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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機械配合智農技術

輔導農友　全方位智慧管理

為滿足有機大豆擴大生產需求，本場投

入有機大豆專用農業農業機械研發，讓小農

能以低成本購入農機設備滿足生產需求。除

此之外，本場亦規劃智慧化栽培，從收集田

區氣象及土壤監測數據開始，進行分析演

算，建置適合轄區生育的大豆生長模型，提

出有利於農友進行農企業管理之智慧化系

統，進一步將機械化及智慧化系統整合為智

慧省工生產技術平台。

目前有機大豆機械研發可減少傳統人力

栽培成本 90%，創造每年 3,500 萬之市場效

益。智農研究方面，本場蒐集微氣候資訊，

著手研發智慧生長模型，並透過大數據累積

的演算分析，搭配場內農業專家的專業知

識，提供農友包括播種期、病蟲害管理、天

然災害預警戒、田間操作建議等各種資訊。

經農友實例證實，此套有機大豆智慧平

台可避免因天災導致減產超過 30%。此外，

本平台亦將物聯網 (IOT) 和區塊鏈進行水平

整合應用，再以區塊鏈的角度協助農友建立

自有品牌，及展示透明化生產過程，以全面

提升商品價值，共創農友與消費者雙贏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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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芹菜有機栽培需要大量人力，育苗

技術亦待改善，因此本場開發芹菜栽培省工

技術，不但導入省工機械，更建立種子催芽

技術，大幅降低生產成本。

經盤點發現芹菜栽培主要問題包括：種

子發芽不整齊、苗期長、人力需求大等困難。

因此本場發展一套以溫度、光線的組合結合

本場專利輔助發芽裝置的催芽技術，符合有

機規範，可縮短發芽時間約 4-5 日，種子於

播種後約 2 日出土。

另外本場亦導入鏈狀紙穴盤育苗，不但

節省育苗空間，搭配鏈狀穴盤移植機使用，

於適當的苗齡定植，可大幅縮短定植的時間。

定植後配合良好的雜草管理，經由整地時至

少 3 次打田，降低雜草種子數量，可降低後

續田間除草次數。

芹菜生長慢，雜

草競爭力弱，在目前

農村缺工的環境下，

仍然可以藉由採用輔

助設備以及良好的田

間操作規劃，克服人

力不足的問題。本技

術日前已印製為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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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植

穴盤苗移植機之開溝與覆土需要鬆軟的土

壤，故定植前一日及定植當日不能下雨。田區

應開溝做畦以利排水。於定植前 2小時建議將
秧苗澆水到濕透以利植穴分離。將秧苗盤整個

放在移植機上，並將一頭的鏈狀植穴拉進導槽

中，固定於土中，牽引穴盤苗移植機進行定植，

定植後需澆水。

四、田間管理

田間管理需注意提供充分的水分與肥料但

應避免淹水，並進行適當的病蟲草害管理。

人力成本分析

在育苗與定植部分的人力差異主要在鏈狀

穴盤苗一盤的穴數是 128穴盤的 2倍，傳統
穴盤從覆土到播種每小時可操作 10盤（1,280
穴），紙穴盤每小時可操作7.3盤（1,930穴），
育苗 3萬穴分別需要 23.4小時與 15.5小時。
在定植時間部分，傳統穴盤每小時可定植約

4.5盤約 576穴，鏈狀紙穴盤每小時可定植 7
盤（1,848穴），定植 3萬穴分別需要 52小
時與 16小時。在除草部分，傳統穴盤苗約需
除草 3次，除草工時 142.8小時，鏈狀紙穴盤

定植後 10 天 定植後 22 天 定植後 31 天 定植後 56 天

約需除草 3次，除草工時 127.8小時。但若在
定植前打田 2~3次消耗雜草種子數目，則傳
統穴盤苗與鏈狀穴盤苗之除草工時可分別降為

85.8小時與 77.8小時。也就是說田間工時大
幅下降了約四分之一。

結　論

芹菜生長慢，雜草競爭力弱，在目前農

村缺工的環境下，仍然可以藉由採用輔助設備

以及良好的田間操作規劃，克服人力不足的問

題。採用鏈狀紙穴盤相關設備育苗及定植，估

計每分地（種植 3萬穴）工時需求可由 234小
時降為175小時，節省約將近60小時（25%），
若在定植前藉由打田消耗雜草種子庫，則可進

一步節省 50小時，使人力需求由 234小時降
為 125小時，總工時需求相當於原來的 53%，
所省下的人力相當可觀。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

科技不斷在進步，認真想、聰明種，大家都能

當個快樂的農夫。

▲芹菜鏈狀紙穴盤苗之田間生長狀態

芹菜省工栽培技術

邱淑媛

▲鏈狀紙穴盤及育苗時的輔助工具

▲鏈狀紙穴盤苗定植

國際交流

/ 以氮肥管理保護生態環境的澳洲經驗

具有緩衝海水的鹽度的效果，將來規劃進行驗

證。至於魚塭旁的濕地對於處理魚塭排放水中

的氮含量並沒有太大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面積

不足所致。

結　語

臺灣亦面臨農業操作行為影響週邊水體水

質、生態環境的課題，倘若我們確實理解到並

且在乎農業操作對環境生態的影響，應可借鏡

澳洲謹慎看待農田放流水影響大堡礁的經驗，

並藉由源頭減量、監測及去化處理，降低對環

境的可能衝擊。在諸多手段中，源頭減量是效

益最高的方法，手段就是農政單位推動多年的

合理化施肥與正確的施肥方法。生態環境的保

護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並以積極的作為減少過

多的氮肥進入到海洋環境當中，降低後代子孫

面臨由環境議題產生的生存困境。

4  以相機（左）與測量標竿（右）可遠端連線監看甘
蔗高度　 

5  Dr. Tony Webster 介紹硝酸鹽即時監測系統　

 6  可即時監控並與學者分享數據的應用程式畫面　 

7  處理硝酸鹽 / 亞硝酸鹽降低水體中氮含量的田間生
物反應器圖面　

8  Dr. Paul Nelson 的田間生物反應器規劃

9  生物反應器（黃色虛線的土溝下方）與反應器前後
的取樣井（兩處黃色箭頭），水體定時自動取樣後
送入一旁的箱型拖車中暫存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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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淑媛、徐仲禹

