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農業機械參訪紀實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林子傑

一、前　言

亞非農村發展組織（Afro-Asian Rur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ARDO）成立
於1962年，是一個獨立的政府間組織，由來
自非洲和亞洲的30名成員組成。該組織致力
於成員國之間問題的了解及探討，共同努力消
除農村的飢餓、文盲、疾病和貧窮。筆者參加

的『小規模或農村層次之農產品加工與加值
技術與設備』訓練，為該組織的年度訓練之
一，參訪地點為印度農業工程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IAE)和農機訓練及測試中心(Central Farm 
Machinery Training & Testing Institute, 
CFMT&TI)等兩個單位(圖1, 2)。農業工程研
究所位於印度中央州(Madhya Pradesh, MP)
博帕爾市(Bhopal)，為印度重要的農業研究 
機構，建立於1976年，該機構目標為推動印
度農業設備機械化，並進行保護土壤、水源、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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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一頁)

有效率的灌溉及排水相關設備和收割後農業廢
棄物資源利用等研究、訓練、生產模式建立等
工作。農機訓練及測試中心則位於印度中央州
布第尼市(Budni)，該中心主要設立處理目標
為農業機械產品的性能檢定及農業機械人才培
訓。藉由本文可一窺印度農業機械現況，提供
國內農業機械廠商參考。

二、印度農業工程研究所

印度農業工程研究所(CIAE)包括農業機
械化、灌溉及排水工程、農業能源及動力、農
產品加工、技術轉移等五個主要部門和農田科
技、產業推廣等兩個中心。其他還有農田手
工設備及機械化、動物能源利用、再生能源、
農業人因及安全工程、CAD電腦輔助設計中
心、國際訓練中心、農業機械生產工廠等附屬
部門。該所訓練課程主要可分：1.印度農村中
小型農業機械製造與操作，2.永續能源及農業
廢棄物資源再利用，3.豆類豆腐產品加工介紹
等主題，分述如下：

圖8   馬鈴薯削片機

業機械生產工廠。各研究單位開發出來的農業
機械構思，經由CAD電腦輔助設計中心電腦模
擬結構、強度測試、3D繪製外觀設計，然後出
圖至農業機械生產工廠製作原型機，原型機再
經重複功能、田間測試，最後實際量產農業機
械販賣，推廣農民使用。手工玉米脫粒器、花
生脫殼機、果品選別機、手推式中耕除草機、
馬鈴薯去皮機、馬鈴薯削片機、各式農業機械
犁具為目前該所主要的研發重點(圖3~8)。

圖1   印度農業工程研究所

圖2   印度農機訓練及測試中心 圖7   馬鈴薯去皮機

圖3   手工玉米脫粒器 圖4   花生脫殼機

圖5   果品選別機 圖6   手推式中耕除草機

1. 印度農村中小型農業機械製造與操作
印度農業工程研究所(CIAE)大量投入農

村中小型農業機械研究，開發適合印度當地農
業生產使用的手工具及半自動機械，以協助印
度農村勞力投入農業生產。研究所本身除了學
術研究外，也附設CAD電腦輔助設計中心及農

2. 永續能源及農業廢棄物資源再利用
印度國土遼闊，農業種植面積極廣，蘊

含許多可再生能源及農業廢棄物可供利用。另
外，由於許多鄉村地區地處偏遠，電力供給及
汽油、天然氣等能源取得並不容易，因此煮熟
食物、冬天取暖溫度加熱等工作，主要依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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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燃燒竹子、木材等方式為之。然而傳統燃燒
材火加熱方式，熱燃燒效率很低，煮熟食物或
生火取暖往往費時耗工。因此可以隨時容易取
得、方便加熱升火、高燃燒效率等能源或熱的
取得方法，是改善農村生活的重要課題。熱燃

燒爐發電應用、太陽能農業應用、厭氧醱酵甲
烷燃燒生電、高熱值煤炭土餅製作、高熱值原
子碳棒生產及各式防熱散逸燃燒爐設計，成為
主要研究方向(圖9~14)。

圖9   燃燒爐 

圖12   太陽光吸收加熱板 圖13   高熱值原子碳棒生產 圖14   各式防熱散逸燃燒爐

圖10   燃燒爐發電試驗 圖11   太陽能輔助加熱乾燥機

3. 豆類豆腐產品加工
印度為世界第五大黃豆生產國，而位於中

央州的印度農業工程研究所正是位於豆類產區
的中心地區，因此豆類相關研究為重要方向，
豆類選別機的研製、豆奶製作推廣、豆腐製作
流程都是目前重要訓練課程(圖15, 16, 17)。

