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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村的缺工壓力可透過省工機械的投入而獲得舒緩，為此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近年即積極研發多項省工機械，適逢農委會推動活化農地計畫，花蓮地區推廣種

植有機大豆，研發成果之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及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分別應用於播

種及選別作業，大幅降低設備成本，利用機械提升作業效率，對於國產有機大豆

產業有所助益。附掛式旱田播種機適用多種雜糧的播種，作業能力每小時 0.5 公

頃以上；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作業能力每小時 40 公斤以上，淨選別效率達 93%。

另一方面，為落實樂活有機及永續農業的施政方針，本場自 99 年起針對有機水

稻產業的育苗作業，研發符合有機規範的育苗技術，填補有機育苗的技術缺口。

前後開發連續式稻種溫湯消毒機及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二種機械，以高溫滅菌

方法取代農藥處理，防治水稻秧苗期藉由種子與土壤傳播的數種病害。聯合採用

稻種溫湯及育苗土蒸汽消毒技術，不僅使秧苗生產達全程有機，更可提高秧苗生

長勢，提早 4 至 7 天綠化。展望未來，糧食及食品安全日益受到國人重視，在此

背景下以東部自然環境為優勢，配合安全及有機生產模式之機械設備，將扮演重

要角色。而東部地區因小規模自產自銷農場眾多，在農村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下降

的劣勢下，小型省工農機將更具重要性。 

 

關鍵詞：省工機械、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稻種溫湯消毒

機、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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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不足問題逐漸浮現，農業缺工及引進農業外勞等議題受到

矚目，足見國內對於省力、省工的裝置或機械的需求。聚焦轄內農情，在本會推

動活化農地計畫後，復耕面積不斷提升，除了水稻田為大宗外，轉作雜糧面積也

逐年增加，其中有機大豆更是成倍數成長。在種植過程中，播種機、中耕管理機、

施肥施藥機械、收穫機、脫莢脫粒機械、選別分級機等，都是可以提高作業效率，

減輕勞力的機械。不過機械作業能力往往與售價相關，而機械化過程則是由大面

積耕作需求開始，原因是降低生產成本效益明顯。因此對於小農來說，適合的農

機具並不易取得。為此本場以降低設備成本為原則，針對播種機械及選別分級機

械進行研發，開發出適合農情現況的國產農機。 

有機農業是本場的核心價值之一，有機水稻面積亦逐年提高。不過在水稻育

苗過程，依然多依賴使用農藥滅菌。為此本場除了推廣有機秧苗栽培管理技術(陳 

，2006)，更積極研發滅菌機械以銜接現有自動化育苗設備。溫湯稻種消毒機使用

於浸種前處理，育苗土蒸汽消毒機則使用在覆土前處理，二者皆採用物理高溫原

理滅菌，可分別預防秧苗種傳病害如徒長病或土傳病害如立枯病等(張，1973)(行，

2002)。慣行溫湯滅菌行之有年，係將稻種裝入太空袋中，批次浸入溫水中(通常

是 60℃30 分鐘)。不過批次處理不僅耗時，更有因熱傳梯度變化造成受熱不均的

疑慮。蒸汽消毒則多使用在溫網室多年連作後的土壤滅菌，同樣使用批次式作業，

透過蒸汽管路加熱，有蒸汽溢散的可能性。為此本場開發連續式作業並於腔室內

處理的消毒技術，解決受熱不均勻與蒸汽溢散的問題。 

材料與方法 
一、省工機械之構造與原理 

(一)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播種機附掛於曳引機迴轉犁後方，無需獨立動力，透過拖曳使太陽輪轉

動，連動鏈條與播種輪旋轉，依速度播種(馮，1978)(關，1975)。由於曳引機動力

充足且播種機從動阻力低，設計成可附掛多組播種器，一次播種多行，並可更換

播種輪，用於多種形狀及大小的種子(周，1981)(盧，1978)。 

(二)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 

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可利用良品與劣品大豆表面特性的差異(佐竹，1996)，

讓大豆在皮帶上多方向滾動，產生分流達到選別的目的。選別原理是在物料單向

輸送的過程中，利用傾斜加入 2 個維度的加速度，使物料在輸送表面上因為滾動

磨擦力的差異，產生流向與顆粒分部的差別，可藉由路徑分野達到選別與分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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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測試物料選用轄內大豆花蓮 1 號，量測於輸送皮帶上能自然滑動的 低傾斜

