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波培養基消毒機之研發應用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副研究員兼課長 施清田  

副研究員兼課長 葉育哲  

 助理研究員 張光華、場長 黃　鵬

一、前　言

培養基是指可供微生物細胞生長繁殖所需
的一組營養物質與原料。同時也為微生物培養
提供其他所必需的條件，培養基的基本作用在
於滿足菌體的生長，促進產物的形成。因此培
養基使用範圍極為廣泛，依其不同的培養需求
而有不同的成份，但是在製作中最重要的是徹

底的殺菌消毒作業，否則日後培養的過程中將
會嚴重危害培養的產物。

為了提升培育優質健康的蘭苗，減少育苗
期間農藥的使用及對環境的污染，微波培養基
消毒機之研發，是利用能量直接導入的技術，
對蘭花培養基進行殺菌消毒，沒有燃燒效應或
構成物分解的顧慮；比起傳統殺菌消毒的方
法，微波培養基消毒機的開發，可以給蘭花組
織培養業者對培養基消毒的作業室，節省不少
的作業空間及作業時間，達到節省能源，又不
會讓營養液過度暴露於高溫之下而變質，因為
只有幾秒鐘的熱能全部用在培養液殺菌消毒，
減少培養液因高溫導致構成物的分解質變。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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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攪拌桶 傳統人工充填分注

傳統攪拌桶及充填設備桌上型分注器

立式殺菌釜─電熱加熱

臥式圓桶型培養基殺菌釜作
業室空間大，投入經費多，
浪費作業時間與能源

臥式方型培養基殺菌釜作業
室空間大，投入經費多，浪
費作業時間與能源

立式殺菌釜─瓦斯加熱

臥式圓桶型培養基殺菌釜

臥式方型培養基殺菌釜

培養基充填到玻璃瓶後依序排列放入臺架，再由天車            
吊掛臺架放入殺菌釜進行殺菌消毒作業 

(文接第一頁)

研發成功之微波培養基消毒機作業過程簡
單精準，操作簡便，可改善作業環境及減少勞
動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收益，促進提
升栽培健康優質的蘭苗，減少出瓶後蘭苗養植
的藥劑費用，對蘭花產業穩定成長有幫助，可
供蘭花組織培養業者使用。

二、蘭花組織培養新利器

目前蘭花組織培養業者，對於培養基的殺
菌消毒，多利用高壓蒸氣殺菌釜的加熱方式，
其設定溫度在120℃，殺菌消毒時間設定在
20-30分鐘，因為培養基長時間曝露在高溫之
下，培養液之養份容易被破壞導致構成物的分
解劣化，加上培養基在殺菌消毒整體的相關設
備有很多項目，包括：攪拌桶、分注器、充填
設備、殺菌釜、吊掛用天車、玻璃瓶台架等，
佔掉作業室很大的空間，對蘭花組培業者在培
養基的消毒必須投入相當大的經費，同時浪費
消毒作業時間與能源。微波培養基消毒機的開
發是整合了組織培養多項設備於一體，達到一
貫化作業。

蘭花組織培養業者，可以選擇本場研發
成功之微波培養基消毒機，該機係利用微波照
射培養液，使其內部之水份加熱而產生蒸氣，
達到內外同時加熱殺菌的效果，其特性在溫度
131℃，殺菌時間只要在短短10秒鐘快速殺菌
完成，微波在極短時間內快速殺菌消毒，因此
可以有效維持培養液養分不會被破壞流失。高
溫殺菌後的培養基快速冷卻維持品質穩定的狀
態，不僅有助品質的控管，而且可以馬上進行
充填分注到玻璃瓶或塑膠盒，達到一貫化作
業，使培養基的生產速度快速提昇，有效降低
生產成本。微波培養基消毒機作業能力每小時
150公升以上，以每個玻璃瓶或塑膠盒充填100
公克計算，該機每小時可以完成培養基殺菌、
消毒、充填分注一貫化作業生產1,500瓶(盒)，
與傳統高壓蒸氣殺菌釜的加熱方式比較，節省
能源70%，節省作業時間99%，預估節省作業
費用95%。

