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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作物環境課

▎◆ 第一節▎編制演進

本場作物環境相關業務，民國50年5月於農藝課之下因業務需要成立植物保護

股，57年2月另成立土壤肥料股，62年6月成立農業機械股。65年4月原農藝課編制下

之植物保護股、土壤肥料股及農業機械股改隸新成立之作物環境課。74年初植物保護

股、土壤肥料股、農業機械股裁撤，分別改制植物保護研究室、土壤肥料研究室、農

機研究室迄今。

▎◆ 第二節▎業務執掌

作物環境課配合本場核心技術「原生特色」、「早熟豐產」及「有機樂活」，並

兼顧臺東縣農業轉型及本區農業環境之需求，衡酌發展之趨勢，致力各項相關試驗改

良及示範推廣工作，以生產優質、安全、具地方特色農特產品。依據99年2月4日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發布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辦事細則」，作物環境課

掌理下列事項：

一、土壤資源管理調查、改良與農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二、微生物肥料與農業廢棄物利用、農田地力改善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三、農作物有機栽培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四、農作物營養診斷、灌溉用水及農田肥力檢驗服務。

五、農業機械與自動化等生物產業設備、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六、農作物病蟲害防疫技術之研發及示範推廣。

七、其他有關農作物環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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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施政成果

一、植物保護研究室

(一)	水稻病蟲害研究：水稻為臺東地區重要經濟產業，種植面積最廣，所生產之良

質米，遠近馳名。本場於水稻生長期間定期進行疫情監測，適時發布疫情提醒

農民防治，並針對其重要病蟲害之生態與綜合防治技術進行研究，協助轄區產

業。85年至106年重要病蟲害研究工作如下：

1.水稻病害

(1)	秧苗立枯病：秧苗立枯病是由土壤多種弱病原菌所引起，於第一期作低溫期最

易發生。89年以土壤消毒對病害防治藥劑篩選，結果以依得利混合脫克松、滅

達樂混合脫克松、殺紋滅達樂混合福多寧等3種處理效果最佳。101年應用非

農藥資材健化植株，以複方組合亞磷酸混合木黴菌及枯草桿菌等，其罹病率為

0.25%，相較不處理罹病率為43.75%，藥劑處理罹病率6.88%，效果顯著。

(2)	徒長病：徒長病由病原真菌Gibberella fujikuroi所引起，種子帶菌是本病主要

傳播途徑，當病原菌對育苗業者所使用之殺菌劑產生抗藥性時，常造成徒長病

的發生。88~90年間進行稻種消毒藥劑防治試驗，收集各地區病原菌，進行藥

劑篩選試驗，選出25%撲克拉乳劑、62.5%賽普護汰寧水分散性粒劑、20%披

扶座可溼性粉劑、25.9%得克利水基乳劑等藥劑，並供育苗業者參考使用，有

效降低轄區病害發生情形。

(3)	稻熱病：稻熱病由病原真菌Pyricularia	

oryzae引起，為水稻重要病害之一。98年

篩選40%亞賜圃乳劑等12種常用藥劑，進

行對高雄139號品種葉稻熱病藥效比較試

驗，結果顯示以75%三賽唑可溼性粉劑藥

效最好。另為推行有機農業政策，於102

 ◤ 圖1. 103年於鹿野鄉辦理稻熱病整合性 
 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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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行非農藥資材防治試驗，以三合一(亞磷酸＋木黴菌＋枯草桿菌)較其他處