宜蘭地區蓮霧寒害防護技術19
徐子芳

有機大豆機械除草技術06

在擴大生產規模之際，農業機械導入是必

要的。本場研發作物生產所需的機械設

備，期望達到田間省工及自動化栽培管理

目的，成功以農機研發支持產業發展，降

低生產成本並提高農產品質。

工本費：30元
本雜誌僅供場內同仁投稿

轉載本刊圖文  須經本場同意



田間省工自動化栽培管理

作者：張光華 副研究員、
　　　簡宏諭 約僱助理
　　　作物環境課 
　　　農業機械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800

有機大豆生產機械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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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花蓮宜蘭是有機農業的重要生產基地，在

農委會推動進口替代轉作雜糧的政策下，本場

積極輔導及推動大豆有機栽培。在初期推動

時，農友耕作面積大多是幾分地，僅靠人力完

成各種農務，雖然辛苦卻也尚能應付。但隨著

耕作面積擴大，各種人力的限制和不便開始出

現，農友逐漸渴求機械的協助。

為了提高生產作業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減輕農務辛勞，本場開發一系列適用有機栽培

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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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等。透過田間試驗及輔導業務將技術導入

產業，在改良機械的同時也增加農友對機械的

了解和信心。最終在市場需求、政策補助以及

技術支援等多重因素配合之下，種植面積從 6
公頃成長到目前 200公頃的規模，已是花蓮穩
定的產業之一。

機械設計概念及效能分析

大豆生產過程需要進行整地、播種、病蟲

草害管理、採收、脫莢、除雜、選別、分級等

工作。若全靠人力作業不僅效率不彰而且難以

規模化，因此需要機械輔助。為節約農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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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曳引機或插秧機附掛播種

器或除草器，採輕鬆的乘坐式作業，一次除草

多行以提高效率。模組化設計有利於規格調

整，在多變的使用者需求中有更高的適用性。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可附掛在迴轉犁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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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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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生長

1  花蓮有機大豆耕作面積穩定成長

2  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3  大豆初級選別機 (適用公頃以下規模 )
4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1

3

勢。機械每日可播種 4公頃以上，相較於人力
播種提高效率至少 24倍。播種行、株距及覆
土深度可依需求調整。機械播種規格化有利於

後續除草作業，也有助於作物生長。

雜草管理是有機栽培的關鍵技術之一，尤

其台灣氣候溫暖潮濕，雜草生長勢往往來得又

快又猛，以機械除草效益高且對於環境相對友

花蓮宜蘭有機大豆耕作面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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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省工自動化栽培管理

/ 有機大豆生產機械化概述

商生產製造販售農機以獲取利益，而政府各項

農業政策 (如活化農地計畫、大糧倉計畫、有
機樂活 )也得以順利落實。

因此本場機械設計完成後，由協力廠商負

責加工組裝，場內再進行田間測試後持續改良

設計，直到確認功能完備後，配合本場農機輔

導業務至農友田區進行試驗，同時蒐集使用者

需求，持續改良修正至機械符合市場需求，再

公告徵求廠商技術移轉製造銷售。據統計，近

年來本場為推動有機大豆生產機械化而研發

的相關機械，技轉後的累計銷售量已超過 100
台，產值超過 700萬元。

透過機械研發及推廣，農民生產有機大豆

的規模得以逐步擴張，人力成本也透過機械化

大幅下降。在不同機械化程度下，每公頃的

播種、除草、選別人力成本從 36,720元降低

5

善，是有機耕作的必要工具之一。本場開發附

掛式旱田除草機以及畦間中耕除草機，分別針

對大豆平畦或作畦栽培而設計。原理皆是以破

土犁先將土壤犁鬆使雜草基部鬆動，再以除草

爪耙除或以碟犁翻起，二階段處理可增加雜草

根部脫離土壤的機會而加速失水凋零，達到雜

草防除的目的，用於大豆生長前期雜草防除及

抑制生長勢。以往農友多以中耕機除草，1日
僅能處理 3-5分地，新機導入後每日可除草
2-3公頃，效率提升將近 10倍，可快速完成
雜草管理作業爭取農時，且雜草防除率高於 9
成。

大豆初級選別機和大豆選別分級設備的設

計原理是藉由大豆在傾斜的輸送帶上滾動時，

因為良、劣物料滾動摩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滾

動路徑，由此達到選別的目的。選別準確與否

的關鍵參數包括輸送帶的傾斜角度、速度，已

進行研究試驗調校最佳參數讓農友使用。二台

機器的選別精度皆高於 95%，符合農友期待，
主要差異在於作業能力，前者每小時處理大豆

50公斤，後者則至少 200公斤，可以滿足不
同生產規模的農友。

研發落實產業應用，機械化提高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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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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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556元，減少人力成本 93%。惟建議農友
在購置設備之前應檢視生產規模並預估合理收

益，以推估設備成本的攤提回收。

結　語

規模化和機械化是農業生產降低成本的重

要過程，二者皆需要時間漸進發展。本場配合

5 附掛式旱田除草機 (適用平畦栽培 )　
6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適用作畦栽培 )　
7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8 雜草管理得當大豆生長良好　

9  大豆作畦栽培也能成功以機械除草　

 10 大豆初級選別機有效選別良、劣大豆　

 11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有效將物料分級

12  人力成本隨著機械化程度大幅降低　

政策研發有機大豆生產所需的機械設備，完成

田間試驗、機械改良、性能效益評估，並且取

得專利完成商品化。研發與推動過程充分與農

友溝通，因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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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導入機械

協助農業生產，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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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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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公頃農事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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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省工自動化栽培管理

作者：簡宏諭 約僱助理、
　　　張光華 副研究員
　　　作物環境課 
　　　農業機械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804

有機大豆機械除草技術

1

6



前　言

近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積極推

動及輔導大豆有機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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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耕作面積的

擴大同時，也面臨農事負擔增加的挑戰，其中

最為頭痛的是雜草管理問題。因雜草生長快速

且生命力強，若是管理不當或錯失除草時機，

很容易導致大豆減產甚至歉收。為此本場同仁

積極投入研發有機大豆適用的除草機械。分別

於 107年及 109年分別開發完成「附掛式旱
田除草機」及「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改

