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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改場的大豆進擊        
向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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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花改場的大豆進擊 向前進吧！
Chapter 3

大豆機械的研發歷程

「我希望能與夥伴們一起努力，參與大家共同戰鬥的過程！」花蓮區農改場農機研究
室主持人張光華，這樣描述著他研發大豆機械的心態歷程，初心便是陪伴著轄區內的
有機大豆產業一起成長。

而如今回頭過來看，過程也的確也是如此。

那個過程最辛苦的挑豆…
初心真的很重要，第一台「大豆跑步機」的出
現，起因便是因為同理小農們挑豆煩悶的心情。

「有一次我們到了瑞穗奇美部落，看到年邁的
部落阿嬤戴著老花眼鏡，頭低低的緩慢挑豆，
曠日廢時的效率讓人覺得無奈…」這是當年很
常見的情景，只要有種大豆的農場，都需要經
歷這種耗費精神，在一堆豆子中一顆顆地挑出
扁豆、石豆、紫斑病的瑕疵品出來的辛苦過程，
也難怪即使當時有機大豆奇貨可居，卻沒人敢
輕易擴大耕作面積。

東部的有機大豆發展，早期主要是以小農為主，
栽種面積都不大，也缺乏機器，而過程中最辛
苦的就是挑豆，全都仰賴人力，非常的耗時耗
工。

可能有人會說，有機器啊 ~ 沒錯，是有日本進
口的選別機，但是一台 66 萬元的高價位，小農
根本是不敢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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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體恤人力挑豆的辛苦，促使農機研發的產生
3-2 ｜ 農友對這台機器都有很大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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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度傾角滾動原理
看到了小農的實際需求，張光華於是開始
著手收集資料，並觀察到大型選別機的原
理，以成熟的工業輸送帶來改良，並且調
校參數，做到了標準化。讓農民都覺得好
用，因為參數都已經調整好了。 

這台被暱稱為「大豆跑步機」的「大豆初
級選別機」，巧妙運用二維度傾角滾動原
理，讓 A 級豆、B 級豆、劣質豆分別滾向
三個不同的方向，精準度媲美 66 萬元的
日本選別機，甚至比它還來得高一些。

幾乎花蓮的大豆農友都對這台機器有興
趣，因為一台 6 萬元的親切價格，不到進
口機器的 1/10；而且若以兩公頃面積所花
費的挑豆人力成本來計算，大約兩個期作
便可回本，即使小農也負擔得起。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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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挑大豆  但晶圓原料也行 ~
而且後來的發展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因為這台機器在商轉之後，不只東部小農反
應好，還發現西部擁有許多意外的使用者。

說意外，是因為西部的大豆種植多為大面積生產，可能較不需要，但沒想到在農
糧署還沒補助前，就有不少人下訂了，甚至還有些不是種大豆的買家。

像是種樹豆、或是豌豆的農友；調味粉廠商「小磨坊」便拿去挑選胡椒粒，而且
一口氣買了好幾台。而其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竟是有矽晶圓廠商，將這台大豆
跑步機拿去挑選晶圓的原料啦！

「我們研發時並沒有想到這些。」張光華說，「但投入市場之後，卻看到如此大
片的藍海，有這麼多不同的運用面。」 

這台大豆初級選別機獲得了「105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的金牌獎，相當難得，不
過最令他高興的是，「這麼多人來訂購，表示我們的目標是正確的！」

3-3 ｜ 大豆初級選別機構造圖
3-4 ｜ 在農委會舉行發表記者會時，吸引許多媒體目光
3-5 ｜ 挑出 好豆，去除壞豆，可以一目瞭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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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跑步機  進化到超跑
機器的研發是隨著產業發展腳步前進的。

第一代的大豆跑步機陪著小農走完辛苦的挑豆步驟，等這些小農賺了錢，回頭擴充
種植面積時，便到了需要更大機器的時候了。

「不少農友跟我抱怨機器太慢了，這是因為他們種的面積都增加、產量也變大了
啊！」張光華在輔導時開始聽到了一些農友的抱怨，不過這些抱怨是正向的，因為
這意味著幾年下來，轄區內大豆農友的種植面積都增加了。

於是他積極蒐集了第一代機器的使用者意見，再經多次改版之後，推出了第二代的
「多層式豆類選別分級機」。

這是運用立體多層的傾斜輸送帶，讓物料滾動到不同的收集槽，達到快速、大量的
選別效果，作業能力提升至每小時 200 公斤以上，是小型選別機的 4 倍。每處理 20
公噸物料，可節省人力成本約 45000 元；若以減低人力的效益來看，每公頃可降低
75％的人力成本，相當可觀。