三、農機訓練 及測試中心參訪

印度近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
改善，農業生產也逐漸地邁向機械化，農民對
農業機械及農機操作訓練有極大的需求，國
外農業機械廠商也紛紛看重印度這塊廣大的
市場，因而紛紛引進或在地生產各式各樣新
型的農業機械。然而，民間懂得農機操作及維
修的專業技術人員仍不足。另外，進口或該國
國內新生產之農業機械的性能如何，需有一專

圖15   豆類選別機的研製

圖16   豆奶製作

圖17 豆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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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相關單位及企業公司簡介

(二十五)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前身
創立於1928年，原稱為臺東廳農會種牛繁殖
場，光復後先後改稱為臺東縣農事試驗場及臺
東縣農林總場。民國39年由臺東縣農林總場改
組成立為臺灣省臺東區農林改良場，隸屬於臺
灣省政府農林廳。民國49年改稱為臺灣省臺東
區農業改良場。民國88年精省後改隸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場址位於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75號，成立迄今已逾84年。

一、農機研究組織及試驗設備

農機研究室隸屬於本場作物環境課，配
合政府政策及臺東地區作物，執行農業試驗研
究、成果示範及推廣輔導工作。目前從事農機
試驗人員計有林永順副研究員兼課長、曾得洲
副研究員、黃政龍助理研究員及曾祥恩技佐等
四人，研究室範圍涵蓋辦公室、農機研究館、
農機成果展示館、農機試驗田及資材儲放室等
五個區域。針對農機研製及試驗作業，本室配
備各式工作母機、試驗儀器設備及農用機具，
其各項設備名稱說明如下：
(一) 工作母機：車床、鑽床、銑床、電焊機、

氬焊機、CO2焊接機、切割機、油壓床、
絞牙機、沖床、帶鋸機、油壓管接頭夾台
等。

(二) 儀器設備：CO2萃取機、直立式旋轉濃縮
機、焚風感測裝置、土壤溫度水分感測
器、流量計、轉速計、黏度計、噪音計、
測力器、風速計、風壓計、振動計、PIA
影像分析測試系統、數位示波器、高壓測
試器、紅外線分光光譜儀等。

(三) 農用機具：挖土機、搬運車、噴霧車、施
肥撒布機、割草機、中耕機、分級機、粉
碎機、稻草捆綁機、蔬果削皮機、振動計
量機、真空乾燥機、振動送料機、自動真
空包裝機、超音波洗淨機、蒸氣鍋爐等。

業、公正的性能測定機構，而負責農民訓練及
農機性能測定的單位，即是位於印度中央州布
第尼市的農機訓練及測試中心(Central Farm 
Machinery Training & Testing Institute, 
CFMT&TI)。該中心主要設立目的包括農業機
械產品的性能檢定，以及農業機械人才培訓。
農業機械產品的性能檢定，主要有農機傾斜角
及翻覆角測試、曳引機拖桿馬力試驗、曳引機
煞車性能測試及噪音測試、動力分導裝置PTO
測試、引擎扭力曲線、打滑率、各式犁具品質
檢定等。此外該中心保有許多印度過去農業機
械的研究成果，及許多教學模型，可以作為民
眾農機操作及機械維修保養訓練之基本教材
(圖18~21)。

四、結　語

面對印度此一廣大的市場，對我國農業機
械發展是很好的機會，印度當地農業機械仍停
留在手工農具或簡單機械化階段，台灣廠商如

圖18   曳引機傾斜角及翻覆角測試

圖19   曳引機拖桿馬力試驗

圖20   曳引機噪音測試 圖21  曳引機動力分導
裝置測試

乾燥機、果品選別機、耕耘機在當地都有廣大
的潛在市場。惟因為印度農村地區國民所得尚
低，農業機械價格不能太貴
才容易打入當地市場。而且
農業機械化的生產體系還未
建立、機械維修人員不足、
生活及語言隔閡則是廠商進
入印度市場所需面對的問
題。(作者林子傑聯絡電話：
06-591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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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農業改良場大門