請先看傳統式蘭花組織培養相關的設備：
一、攪拌桶、人工充填

二、桌上型分注器、傳統攪拌桶及充填設備

三、立式培養基殺菌釜─瓦斯或電熱加熱

四、臥式培養基殺菌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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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基暫存桶、蒸氣桶

控制箱裝置

培養基微波消毒後充填於培養盒 培養基微波消毒後蝴蝶蘭瓶苗生長情形 培養基微波消毒後蝴蝶蘭瓶苗生長情形

觸控螢幕

微波培養基消毒機

泵浦、流量控制器

蒸氣閥、壓力閥、微波產生器、
變壓器、微波管道

三、微波培養基消毒機組成構件

開發成功之微波培養基消毒機，主要構
件包含蒸汽桶、暫存桶、流量控制器、微波
裝置、蒸氣閥、微波管道、微波產生器、變壓
器、壓力閥、頸道、冷凝器、儲存桶及控制箱
等裝置組合。藉由上述構件之組成，將培養基
放入暫存桶攪拌及預熱保持均勻混合，由過濾
器將培養基中不完全溶解的部份及雜質濾除，
再經由泵浦推動及流量控制閥的控制，且在微
波裝置的管線輸出端設有壓力閥控制，讓培養
基穩定的流入微波裝置中，使培養基以由下往
上輸送通過微波管道，培養基在通過微波管道
的過程中持續受到微波產生器的微波加熱，
迅速將培養基的溫度加熱到預先設定的溫度
131℃，藉以完成殺菌消毒的作業。此時殺菌消
毒完成的高溫培養基再經由管線通過冷凝器冷
卻後迅速降溫而導入儲存桶中，不僅維持培養
基品質穩定的狀態而有助於品質的控管，且可
以馬上進行充填分注達到一貫化作業，使培養
基的生產速度快速提昇，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微波加熱的效應主要是利用微波能量使水
分子產生共振而摩擦生熱，微波滲透到培養液
內部，加熱均勻，殺菌迅速，在數秒鐘即可達
到高溫，大幅縮短培養液殺菌消毒時間。微波
直接加熱培養液，加熱效率高，作業時間大幅

縮短，設備佔地面積縮小；使用觸控式人機介
面螢幕輕易控制，微波加熱過程自動化、省力
化。 

四、微波培養基消毒機之應用

微波培養基消毒機主要係使培養基由下
往上的輸送經由微波裝置進行加熱消毒，培養
基先經由預熱、攪拌過濾後才導入微波裝置，
使高溫殺菌消毒後的培養基立即經由冷凝器冷
卻後儲存，並可同時進行充填分注作業。微波
消毒機是先將培養基預熱、攪拌再過濾，所以
培養基有良好的混合，此時再以由下往上的管
線輸送入微波裝置中進行加熱，管線末端設有
壓力閥，所以培養基可以穩定的流動速度在管
線中持續受到微波產生器的加熱作用，因此培
養基的加熱效果不僅快速、均勻，而且可以確
保培養基確實的進行消毒。微波產生器在微波
管道及複數微波產生器之間是各別設置在殼罩
的一側，使複數微波產生器之間以交錯對應設
置，因此微波產生器與微波管道之間在固定的
空間可以產生較大的微波距離，而且各個微波
產生器之間具有一定的間距而產生分隔範圍，
所以微波產生器係經由反射方式而對微波管道
內的液體進行加熱作用，可以確保微波產生器
之間不被微波影響而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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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微波加熱殺菌與傳統加熱殺菌之最大差別
在於能量傳遞，傳統加熱殺菌屬於間接加熱，
要靠熱媒介作熱傳導，將物料做表面向內加熱
殺菌；微波加熱殺菌係以輻射方式傳遞不需媒
介，屬於整體加熱，物料由內部極性分子進行
摩擦生熱殺菌。因此，加熱均勻、熱效率高、
產值高，加熱過程自動化、省力化；主要能縮
短製程，增加產能，提升產品品質，降低能源
損耗，大幅減少設備投資。本機已獲得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新型專利2件(專利號碼第M429475
號及第M442153號)。相關技術已專屬技轉
「三群有限公司」商品化量
產製造，以嘉惠農民。

