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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豬場沼氣燃燒熱源之應用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連振昌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雷鵬魁

前 言

溫室效應（Green House Effect）是造成地

球環境變化的重要課題之一，而造成溫室效應

的溫室氣體，主要包含了二氧化碳、甲烷及一

氧化氮等。隨著世界人口急遽上升，人們對能

源的需求與日俱增，為因應能源需求而大量燃

燒煤、石油及天然氣等石化燃料，導致石化燃

料儲量大量減少且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急

劇增加。二氧化碳為溫室氣體效應的元兇之

一，近年已嚴重威脅到地球的氣候變遷，除了

二氧化碳之外，大氣中的甲烷含量在近年來亦

有急遽上升的趨勢，且每單位甲烷所造成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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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承第 1 頁)

效應的能力為二氧化碳的 23 倍，其對地球環境

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能源危機是近年來全世界共同面臨的課

題，能源隨著石化能源產量的日益枯竭，導致

石油價格飆升並造成國際情勢緊張。因此如何

找到有效的替代能源，以因應石化燃料枯竭及

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同時並降低二氧化碳與

甲烷的排放，為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解

決能源短缺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從能源生產技術

方面著手，以尋找替代能源或是進行可再生能

源的生產來增加可用能源的產量。可再生能源

的生產相當多元，其中又以太陽能、風能以及

生質能的應用較為廣泛，其中，生質能被推測

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最有吸引力的替代能

源，包括了生質氫能、沼氣(Biogas)和生質

酒精。

沼氣脫硫與利用

沼氣是有機廢棄物，包括動物糞尿、生活

污泥及食品廠廢棄物等，經厭氣處理所產生之

副產物。厭氧消化 是指在

無氧的條件下，微生物降解有機物質而生產沼

氣和生物肥料 的過程，畜禽糞便、

作物稻稈及工業和都市廢物皆可透過利用厭氧

消化而產生沼氣。而畜禽糞便透過厭氧消化一

方面可轉換有機廢棄物為沼氣，以作為可再生

燃料用以發電、產熱或用作汽車燃料；另一方

面則可以減少固態廢棄物，並進一步提煉成高

濃度肥料，如沼肥與沼渣，又畜禽糞便透過厭

氧消化更具有減少氣味和病原體滋生等優點。

沼氣的成分雖然會隨著厭氧消化過程的有

機固形物成分、發酵溫度、濕度、酸鹼度、微

生物菌種以及發酵時間等因素而不盡相同，但

大部分的沼氣皆是以甲烷為主要成分，所占比

例約在 。而國內研究指出，豬糞尿產

生之甲烷含量高於一般農場廢棄物，而每頭體

重 之肉豬每天約可生產 沼氣。養

豬場厭氧消化產生的沼氣熱值依甲烷含量而

定，而一般養豬場所生產的沼氣約為

以上，計算未經純化的沼氣與其他主要能源

之熱值進行比較，如表 所示。

表 1 沼氣與其他主要能源之熱值比較表

國內的沼氣生產大多可見於畜牧場，藉由

動物糞尿及污泥加以厭氧發酵而產生沼氣。由

於大型畜牧場的沼氣產量較為可觀，若欲進行

沼氣利用，第一步驟為沼氣脫硫，因沼氣中所

含之硫化氫容易腐蝕管路，導致用氣設備腐蝕

而影響使用年限，甚至損壞。故使用沼氣須先

將沼氣中所含之硫化氫加以去除，方可長久使

用。目前較常使用的沼氣脫硫法如固態脫硫、

液態水洗脫硫法及生物脫硫法。其中，生物脫

硫法係使用生物脫硫塔中的微生物與沼氣進行

反應，使其脫去沼氣中硫化氫，效果極佳但造

價及維護成本高。

養豬場沼氣中除了含有大部分的甲烷外，

尚含有約 硫化氫

，在沼氣之利用，硫化氫之存在會對機具

產生腐蝕現象或使管線結晶而導致沼氣設備損

傷，因此沼氣必須經過脫硫程序才能加以利

用。依據國內經濟部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補

助作業要點指示，沼氣經由沼氣純化設施去除

硫化氫後，其硫化氫出口濃度應低於 。

現今已發展的沼氣純化設施所應用之脫硫技術

可分為乾式氧化法、液體吸收法及生物脫硫

法，此三種脫硫技術整理如表 所示，雖然藉

由生物脫硫設備可以有效去除硫化氫，但因成

本過高，中小型農牧場業者較無法負荷，而國

內沼氣之純化以水洗方式 液體吸收法 最為普

遍，經過多次水洗吸附後，水中之硫化氫趨於

飽和，再以空氣強迫將硫化氫驅出，以達到脫

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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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氣脫硫技術 分 類 原理與方法

