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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番石榴是臺灣重要常綠果樹之一，可周年開花結果，其生育期之
管理工作相當繁複，包括整枝修剪、施肥、灌溉、病蟲害防治及疏果
等，雜草管理更是推行果園草生栽培相當重要的工作項目。目前已有
割草、施肥、噴藥、修剪、殘枝粉碎、搬運等機械可供田間管理作業
應用，而其他各類省工機械化之研究與開發亦持續進行中。惟栽培果
園若地形崎嶇不平、行間有排水溝、過度密植、枝幹低垂者，將不利
於部份作業機械之操作。因此建議果農將田區妥善規劃，尤其具有較
寬敞的行株間距，除日照、通風條件較佳外，對於各類機械更能發揮
最大的功能。

關鍵字：番石榴、割草機、施肥機、噴藥機、粉碎機、搬運機。

前

言

番石榴（Psidium guajava L.）又稱為芭樂，是臺灣重要常綠果樹
之一，可周年開花結果，栽培面積 7,225 ha，約佔水果總面積的 3.5
％，年產量逾 13 萬公噸。中部地區（彰化縣、南投縣及臺中市）生
產面積 1,527 ha（佔 21％強），主要品種為珍珠拔、二十世紀拔及水
晶拔等三種，其中珍珠拔栽培管理省工、品質優良，且市場平均價格
也較穩定，是目前農友最常選用栽植的品種。而番石榴果品大多以供
應國內鮮食消費市場為主，近年來則積極開拓外銷市場，包括加拿
大、香港、中國大陸等地，期能獲取更多、更高的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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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栽培田區宜選擇交通便利、日照及水源充足、排水良好、
土地平整等條件為佳；而種植密度有園藝專家建議每公頃 400 株左
右，或行、株距至少 3.5~4 m 與 2.7~3.6 m，可方便機械操作及增加
通風性。若栽植過密的果園，則日照不均、通風性差、病蟲害發生較
為嚴重，且田間管理、採收等作業皆耗工費時。所以，本場近年來致
力於番石榴栽培管理技術之試驗研究，也配合進行果園田間作業機械
之開發與應用，包括乘坐式割草機、開溝施肥機、施肥鑽孔機等，並
有不錯的推廣績效；另其他試驗改良場所亦針對果園管理省工機械化
作業加以研發，希望對於番石榴在內之水果栽培農友有所助益，進而
達到節省作業工時、提升生產競爭力的成果。茲針對現行各類果園田
間作業機械加以介紹與說明。