善有機大豆除草困境。

現行的困境

目前農友大多採平畦栽培，主要是可以使

用中耕管理機進行除草，以中耕機的耕刀耕除

行間雜草。雖然中耕機每日作業能力僅 0.5公
頃，相較人力除草輕鬆許多，惟作業效率仍慢。

由於花蓮地區時常下雨，下田除草時間相當有

限，常錯過除草時間點，需花費更多的時間及

人力進行移除。相較於平畦栽培，作畦栽培是

較佳的選擇，作畦栽培的好處是遇強降雨時有

利排水，缺水時可以溝灌，可以給作物較佳的

生長環境。但作畦栽培是立體化的空間，雜草

管理更為困難。目前中耕機雖能防除畦溝的雜

草，畦面與畦側的雜草仍無合宜的機械可用，

人力除草成了唯一的選項，因此急需除草效率

更高的農事機械。

有機農業新利器

為此本場積極投入除草機械的研發，於

107年完成「附掛式旱田除草機」，適用平畦
栽培。以插秧機為田間動力來源，後方附掛 3
組除草組進行大面積快速除草，不僅作業效率

高，更將除草模式由行走操作改為乘坐式操

作，提高舒適性及作業效率。行間雜草防治以

除草犁破土、鬆土、碎土，將土壤破碎為小塊，

再由後方彈性除草爪進行拖帶土塊及雜草，使

其滾動讓雜草根部與土壤分離，使雜草經曝曬

後枯萎，達到行間雜草防除的效果。株間則是

1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2 附掛式旱田除草機

3  中耕機與機械除草之效率比較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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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省工自動化栽培管理

/ 有機大豆機械除草技術

利用彈性除草爪拖帶土塊時所形成的土團，將

其撥至株間覆蓋雜草，達到株間雜草抑制。經

附掛式旱田除草機除草 2次後，行間雜草防
治率可達 95.4%；株間雜草防治率達 71.4%，
可有效抑制雜草生長勢，減少雜草對作物的影

響，且每日作業能力達 2.5公頃，可在短時間
快速完成大面積雜草管理。本機採模組化設

計，除草組可依照栽培規格自行調整行距 (55-
80公分 )，適用於玉米、硬質玉米、大豆、紅
豆等作物使用。

109年則完成「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適用於作畦栽培，以破土犁、圓碟犁和彈性除

草爪的組合，克服立體空間的雜草管理，可同

時完成畦面、畦側、畦溝的雜草防治，並避開

植株，達到細緻的除草效果。同樣是以插秧機

附掛的模式運行，一次除草多畦。經機械除草

2次後，行間雜草防除率達 90%以上，作業能
力每日達 2.5公頃。本機設計除草行距、寬度、
深度、碟犁開度、傾角等均可調整，操作者可

依種植規格及土壤特性進行調整。本機適用於

花生、大豆、紅豆等作物使用。

除草時機

乘坐式除草機的問市帶來了很大的技術突

破，但機械除草的效果卻遠不及人力除草的細

膩與乾淨，因此除草時機點相當的重要。建議

在播種後的第 15日前後進行第一次機械除草。
此時植株已有一定的高度，而雜草高度僅 2-3
公分，是最佳的除草時機。第一次除草時犁具

及彈性除草爪不宜離植株太近，此時植株根部

尚淺，建議保持 3-5公分左右之距離，避免機
械除草影響植株。播種後第 30日前後進行第
二次除草，此時可將犁具及彈性除草爪靠近植

株，並稍微加深除草深度 (略深於前次除草 )，
防除初生及上次未除盡之雜草。可視雜草生長

情形，於植株開花前 (約播種後 40日左右 )
追加第三次除草。植株開花後則不建議進行機

械除草，避免影響授粉及結莢。

機械除草操作概述

現行農業大多都採機械播種，因此機械除

草時循著機械播種的軌跡運行，就可與其一致

避免錯排，大幅減少植株損傷率及提高除草成

效。平畦栽培的模式，建議播種機一次播種 4
行，使用 3組附掛式旱田除草機進行除草；作
畦栽培則是配合真空播種機的規格，一次播種

4或 6行，播種 4行的可附掛 2組完整的畦溝
除草器及 3組畦面除草器，播種 6行的則是於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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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再增加 2組半套的畦溝除草器。在開始除
草前將插秧機及除草組對準播種路線後，將除

草組降至地面並調整除草組之部件位置使其貼

合植株，以達到最大除草成效。剛開始機械除

草時建議速度宜慢，更需同時觀察除草效果，

並適時調整之。操作孰悉及機械調整到位後，

便可開始大面積連續機械除草。除草過程中如

彈性除草爪拖帶過多的雜草及石礫等雜物時，

會形成過大的土團，進而將植株掩蓋。此時利

用插秧機的舉升機構將除草組舉起，並將插秧

機稍微往前行駛，使除草組越過土團後，再次

降下即可繼續除草。

結　語

兩款除草機械的研成，填補有機雜草防治

的機械缺口，分別適作於平畦及作畦栽培。並

將作業模式改為乘坐式操作模式，作業輕鬆又

有效率，且可連續大面積作業，作業效率相較

於中耕機提高 5倍以上。可於作物生長前期有
效抑制雜草生長勢，減輕農事辛勞。除草機的

推出不僅可加速有機農業機械化進程，更可降

低生產成本，提高有機大豆產品的質與量，使

產品於銷售時更具有競爭力。

4  農友操作附掛式旱田除草機 (平畦 )進行雜草防治，
輕鬆作業效率高　

5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作畦 )於有機花生田區進
行機械除草

6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作畦 )於有機大豆田區機
械除草　

7 平畦栽培一次播種 4行機械除草示意圖　

8  作畦栽培一次播種 4行機械除草示意圖

6

7

8

附掛式

旱田除草機

附掛式畦間

中耕除草機

手機掃描QR Code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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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間省工自動化栽培管理

作者：郭東禎 研究助理
　　　作物環境課 
　　　農業機械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3805

雷射驅鳥裝置開發與
鳥害綜合防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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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鳥害防治一直以來都是農