（作者施清田之聯絡電話： 
0 3 - 8 5 2 1 1 0 8 轉 3 2 0 ， 
E-mail：shih@mail.hdais.
gov.tw）

設施內的移動霧牆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助理研究員 陳令錫

一、前　言

農作物栽培生長過程包含整地、播種、移
植、澆水、施肥、病蟲害防治、中耕、除草、
枝條固定、整枝、除側芽、採收及搬運集貨
等，整個作物生長期作中，頻繁的作業須要省
工機械來減少人力負荷以提升效率。因應氣候
變遷與極端化，設施栽培生產園藝作物在世界
各角落持續生長，供應人類食用需求，設施具
有阻擋風雨侵襲的功用，在亞熱帶的台灣夏秋
季節可以發揮功效，因此，設施栽培管理之高
效率省工化就更形重要，而設施栽培作物仍須
執行防治作業。

本文將介紹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直
立噴桿的移動具有建構立體噴霧空間的功能，
操作者只要正確調製藥液、調整噴桿高度與噴
頭角度，以適當的速度駕駛電動三輪自走式噴
霧機前進即可進行噴霧作業，達成減少作業人
員長時間從事同一動作造成身體局部的勞動傷
害，確保農友身心健康，提昇農耕管理工作效
率及品質。

二、研發歷程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本場) 在民國

八十一年成功研發設施內懸吊桿式自走噴霧機
具，該裝置外觀結構簡單，具有省工、省水資
源、噴施均勻和成本低等優點，採日夜間不同
時間間隔定時噴灌之全自動省工作業，多連棟
溫室噴灌灑水全自動無人化操作。設施內懸吊
桿式自走噴霧機具之水平均勻分佈特性佳，目
前廣受穴盤育苗業者用於澆水管理，但是此系
統不適用於高莖蔬果作物的生產場合應用，因
此，需要開發小型自走機型，方便於地面機動
作業。

我國電動產業近年有顯著之發展，農業
設施栽培業者也體認到引擎排放的廢氣對作
業者與作物有不良影響，因此，本場九十一年
研製小型噴藥機具，具有電動行走動力，藥
桶、加壓幫浦及噴架之重量由車體承載，機體
小巧，機動性高，可以進入管理良好的田區畦
溝，進行噴藥作業，但是藥桶容積小，而且採
用引擎式幫浦；九十三年利用當時較為成熟的
電動元件，研製出新型三輪電動載具，在作業
時間、載貨量、控制性能等方面有顯著提升，
設計的三輪電動載具與噴霧組件獲得新型專
利。九十五年執行產學合作計畫，與簽約合作
廠商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合作，依照小型噴藥
機之機體結構，設計搬運機台，擴充功能，開
發完成後輪驅動電動減速機為行走動力元件之
中型作業機具，包括機體底盤、電動機減速傳
動行走機構、電動機驅動控制器、轉向機構、
載台舉升機構及電瓶等；中型作業機具載台長
120cm、寬75cm，可裝載藥桶之容量較高，
DC24V之行走動力減速馬達，採用可變電阻
無段變速控制機體行進速度。載台具有升降機
構，輔助農耕資材及農作物之搬運；另外，為
增加機具功能，進而整合藥桶、電力幫浦、
噴頭、管路及過濾器等附件，設計完成四輪式
電力鼓風噴霧機構，為全電力驅動型，於噴霧
過程中藉由鼓風機之風力，吹送霧粒及擾動葉
片，提高霧粒之葉背附著效果，具有機體簡
潔、耗電量小、營運成本低以及維護容易之優
點，充氣輪胎行進間振動較實心胎小，適於設
施內運用。雖然四輪式底盤可承載較大容量之
藥桶，但是轉彎半徑大的缺點難以兼顧。

之後繼續努力，整合四輪式電力鼓風噴
霧機構與電動三輪噴霧機具專利，研發出兼顧
藥桶容量與轉彎半徑的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
具，符合目前設施蔬果栽培中，藤蔓類植株向
上生長，噴架高度或噴霧方向亦須隨之調整之
需求，適於本地種植習性之不同作物高度噴
藥、葉面施肥等作業。動力自走式機具之機動
性高，電動機更具操作及保養維護簡易，作業
確實之優點。