此外，這台機器增加了清除雜物和分級的功能，因此也被視為「由跑步機晉升到超
跑」的挑豆機。

這第二代的挑豆機，功
能已經進階到跟日本進
口機器不相上下了，但
售價只有一半，相當具
有競爭力。

而不管是跑步機或是超
跑，這兩台機器都補足
了東部有機大豆的機械
化的缺口，不論是幾分
地原鄉部落或者是 10 公
頃的專業農場，都可透
過機械來挑豆，達到省
時省工的目的。

3-6 ｜ 大豆選別分級設備
3-7 ｜ 大豆選別分級機構造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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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張光華向農友說明機械原理並現場與操作

3-9 ｜ 大豆選別機特別前往西部舉辦觀摩會，吸引爆棚農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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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 研發過程也不斷地蒐集使用者意見

3-11 ｜ 農友分享使用心得

農改場大豆手冊.indd   88 2021/11/25   下午 09:50:37



- 89 -

即使少數  也要相幫
有機大豆在產業化的過程中，除了挑豆困難之外，
雜草的清除也是農友費心又困擾的問題。「除草真
的是很大困擾啊！」農友經常跟他反映，用中耕機
來單行除草，效率很差，才剛除完了前面的，後面
的草又長出來了，怎麼除都除不完！

小面積栽培的時候還能靠人工來應付，面積增加時
就會倍感農時不足的壓力。看著整塊田雜草失控的
那種無力感，真的會重重打擊耕作者的信心。

農友的困擾，成為了張光華的研究動力。

一般說來，大豆栽培有「平畦」或「作畦」兩種栽
種方式，而花蓮有機大豆多採平畦，這是因為行距
較寬，有利於通風及減少害蟲，較合適有機栽培。
除草時，則以自走式中耕機，單行的除草。

由於種植面積偏小，合適平畦且有機專用的機器相
當缺乏，因此他在構想除草機時，先朝「有機專用」
這個方向來做，研發出了乘坐式的「附掛式旱田除
草機」。

這台機器一次就可以除三行草，比之前單行、單行
的除來得快多了，一個人就可完成大面積除草作業。

相較自走式中耕機除草，這台機提高作業效率 4 倍
以上，每天作業 2 公頃不是問題，是雜草管理防除
的好幫手。因此，它獲得了「2019 台灣創新技術博
覽會」金牌獎。 

「機械化程度和耕作面積有很大的關聯性，這也是
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張光華說，種有機大豆的
小農是少數、採平畦栽種的人也是少數，因為不是
慣行栽培方式，機械除草也非大眾選擇，農機市場
上自然不容易找到機械來相幫。

但是產業發展不應該被工具限制，透過機械引進或
改良讓耕作變得輕鬆、變得可行，才有可能慢慢讓
市場活絡，讓有機栽培成為選擇。

農改場大豆手冊.indd   89 2021/11/25   下午 09:50:37



- 90 -

3-12 ｜ 相較於中耕機，附掛式旱田除草機效率高四倍，且作業輕鬆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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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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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好  價格一半
有機除草機的研發腳步，並沒有因為獲獎而停歇。

「作畦式還是市場的主流，全國有 3000 公頃大豆，而且落花生也使用這種單畦雙行
的方式種植，要推有機就要有相關的機械。」張光華於是開始與農友密切討論，他
們反映，買了日本的除草機，但貴貴的機器，卻只能畦間除草，畦面的除草效果卻
不夠好，還需仰賴人力補足。

於是他根據與農友討論的結果，以及先前開發除草機的經驗，設計出了畦間中耕除
草機。原理是先將土壤犁鬆、基部鬆動，再以除草爪耙除或以碟犁翻起。過程分成
兩階段來做處理，可以增加耕除雜草以及讓雜草凋零的機會。

如此一來，便可完整涵蓋畦面、畦側以及畦底的空間，防除率達 90.1％，同時還讓
作物損傷率降低到 5％以下。

此外，由於作畦的規格各有不同，這台「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設計了多處可調，
包括除草的位置、深度、寬度、開度、傾角均可依田間狀況和需求來做調整。