民在種植作物上一個無法避免

的課題，由於氣候變遷，鳥類

習性的改變導致作物遭受鳥害

的情況越發常見，例如番茄、

生菜、綠花椰菜以及南瓜等，

在幼苗時期嫩葉遭烏頭翁啄食

而造成生長勢受阻；大豆、花

生被斑鳩、鴿子啄去子葉，導致缺株嚴重；某

些區域剛插秧完的有機稻田，則常有雁鴨於夜

晚飛入挖取秧苗基部的穀粒為食，導致秧苗浮

起嚴重缺秧，更不用說收穫期的稻穗常成為麻

雀飽餐一頓的對象。從剛播種的種籽、嫩苗到

屆收成的作物種子、果實，鳥類造成的作物損

失率有些甚至能高達 50%，嚴重影響農民收
益。

農民驅鳥常見方法

目前農民大多還是以聲音、圖像、光影或

人工威嚇來達到驅鳥的目的。常見的有，在田

區範圍纏繞防鳥彩帶，隨風晃動時反射陽光而

閃爍，造成鳥類視覺不適而離開，但鋪設及回

1 �本場與玉里鎮夏俊傑農友合作，於該水稻田區架設
雷射驅鳥裝置，防治雁鴨入水田嬉戲造成秧苗浮起

2 作物受鳥害情形
2A 皺葉萵苣、2B 青花菜葉
2C 南瓜幼苗、2D 大豆苗
2E 番茄

2A 2B

2D

2C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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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皆耗時費力，其效果又隨陽光起伏，且彩帶

無法回收利用。也有利用沖天炮 (或鞭炮 )發
出巨響來驚嚇鳥類，並搭配線香定時點燃，而

節省施放人力，但當鳥類一旦熟習其非具威脅

之聲響後，會立即失去驅趕效果，能常常看見

鳥群因炮聲而飛起，但又馬上降落原處，且聲

響造成的噪音也是一大問題。固定的方法或者

設備，皆使驅鳥效果不彰，架設捕鳥網以及放

置毒餌更是有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疑慮。

雷射驅鳥原理及初步效果

以雷射驅趕鳥群是目前被證實有效的方法

之一，綠色光點在田中移動，鳥類會將其視為

一會動之目標物正在靠近，而感到威脅離開，

且高功率雷射也將對鳥類的視覺產生不適進而

將其驅離，另外因為光點移動軌跡不好學習，

使得驅鳥效果得以延長，以此達到降低作物損

害的目的。

本場研發一雷射驅鳥裝置，以 Arduino控
制水平、垂直移動部件，使雷射以星芒狀掃射

田區達到驅離鳥類之目的。在溫室以試驗斑鳩

為對象，小麥為作物之損害率試驗中，試驗數

據以 SigmaPlot分析作圖。圖標以飼料剩餘重
量遞減，即越紅損害率越高，綠色則損害較低。

很明顯能看到，對於試驗區以及對照區之間損

害程度的明顯差異。驅鳥裝置對於實驗區成功

降低損害率 18%，成功經試驗確效。

戶外田間實測效果顯著

目前在花蓮壽豐對苗期花生田、收穫期水

稻田以及玉里剛插秧之水稻田進行試驗，驅離

的對象分別是雉雞、麻雀、雁鴨，雷射對以上

皆有驅趕作用，其中秧田裡的雁鴨一般全天出

沒，喜歡在陽光不強烈的晨昏或晚上活動，在

玉里的夏俊傑先生有提到，插秧後的晚上，每

隔一時段就要出來巡水田，確實讓人困擾。這

導致多數慣行稻農，在插秧時會額外加入每公

頃 12公斤的加保扶粒劑，以藥劑的臭味驅趕
雁鴨，效果雖明顯，但其毒性也會對地區生態

造成影響。架設雷射驅鳥裝置後，雁鴨活動位

置改變，原先靠近的田區草叢的叫聲消失，且

因定時裝置晚上能自動開啟，農民不必夜間巡

田，降低勞力成本。

然而在壽豐的實驗我們發現，以雷射作為

驅離方法最大的問題是受太陽背景光的影響，

上午 10點到下午 2點的區間段，陽光強度大，
雷射光點的能見度低相對驅離效果也較差，對

防治斑鳩、鴿子就有一時段的空窗，但又因安

全的考量，不可能無限制地將雷射功率往上增

加，正好防鳥彩帶在強日光下的效果極佳，兩

相配合能有最好的效果。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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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本場開發的雷射驅鳥裝置針對水稻的麻

雀、雁鴨、蔬菜幼苗的烏頭翁以及大豆的斑鳩、

雉雞都有驅趕的效果，為不傷害鳥類相對友善

的驅離方法，降低鳥類對作物的損害，也減少

農民巡田耗費的時間成本。只是鳥害的防治並

無單一且全面的方法，擺放威嚇物或製造巨響

都容易因鳥類學習而失效，彩帶和雷射也都有

對光強度的要求，需針對不同作物、不同區域

以及不同驅離對象結合不同的方法，來達到驅

離的效果才是最佳方針。

3  本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大豆田以彩帶防治鳥類

4  壽豐農友 DIY沖天炮定時自動發射裝置
5  雷射驅鳥裝置構造圖

6 �雷慎驅鳥器損害率試驗等高線圖，紅點為機器架設
位置，而半圓為雷射掃射範圍，損害程度由綠到紅
越發嚴重，明顯看出作物損害集中在未施打雷射的
田區範圍

7 壽豐鄉李慶豪農友花生田，架設雷射驅鳥裝置防治
雉雞啄食花生種子、避免缺株

8  本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大豆田區，架設防鳥彩帶搭
配驅鳥裝置

5

7 8

6

雷射單元

太陽能板

定時單元

供電單元

限位開關

水平轉動單元

垂直轉動單元

中央控制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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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科技與新知

作者：蔡秉芸 助理研究員 *、　
　　　呂柏寬 助理研究員、
　　　詹凱竣 助理研究員
　　　*種苗場 繁殖技術課
　　　作物改良課 農藝研究室
電話：(03)852-1108轉 2902

樹豆栽培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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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樹豆耐旱又耐貧瘠，同時富含蛋白質及礦