理為佳，於103年辦理稻熱病整合性示範觀摩會(圖1)。

(4)	紋枯病：紋枯病由病原真菌Thanatephorus cucumeris所引起，為水稻重要

病害之一，轄區以第一期作發生較為嚴重。100~101年間著手進行藥劑篩選

及非農藥防治方法，收集病原菌及了解發生生態，並進行非農藥資材初步測

試。101年篩選出75%貝芬普寧可溼性粉劑、50%福多寧可溼性粉劑等，對抑

制菌核及菌絲皆有效果；102年篩選出非農藥防治技術，利用亞磷酸混合木黴

菌可有效降低病害(圖2)，並舉辦示範觀摩會供農民參考使用。

(5)	白葉枯病：水稻白葉枯病由病原細菌Xanthomonas oryzae pv. oryzae所引起，

近幾年在水稻產區普遍發生。88年篩選出克熱淨及撲殺熱2種有效藥劑。101

年進行非農藥資材防治試驗；104年以撲殺熱、克熱淨及非農藥資材亞磷酸進

行防治試驗，篩選出克熱淨及亞磷酸效果最佳，推薦農民使用。

(6)	胡麻葉枯病：病原真菌Cochliobolus miyabeanus，常於水稻孕穗期後發生，

尤其部分易感病品種常造成全區發病。農友為避免發生農藥殘留問題，生育後

期多不使用藥劑防治。於105年進行藥劑篩選及非農藥資材應用，篩選出藥劑

25%克熱淨溶液，效果佳且可兼防穗稻熱病發生，非農藥資材則以亞磷酸效果

較佳。

(7)	秧植密度對病害發生之影響：病害管理首重建構優良環境，為改進栽培管理減

少病蟲害發生，103~105年間進行秧質密度試驗，建議轄區農友秧植密度為「

 ◤ 圖2. 處理組（左）施用亞磷酸後植株對紋枯病較具抗性，右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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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距7寸(30×21cm)，秧苗數5~7支」，有利於病害管理且產量較高，可降低

防治成本及增加收益。

2.水稻害蟲

(1)	水稻水象鼻蟲(Lissorhoptrus oryxophilus)：水稻水象鼻蟲於90年在花蓮縣富里

鄉發現，91年於臺東地區一期作已發現其蹤跡，92年蔓延至關山鎮電光、里

壠里及鹿野鄉瑞和，93年往南擴展至卑南鄉山里。為預防擴大，93年進行防

治試驗，以礦物油澆灌發現可防止幼蟲生長羽化成蟲。95年以3%加保扶粒劑

本田施用(每公頃60	kg)及育苗箱施用(50	g/育苗箱)，本田調查平均蟲口數分

別0.1隻及0.2隻，對照不處理則為11.1隻，差異顯著。以插秧前於田埂焚燒及

覆蓋塑膠布處理，田間危害率0.2隻/株，對照不處理為4.6隻/株。

(2)	負泥蟲(Oulema oryzae)：94年水稻負泥蟲於第一期作危害6鄉鎮，包括池上鄉、

關山鎮、鹿野鄉、海端鄉、成功鎮、東河鄉等。於池上鄉振興村進行田間試

驗，結果顯示，3%加保扶粒劑處理區施藥後停止危害，對照不處理危害率達

34.5%，惟調查二處理平均產量無顯著差異。

(3)	鐵甲蟲(Dicladispa armigera)：101年水稻

第一期作池上鄉萬安村有機田區發生鐵甲

蟲危害，成蟲啃食葉肉，留下白色食痕(圖

3)，幼蟲鑽入葉肉危害，形成白色蟲苞並

化蛹。為了解害蟲特性，以白、藍、黃、

綠4種顏色黏紙進行誘捕，害蟲對黃色具

趨性。於實驗室觀察習性，有趨光性，夜

間不活動，為日行性。以矽藻土及混合苦楝

油、窄域油、肉桂油作測試，以肉桂油防治

效果最佳。

 ◤ 圖3.鐵甲蟲成蟲危害葉片，形成白 
 色食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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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褐飛蝨(Nilaparvata lugens，圖4)：96~97年調