乾式氧化法 固體吸收法
使用顆粒狀氧化
鐵、石灰以批次
方式吸收

使用空氣與氧氣
導入沼氣系統

→
氧氣濃度在

液體吸收法 物理高壓吸收法
沼氣與水混合壓
縮，使 與
溶於水中

物理低壓吸收法
沼氣混合液態鹼
性溶液 →
吸收 與

化學吸收法
將 直接加入
污泥中以吸收

生物脫硫法
生物洗滌槽

生物濾床

生物滴濾塔

國內的沼氣生產則主要來自於畜牧場，國

內畜產試驗所為配合國內養豬形式並符合放流

水環保標準，目前推廣養豬三段式廢水處理設

施，處理過程包括糞尿之固液分離、厭氣處理

及曝氣處理等三階段，於厭氣處理過程中會產

生大量沼氣。然而，養豬場所產生之沼氣幾乎

沒有善加利用，推測其主要原因包含： 畜牧

場電價偏低，因農民之電價政府有補貼； 沼

氣脫硫問題無法解決，沼氣利用設備無法順利

運轉。政府早期亦曾補助畜牧場購置沼氣發電

機，但皆因為未做好沼氣之脫硫與純化工作，

使硫化氫腐蝕發電機之金屬零件。

農業活動中，畜牧業的沼氣產量蔚為可

觀，而沼氣的主要成分為甲烷，若放任沼氣自

由逸散於大氣中，將使全球溫室效應日益加

劇，故應該加以重視沼氣對於溫室效應之影

響。沼氣同時亦被認為是值得推廣利用的能

源，因其熱值高且具有燃料特性，因此沼氣造

成溫室效應的根本解決方法便是進行沼氣利

用，藉由利用沼氣能源的方式，使得「節能」

與「減碳」可同步進行，一舉數得。而沼氣利

用的形式通常以直接燃燒進行熱源利用或沼氣

發電等方式較為常見，並於近年廣為歐洲國家

所大力推廣。國內畜產試驗所在沼氣之利用研

究方面，曾開發多項沼氣利用機具，包含利用

表 2 沼氣脫硫技術彙整表 沼氣燃燒能源的家庭用沼氣爐具、熱水器及汽

機車，或作為使用動力燃料應用於剪草機、抽

水機及交通工具等。畜牧生產應用方面，畜產

試驗所則是開發仔豬沼氣保溫燈、仔豬沼氣保

溫板及火焰消毒器等。然而，目前畜牧場僅在

冬季時，將沼氣充當仔豬保溫燈之燃料。

養豬場仔豬保溫

養豬事業為國內畜牧產業重要的一環，剛

出生仔豬的存活率對於養豬業相當重要，畜舍

熱環境影響豬的生產性能、豬隻福利和健康，

因此對豬生產控制而言，畜舍溫度是最重要的

變量之一。分娩舍是唯一同時飼養有母豬和仔

豬的豬舍，由於仔豬剛出生時無皮下脂肪保

護，自體產熱能力相當有限，使他們對於寒冷

和疾病高度敏感。仔豬剛出生後需靠母豬的泌

乳過活，由於體質因素，生理上仔豬怕冷，因

此需要仔豬保溫設施來進行保溫。剛出生後的

仔豬一旦受寒很容易產生下痢、肺炎問題；又

母豬一旦遭到熱緊迫則會減少飼料攝取量與降

低泌乳量，進而影響仔豬生長。初生仔豬需要

靠母豬泌乳過活，然而母豬怕熱，而仔豬體質

怕冷，因此需要仔豬保溫設施來進行保溫。初

生仔豬第 週對環境溫度要求較嚴格，環境

溫度過低容易使仔豬受寒而產生疾病而造成損

失，仔豬死亡率過高會對養豬業者產生重大的

經濟損失。

仔豬保溫方式包括床面的下方給溫和上部

給溫兩種，床面下方給溫有熱水管道保溫設

施、電熱線保溫及保溫墊板設施，床面上部給

溫方式一般以燈泡保溫燈為主，以保溫箱結合

鎢絲或紅外線燈泡方式給溫最為普遍，保溫燈

適合於小型養豬場，使用方便且投資成本低，

缺點為耗電量大和易於破損，保溫墊板則需要

材料堅固且要配合仔豬保育區大小，同時墊板

的電線要有良好的保護與安排，否則容易破

壞，熱水管道則是適合大型豬場使用，一開始

投資較多，但是耐用、方便且省電。大部分養

豬場仔豬以燈泡保溫燈為主圖 所示，保溫設

施設有保溫箱並在距保溫室底 厘米左右處懸

掛一只功率約 或 的燈泡；主要原

因為燈泡保溫燈價格便宜，少部分養豬場使用

沼氣保溫燈，上述兩種保溫範圍僅止於仔豬背

部，其保溫效果仍是有限，一旦保溫之溫度不

足會使仔豬引起下痢現象，為防止此一現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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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提供其更舒適的生長環境，可採用腹部給