三、功能介紹

任何自動噴霧技術之開發需要良好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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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機體結構

圖3　於設施內均勻噴霧情形

圖2　全生長期均可使用--種植初期

圖4　可單側噴霧

自走機台為基礎，本場成功開發小型三輪電動
自走式噴霧機具，承載藥桶與噴霧管路組件，
其行走及噴霧性能優異。 

(一) 系統組成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乃由電動三輪自走

式底盤與噴霧系統組成：
1. 電動三輪自走式底盤由前單輪轉向與後雙輪

驅動構成，包含無動力的前單輪，負擔轉向
與承重、轉向把手與操作面板；DC24V馬
達動力驅動行走的後雙輪、二具38AH電瓶
供應電力來源，機體長寬高為150×75×220 
cm。

2. 噴霧系統：由藥桶、幫浦、軟管、噴桿升降
機構與噴桿所組成，藥桶容量150公升內置
隔板穩定水流，幫浦執行噴霧加壓，動力為
2.4HP汽油引擎，直接驅動雙柱塞幫浦，藥
液從藥桶經幫浦抽吸加壓後，經軟管與球閥
分流到2支垂直噴桿，噴桿上各有5粒噴頭向
外，噴桿之上下左右位置，可因應作物發育
程度調整。噴桿之噴頭向外噴出的霧粒形成
面狀霧粒空間，此面狀霧粒空間經由車體行
走噴塗到作物葉片之上下表面、莖幹、花朵
與果實，完成噴霧作業。噴桿位置上下左右
可調整，噴頭俯仰角度可調整，可噴單邊或
雙側，亦可在生長初期作物高度低時只開啟
下方噴頭。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之機體結構如圖
1所示，由轉向把手、操作面板、三輪底盤、
藥桶、幫浦、噴桿升降機構與噴桿所組成。本
機具操作簡單保養容易，電動乘坐人力駕駛的
噴霧機具，調泡好的藥液或肥料灌入藥桶中，
啟動噴霧機、打開噴霧閥門、推動行走開關前
進，就可以深入作物行間噴霧。

(二) 性能說明
1. 行走性能測試

最小轉彎半徑測試結果約0.3 m，三輪式
底盤之頭地轉彎換行極為靈活，田間噴霧行進
速度約2-7 km/hr，行走速度之快慢影響沉降
於作物葉片之噴霧量。
2. 噴霧性能測試

150公升藥桶之噴霧時間約23分鐘，整
體2支垂直噴桿各有5粒噴頭之噴霧流量6.5 L/
min，因此單顆噴頭流量約0.65 L/min。噴霧
時間23分鐘之行走距離為1425 m，植床行距
1.45 m，150 L藥桶滿桶之噴霧面積為2066  
m2，因此，1000 m2之番茄溫室噴霧時間約11
分鐘，試驗結果顯示機體運行速度4.3 km/hr屬
於較快的速度。相對地，機體運行速度慢，單
位面積施噴量隨之增加。實務上1000 m2之番
茄溫室噴霧時間約30-50 min。

另外，試驗電瓶充飽電力之續航性能，以
2 km/hr的速度行走噴霧，試驗至電量顯示剩
餘2格停止試驗，此時電瓶電壓為24.2 V，試
驗結果可作業180 min，可噴霧12桶，累計噴
出1,800 L的水。因此，自走車噴霧速度2 km/
hr時，行距1.45 m的番茄園，累計噴霧距離
6,033 m，累計噴霧面積0.87 ha，每分地噴霧
量約206 L，每桶噴完約需10~18 min，加水
時間約8 min，作業能率0.29 ha/hr。試驗後以
MF 24V/25A型充電機立即充電，電瓶充飽約
需6~8hr，充電消耗電力約1.031 kwh。