物質，具有在極端氣候下持續穩定提供糧食的

潛力，有鑑於此，位於印度的國際半乾旱作物

研究中心將樹豆列為 6大重要目標研究作物之
一，強化育種及相關研究工作，樹豆的發展潛

力可見一斑。目前樹豆主要產地為台東及花蓮

地區，栽培面積分別約為 65及 25公頃。樹豆
根系具優良的固氮作用使土壤更加肥沃，除了

採收成熟種子，國外也會採收葉片作為青刈飼

料，枝條則當作燃料，是能全方位利用的作物，

也因為富含蛋白質，提供原鄉部落勇士們充足

的體力，因此又有「勇士豆」的美稱。樹豆在

原住民傳統的文化及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早期原住民遷徙時，便帶著豆類的種子移

動，不僅可以做為糧食，同時也在生活的新土

地上，種下一棵家鄉的味道，花蓮縣光復鄉的

馬太鞍 (Fata'an)部落在阿美族族語中即為樹
豆的意思，顯示樹豆曾經在部落中生生不息。

近年樹豆產業於原鄉地區逐漸復甦，為了進一

步提升樹豆品質，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也積極輔

導農友提升樹豆栽培技術，期望未來提供更優

質的樹豆供消費者嘗鮮。

植株特性

樹豆起源於印度，為熱帶作物，植株忌冷

怕濕。15℃以下種子發芽困難且植株生長遲
緩，最適生長溫度介於 18-30℃，不過在 35℃
以下仍可正常發育。

一、根系

樹豆的根系發達，具有明顯主根，可以深

達 2-5公尺，不僅可以改善堅硬土壤，優良的
固氮作用也可以使土壤更加肥沃。然而在水分

含量高、排水不良或土層淺薄的栽培地點，會

1  樹豆豆莢生長狀態　

2  花蓮樹豆每年約於 10月進入開花期　
3 樹豆成熟時具有半落葉性，待種子成熟乾燥後即可
進行採收

3

2

使根系分布在較接近土表的淺層，使植株不耐

強風吹襲。

二、莖

樹豆為矮灌木，植株沒有明顯主莖，分枝

數依據品種及栽培季節不同，大多會有 5-20
個分枝。主莖高度一般介於 1-2.5公尺。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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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莖與分枝質地較脆，強風易造成枝條斷

裂，因此栽培須避開有強風處，栽培時也可設

立加固的支柱，避免颱風侵襲時植株因斷裂或

倒伏而死亡。

三、葉

初生葉多為披針形的單葉對生，而後生長

的葉片則為三出複葉，表面多具有絨毛，小葉

形狀包含披針形、長橢圓形及卵形。植株成熟

後也會有落葉現象。

四、花

樹豆開花位置多位於樹冠，並為無限生長

型花序，因此開花期長，植株成熟一致性較低。

樹豆為短日植物，台灣多數地方品種對光週期

敏感，因此多於秋冬日照長度漸短後才會開

花，花蓮地區樹豆多在 10月下旬至 11月上旬
開始進入開花期，約於 11月中下旬進入盛花
期。

五、豆莢及種子

樹豆種子有白色、褐色至深黑色豐富多

樣，依據不同品種豆莢粒數約 2-9粒。多數豆
莢具有裂莢性，因此成熟後應及時採收，避免

田間損失。

栽培管理

一、整地

於播種前 7-10日進行粗整地，以降低田
間雜草數量及地下害蟲，播種前進行第二次整

地，施加基肥並完全混合。因樹豆對淹水敏感，

因此田區應開設排水溝，加強田區排水。

二、播種定植

種子應選用充實飽滿且無發霉與畸形等不

良外觀的優良種子，為避免炭疽病、黑點病等

種傳病害發生，播種前可用 50%免賴得可濕
性粉劑 1,000倍溶液浸泡 4-6小時，有機栽培
者可以 54℃溫水攪拌 10分鐘進行消毒作業。

播種於每年 2-5月進行，行株距 1.5-2 X 
1.5-2公尺，也可以配合密植技術，行株距調
整為 1 X 1公尺，延後播種期至 7月中下旬，
可以維持相近的產量，同時增加一期作田間利

用性。

三、施肥

樹豆施肥每公頃需氮素 10-20公斤、磷酐
45-60公斤、氧化鉀 30-40公斤。整地前施用
全量的磷酐及 40%的氮素和氧化鉀當作基肥，

建議使用有機質含量

較高的肥料。於發芽後

約 30日進行第一次追
肥，發芽後 60日施用
第二次追肥，並於開

花前施用第三次追肥，

每次施用量氮肥及鉀

肥施用全量 20%。但
為方便田間操作，每

公頃可使用 39號複合
肥 100-120 公斤當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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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肥，每次追

肥使用 43號肥
60-80 公 斤， 條
施於作物旁。

四、雜草管理

樹豆初期生長勢較緩慢，易造成雜草與植

株強勢競爭，造成樹豆生長受抑制、徒長及缺

株等問題。播種後可使用萌前除草劑，如每公

頃使用 46.7%可滅蹤乳劑 1公升稀釋 600倍，
均勻噴灑於田區。後期配合追肥進行中耕除

草。

五、收穫儲藏

樹豆多為非停心型生長，使得植株成熟期

長且不一致，成熟期差異在土壤濕度較高的地

方尤其明顯。成熟豆莢呈褐色，輕敲豆莢有豆

子碰撞豆莢的聲音，田間約 7-8成豆莢成熟時
進行採收。採收時以鐮刀割取枝條成綑，曝曬

至部份豆莢開裂，即可敲擊或輾壓脫粒。種子

含水量 11-12%左右最適合儲藏，此時以石頭
敲擊種子隨即碎裂。貯藏前，可用 2-3層塑膠
袋分別包裝密封，置於 5-10℃，相對濕度 50-
65%的冷藏庫中貯藏即可。