溫的保育設施，即由床面提供熱原保溫。

(一) 熱水加熱裝置

當沼氣爐從底部燃燒加熱時，燃燒熱氣通

過不鏽鋼管可增加受熱面積，提高加熱效率使

熱水溫度迅速提升，在沼氣燃燒爐本體上方有

燃燒熱氣排出閥可控制其燒熱氣排出量，關小

燒熱氣排出閥時會減少燒熱氣排出量使其在不

鏽鋼管中滯留較久時間，亦可提高加熱效率。

沼氣中的的硫化氫與水蒸氣混合時會產生硫酸

對金屬製的的管件或容器會產生強烈的腐蝕時

作用，因此燃燒用的沼氣在進入燃燒爐前須先

經過水洗淨化設備，以減少沼氣中的的硫化氫

含量，減緩燃燒後對金屬的腐蝕程度。

利用變頻馬達強制輸送熱水循環，可調整

其頻率以改變熱水輸出的流量，使輸送管路的

熱水流速變化，依照控制需要可作內循環沼氣

加熱、內循環電氣加熱以及外循環熱水保溫，

當進行外循環熱水保溫時，熱水經過流量計後

接上軟性接管進入各個保溫箱上方的鋁合金熱

導板中的導管，鋁合金熱導管板面寬度

，熱導管直徑 ，高溫熱水通過導管使

導熱板藉由熱傳導方式而溫度上升，與熱導板

接觸的空氣其溫度亦跟著提高，溫度梯度藉由

空氣當介質由高溫處向低溫處擴散達成，由於

保溫箱上蓋及周圍是密閉狀態，溫度由上往下

作溫度梯度傳遞，會使保溫箱內的溫度提高，

因而使得仔豬在保溫箱內能夠保溫，因而達到

熱水保溫功能，熱水保溫管路在各保溫箱間形

成一串接回路，通過保溫管路的熱水由沼氣加

熱爐下方重新進入內部作燃燒加熱；為防止熱

水輸送管路其熱量的散出，在所有的金屬製管

路均捲繞包覆隔熱棉布帶。

(二) 控制感測裝置

控制感測裝置包括有電氣控制箱，熱水溫

度感測器、變頻馬達、流量計及保溫箱內溫度

感測器等，電氣控制箱面板上的開關有液位顯

示開關、電氣加熱開關、沼氣加熱開關、循環

手動或自動控制開關以及總電源開關，並有四

種量測資料作液晶顯示，有熱水溫度液晶顯

示、熱水流量液晶顯示、保溫箱內溫度感測器

及溫度感測器 液晶顯示。由沼氣燃燒爐

加熱後的熱水進入輔助電氣加熱器，其加熱電

源為 相 ，利用電熱棒加熱於水，若電氣

加熱開關未啟開時並不會進行電氣加熱，此種

圖 1 養豬場仔豬燈泡保溫燈

養豬場沼氣燃燒熱源應用於仔豬保溫

養豬場的豬糞尿經收集後進行厭氧發酵，

所產生之沼氣將集中儲存於紅泥膠皮沼氣袋

中，因沼氣含有易損壞器材的硫化氫，使用抽

氣機以平均 之負壓力將沼氣抽經水洗

裝置，並以進行簡易的水洗脫硫，使水吸附沼

氣中的硫化氫後，送往沼氣燃燒熱水爐，以作

為熱能來源。

研究養豬場沼氣燃燒熱源利用，是針對分

娩舍仔豬沼氣熱水保溫設施進行研發，使用沼

氣燃燒加熱於水，利用管道使熱水流經仔豬保

溫箱內部的熱導板，以便仔豬能藉由熱傳導達

到保溫效果，不僅落實節能減碳政策，符合綠

色能源理念，而且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仔豬其

育成率及生產效能。

以沼氣為加熱能源的分娩舍仔豬熱水保溫

系統主要有熱水加熱裝置及控制感測裝置兩部

分，熱水加熱裝置包括沼氣燃燒爐、電氣輔助

加熱器、熱水儲存桶、鋁合金熱導管、保溫箱

等；控制感測裝置包括有電器控制箱，熱水溫

度感測器、變頻馬達、流量計及溫度感測器等