內

容

番石榴栽培與一般果園類同，每年生育期之管理工作非常繁複，
包括施肥、灌溉、病蟲害防治、整枝修剪及疏果等，雜草管理更是推
行果園草生栽培相當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目前已有割草、施肥、噴
藥、剪枝、殘枝粉碎、搬運等機械可供田間操作應用，而更多省工、
高效之作業機具正持續開發與推廣中。惟各地番石榴田區條件、果農
栽植習慣不盡相同，其中地形崎嶇不平、行間有排水溝及作物過度密
植、枝幹低垂者，恐不利於部份機械化之操作。
一、割草機械
果園草生栽培可防止表土流失、涵養水份、調節土溫、減少耕犁、
提高土壤理化與耐壓性，以及不致泥濘而便於工作。但相對地各種草
類會與果樹競爭土壤中的水份、養分和二氧化碳、光線，進而影響作
物的產量及品質，必須經常或定期修剪，以維護優良草相與適當高
度。依據果農經驗估算，平均一年共需割草 7~8 次，每公頃雜草管理
費用就高達 80,000 元之多，所費不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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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農友大多採用背負式割草機（有軟、硬管之分，並搭配一字、
三角、八刃、圓鋸等刀片或牛筋繩）或自走式割草機（區分為圓盤、
錘刀二種型式）進行作業（如圖一、圖二）
，且各類廠牌、型式林立，
不勝枚舉。但前者有噪音高、震動大、效率低及安全顧慮等缺點；後
者雖作業效率較高，但部份機種割長草時，會有纏繞刀軸而造成過負
荷或機件損傷等情形，且工作人員跟隨在機械後方步行操控亦相當地
辛苦。農友因而亟需有高效率、乘坐式機型供使用，以降低其作業負
荷與管理成本。為此，本場與臺中縣后里鄉（現更為臺中市后里區）
立揚農機械廠辦理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完成一台果園乘坐式多功能割
草機（如圖三），以 16 hp 柴油引擎為動力，具四輪傳動、四輪轉向
功能，割草機構設計為前置雙刀頭型式，作業寬度 120 cm，每小時
作業效率達 0.3 ha 以上。另於割草機構上可承載拆卸式施肥裝置，肥
料桶容量 110 l（約 2-3 包肥料量），採圓盤離心式撒佈作業，供果園
施追肥之用；而割草機後方亦可掛載雙輪式搬運拖車（如圖四），負
載重量達 300~400 kg。該機已完成性能測定與技術移轉程序，並進行
商品化生產與銷售，目前已推廣逾 150 台於各類草生栽培果園管理應
用。
另台東區農業改良場與高雄市小港區大地菱農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研製完成一台四輪傳動乘坐式割草機（如圖五），同樣採
用 16 hp 柴油引擎、前置雙刀頭型式，每次割草寬度 98 cm。其在番
荔枝果園進行割草作業試驗，當草莖高度 30~40 cm 時，工作效率約
0.33 ha/hr； 70 cm 以上則為 0.13 ha/hr。東改型大地菱牌割草機同樣
依序完成性能測定、技術移轉與列入新型農機補助機種，並進行商品
化生產應用。又台東場亦試驗研製乘坐式果園側移中耕除草機、錘
（鎚）刀式割草機，以及農機廠商自行開發並納入補助機種之乘坐式
割草機，包括賜合牌 SH-168 型、新農牌 SL-1370 型等，皆具有參考
利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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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肥機械
合理化施肥，可以改善土壤生產力、避免環境汙染、提升作物產
量與品質，並降低生產成本等。而果園施肥不外乎有點（穴）施、條
（表面或開溝）施及表面撒施等方式，且目前已有諸多類型的施肥機
械可供選用，但先決條件是栽培田區內須有足夠寬敞的空間讓機械進
行工作。
在點施方面：最常見的是手持式鑽土機械；花蓮區農業改良場進
行手拉式鑽孔機、果樹立體施肥機械之研製；本場與南投縣國姓鄉和
平農機械廠產學合作研發果園乘坐式施肥鑽孔機；農業試驗所與名間
鄉高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自走式鑽孔施肥機。在條施方面：
本場與中興大學農機系（現更名為生機系）合作研發中置、旁置挖溝
施肥機；台東農改場研製果園中耕施肥機；花蓮農改場開發果園有機
肥條施機械等。在撒施方面：台東農改場針對不同果園管理需求，分
別研製果樹施肥撒佈機、自走式施肥機、履帶式施肥機；花蓮農改場
則開發果園有機肥施肥機等，可供番石榴在內之果園依管理需求而應
用，並達節省工時、提高效率的成果。
三、噴藥機械
臺灣中部番石榴生育期間主要發生病害有炭疽病、黑星病、瘡痂