二、試驗計畫及成果

農機研究試驗計畫方面，在60~68年早
期從事於坡地果園水土保持綜合管理及坡地
機械化計畫，69~76年主要執行坡地機械改進
計畫，70~76年在從事耕耘機、曳引機之不整
地玉米播種施肥機之開發及示範推廣。民國
77~91年進行青梅去雜篩選、採收、分級、轆
梅、果肉分離加工等機械的研發，並同時進行
番荔枝果園噴藥、施肥、割草、修剪、分級、
收穫後處理等機械的研發迄今。尤其最近10
年試驗作物已擴及枇杷、柑桔、鳳梨釋迦、洛
神葵、水稻、小米及特用作物等，研發機械琳
琅滿目，較具成果者有保護罩自走式鼓風噴霧
車、青梅粒徑分級機、釋迦果肉分離機、四輪
傳動割草機、果園割草機、鎚刀式割草機、鑽
穴式洛神葵去籽機、果園施肥撒布機、承載式
施肥機、果園側移中耕除草機、太陽能捕蟲裝
置及水田中耕除草機等，歷年來計取得國內發
明專利4項、新型專利20項及辦理技術移轉12
件，研發成果豐碩。

三、未來試驗方向及展望

農機研究未來之試驗計畫，配合農委會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全民農業施政及本
場「原生特色、早熟豐產、有機樂活」核心技
術，致力各項農機研發、試驗改良及示範推廣
工作，包括：(一)水稻、果樹及原民作物管理
機械化之試驗研究及田間栽培模式的建立。
(二)農作物採收機械及收穫後處理機械的研製
改良及應用技術的開發。(三)利用太陽能光電
技術，研製改良節能減碳之農機具。例如本室
近年來進行之小米田間管理、採收及收穫後調
製機械、螞蟻餌劑撒布機、太陽能捕蟲器、太
陽能驅鳥器、水田中耕除草機及土壤蒸氣消毒
機等機械研究改良與示範推廣工作，即是以此
目標持持續推動。展望未來，本場持續秉持精
益求精及服務群眾的精神，落實推展省工機械
化、自動化管理作業模式，研發農機更能貼切
農友及農業產業的需求，期以改進果園生產及

農機研究館

農機研究室之辦公室

農機研究室之部份工作母機

農機成果展示館之試驗農機

作業環境，提升經營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生
產具有優質、安全、具地方特色的農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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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公會理監事新春聯誼合照

簡　訊

曾得洲副研究員於101年2月
20日自農委會臺東區農業改
良埸作物環境課退休。曾副
研究員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
農業機械工程系，於76年8
月起服務於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至今，曾任職助理、助理
研究員。其專長為採收機械
及收穫後處理機械之研究，近年主要研究內容
為番荔枝、小米、台灣藜及洛神葵等臺東特色
作物之採收及採後處理與調製等機械試驗研
究。服務25年期間共發表各類技術文章30篇以
上，取得專利20項，辦理技術移轉3項，成果
豐碩。

農機公會理監事會議及新春聯誼

農機公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訂2012年2月4日(週六)，於台中谷關的龍谷觀
光飯店舉行，並為加強同業交流，特舉辦理監
事新春聯誼活動，並邀請眷屬參加同歡。2月4
日遠道理監事搭乘高鐵於台中烏日站集合，搭
乘遊覽車至石岡鄉農會，與自行開車之理監事
會合，在互道新春賀喜之際，行經情人木橋，
觀看巨大水車，漫步於石岡鄉農會休閒農場，
悠游自在，一大樂事也。中午由常務理監事宴
請，大夥於石岡香餐廳用餐後，全體合搭遊覽
車直上谷關龍谷溫泉飯店，下午理監事聯席會
議期間，眷屬們或於Spa溫泉泡湯，欣賞飯店
玉石展示館，或於谷關商圈悠遊閒逛，或於山
林步道森林浴，享受年節最後一個假期。理監
事會議邀請沈瑲藤顧問簡報福建三明市沙縣台
商投資現況與契機。晚間席開四桌，由理事
長、副理事長宴請全體，大夥把酒言歡後，到
龍谷KTV歡唱。2月5日清晨醒來望窗外，紗
般山嵐舖滿林，潺潺流水山間游，人間美境復

何求?早餐後，大夥緩步於飯店後方『捎來步
道』，原以為吳軍港理事長年逾七十，陪他走
在人群後方近百公尺，沒想到越走體力越好，
到終點前，已經超越到“前段班”了!雖僅短
短數公里，大夥竟亦香汗淋漓也! 在楊建生理
事的帶領下，大夥潛進另一飯店領域，近距離
參見千年神木，深深感受大自然的巨大、奧秘
與傳奇，心存謙卑，向大自然致上最卑微的敬
意。回飯店後，再泡一次美人湯，等11點退
房後集合，看到大夥好像真的都變得更“美”
耶!大家上車前往新社，由理事、監事在菇菇
熊餐廳宴請全體，享受各式各樣菇類大餐，看
過、沒看過的，聽過、沒聽過的，全在桌上吃
到了!餐後，在互道珍重下，各自開車或前往
烏日搭高鐵返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