如圖 所示。

圖 2 沼氣為加熱能源的分娩舍仔豬熱水保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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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分娩舍仔豬沼氣燃燒熱水保溫系統是可行

且有效率，沼氣中甲烷燃燒後不僅能減少其對

溫室效應的影響，更能夠減少保溫燈電能的消

耗，利用鋁合金熱導管熱輻射加溫後，若有仔

豬在保溫箱內，配合仔豬體溫，整體保溫箱內

的溫升效果會更加顯著，且此種方式在保溫箱

內是不消耗氧氣。當使用保溫燈做仔豬保溫

時，其溫升僅在保溫燈照射區域，不似鋁合金

熱導板熱輻射加溫保溫是整個保溫箱。而當使

用沼氣保溫燈作為仔豬保溫，則在沼氣燃燒過

程中會消耗氧氣，分娩舍必須定時換氣循環，

以免分娩舍內缺氧，又萬一沼氣保溫燈意外熄

滅，則外洩的沼氣是有毒性的，對仔豬會造成

傷害，另外沼氣燃燒後會有臭味，沼氣保溫燈

其跟與電保溫燈一樣，溫升僅在保溫燈照射區

域。養豬場沼氣燃燒分熱水系統對娩舍仔豬仔

豬的保溫是可行且有效率的。當本系統無足夠

沼氣使用時，可切換利用電熱輔助加熱裝置來

達加熱；在系統操作方便又可

隨著仔豬的成長而調整其適合

的溫控環境，可以節約電能、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進而達到

節能減碳之目的。 作者連振

昌之連絡電話：

圖 3 仔豬保溫箱的溫度感測示意圖

圖 4 分娩舍仔豬熱水保溫系統示意圖

圖 5 養豬場分娩舍仔豬
熱水保溫系統

(a)

(b) (c)

加熱在沼氣量不足時才啟動，在電氣加熱器內

裝設有一熱電偶感溫棒量測此時熱水溫度，此

熱水溫度可在液晶顯示於控制箱面板上，變頻

馬達調整其頻率改變熱水輸出流量，此熱水輸

出流量可由流量計量測得到，並液晶顯示於控

制箱面板上。

仔豬保溫箱的溫度感測示意圖如圖 所

示，仔豬保溫箱其長寬高分別是 ×

× ，上蓋使用透明的壓克力板作為密閉作

用且可掀開，透明壓克力板方便觀察仔豬在保

溫箱內的活動與適應情形，保溫箱四周為木板

組合並塗上一層玻璃纖維塗料，可以防潮、保

溫及耐酸鹼，側邊開有一 × 的門以

供剛出生仔豬出入；在保溫箱上方裝有一片鋁

合金熱導板，裝置位置距離保溫箱底面 ，

熱導板兩邊做成翼片狀以增加傳導時與空氣的

接觸面積，熱導板中心做成導管狀以便讓熱水

流經通過，鋁合金熱導板離保溫箱底面 ，

因為保溫箱在密封狀態，使得鋁合金熱導板在

高溫熱水通過後可將溫度向下傳遞於周圍空

氣，而提高保溫箱溫度，進而達成仔豬保溫目

的，圖 為養豬場分娩舍仔豬熱水保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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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近四十年來