角，即為物料與斜面材質之安息角(Angle of Repose)，做為傾角之閾值(threshold)(盧，

1986)。設計機台高度可調整，以大豆標準品做為樣品，重覆試驗 佳傾角，並試

驗輸送速度與淨選別效率之關係，找出 佳條件以達 高淨選別效率。 

二、有機水稻生產機械之構造與原理 

(一).連續式稻種溫湯消毒機 

利用鍋爐對軟水機輸入的水進行加熱，使得輸出的水蒸汽可以對水槽內的水

予以加熱，之後由加馬達輸出至灑水管中進行噴灑，令噴灑出的熱水可以持續對

輸送帶上的種子予以清洗、消毒而殺菌，並在輸送帶末端以冷水清洗、冷卻後收

集種子，達到不使用藥物消毒種子的目的。 

(二)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 

本機設計採連續式作業，育苗土由儲存桶落下時，以開關閥控制育苗土厚度，

並經由輸送帶輸送。在土壤輸出過程中，將鍋爐燃燒產生之高溫蒸汽，透過管路

與噴嘴噴灑在輸送帶上的育苗土，並以罩蓋減少蒸汽散失，使育苗土快速升溫，

以達到快速消毒、殺菌的目的。主要結構有鍋爐、自動軟水製造裝置、壓力控制

閥、蒸汽管路及噴嘴、蒸汽罩蓋、土壤儲存桶、育苗土輸送裝置、動力傳動系統、

溫度感應系統、微電腦溫度控制系統(何，1993)(陳，1997)等。 

結 果 
一、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已開發之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如圖一所示，播種器以模組化設計，可一次附掛

多行，且行、株距及播種覆土深度可調整。由於連結迴轉犁作業，同時完成整地、

開溝、播種、覆土及鎮壓的一貫化作業，達成省工省時目的。且因本機播種行、

株距及播種覆土深度設計為可調整，藉由更換播種輪，即可播種硬質玉米、小麥、

紅豆、黃豆、黑豆、高粱等多項雜糧，達到一機多用途，節省設備成本之目的。

經大面積試作播種大豆，作業能力 高可達每小時 0.5 公頃，相較於人力播種，

效率至少快 16 倍以上，和真空播種機速度相當。除此之外，設計上還增加了快

速排料、透明視窗、快拆設計等，便利操作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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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Fig. 1. Hanging Type Dry Field Planter. 

為推廣本研發成果，並協助活化農地計畫政策之推動，本機先後於邦查有機

農場、奇美部落、瑪部隆農場進行試驗與舉辦示範觀摩會，機械播種作物包括小

麥、大豆花蓮 1 號、黑豆、紅豆(圖二)等。不僅將省時省力的附掛式旱田播種機

引進於雜糧種植，更深入部落解決人力缺口，活化原鄉農業。 

 

 
圖二、以附掛式旱田播種機播種的紅豆生長情形良好 

Fig. 2. Vegetation of red bean was well after the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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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 

經多參數(橫向加速度、縱向加速度、輸送速度)基本試驗，結果得知橫向加

速度與縱向加送度均使劣物料選別效率降低、良料選別效率提高。條件 適化後

淨選別效率達 81.85%。設計概念及雛型機如圖三所示。此外，物料於輸送面相互

碰撞是造成選別障礙的原因，因此增加干擾設計，使良質選別效率達 98.69％，

劣質選別效率達 94.67％，淨選別效率提升至 93.43%。 

加裝干擾的雛型機開發完成後，配合大豆期作輔導農友們使用機械選別，同

時調查機械性能，訪查使用者意見、調查滿意度及設備合意價格、蒐集使用者需

求與建議，並試驗機械耐用程度。試驗結果因機械選別成效良好(圖四)，農友滿

意度極高。 

 
圖三、大豆初級選別雛型機 

Fig. 3. Prototype of Preliminary Sorter for Soybeans. 

圖四、雛型機選別試驗成果比較，良品(左)與劣品(右)差異明顯 

Fig. 4.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separat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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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續式稻種溫湯消毒機 

連續式稻種溫湯消毒機如圖五所示。作業能力每小時 300-500 公斤，作業費

用(油、水、電)每公噸 650 元，相當於每盤秧苗 0.16~0.2 元。根據調查慣用種子

藥劑消毒法利用太空包每袋 1,000~1,500 公斤，一期作消毒時間 48 小時，二期作

消毒時間 24 小時，藥劑費用每公噸 5,000 元，相當於每盤秧苗 1.25~1.5 元、批次

溫湯消毒法作業能力每小時約 100~200 公斤，相當於每盤 0.49~0.59 元，連續式

稻種溫湯消毒機具有較高的作業能力與較低的作業費用其作業能力與成本比較

如表一。在作業時間部分使用本機比慣用藥劑法節省作業時間 67~83%，節省作

業費用每公噸 4,350 元(87%)，比批次溫湯消毒機快 1.5~3 倍。在秧苗價部分，一

般秧苗每箱賣 30 元，有機秧苗每箱可賣 38 元，每公頃使用 300 箱，育苗業者每

公頃獲益提高 2400 元，增加效益 27%以上，不僅提升生態效益更提高經濟效益。 

 
圖五、連續式稻種溫湯消毒機 

Fig. 5. Continuous Type Rice Seeds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 

表一、溫湯消毒機作業能力與費用比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ost and capacity of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s 

 

Continuous Type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 

Habitually Practice 
Batch Type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 