農友使用過的反應都相當好。

四季耕讀有機農場的李慶豪就說，用了這台，原本 10 萬元的除草成本，一口氣可以
減少掉八成！

而馬里勿有機農場的張月英，也同樣表
示「 差 很 多！」 省 下 了 許 多 時 間 與 金
錢，因此她決定要擴大運用面積，不只
大豆，馬鈴薯、花生 .. 等作物，只要是
作畦種植的都可以運用。

此一頗受好評的機器，在功能性上比起
日本機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價格只有
進口機器的一半，讓農友有了更多且更
好的選擇。

至此往後，不論是在東部或西部、種大
豆或是種落花生的農戶都能使用，對於
擴大有機栽種面積皆有所助益。

3-13 ｜ 附掛式畦間中耕除草機
3-14 ｜ 許多農友對這台畦間中耕除草機都很有興趣了解
3-15 ｜ 超乾淨的田區，幾乎沒雜草打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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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有機大豆產業  儼然成形
一直忙個不停的張光華，近來又在忙哪些大豆的相關機器呢？

「跟農友討論之後，目前正在進行採後處理場的設立規劃。」
他表示，大豆成為一個產業之後，採後處理過程，從前端的
乾燥、去除雜質、選別分級，一直到後端的包裝，都需要一
系列的機器來進行，而光這些機器，就是一個工廠的規模。

 規模龐大，不過量大的農友非常需要。

「因為花蓮的有機大豆產業已然成形。」張光華說，有好幾
個大豆農友都有著規模種植的面積、也可穩定交貨給加工廠，
同時還以自有品牌生產著貼近消費者的產品，這些都是產業
成熟的跡象。 

他認為，東部很合適發展有機，因為生產雜糧需要長日照時
間，東部有先天的限制，但是用有機栽培就可以和西部做出
區隔。

而且這幾年農友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提升，花蓮的有機大豆田
每公頃收超過 1 噸已經很常見，這和北部採慣行栽培的產量
已經不會相去太遠，「我覺得這是因為農友很努力，很認真
看待自己的工作。」 

既然走入了規模生產，就需要靠許多機械來協助，這樣才能
大幅降低人力、時間及成本，做到真正的省工，因而採後處
理場的建立非常有其必要。

為此，他如以往般跟農友們密切討論，一起規劃設計，希望
可以規劃出最合適東部有機大豆的採後處理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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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 建構出整套的大豆採後處理設備，會比人力提升三倍以上的效率，而且單人即可操作供料及封裝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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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都刻下了印記
遙想當初，張光華在規劃第一台大豆跑步機時，當年花蓮的有
機大豆才剛在起步，多數是只有幾分地的小面積種植；而到了
如今，大規模栽種面積的大農遍地開花，有機大豆產業在花蓮
已然成形，回首這一切過往，他感受深刻。

因為他所有的大豆機械的產出，都是與探詢農友需要、並與他
們討論出來的成果，過程中充滿了他與農友之間的密切交流與
討論，而每台機器也都刻下了這些印記。

他與農友之間，是密切的夥伴關係，而不是個遠距離的研發
者。而這點也正是所研發出的機械，都是在地農民真正需要的
主要原因啊！

3-17 ｜ 機器走過，雜草除得乾乾淨淨
3-18 ｜ 「有機大豆採後處理」觀摩會吸引了許多對大豆有興趣的農友
               參加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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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大家都愛的大豆

花改場的大豆進擊 向前進吧！
Chapter 3

大豆的育種與改良過程

育種對於研究人員而言，任務是為了產業發展，去發現轄區內作物的問題、並想辦法
予以解決。對於這個定義，花蓮農改場對於大豆產業的研究，可說是沒有愧對啊！

國內最有份量的大豆
「大豆花蓮 1 號」於民國 68 年由花蓮農改場育成，可說是目前國內的大豆種植品種當
中，最有年齡份量的了。

這麼有資歷的大豆，同時也是東部農友最為喜愛的品種，因為它具有大粒、豐產、出
漿率高、以及氣味濃醇的優點；再加上葉片寬大以及生長勢強的特性，栽培初期可快
速封壟，有效抑制雜草，非常適合有機栽培，因此不只是農友，就連消費者也很喜歡。

而且這個品種在東部的適應性非常好，「如果你要東部的有機大豆農友種別的黃豆品
種，他們還會猶豫呢！」花蓮區農改場前任助理研究員陳正昇這樣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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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的逼逼啵啵聲
只是這麼久的歲月後，難免出現一些因機械而導致部分品種混雜，
尤其大豆是種自交作物，農民幾乎都自行留種，更容易出現這種狀
況，這是人為的部分。