農機研發成果回顧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作物環境課 前副研究員

兼課長、前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林永順、曾得洲、黃政龍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於民國 年，在農

復會坡地保育改進計畫執行下，由日本引進單

軌車及一輪、三輪動力搬運車，並在賓朗水土

保持示範果園建立爬坡及性能測試場地。搬運

車測試結果提供伍氏工業社（今為端翔企業公

司）製作搬運車參考，用以解決坡地搬運問

題；民國 年研發坡地機械及耕耘機附掛

局部整地玉米播種施肥機，並予推廣； 年起

在農委會及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業機械之研

究與開發」及「推動農業機械化之示範」計畫

經費大力支持下，研發重點逐漸轉移至果園機

械。 年研發果園機械，包括修剪、施肥、

割草及施藥車等二輪傳動機械，並推廣全台於

番荔枝、柑桔、高接梨及青梅果園使用。

年研發四輪傳動割草、施肥、施藥及採

收後處理等機械，擴及節能減碳及有機產業應

用機械，並予全台推廣。

前 言

本場賓朗水土保持示範果園由於具備全台

唯一 度之各種坡度試驗環境，特別受到早

期農復會重視（今為農委會），為坡地農業機

械作業研究及發展之重要試驗場所。民國 年

起由國外引進許多坡地機械，並建立性能測試

場地，提供機械性能測試用，對機械開發甚有

助益。 年起由於農委會計畫主辦人涂本玉技

正退休，坡地機械改進計畫經費大幅縮減。而

臺東番荔枝產業崛起，平地大量種植番荔枝，

番荔枝一年二收，生產夏、冬期果，生產期

長，經營管理上包括病蟲害防治、草生栽培割

草、養份供應施肥、樹型矮化修剪及採收搬運

等許多工作，迫切需要機械化以省工管理。本

場配合產業需求，逐漸轉移至果園用噴藥、割

草、施肥、修剪、殘枝粉碎及採收等二輪傳動

各型機械之開發。由於經營番荔枝果園具有相

當的利潤，農民消費能力強，購買機械意願

高，加速了果園機械化的推行，尤其病蟲害防

治用噴霧車，在臺東地區達到年銷 台以上紀

錄，供不應求。本場研發之機械並推廣至全台

葡萄、柑桔、高接梨及青梅等果園使用。 年

代起開始研發較高性能之四輪傳動割草、施肥

及施藥機械，提供平地或坡地果園使用，並在

全台推廣。民國 年起配合有機產業發展與本

場原生特色、早熟豐產及有機樂活三大核心技

術下，研發水田中耕除草機及太陽能捕蟲器

等，並授權廠商生產推廣，同時發展特色作物

省工作業研發有關機械如洛神葵去籽機、小米

脫殼機組等。在 年來試驗研究過程中，長期

持續研發果園用機械，研發改良各種機型及提

升功能，績效相當顯著。

四十年來主要試驗研究成果

一 民國 年試驗研究成果

全台果樹栽培面積達 萬多公頃，多數分

布於山坡地。果樹栽培管理上如養份供應施

肥、病蟲害防治施藥或採收後產品運輸，皆需

運搬作業。山坡地，地勢陡峻，生產農產品缺

乏運輸機具，僅靠人工運搬，運量小，工資高

昂，農產品運輸是一大問題，搬運佔生產成本

之 。為解決搬運問題，在 年代前中

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簡稱農復會，即現今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即由廖綿濬技正大力支持及