查褐飛蝨在有機栽培水稻田之發生消長，並

研發中草藥進行防治試驗，結果顯示以TR與

TA混合(1：1)稀釋10倍效果較佳，防治率達

32.4%，與對照印楝素處理為27.8%，差異不

顯著。

3.有害動物：福壽螺(Pomacea canaliculata)為水稻插秧初期重要有害動物，95年

為控制福壽螺危害，進行藥劑防治試驗，試驗結果推薦農民使用80%聚乙醛可溼

性粉劑及70%耐克螺可溼性粉劑於插秧前一天或當天施用，6%聚乙醛餌劑則建議

於插秧前一天施用，施藥後維持水位3cm並湛水3天，確保防治效果。

(二)	果樹病蟲害研究

1.番荔枝病蟲害研究

(1)	番荔枝立枯病：85~89年間進行番荔枝立枯型病害之生態與防治研究，調查引

起立枯型病害的病原菌有細菌Pseudomonas solanacearum，及擔子菌Phellinus 

noxius(褐根病)、Gannderma australe、Rigidoporus microporus、Fomitella 

supine及Ganoderma lucidum(靈芝)等6種。Pseudomonas solanacearum引起之青

枯病主要發生於臺東市郊、知本、鹿野地區之平地果園，其病原與茄科青枯病

相同，推測應來自曾栽種茄科作物之菜園；Gannderma australe、Rigidoporus 

microporus、Fomitella supine及Ganoderma lucidum主要發生於太麻里、東河

及太平地區；Phellinus noxius分布最廣，普遍發生。經篩選拮抗菌測試、非

農藥資材尿素、亞磷酸、蝦蟹殼粉，及藥劑84.2%三得芬乳劑2,000倍、25%

三泰芬可溼性粉劑、10%菲克利乳劑1,500倍、75%滅普寧可溼性粉劑1,000

倍、80%福賽得水分散粒劑500倍等處理，經常年觀察發現藥劑並非最佳防治

方式，蝦殼有機肥反而有穩定降低罹病率之效果。

 ◤ 圖4. 褐飛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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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番荔枝果實病害：番荔枝產期調節可分夏期果、冬期果，於86~87年進行果實

黑變病害在田間消長調查，有7種真菌性病原菌，分別為Botryodiplodia sp.(果

腐病，佔38.46%)、Phomopsis sp.(黑潰瘍病，佔16.92%)、Collectotrichum sp.(

炭疽病，佔3.85%)、Phytophothora sp.(疫病，佔1.54%)、Fusarium sp.、Phoma 

sp.及未鑑定菌1種。89年進行番荔枝疫病藥劑田間防治試驗，95年進行果腐

病藥劑篩選。101年起產區炭疽病危害逐年嚴重，經調查轄區果實病害及發

生率，炭疽病佔86.3%、黑潰瘍病佔10.3%、果腐病2.3%、果疫病1.0%等(圖5

、圖6)。103~104年進行炭疽病之特性及藥劑篩選試驗，菌絲生長適溫範圍為

20~32℃，最適生長溫度為28~30℃，40℃則不生長，室內藥劑抗感性測試以

撲克拉錳對炭疽病菌抑制效果達100%，抑制孢子發芽則以撲克拉錳、鋅錳乃

浦、免得爛3種藥劑可達100%。

(3)	粉介殼蟲防治：9 1年進行番荔枝粉蝨種類調查，計有懸鈎子頸粉蝨

(Aleurotrachelus rubi)及螺旋粉蝨(A. disperses)二種，並篩選有效防治藥劑，

以40.6%加保扶水懸粉劑800倍、2.4%第滅寧水懸粉劑1,500倍及24%納乃得溶

液500倍效果最佳。94~97年持續進行調查及篩選有效藥劑防治試驗。94年調

查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Planococcus minor)為次要害蟲，98年成為主要害蟲，

嚴重影響番荔枝果實品質，篩選20%達特南水溶性粒劑2,000倍、20%亞滅培

水溶性粒劑2,500倍等有效藥劑，供農民參考使用。101~104年進行番荔枝健康

管理計畫，調查田間粉介殼蟲主要發生種類仍為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絲粉

介殼蟲(Ferrisia virgata)偶爾可見為害番荔枝果實(圖7、圖8)。建議番荔枝夏

 ◤ 圖5.果實病徵僅部分鱗目產生灰黑色 
 病斑，鱗目不開裂。

 ◤ 圖6. 炭疽病多為害表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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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果之粉介殼蟲防治時機為6月下旬，冬期果粉介殼蟲防治時機為9月下旬及