病蟲害管理

樹豆作為雜糧進行生產，收穫主體為乾燥

種子，因此在營養生長期發生少量病蟲危害，

對產量影響不大的情況下，不需要進行高強度

的防治工作，以避免過高的管理成本投入，降

低農作物的生產收益。另外防治時間點也對病

蟲害防治有明顯的影響。

一、蟲害

豆莢螟與波紋小灰蝶常啃食葉片、嫩莖及

豆莢，受害部位皆可看到明顯蛀孔造成大量減

產。防治方面，利用老熟幼蟲潛入土中結繭化

蛹特性，可於種植前整地翻犁後浸水 1日以
上，淹死幼蟲及蛹。並於蕾期或幼蟲開始危害

時進行防治，惟化學藥劑須遵守安全採收期規

定。因豆科作物多有此類害蟲，因此田間應避

免連作或混植其他豆科作物。

4 �樹豆莖部質地脆，且於高濕土讓根系生長淺，強風
常易造成倒伏，栽培前應選避風處，必要時可立支
柱加強固定

5 多數樹豆品種具有裂莢性，因此田間應把握採收時
機，於全區約 7-8 成乾燥時採收，以避免損失

6 儲藏不當可能造成豆象嚴重危害

7  豆莢螟除了侵害花蕾及豆莢，也會躲藏於葉片中

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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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蟲及葉蟎則常危害新梢與嫩葉，刺吸葉

面造成扭曲或斑點產生，進一步造成植株生長

不良。可使用苦楝油、礦物油等資材進行防治。

豆象為倉儲害蟲，成蟲會至田間或倉中活

動產卵，孵化幼蟲會蛀食成熟種子，使種子出

現圓孔狀蛀孔，圓孔周圍會被產卵，大量發生

時易產生發熱現象，使種子變質。儲藏前曬乾

並確保乾燥環境無豆象，小量保存使用。倉庫

於儲藏前應徹底清庫，避免害蟲大量累積於倉

儲造成危害。

二、病害

樹豆苗期容易因為降雨、淹水等因素造成

疫病、根腐等問題，植株葉片枝條呈脫水萎凋

狀，疫病菌感染造成莖基部腐爛、隘縮失去支

撐力，植株易折斷枯死，造成植株大量死亡。

萎凋病為土壤病害，全期均可能發生，幼株發

病無法正常發育即死亡，中後期植株發病使植

株一側枯萎，沿著枯萎枝條向下觀察，有時莖

上會有粉白色孢子及延伸狀壞疽狀病斑，嚴重

時造成全株死亡，目前無有效防治方法，建議

能與其他穀類如水稻、高粱進行輪作或休耕。

葉片則易感染炭疽病及葉斑病，造成不規則斑

紋或角斑，炭疽病嚴重時在莖、莢、葉形成黑

色分生孢子盤等病兆。栽培時需選擇良好種

子，必要時播種前種子以 54℃溫水攪拌 10分
鐘浸種消毒，並避免密植保持通風，以減少病

害發生機會。

結　語

樹豆具有豐富營養，同時對於環境適應性

強，能夠維持穩定的糧食供應。然而目前栽培

方法仍多仰賴許多人工，造成勞力成本高，使

得樹豆不易於一般市場上購得。農業機械化、

智慧化、省工化是目前趨勢，開發機械化栽培

樹豆將有利於降低成本並提升栽培面積，讓市

場有更多產品流通，促進消費者認識樹豆，讓

消費者獲得更多健康的好選擇，同時使原鄉特

色作物的產業復興，形成共好的局面。

8 萎凋病常使植株一側枯萎，進一步造成全株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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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子芳 助理研究員
　　　蘭陽分場 
　　　園藝研究室

電話：(03)989-9707轉 203

宜蘭地區蓮霧寒害防護技術

前　言

蓮 霧（Syzygium samarangense Merr. 
Et Perry）為桃金孃科赤楠屬之熱帶常綠果樹，
宜蘭地區栽培面積約 152公頃，約佔全國栽培
面積 4.8%，僅次於屏東、高雄、嘉義，栽培
品種以粉紅種（俗稱南洋種）為主。自然開花

期之蓮霧產期集中在 6-7月，而宜蘭地區多於
10-12月提早催花，將產期調節至翌年 4-6月
間，可避開梅雨季節及其他產區盛產期壓力，

提升果實品質及售價。利用提早催花將產期調

節至 4-6月者，1-2月為花芽萌發至開花期間，
遇冬季低溫易發生寒害，造成花芽組織壞死、

枯萎、花苞組織受損，導致開花數減少、萌發

不齊及落花，或使花萼有開裂情形而影響果

形，嚴重時危害率達 30-60%，大幅減少農民
收益。利用簡易防寒措施，提供物理性之寒害

防護，可減少蓮霧花果受低溫之損害。

蓮霧寒害徵狀及氣象因子

蓮霧於花芽萌出期及分粒期遇低溫，花芽

及小花蕾會出現紅褐色的斑塊，嚴重時有枯萎

及掉落的現象；花蕾體積增大期間（豆粒期）

遇低溫，可能出現紅斑，對後續生育影響較小；

即將開花及盛花期間的花蕾，或剛過盛花期的

幼果（胚仔期），可能發生花萼開裂及落花落

果情形，如果實沒有掉落，日後果肉增長時會

造成畸形果。葉片遭遇低溫會有水浸狀、黃化、

紅色寒斑或落葉等徵狀，老葉較易遭受寒害，

落葉嚴重者會影響產量及果實品質。

蓮霧寒害發生的氣象條件有日夜溫差、低

溫程度、低溫持續時間、空氣相對濕度、低溫

期間空氣對流及低溫前後氣溫變化等。氣溫低

於 15℃時，將促使植株生育緩慢，短時間內
大部分蓮霧樹體仍能忍受；低於 13℃即可能

1  花芽及小花蕾遇低溫易出現紅斑或枯萎（左）；開花期花蕾及胚仔期小果遇低溫會發生花萼開裂及落花落果

（中）；因寒害開裂之花果持續生長成畸形果（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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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寒害現象；當低於 10℃且低
溫時間延長，將造成寒害。低溫持