此外，在自然環境下，時間久了也難免會出現一定比例的自然突變，
產生一些變異，導致植株的成熟度有所差異，不利於機械採收。而
若是為了要等所有植株成熟一致，則會讓部分過熟而豆莢於田間裂
開，造成損失。

「如果要等到植株完全成熟的話，走進田裡會可能聽到逼逼啵啵的
裂莢聲。」花蓮區農改場前任助理研究員蔡秉芸這樣形容，「感覺
蠻心疼的！」

因此幾年前農友開始向花蓮區農改場反應，花蓮 1 號出現成熟期不
一致、以及裂莢的問題。

而農改場也將這些問題列為優先解決，制定大豆品種改良的短中長
期策略。

首先是短期策略，進行品種的純化，讓成熟期能夠一致，期望在新
品種育成前可供轄區農友使用；中期策略則是進行大豆花蓮 1 號的
裂莢性改善，利用分子輔助回交育種 (MABC)，可大幅縮短育種期程
的特點，進行抗裂莢性基因的導入。

最後，長期策略則是使用雜交育種的方式，進行優良親本的雜交、
篩選等育種流程，搭配現有新技術的使用，精準育種，以增進農民
的收益。

於是純化便這麼展開了。

從 106 年二期作開始進行單株選拔，經過 107、108 年的株行試驗，
篩選出成熟度均一的花蓮 1 號純系，快速解決因成熟度不均，而使
田間耗損較多且機械採收侷限的問題獲得改善，利於東部大豆農友
栽培，健全產業發展，藉以改善產業發展，導向友善、有機的栽培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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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 純化之後成熟度一致
3-20 ｜ 大豆品系
3-21 ｜ 大豆生長期調查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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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的彈跳 農民的困擾
解決了純化問題之後，緊接著便是改善
裂莢。

其實豆子裂莢是一種生物天性，藉著此
一特性，讓種子得以彈跳出來、散播繁
衍，是大自然的智慧。

但是此一特性卻不利於機械採收，因為
造成田間損失之外，也使得採收時間變
短。

尤其近年來在政府支持國產雜糧的鼓勵
下，轄區內的大豆面積逐步擴大，機械
採收成為主要趨勢；然而機器通常需要
調度時間，採收期也會變得更加緊迫，
這使得改善裂莢變得刻不容緩。

抗裂莢基因的出列
首先進行抗裂莢育種的陳正昇回憶，當時他的裂
莢研究是與農民合作，特別選在花蓮玉里長良，
此區域的春作栽培大豆在 6~7 月時天氣幾乎每天
都是早上出太陽、下午下雨的天氣型態，在這種
乾溼交替的環境下，裂莢情況會特別嚴重，一大
部分的豆子在田間便損失掉了，在此條件下進行
大豆裂莢的調查，事半功倍。

為此他搜尋了很多國內外文件，發現大豆其實有
某個基因是較抗裂莢的，但當時卻不知道國內有
哪個品種帶有此一基因，所以進行了上述研究實
驗，後來發現高雄選 10 號及台南 5 號帶有此一抗
裂莢基因。而他則是挑選了顆粒較大的台南 5 號
來做為回交親本，這是因為期望回交子代不僅具
有花蓮 1 號的優點，同時也能具備抗裂莢、大粒
等臺南 5 號的優點。

3-2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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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早世代選拔效率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以分子標誌輔助回交育種來進行品種改良。」他解釋，以這
種方式可以快速地鑑別子代中，花蓮 1 號、台南 5 號的基因，所佔的比例，並找出花
蓮一號基因比例較高的單株，提高了早世代選拔的效率，並縮短了育種流程。「以此
方式，可以將育種時間縮短到 4~6 年，加速了育種的工作進程，不然一般育種工作都
是 10 年以上。」

目前抗裂莢的研究仍在進行當中，但可確定的是，未來可望將會有抗裂莢的品種提供
給農民，不用再擔心裂莢損失。

而且重要的是，抗裂莢品種的育成，可說是改善了花蓮 1 號的最大缺點，讓這個受歡
迎的品種得以長長久久。不僅如此，抗裂莢克服了農事操作上困難、提高農民的種植
意願，對於轄區內大豆面積的擴增將會是一大助益。

