩選別機，選別速度很

快。 

課餘時間於試驗所內散步，看到許多附掛式播種機，走到農場參觀看

到禾本科作物機械播種後之發芽率與生長情形良好，顯示播種機亦為CIAE

的重要成果之一。 

同時間 CIAE 舉辦另一開放國內學員參加的生質能源課程：生質油

料—永續可替換石化能源的燃料，參加學員來自印度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

老師，可見該國重視未來永續燃料的研究與推廣。每天與該課程學員在同

一餐廳用餐，當地學員的三餐都是米飯、咖哩口味的雞肉/羊肉、咖哩蔬菜

湯與加香料的綜合豆類濃湯(由扁豆、碗豆及豆類混合)以及小麥烤薄餅

(roti,chapati)。綜合豆類濃湯是農村貧民與不吃肉的素食者優良的蛋白質來

源。 

CIAE 的 Guest house 網路資源不足，2 棟學員宿舍約 30 餘人共用一台

PC 上網查資料與收發 Email，辦公大樓也只有研究人員可以上網，感覺相

當不便，尤其剛到 CIAE 時需要跟家裡報平安，還得把正在使用該 PC 的

學員趕起來，那種感覺很不好。夜裡整點會聽到敲擊金屬的聲音，原來CIAE

面積遼闊，3 個大門、宿舍區與試驗田總計有 7 個崗哨，敲擊金屬聲音是



 - 125 -

晚上確認哨點人員到位值勤與發生狀況時警報之用。 

從抵達印度機場就可以明顯感受到印度曳引機工業發達與廣大的市

場，孟買國際機場內很多曳引機掛拖車搬運行李與貨物。城市與鄉鎮道路

上同樣地曳引機拖車載運貨物與人員的畫面隨處可見，此外，道路上行

人、手推車、牛隻、牛車、機車、三輪車、小汽車、小客車、小吉普車、

大貨車等混雜出現顯得熱鬧與危險。 

印度社會階級明顯，自古以來之種姓制度，將人民區分為 4 個不同等

級，階級最高的是白色，婆羅門，包括學者與主司祭祀的僧侶，他們是眾

生與印度教神祇之間的連繫；其次是紅色的刹帝利，包括王族與戰士，負

責司法與統治；再次是以黃色為代表的吠舍，包括商人及庶民；最後是黑

色的首陀羅，包括工匠與奴僕。印度獨立之後，廢除種姓制度，憲法在前

言中禁止因為不同種姓而有歧視待遇。但是印度百分之七十人口，與百分

之九十賤民居住的農村，因此改變遲緩。大部分農民沒有土地，替地主耕

作賴以為生，因此在 CIAE 的研究成果中有很多農用手工具的開發，滿足

農村需求，如玉米脫粒管、人體工學鐮刀、花生脫殼器、腳踏馬鈴薯去皮

機、腳踏馬鈴薯切片機、可攜式製炭窯、無菸烹飪爐、太陽光烹飪器、人

力手推播種器、婦女人力築畦器、中耕鋤草器等。 

 
結  語 

感謝各級長官的愛護與支持完成此次印度學習之旅，雖然在 98 年 9
月已經確定獲選參加，但是一直不敢申請印度簽證，因為飛機票與食宿問

題到 11 月初還沒有消息，直到林試所一位參加新德里 GIS 訓練的同仁已

經順利成行，才提出簽證申請，11 月 10 日農委會公函與 11 月 11 日收到

電子機票才確定成行。 

台灣有航班直飛新德里，航行時間一天就可抵達，但是此行機票由

AARDO 提供，來回均經吉隆坡轉機，2 天才抵達孟買，浪費許多寶貴時

間在飛航與轉機。 

印度因為種姓制度根深蒂固，憲法在前言中禁止因為不同種姓而有歧

視待遇，但是農村土地仍為地主所有，農民普遍貧窮與缺糧，由於農村人

口眾多勞動力充足，因此研究機構針對農村需求開發許多農用手工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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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脫粒管、人體工學鐮刀、花生脫殼器、腳踏馬鈴薯去皮機、腳踏馬鈴

薯切片機、可攜式製炭窯、無菸烹飪爐、太陽光烹飪器、人力手推播種器、

婦女人力築畦器、中耕鋤草器等。 

印度幅員廣闊，糧食運輸耗費能源，發展小規模加工設備推廣到各鄉

村，具有減少農產品運到大工廠加工成 2 次產物後回銷到各鄉鎮的運輸成

本，此政策擬增加農村創業機會與農民收益、改善農村經濟等功能。 

印度水源不足、衛生條件差、路面條件差、交通混亂、路口空氣中煙

塵密佈、除市中心外很少紅綠燈，沒有足夠乾淨飲用水，因此農耕灌溉排

水技術之發展受到重視。 

印度全國有 6 個農業工程試驗所，素質高、研發潛力雄厚，CIAE 除

農業機械與動力之外，發展農產品加工技術、生質能源技術、灌排水技術、

人因工程等均具成果，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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