涂本玉技正主持計畫下推展坡地農場機械化。

為解決陡坡地搬運問題，單軌車為一種適

應陡坡地的搬運機具。農復會於民國 年，由

日本進口一套「立加利」單軌車，供臺東區農

業改良場賓朗坡地果園示範測試。農復會民國

年委請季祥機械廠，自行研製，當年即製作

完成，經臺灣省農業試驗所作性能測試，認為

可在坡度 度內坡地，載重可達 公斤，遂

加以進行推廣。

單軌車的搬運效率，隨坡度與面積增大而

增加，所以在陡坡地與較大面積的園地使用，

甚有價值。但因裝置成本較高，目前僅在梨山

溫帶果樹地區，因收益豐厚，有許多果園裝設

單軌車使用。

農復會於民國 年自日本引進一輪、三輪

動力搬運車，並在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賓朗水土

保持示範果園以人工建立坡地爬坡試驗場地，

供進行坡地機械測試性能使用。搬運車性能試

驗資料提供伍氏工業社（現為端翔企業公司）



－ 9 －

參考，並由農復會輔導產製， 年完成一種最

初型三輪動力搬運車，載重 公斤、爬坡力

度。經農業試驗所測試，可作為坡地運

搬之用。三輪動力搬運車研製成功之後，伍氏

工業社即依據坡地農民使用的經驗與要求，對

此搬運車不斷改良，研發四輪搬運車生產出

售。搬運車之試驗研究對解決山坡地運搬問題

貢獻甚多，並廣泛使用在果園內搬運上，機體

小型，價廉實用，降低搬運生產成本達 以

上，迄今仍受到農民歡迎，普遍使用中。

在「坡地機械改進」計畫下全台推廣，而研發

雜糧播種之耕耘機附掛式局部整地玉米播種施

肥機也移轉詮原農機公司，並在臺東地區大量

推廣，其績效符合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業發展

基金獎勵標準，民國 年獲得三等獎。

民國 年起將自走式坡地多用途作業機試

驗改良為乘坐式機型， 年移轉端翔企業公司

製造，並在全台推廣。另配合噴藥人員安全作

業，也研發送風式防護面具，移轉台灣凱姿公

司生產推廣。又配合蔬菜園施藥機械化需要，

研製成功四輪傳動高架式噴霧車，委請佳農機

械公司製造示範推廣。由端翔企業公司製造之

坡地多用途作業機噴藥機型在農委會新型農機

補助計畫下，大量在全台坡地及平地番荔枝、

柑桔、葡萄及高接梨果園使用，其績效符合台

灣省政府農林廳農業發展基金獎勵標準，民國

年獲得二等獎。

民國 年在「坡地機械改進」計畫下，由

本場進行坡地果園管路噴藥系統試驗改良，研

發低壓 轉噴頭並移轉新生、鋐達噴霧公司生產

銷售，主要於柑桔及高接梨園使用全台推廣。

民國 年另一重要成果為研發玉米穗軸粉碎成

細粉粒，添加結合物質，可以製成農業用育苗

缽，其技術並在 年獲准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二 民國 年試驗研究成果

在民國 年 月起本場有 位新進人員加

入農機研究室陣容，一位來自農機教育界、一

位來自機械工業界，投入坡地機械及雜糧播種

機械之試驗改良，本場農機試驗研究工作迅速

發展。民國 年本場林永順助理並與農委會廖

綿濬技正、涂本玉技正、中興大學黃陽仁教授

及台灣大學劉昆揚副教授等赴日本研習坡地農

業機械之發展，其後在本場賓朗水土保持示範

果園建立標準化爬坡及性能測試場地，供坡地

機械性能測試使用。至 年研發坡地多用途作

業機（第一代自走式機型）移轉建凱企業公司

圖 1 民國 60 年引進單軌車在賓朗坡地果園進行試驗情形

圖 2 民國 61 年引進三輪式動力搬運車在爬坡
試驗場 40%陡坡進行試驗情形

圖 3 耕耘機局部整地玉米播種施肥機

圖 4 坡地多用途作業機（附噴藥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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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國 年試驗研究成果