3-22 ｜ 場內總原庫大豆
3-23 ｜ 抗裂莢試驗
3-24 ｜ 在長良進行的裂莢試驗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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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出擊 改良老種性狀
其實不只黃豆，花蓮區農改場對於黑豆也採主動研究的姿態。

宜蘭地區一直保有著他們的在地老種黑豆，主要是用來做醬油，有著在地
獨特的風味。

當初陳正昇在進行田間調查時，發現到這些老種黑豆會部分出現倒伏狀
況，不過有的會、有的不會，就是抗倒伏能力不均的意思。

這種情況相當不利於機械採收，不過由於宜蘭當地大多數種植面積小，多
是以人工方式採收，因此並沒有農民為此反映。

儘管沒有農民反映，但發現問題之後，陳正昇仍是積極地進行地方種黑豆
的選育工作，希望能找出抗倒伏品系，以利於未來機械採收。

進入單株選拔及株行試驗後，他發現有些品系的確容易倒伏；但是也有抗
倒伏、同時產量又豐的品系。這當然要進行汰弱留強啊 ~

經過了五年的努力之後，最後終於找出了抗倒伏、產量也很不錯的品系。
而此一新品系目前正在申請品種權當中。

3-25 ｜ 種在三星當地的老種黑豆
3-26 ｜ 宜蘭老種黑豆育種
3-27 ｜ 黑豆品系調查

3-26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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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地融入當地
其實這可說是一種老種黑豆的「再進化」。

老品種真的非常具有保存價值，以這種宜蘭黑豆為例，經過長年的種植與馴化，
已經完全地融入蘭陽的環境與氣候，與當地生活密不可分。

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一般的黑豆都必須在二月底之前播種完畢，不然就會因
為光敏感問題而不開花、只長葉。「但是宜蘭的一、二月低溫、潮濕多雨，不合
適播種，因此當地都是等三月天氣暖和了才播種。」蔡秉芸說，「而非常適應在
地氣候的是，這種老種黑豆並沒有一般黑豆的光敏感問題，所以即使到了三月再
播種，四月一樣會開花。」

你看，這麼融入當地、適應在地風土的品種就是應該要強化並予以保留啊！

所以即使在沒有農友反映問題的情況下，研究人員仍然主動地發現問題，加以改
進並升級，希望育成抗倒伏、產量又好的在地種黑豆，未來合適機械化採收，藉
以省工並發展在地特色產業。

宜蘭有著發展地方品種的需求、也想擴大面積，但老種黑豆的性狀讓機械化一直
難以成形。」陳正昇表示，「一旦未來新品種出來，就能讓機械化採收成真了！」

3-28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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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 黑豆花
3-29 ｜ 黑豆幼苗
3-30 ｜ 黑豆品系收穫調查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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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未來的耐熱品系
育種這條漫漫長路，我們仍在持續進行當中，未來重點是找出耐熱的大豆品種。

花蓮農改場助理研究員詹凱竣表示，「連續高溫會影響大豆的開花活力，連帶
後續的授粉、結莢情況都不好而導致產量降低。」因此從農試所種原庫引進了
35 種大豆種原，進行著耐熱及抗裂莢的性狀評估。

「我們希望能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找出耐熱的大豆親本，來為極端氣候做好
超前部屬。」詹凱竣表示。

3-31 ｜ 花蓮區農改場在農委會行醬油發表會，吸引許多媒體報導
3-32 ｜ 開發出了山苦瓜及馬告風味的醬油，相當獨特的風味，頗具市場潛力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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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苦瓜與馬告  跟醬油很搭喔 ~
你一定想知道，花改場將這些具有歷史，同時又經過純化、抗裂莢的品種，
後來做了哪些運用。

我們橋接了有機豆農，與花蓮在地百年老店「新味醬油」，採用在地有機生
產的花蓮 1 號及 2 號大豆為原料，釀造了天然發酵的醬油。

同時還進一步開發出了山苦瓜及馬告風味的醬油，相當獨特的風味，頗具市
場潛力。兩款醬油不但層次豐富讓人驚豔，而且滋味獨特，就連廚師都大呼
意外。

「釀造的技術門檻較高，但相對的附加價值也高。」花蓮區農改場改良課課
長葉育哲表示，「我們希望能將大豆產業與原鄉特色作物做串聯，讓兩者都
能同步向市場展現，同時未來也將持續開發更多的特色有機醬油。」

花蓮的有機大豆耕種面積是為全國最高，而這項將有機大豆與原住民傳統作
物結合，相互輝映的創新計畫，未來也將持續進行。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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