(三) 霧滴附著效果
自走式噴霧機的特性除了容易操作、機動

性高與作業效率高之外，霧滴附著效果較佳
的特性更形重要，因為噴霧的目的為將藥液
顆粒均勻的灑在上下葉片表面、莖桿、花朵
與果實上。



－ 8 －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後方之噴霧架為
二支可以調整高度與寬度的直立噴桿，噴桿位
置依據作物生長階段而適度調整，每支噴桿5
粒噴頭面向外側，將霧粒噴向二側植株，2支
垂直噴桿可雙側同時噴霧，也可單側關閉只噴
單邊。根據試驗結果發表於本場第117期研究
彙報內容指出，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可進入
溫室高效率噴霧，利用其左右2支垂直噴桿各
可噴出2維面狀移動噴霧空間；機器視覺影像
分析技術判讀水試紙樣品之結果，葉表面之霧
粒覆蓋百分比平均89%以上，葉背的霧粒覆
蓋百分比平均約30~65%；葉面之標準差小於
17%，葉背之標準差29~35%，顯示霧粒覆蓋
百分比葉面高於葉背，且霧粒覆蓋度變動程度
葉面小於葉背。比較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與
人工牽管2種方式之葉背霧粒覆蓋百分比，電
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約65%較人工牽管的30%
為佳。噴霧架隨三輪機體行走於畦溝上，形成
移動的立體霧粒空間，霧粒瀰漫作物周邊，因
此霧粒附著效果優異。

農耕人力老化、短缺與辛苦，亟需發展適
於本土應用之省工農耕管理機具。研製完成電
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為電動乘坐人力駕駛的噴
霧機具，具有電動行走與噴霧功能，乃集合前
人在噴霧機械累積的經驗與智慧之成果，行走
驅動能源為2顆電瓶，提供DC 24V馬達電力
驅動後輪行走，為人力駕駛自走噴霧之機型，
可以在設施內寬度約1.3±0.2 m的行間走道自
走噴霧及轉彎換行的省工高效率噴霧機，免除
傳統牽管噴霧之辛苦與勞累。車體後方左右2
支垂直噴桿各可噴出2維面狀移動噴霧空間，
可行走於設施作物行間執行噴藥、加濕、葉面
施肥等管理作業。行走速度約2-7 km/hr，10粒
扇形噴頭噴霧量約3.0-6.5 l/min，隨噴霧幫浦之
壓力調整旋鈕之設定而異，噴霧壓力影響噴霧
流量與藥桶容量之噴霧時間。鑒於國內製造的
電動幫浦流量與壓力不符需求，幫浦仍採引擎
動力，未來若有適當電動幫浦，可立即更換。

該機具機體輕巧，迴轉半徑小，機動性
強，載重量大，作業效率高；不必牽管，減輕
手持噴桿及拖行噴管的不便，免除背負機體重
量之辛勞，簡化噴霧作業，減少勞動傷害的危
險，而且壓力降與動力損失小；其藥桶容量有
150公升，容積適中，減少藥液填充次數容量
適當，重心低，操作穩定性佳，可供設施蔬
菜、花卉生產管理機動噴霧之應用。

四、結　論

現在越來越多的農民懂得利用省工的機具
改善農耕管理作業，是農村進步的象徵。農耕
工作向來辛苦，台灣又已邁入高齡化社會，農
村人力老化的問題，亟需適合本土應用之省工
機具來解決。臺中場累積多年開發經驗研製電
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係性能優異可於本土設

施內應用的省工農耕管理機具，是創新研發的
農業噴霧機器，免除農民牽管噴霧辛勞，讓農
民成為現代化的田間管理者，有效提高噴霧霧
粒的附著力，較傳統人工施藥方式，具有更優
異的病蟲害防治效果，此噴霧機具目前在設施
番茄園實地測試，功能性普獲專業農戶的大力
肯定。

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可進入溫室噴霧，
行走驅動能源為2顆電瓶，提供DC 24V電
力，左右2支垂直噴桿各可噴出2維面狀噴霧
空間，此噴霧空間隨電動三輪自走式噴霧機移
動，構成作物周邊完整的霧粒覆蓋，病蟲害防
治與噴葉面肥料之成效得以提升；原先手持噴
桿揮灑噴霧需要2個鐘頭的苦差事，變成40分
鐘的輕鬆噴霧工作，顯著提高3倍以上的噴藥
作業效率，並且藥液用量從200公升降為150公
升，減少病蟲害的防治藥量達25%以上，將可
大幅提高農業生產的效能與農產品的安全性。