Capacity 300-500 kg/hr 

1,000-1,500 

kg/operation 

(24~48 hr/operation) 

100~200 kg/hr 

Cost 
Fuel Cost 

0.16~0.2 NTD/tray 

Pesticide Cost 

 1.25~1.5 NTD/tray 

Fuel Cost 

0.49~0.59 NTD/t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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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 

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如圖六所示。處理的育苗土在播種後調查秧苗地上物

及根系乾重，結果皆以蒸汽處理組 高。以播種後 12 天為例，秧苗株高與乾重

皆明顯高於其他組（株高至少高出 20%，乾重至少重 65%），如圖七所示。由圖

可知不論是根系或莖葉，土壤經蒸汽處理後，所育之秧苗相較藥劑處理或無處理，

都有明顯的增加，具有生長快速(生物量)優勢，秧苗生長對照如圖八所示。 

連續式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處理每公噸土壤平均約耗費 930 元。經換算，

處理每盤育苗土所需之成本約為 2.6 元，比化學藥劑處理成本每盤 3 元略低。加

上有機秧苗的售價比慣行秧苗還要高，整體經濟效益將更加提高。以蒸汽消毒土

壤育苗，除了秧苗品質的提升，更是重要的是可以達成全程有機生產之特色。 

 
圖六、水稻育苗土蒸汽消毒機 

Fig. 6. Nursery Soil Steam Disinfection Machine. 

 
圖七、育苗土滅菌試驗，播種後 12 天秧苗生長比較 

Fig. 7. Comparison of rice growth after soil dis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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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蒸汽消毒育苗土(左) ，相較於慣行處理(右)可提升秧苗生長勢 

Fig. 8. Higher growth potential was found at treatment (lef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right) 

結論與展望 

本場近年來致力於符合有機規範及符合地區產業需求農機具的開發。適逢農

委會推動活化農地計畫，雜糧產業急需相關農業機械支援。本場研發單機多用途

的附掛式旱田播種機及適用豆類的初級選別機，可有效降低設備成本，減輕人力

負擔並增加農友收益。附掛式旱田播種機作業能力可媲美進口真空播種機，但價

格不到一半，且適用作物更多。採用一貫化作業每公頃也可省下 5 千元整地費用

與時間。大豆初級選別機則適合自產自銷的農戶，可取代人力選別的辛勞並提高

工作效率 8 倍以上。本場將持續開發相關生產機械，以強化本土雜糧產業鏈，進

而提升本國糧食安全。至於為了推動有機農業開發的連續式稻種溫湯消毒及水稻

育苗土蒸汽消毒設備，皆採用物理滅菌原理取代農藥消毒，降低病原菌的密度以

達到病害防治效果。綜合採用不僅使秧苗生產達全程有機，更可提高秧苗生長勢，

提早 4 至 7 天綠化，縮短育苗時間可降低管理風險，間接增加育苗場之產能，舒

緩搶秧之壓力。我國水稻生產採集中育苗策略以降低生產成本，但目前育苗作業

因技術成熟利潤逐年降低，已出現低價惡性競爭現象，需導入具有差異性之育苗

技術。目前我國之育苗場作業尚無適用有機之育苗土處理技術，本套設備採高溫

消毒屬於物理滅菌，上市後可佔有機秧苗生產技術之缺口。對於秧苗生產者而言，

秧苗生產若能達到全程有機，秧苗將和市面上有所差異，提升的秧苗品質將可跳

脫削價競爭的負面循環。有機育苗技術免用農藥，不僅可以保障生產者健康，消

費者對於有機水稻也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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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well known that the issue of labor shortage in rural area can be eased 

by introducing agriculture machines. Organic soybean was greatly extended to 
plant in Hualien because the policy of Fallow Land Reactivation Program. The 
developments of Hanging Type Dry Field Planter and Preliminary Sorter for 
Soybeans could largely increase work performance of planting and sorting. 
Hanging Type Dry Field Planter is suitable for various grains. The planting 
performance reaches 0.5 hectares each hour. The prototype of Preliminary 
Sorter can deals with 40 kg soybeans per hour, and the net screen effectiveness 
is 93.43％. In addition,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developing technique of grow 
organic rice seedling since 2010. Continuous Rice Seeds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 and Nursery Soil Steam Disinfection Machine both utilize physical 
sterilization instead of chemical pesticide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microbes in 
seed or soil, and prevent rice seedling bed being infected with diseases. 
Utilization of these equipment can not only being able to product rice seedling 
fulfill the organic regulations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seedling. Besides, 
the growth of rice seedlings is speeded up and the period of production can be 
shorted for 4-7 day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roles of middle-and-
small scale agriculture machines that suitable for petty farmers would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not only in Hualien but Taiwan. 

 

Keywords: labor saving machine, hanging type dry field planter, preliminary 

sorter for soybeans, continuous rice seeds hot water disinfection 

machine, nursery soil steam disinfection mach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