病、立枯病及煤煙病等；蟲害則有東方果實蠅、斑星天牛及介殼蟲等。
本場植物保護研究室同仁除進行各類病蟲害防治技術之研究，並將相
關成果推廣予農友參考應用。
傳統藥劑防治作業是利用高壓動力噴霧機牽軟管噴藥（如圖
六）
，若以台東地區的番荔枝為例，其每公頃作業時間約 10 hr，施藥
水量為 1,200 l；另有利用自走式鼔風噴藥機進行病蟲害防治工作，效
率高、操作方便。亦有農友針對番石榴之枝條低垂等問題，自行將鼔
風噴藥機底盤修改至極低（如圖七），以符合省工管理機械化作業需
求。台東區農業改良場開發之自走式鼓風噴霧車（如圖八），採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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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引擎設計，分別驅動機體行走及鼓風噴霧作業，每小時可噴藥
0.5 ha，工作效率為人工的 10 倍，用水量比一般人工噴藥節省 17％，
該項技術已移轉給新竹市端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製造推廣。另國內農
機業者自行研發果園用鼓風式噴霧機，並完成性能測定與商品化上市
者亦不在少數，包括佳農牌、永三源牌、賜合牌等諸多型式（如圖九）
，
其對於臺灣果園病蟲害防治機械化作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果園管路噴藥系統（如圖十）是另一種病蟲害防治作業方法，可
依田區地形、作物生長情況加以設計，且不用整坡及砍除植株就可達
到自動化噴藥的目的，每公頃 1 人操作只需 30 min，其效率為人工噴
藥之 40 倍。台東農改場曾開發噴水、噴藥兼用式自轉噴頭，並將該
技術移轉給多家業者生產應用；也研製電動送風式防護面具，有口罩
型及面罩型 2 種，可提供果農在噴藥時配戴，在作業中能呼吸到清
涼、潔淨的空氣，避免農藥中毒。
四、整枝修剪機具
番石榴整枝的目的在使枝幹、葉片平均分佈，並剪除雜亂、重疊
的枝條，以利日照及通風，對於果實產量與品質的影響甚鉅。而植株
高度最好控制在 2 m 左右，較方便疏果、套袋等管理作業。其中細枝
條靠農友手持修剪鋸、剪定鋏等進行修剪作業，工作極為費力，現已
有氣動或電動式剪定鋏可輔助作業，惟售價稍貴，尚未能普及應用；
較粗枝幹則以鏈鋸為之（如圖十一）
，並有不同動力源（引擎或電力）
、
長度可供選擇，其雖然笨重，但售價合理，已廣泛被使用。另農業試
驗所配合栽培管理技術之改善與建立，研製果樹樹型整修機（如圖十
二），採用往復式剪切刀具，在果品收穫後之適當時期，將部份枝條
截斷，營造截頂角錐之矮化樹型；該機可採用單側或雙側整修作業，
每公頃作業時間約為 8 工時，較傳統人工修剪快 20 倍之多。
五、殘枝粉碎機械
果樹整枝或調整樹型而修剪的枝條，如果任意散落棄置於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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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但有礙觀瞻、妨礙田間管理作業，也會成為病蟲害藏匿的處所；
若將其打碎製成有機堆肥，再回施果樹園內，可減少許多麻煩與提升
殘枝利用率。目前國內外皆有各種類型之粉碎機供不同需求而選用，
其中台東農改場分別研製自走式與曳引機附掛式機型（如圖十三）各
一台，前者以 8 hp 汽油引擎為動力，每小時作業量 300~500 kg，最
大材徑 50 mm 以內；後者則為 700~1,000 kg 與 70 mm，並適合於大
面積果園使用。高雄農改場也曾開發自走式果樹殘枝粉碎機（如圖十
四）
，以 13 hp 汽油引擎驅動，每小時作業量 800~1,500 kg，最大材徑
60 mm，粉碎後粒徑在 0.5 cm 以下，適合於印度棗、蓮霧、芒果、檳
榔及椰子葉等作物應用。另農機廠商亦自行製造銷售自走式、油壓行
走式、拖掛式、電動式、履帶式等機型，甚至有客製化產品，如金超
耘牌（如圖十五）及樹得牌、力虎牌碎枝機等。
此外，有農民利用鎚刀式割草機（或稱散置式碎枝機）進行果園
殘枝粉碎應用，當枝條直徑在 25 mm 以內，機械工作輕鬆、粉碎效
果佳；枝條介於 25~35 mm，約需往復行走 3 次方符合預期；但直徑
超過 35 mm 時，則作業性能不良，較不適合使用。散置式碎枝機有
自走式（使用 10~13 hp 汽油引擎）及乘坐式（使用 16 hp 柴油引擎）
（如圖十六）兩種機型供選擇。
六、搬運機械
番石榴田區若土地平整、種植行株距規劃得宜，除了制式農地搬
運車（如圖十七）可進入輔助採收及各類資材搬運作業外，其他包括
動力拖車（如圖十八）、履帶搬運車、輪式搬運車、軌道車等運輸機
具皆可暢行無阻，否則只能靠獨輪車，甚至人力為之。