該機具電力行走，操作簡單，維護保養
容易，經濟實惠，調配好的藥液或肥料灌入藥
桶，即可深入作物行間執行噴霧作業，是國內
累積多年開發經驗所研發出適於本土應用之省
工農耕管理機具，免除牽管噴霧之辛勞，讓農
民成為現代化的田間管理者，本場目前已以技
術移轉方式，授權給四維機械廠有限公司(04-
23173967)生產銷售，有需
要的農民可向該公司洽詢。

 （作者陳令錫之連絡電話：
04-8523101轉340，E-mail: 
chen52@tdais.gov.tw)

簡　訊

資訊科技應用於永續農業國際研討會

本會議（Workshop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9 Billion People's Food Production -- 
SPIRITS 2015）於2015年1月13~15日在中
國北京召開，會議目的在於2050年人類即將面
臨90億人口的壓力，亞洲國家之間應該建立交
流協商機制，藉此促進亞洲國家在精準農業、
精準畜牧和精準水產領域的技術交流以及在稻
米生產領域的合作。本次會議的一大特色在於
有邀請來自各國的眾多企業廠商參與和討論
交流，為科研成果的產業化達到極大的交流效
果。本次會議主要由日本京都大學倡議，並由
日本京都大學及中國農業大學共同主辦。

本次研討會共有來自台灣、日本、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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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國、希臘等130位代表出席會議，開
幕式首先由中國農業大學李召虎副校長致開
幕歡迎詞。大會日方主席、日本京都大學近
藤直(Naoshi Kondo)教授則以“Triple A 
Technologies for 9 Billion People's Food 
Product ion”為主題進行特邀報告；大會
中方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汪懋華教授以
“The Advances of New Generation of 
ICT leads Smart Agriculture Innovative 
Development”為主題進行特邀報告。會議討
論主題圍繞在田間生產資訊化與機械化、農產
品收穫後加工技術、農產品非破壞性檢測、農
業生產自動化技術與控制，以及溫室設施生產
作業系統等主題，進行研討與交流，共有23位
專家以及企業廠商進行產品與技術介紹。

台灣與會學者有臺灣大學生農學院副院
長陳世銘教授、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院長邱
奕志教授受邀參加。台灣方面受邀參加的廠商
有亞樂米企業公司、鴻伸公司、三久公司。台
灣之外，與會交流的廠商有中日合資東風井關
農業機械公司、中日合資“佐竹機械公司、
福田雷沃國際重工公司、北京京鵬環球科技公
司、廊坊市思科農業技術公司、遼寧朝陽天甯
現代農業技術開發公司、北京中農富通園藝公
司、深圳市大族電機科技公司、日本堀內電機
製作所、希臘GEOMATIONS  Co., Ltd.、
韓國Nest I & C公司、日本Shibuya Seiki 
Co., Ltd.、日本DTS Corporation、日本Omi 
Weighing Machine Inc.、韓國Shinan Green-
Tech公司、韓國Whashin Agriconstruction公
司、韓國ChaejooKim, Life &Tech。

楊智凱博士於2015年2月2
日就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農業工程組組長職
務。楊組長於1989年畢業於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
學系，1991年取得國立台灣
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碩士學
位，2005年完成國立台灣大
學生物機電產業工程學博士學位。從1996年起
服務於農業試驗所，歷任農業工程組助理、助
理研究員、副研究員；2007年榮獲台灣生物機
電學會頒發優良基層人員獎，2011年榮獲中華
農業機械學會頒發農機成就獎（技術類）。主
要研究領域為作物栽培管理機械、自動化機電
整合、農產品儲運模擬技術等。。

蔡致榮博士於2015年2月就
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副所長職務。蔡博士為
中興大學農業教育學系農機
組學士、臺灣大學農業工程
研究所農機組碩士、美國俄
亥俄州立大學食品、農業與
生物工程博士。蔡博士曾任
該所主任秘書、農業工程組研究員兼組長多
年，專長領域包括農業動力與機械、農藥施噴
機械與技術、處方農業技術、儀測與控制、系
統模擬與分析等。大會現場盛況

台灣與會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