續時間越久、氣溫驟降或低溫後氣

溫驟升，尤其低溫後高溫強日照環

境，常造成寒害情形更嚴重。

較常見的寒害預防措施有物理

性防護，如低溫期引灌溫度較高之

地下水保持根溫，抽地下水進行噴

霧、於果園迎風面架設防風網等；

或化學性防護如幼果期噴施植物生

長調節劑、低溫前噴施防寒藥劑及

補充鉀、鈣液肥等。

蓮霧寒害防護技術

宜蘭位屬北部地區，冬季冷氣團來襲時常

伴隨強烈東北季風，除低溫外亦常有降雨，冷

風吹拂及雨水附著於花芽及花蕾上，均會使樹

體輻射熱散失，容易造成蓮霧低溫損傷。以化

學方式進行寒害防護，需注意適時適量，且恐

影響果實品質，因此花改場利用較為安全之物

理性方式進行寒害防護研究。

107年利用防風網和雨遮進行試驗，該
年度有 2次低溫，1月低溫影響期間 10℃以
下低溫時數 44小時，對照組花芽受害程度為
34.1%，防風網可降低受害程度至 6.8%，減少
了近八成的受害；2月低溫影響期間 10℃以下
低溫時數 63小時，低溫後氣溫持續上升，花
芽受害情形嚴重，對照組受害達 94.4%，防風
網為 86.3%；雨遮處理則無防護效果。108年
未出現 10℃以下低溫，各處理受害程度無明
顯差異。為防止樹體輻射熱散失，109年將雨
遮改良為簡易塑膠布設施。但 109年寒流期間
無降雨，屬乾冷型態，對蓮霧花果影響較小，

各處理受害程度無明顯差異。110年 1月遇 3

波寒流，調查二批不同生育期之花蕾受害程度

結果，第一批花受害程度以對照組 28.4%最
高，防風網加上簡易設施處理可降低受害程度

至 3.7%，減少了近 87％的受害；第二批花受
害程度以對照組 28.7%最高，防風網加上簡易
設施處理可降低受害程度至 14.4%，減少了近
五成的受害，顯示於果園搭設防風網及簡易塑

膠布設施確實有寒害防護之效果。

防風網及簡易塑膠布設施搭設技術說明如

下：

一、防風網

催花後至花芽萌發前，於果園迎風面架設

防風網，採用遮光 80%黑色百吉網及 1.5"錏
管，高度 2.7公尺，埋入深度 0.6公尺。前人
研究顯示防風網之有效防風距離約為防風網高

度之 7-8 倍，花改場試驗結果，架設 2.7公尺
高之防風網，間隔 5排植株（約 31公尺）再
加設一道，可增加防護效果。為避免防風網因

颱風吹襲倒塌，於果實採收後即卸除百吉網。

二、簡易塑膠布設施

錏管架結構，頂高約 4公尺，兩側支柱高
度 3公尺，支柱埋入深度 0.6公尺，屋頂覆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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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流來襲前，於果園迎風面架設防風網可降低低溫
之影響

3 於低溫前覆蓋簡易設施四周之塑膠布可減少樹體輻
射熱散失　

4 簡易防寒設施可提供物理性之寒害防護，確保蓮霧
產量與品質

0.15 公厘 PEP塑膠布，四周設置手
動塑膠布捲揚。於低溫前手動覆蓋塑

膠布，低溫過後開啟。為防夏季高溫

影響果樹生長，以及颱風影響簡易設

施之結構，果實採收後即移除簡易設

施之塑膠布。

結　語

防風網及簡易塑膠布設施於低溫

期間可阻擋東北季風的吹襲，防止雨水聚積於

花芽及花苞上，並阻擋樹體輻射熱散失，試驗

結果顯示可減少蓮霧花果受害程度。蓮霧經產

期調節提早生產，可提升果實品質及售價，但

伴隨著遭遇寒害的風險。建議宜蘭地區蓮霧在

催花後，於果園迎風面（東面及北面）設置防

風網，並搭設簡易塑膠布設施，另於果實採收

後卸除百吉網及簡易設施之塑膠布，如此可減

少寒害之發生，減輕農友損失。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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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作者：邱淑媛 副研究員兼課長、　　
　　　徐仲禹 花蓮林區管理處 技士
　　　作物環境課 
電話：(03)852-1108轉 3200

以氮肥管理保護生態環境
的澳洲經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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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昆士蘭是位於澳大利亞東北方的州，在海

岸外二、三十公里遠有舉世聞名的大堡礁。澳

洲政府及民眾珍惜維護大堡礁的行為，反映於

農業上的行為之一是對農田逕流的重視。當地

學者認為由土壤中釋出的肥料會隨著地表逕流

排入大海，進而破壞海岸外的珊瑚礁生長，因

此合理的施肥及作物肥培管理，對珊瑚礁的保

育非常重要。台灣的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是高

位珊瑚礁地形，有著與海相臨的稻田，海面下

離岸不遠處有珊瑚礁生長，農田的肥料 /農藥
逕流是否可能會影響海中的珊瑚，是多年來公

私部門都關注的議題。有鑑於此，本場於 108
年間派員走訪澳洲向 James Cook大學的 Dr. 
Paul Nelson學習農田肥料管理的經驗。Dr. 
Paul Nelson是 James Cook大學凱恩斯校
區的農業環境專家，也是土壤科學家，主要研

究自然過程和管理如何影響農業系統的可持續

性，包括生產力，土壤狀況，水質，養分循環

和溫室氣體排放，特別是在熱帶作物系統中。

凱恩斯校區位於昆士蘭東北部，附近主要的農

作物為甘蔗與香蕉。

甘蔗田的肥料施用對大堡礁珊瑚的影響

全澳洲有 38萬公頃甘蔗田，其中 95%位
於昆士蘭州的熱帶雨林地區。甘蔗大部分用於

製糖，少數用於製作酒精。昆士蘭的甘蔗的種

植多為慣行栽培但少用農藥，因此主要的環

境問題來自肥料。甘蔗為宿根栽培，生育期

約為 1年（另加採收期 2-3個月），每 4-5年
大約栽培 3-4個期作會更新一次種苗，採收期
為每年 6-11月，採收後 4週會施用肥料（基
肥，主要為氮素 130 至 290 kg-N/ha，也會
施用鉀肥 60 kg-K/ha），因為粗放管理，故
全生育期僅施用一次肥料。Dr. Paul Nelson
與 CSIRO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的 Dr .　
Tony Webster合作，比較施用尿素 (urea) 與
緩釋型尿素 (slow-released urea)對水中氮
含量的影響。施肥的方法是在株間挖 15公分
深的洞，並利用收割後的枝條打碎作為地表覆