結

語

番石榴植株適應性廣，若以果園栽培機械化而言，因農村勞動力

143

老化、外移而短缺，應用農機具輔助生產作業實刻不容緩而勢在必
行。惟建議相關果農將田區予以妥善規劃，尤其具有較寬敞的行株間
距，除日照、通風條件較佳外，對於各類機械更能發揮最大的功能。
謹藉由此次研討會的機會，收集整理番石榴等果園田間作業機械供農
友參考應用，期望能達到減輕作業辛苦、降低生產成本之效，進而提
升該產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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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及說明

圖二、自走式圓盤割草機田間作業

圖一、背負式割草機田間作業
Fig 1. Backpack brush cutter is used in
orchard management.

Fig 2. Self‐propelled rotary mower is used
in orchard management.

圖四、乘坐式割草機可掛載雙輪拖車

圖三、臺中場研發之乘坐式割草機
Fig 3. The riding mower is developed by
Taichung DARES.

圖五、台東場研發之乘坐式割草機

Fig 4. The riding mower can be towed a
two‐wheel type trailer.

圖六、傳統果園牽軟管噴藥作業情形

Fig 5. The riding mower is developed by
Taitung D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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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Hose type sprayer is used in
orchard management.

圖八、台東場研發之自走式鼓風噴霧車

圖七、果農自行修改之低底盤噴霧機
Fig 7. The lower chassis of sprayer is
improved by an orchard farmer.

圖九、農機廠商研製組裝之鼓風噴霧機
Fig 9. The air‐blast sprayer is developed
and assembled b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mpany.

圖十一、以鏈鋸修剪枝條與整理樹型

Fig 8. The self‐propelled air‐blast sprayer
is developed by Taitung DARES.

圖十、果園管路自動噴藥系統
Fig 10. Automatic spraying system is used
in orchard management.

圖十二、農試所研發之果樹樹型整修機

Fig 11. Use trimmer to trim branches and
prune fruit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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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The pruning implement of fruit
tree is developed by TARI.

圖十三、台東場研製曳引機附掛粉碎機

圖十四、高雄場研製果樹殘枝粉碎機

Fig 13. The tractor‐mounted pulverizer for
orchard residual branches is
developed by Taitung DARES.

Fig 14. The self‐propelled pulverizer for
orchard residual branches is
developed by Kaohsiung DARES.

圖十五、農機廠商自行開發之碎木機

圖十六、鎚刀式割草機進行殘枝粉碎

Fig 15. The pulverizer for orchard residual
branches is developed b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company.

Fig 16. Use the hammer knife mower to
break orchard residual branches.

圖十七、以農地搬運車輔助運輸作業

圖十八、以搬運拖車輔助運輸作業

Fig 17. Use the agricultural power carrier

Fig 18. Use the trailer to transport.

to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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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uav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rgreen fruit trees in
Taiwan, which can blossom and produce fruit in four seasons. The
management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during the growth period including
branch pruning, fertilizing, irrigating, plant disease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fruit thinning etc. The weed control is the main issue of the
vegetation culture in orchards. At present, there are lawn mowers, manure
applicator, sprayer, trimmer and pulverizer for orchard residual branches
and agricultural power carrier to use in the farm management. The other
kind of labor-saving machines continue developing. If the terrain rugged,
between the lines has the aqueducts, the plants were excessively dwarfed
and close-planted; some machine will be unsuited to operate in orchard
field. Therefore, suggested the guava field must to be properly arranged
and increased the plant spacing for well-lighted and ventilating effect,
and the labor-saving machines will be enhanced the best working
efficiency.

Key words ： guava, mower, manure applicator, sprayer, pulverizer,
carry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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