民國 年起配合本區番荔枝大量栽培，以

及果園省工經營管理機械化及高效率作業需

求，研發背負式果樹修剪機及殘枝粉碎機，移

轉明鴻鐵工廠及大地菱農機公司生產推廣，解

決果園冬季枝條強剪、樹型矮化及修剪殘枝處

理問題；研發高性能之四輪傳動保護罩鼓風式

噴霧車並移轉佳農機械公司製造， 年起由農

林廳補助下全台開始示範， 年起並在農委會

新型農機補助計畫下大量在全台推廣，使農民

能高效率、輕鬆防治病蟲害，操作者施藥時受

較佳保護，減少接觸農藥時間，並能擴大面積

經營果園。研發二輪傳動乘坐式割草機移轉佳

農機械公司製造，由農林廳經費補助下示範推

廣，促進果園草生栽培省工管理。研發二輪傳

動果園施肥撒布機，使施肥重勞力工作能輕鬆

作業，經由農委會授權合約移轉大地菱農機公

司生產推廣。

配合青梅採收及分級省工作業需求，研發氣

壓式青梅採收機，授權移轉大地菱農機公司生

產，在農委會新型農機補助計畫下大量在全台推

廣。也研發青梅粒徑分級機，授權統農機械公司

生產推廣，提供手採青梅果實之分級使用。

圖 5 果園管路噴水噴藥兼用噴頭果園噴藥圖

圖 6 玉米穗軸粉碎成細粉粒，添加結合物質，
可製成育苗缽

圖 7 果樹整枝修剪機

圖 8 自走式果園殘枝粉碎機

圖 9 保護罩鼓風式噴霧車

圖 10 二輪傳動果樹施肥撒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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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國 年試驗研究成果