蓋保持土壤濕度。水樣是自動化取樣，取樣後

1 昆士蘭東北部的熱帶雨林

2 裝設於甘蔗試驗田內之水體取樣裝置

3 設置於廂型拖車 (trialer) 內之水體樣品取樣與暫
存裝置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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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 以氮肥管理保護生態環境的澳洲經驗

暫存於田間的拖車內，甘蔗生長的情形則是比

對甘蔗高度對應於田間測量標竿的位置並以攝

影機連網傳輸影像。農田中也可以裝設即時

硝酸鹽感測器 (real-time nitrate sensor)測
量進到水體中的硝酸鹽，但此儀器昂貴（單

價約新台幣 23 萬元），因此無法廣為設置。
即時監測的優點是數據會上傳到特定的應用

程式可與其他單位共享，同時該儀器亦可同

時測量溪流水位高度 (stream level, m)及雨
量 (rainfall, mm)，可據以計算出氮承載量 (N 
load, tonnes/day)。

當初會監測水體的氮含量，是因為農民不

相信自己的氮肥會流失。由於蔗田面積廣大，

單一蔗農小者經營 60公頃，大者上千公頃，
肥培管理僅需稍稍的改變就能產生非常大的影

響，而農民大多仍相信氮肥的施用量是與產量

互相連結的。由於施肥期間是 9-12月間，緊
接著就是澳洲的雨季，河川中的氮肥如果不是

從雨林來的，就是從甘蔗田來的。研究人員比

對上下游溪流中監測數據之後，發現硝酸鹽明

顯來自甘蔗田區。水中氮含量高會產生較多的

浮游生物，也會使海星族群增加，而海星會吃

掉珊瑚。所幸目前的試驗結果顯示甘蔗田的逕

流並未造成珊瑚的白化，可能是因為水流量大

的緣故。然而氮肥最大的問題是使溫室效應更

嚴重，而間接使海水暖化而造成珊瑚的白化，

進而改變大堡礁的珊瑚生態。

降低逕流水氮含量的生物反應器

Dr. Nelson利用生物反應器 (bioreactor) 
處理甘蔗田逕流水（放流水）中的氮。生物反

應器是埋設於土內的構造，為以帆布襯底並且

在設置好之後於上面覆土的土溝，內部充填木

片 (wood chips)，前後各有一以石塊充填成
的井狀構造，可將逕流水導入、以及將反應後

的水導出，並同時監測進水及放流水中的硝酸

鹽與亞硝酸鹽含量。木片的功能是提供自然界

的微生物附著，自然形成生物膜。在生物反應

器內由於微生物的作用，呈現缺氧的狀態，水

中的硝酸鹽與亞硝酸鹽於生物反應器中會進行

脫氮作用 (denitrification)，最終以氮氣的形
式排到大氣中。在 Dr. Nelson的該處試驗田
中，規劃了 6條 10公尺長 1.2公尺寬的生物
反應器，將甘蔗田的逕流水進行處理後排放，

通常放流水的硝酸鹽排放標準應低於6 mg/L。

由於當地政府規定養殖業者如果要拓展魚

塭的面積，必須要先證明魚塭的水對環境是無

害的，因此 Dr. Nelson表示生物反應器也應
用於魚塭 (fish farm)，而且效果非常顯著。
此外，海水亦會灌入魚塭，生物反應器推測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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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緩衝海水的鹽度的效果，將來規劃進行驗

證。至於魚塭旁的濕地對於處理魚塭排放水中

的氮含量並沒有太大的作用，可能是因為面積

不足所致。

結　語

臺灣亦面臨農業操作行為影響週邊水體水

質、生態環境的課題，倘若我們確實理解到並

且在乎農業操作對環境生態的影響，應可借鏡

澳洲謹慎看待農田放流水影響大堡礁的經驗，

並藉由源頭減量、監測及去化處理，降低對環

境的可能衝擊。在諸多手段中，源頭減量是效

益最高的方法，手段就是農政單位推動多年的

合理化施肥與正確的施肥方法。生態環境的保

護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並以積極的作為減少過

多的氮肥進入到海洋環境當中，降低後代子孫

面臨由環境議題產生的生存困境。

4  以相機（左）與測量標竿（右）可遠端連線監看甘
蔗高度　 

5  Dr. Tony Webster 介紹硝酸鹽即時監測系統　
 6  可即時監控並與學者分享數據的應用程式畫面　 

7  處理硝酸鹽 /亞硝酸鹽降低水體中氮含量的田間生
物反應器圖面　

8  Dr. Paul Nelson的田間生物反應器規劃
9 �生物反應器（黃色虛線的土溝下方）與反應器前後
的取樣井（兩處黃色箭頭），水體定時自動取樣後
送入一旁的箱型拖車中暫存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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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機械配合智農技術

輔導農友　全方位智慧管理

為滿足有機大豆擴大生產需求，本場投

入有機大豆專用農業農業機械研發，讓小農

能以低成本購入農機設備滿足生產需求。除

此之外，本場亦規劃智慧化栽培，從收集田

區氣象及土壤監測數據開始，進行分析演

算，建置適合轄區生育的大豆生長模型，提

出有利於農友進行農企業管理之智慧化系

統，進一步將機械化及智慧化系統整合為智

慧省工生產技術平台。

目前有機大豆機械研發可減少傳統人力

栽培成本 90%，創造每年 3,500 萬之市場效

益。智農研究方面，本場蒐集微氣候資訊，

著手研發智慧生長模型，並透過大數據累積

的演算分析，搭配場內農業專家的專業知

識，提供農友包括播種期、病蟲害管理、天

然災害預警戒、田間操作建議等各種資訊。

經農友實例證實，此套有機大豆智慧平

台可避免因天災導致減產超過 30%。此外，

本平台亦將物聯網 (IOT) 和區塊鏈進行水平

整合應用，再以區塊鏈的角度協助農友建立

自有品牌，及展示透明化生產過程，以全面

提升商品價值，共創農友與消費者雙贏局

面。

第一一六期　　　　　　季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田間省工自動化栽培管理專輯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出版

▲合適的農業機械搭配田間智慧化管理，讓農友

能以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