年由於農委會規定在公務預算內需

提撥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在廠商合作下，從事

四輪傳動割草、施肥、施藥及採收後處理機械

研發，授權廠商生產推廣， 年本場積極

推廣原民作物及在三大核心技術目標下，擴及

節能減碳、有機產業應用機械及特色作物如小

米、臺灣藜及洛神葵等之脫殼、脫粒、去籽、

播種、中耕除草、採收及太陽能驅鳥器等機械

研發，已研製成功機械逐步授權廠商生產，並

全台推廣。茲分項說明如下：

施藥機械：由於枇杷及紅龍果果園栽培行距

較窄，一般施藥機械無法導入，故研發履帶

式施藥機，授權建凱企業公司生產推廣。另

為提高鼓風式噴霧車性能，研發鼓風式靜電

噴霧車，將 伏特蓄電池電壓升高為

伏特，使噴霧粒子帶負電撒布，提高葉片背

面 以上附著量，並辦理產學合作計畫委請

竣龍農機公司規格化生產示範， 年推行鼓

風式噴霧車附掛雙噴頭活動噴桿裝置，提升

病蟲害防治效果。

圖 11 氣壓式青梅採收機

圖 12 青梅粒徑分級機

割草機械： 年先研發柴油引擎做動力、二

輪傳動四輪轉向之乘坐式割草機，繼而評估

四輪傳動四輪轉向之乘坐式割草機製作技術

已成熟、售價上農民亦可接受。而研發四輪

傳動四輪轉向、柴油引擎做動力之乘坐式割

草機，從事果樹行間割草作業，割草部可為

圓盤式或鎚刀式。由於番荔枝及鳳梨釋迦果

園成功推行草生栽培，割草機械相當受農民

歡迎，農民反應應研發可從事果樹行間及樹

冠下割草之割草機械，故進而研發割草部可

外移、伸至果樹冠下割草之果園割草機，以

上二輪傳動、四輪傳動及果園割草機均辦理

產學合作計畫並授權大地菱農機生產推廣。

割草機之割草部可隨地形浮動，其構造獲准

發明專利。

果園施肥撒布機：臺東有許多番荔枝果園種

在石礫地，地形凹凸不平，農民習慣雨後施

肥，二輪傳動施肥撒布機容易打滑，影響工

作效率，故研發四輪傳動、四輪轉向之施肥

撒布機，一次可負載肥料 公斤，工作效

率 分 公頃，可施粒狀複合肥料或粉狀

鈣鎂肥。

果園側移中耕除草機：配合果園施肥後果樹

下中耕、肥料與土壤混合埋入土中，可減少

肥份損失，研發果園側移中耕除草機，中耕

部可側移至機體右側 公分、伸入果樹冠下

作業，而中耕部也可輕易更換成圓盤式割草

部進行割草作業，本機械獲准發明專利一項

及新型專利二項。

果園焚風感測自動灌溉系統：臺東地區每年

常遭受焚風侵襲。焚風來襲時在高溫低濕環

境下，往往造成農作物重大損失，本場研發

果園焚風感測自動灌溉系統，並授權鉅康科

技公司生產，廠商並已完成無線焚風感測自

動灌溉系統推廣。

螞蟻餌劑撒布機：螞蟻與粉介殼蟲有共生關

係，番荔枝果樹易遭受粉介殼蟲為害，研發

螞蟻餌劑撒布機撒布餌劑，防除螞蟻降低粉

介殼蟲密度，餌劑撒布裝置可附掛在乘坐式

割草機及小型搬運車上，從事餌劑撒布作

業。

太陽能捕蟲器：最近幾年在果園節能減碳之

太陽能捕蟲器亦在發展推廣中，本場 年研

發， 年推出新型「太陽能捕蟲器」，有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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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果園割草機

圖 19 水田中耕除草機

水式及吸入式兩種，推廣至有機水稻、柑

桔、咖啡及蔬菜園使用，對有機農業生產降

低害蟲密度大有助益，在慣行栽培農法上，

亦可有效降低害蟲密度，減少農藥施用量。

並可更換燈泡作為照明用途，已授權 旺及安

立國際公司生產推廣。

水田中耕除草機：有機水稻田中耕除草是必要

且相當費工的工作，人工除草效率低，研發水

田中耕除草機授權清旺工業公司生產推廣。

採收後處理機械：研發釋迦果肉分離機，用

於軟熟釋迦及鳳梨釋迦果實果肉及種籽分

離，分離之果肉做為加工用途。本機械授權

圖 20 釋迦果肉分離機

明鴻鐵工廠生產推廣。

洛神葵去籽機：洛神葵採收後必需去籽，而

果萼作為加工用途，本場研發洛神葵去籽機

從事去籽工作，提升工作效率。

特色作物機械：小米、臺灣藜是臺東地區特

產，雖栽培面積不大，但栽培管理、採收及

收穫後加工採用機械化作業，對產業擴大發

展有極大助益，本場投入研發播種、中耕除

草、採收、脫殼、脫粒及驅鳥等機械研發，

並已展現部份成果如小米脫殼機組，有關機

械目前正積極發展中。

圖 14 四輪傳動果園施肥機 圖 15 果園側移中耕除草機中耕作業

圖 16 果園側移中耕除草機割草作業 圖 17 螞蟻餌劑撒布機 圖 18 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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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餐敘

關子嶺春遊合影

簡 訊

農機公會理監事會議及春遊

農機公會第十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訂 2013 年 2 月 22 日(週五)，於關子嶺之統茂

溫泉會館舉辦，因也是農曆正月十三日，正逢

新春期間，公會舉辦 2013 春遊，當作本屆理監

事的畢業旅行。
圖 21 洛神葵去籽機

結 語

在本場農機研究團隊共同努力之下，從民

國 年代開始，本場由日本引進搬運車進行坡

地試驗，促進坡地搬運機械之發展。 年代本

場研發之果園鼓風式噴霧車及果園管路噴藥系

統在全台番荔枝、葡萄、柑桔及高接製果園大

量推廣使用。 年代完成果園機械化作業體系

各種機械研發在農委會及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計

畫經費補助下全台推廣。 年代研發高效能四

輪傳動果園施藥、割草、施肥機械及配合本場

三大核心技術及有機產業發展下，研發水田中

耕除草機及太陽能捕蟲器等並授權廠商生產推

廣，也配合發展特色作物省工作業研發有關機

械，逐漸展現成果。在同仁共同努力下，研究

人員也獲得國際同濟會農業專家及農委會優良

農業人員獎勵，肯定本場多年

來之農機研發推廣成果及推行

農業機械化對社會之貢獻。

（本文為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林

永順課長退休研討會之演講論

文修訂而成，作者林永順之連

絡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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