10月下旬。夏期果試驗區粉介殼蟲發生率為3.5%，對照區100%；冬期果試驗

區粉介殼蟲發生率18.8%，對照區粉介殼蟲發生嚴重，發生率100%。

(4)	番荔枝葉蟎防治技術：85年調查番荔枝蟎類以茶葉蟎(Oligonychus coffeae)危害

普遍，進行綜合防治研究，如強剪時將被害葉片剪下集中燒毀，剷除蟲源；

清除田間龍葵，減少中間寄主；利用噴水抑制葉蟎發生；篩選50%芬佈賜可

溼性粉劑2,000倍、25%新殺蟎乳劑1,000倍及25%亞環錫可溼性粉劑1,500倍

等防治藥劑。87年利用天敵基徵草蛉(Mailada basalis)防治葉蟎研究，建議

為發揮天敵效力，從4~5月持續釋放效果更佳。88年神澤氏葉蟎(Tetranychus 

kanzawai)逐漸成為主要害蟎之一，進行藥劑防治試驗，篩選1%密滅汀乳劑

1,500倍、50%芬佈賜水懸劑2,000倍及20%畢達本可溼性粉劑2,000倍等有效藥

劑。96年以70%苦楝油500倍、窄域油500倍及1%密滅汀乳劑1500倍進行防治

試驗，結果以窄域油效果較佳。98~101年間調查臺東地區為害番荔枝之葉蟎

種類，共發現4種，神澤氏葉蟎普遍發生於各處採樣果園；茶葉蟎發生於部分

果園；二點葉蟎(T. urticae (Koch))僅發現於卑南鄉番荔枝果園，且101年採樣

時密度呈現高於神澤氏葉蟎的趨勢；皮氏葉蟎(T. piercei (McGregor))僅在1處

果園採得。室內測試7種核准登記於防治番荔枝葉蟎類之殺蟎劑推薦濃度及其

2倍濃縮濃度，對3處番荔枝園採得之神澤氏葉蟎之毒性，致死率幾乎均未達

50%，僅1%密滅汀乳劑、4%畢汰芬水懸劑及10%得芬瑞可溼性粉劑，在推薦

濃度下對部分地區之神澤氏葉蟎仍有高毒性。為延長殺蟎劑使用壽命，遂進行

 ◤ 圖 7 . 為 害 番 荔 枝 最 主 要 的 粉 介 
 殼 蟲 種 類 為 太 平 洋 臀 紋 粉 介 殼 蟲
（Planococcus minor）。

 ◤ 圖8.絲粉介殼蟲（Ferrisia virgata） 
 偶爾可見為害番荔枝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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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化學農藥防治葉蟎篩選試驗，結果以蓖樟

油200倍處理組有69.3%及71.2%的防治率(圖

9)。惟施用時應注意高溫產生之藥害，且施用

後果皮表面臘質易有被沖洗脫落現象，若使

用於鳳梨釋迦可能產生傷害。因此，建議於

清園、開花前及套袋後，不會直接噴觸果實

等時期使用，用以替代殺蟎劑，減少農藥抗

藥性並延長殺蟎劑使用壽命。

(5)	果實斑螟蛾防治：番荔枝斑螟蛾(Anonaepeslis bengalella)為番荔枝主要害蟲之

一，僅危害番荔枝屬作物。88年進行害蟲生態研究及套袋防治試驗，結果顯示

以透氣開窗紙袋效果最佳。92年進行藥劑防治試驗，篩選2.4%第滅寧水懸粉

劑1,500倍效果佳，且可減少果實農藥殘留。94年探討不同番荔枝品種間對斑

螟蛾危害容忍度調查，結果顯示較偏好臺東1號、軟枝種及大目釋迦，鳳梨釋

迦次之。

(6)	蚜蟲類防治：89年調查蚜蟲類危害有大桔蚜(Toxoptera citricida)、捲葉蚜(Aphis 

citricola)及桃蚜(Myzus persicae)等3種，密度高時，極易誘發黑黴病，影響果

實商品價值。進行相關防治試驗，結果顯示利用果園噴水設施，每隔一天噴

水一次，每次4小時，至採收期調查危害度僅18.6%，對照區為48.4%，差異

顯著；藥劑防治試驗以44%大滅松乳劑1,000倍、40%丁基加保扶可溼性粉劑

1,200倍及2.8%賽洛寧乳劑1,000倍等效果最佳，防治率皆達92%以上。

(7)	小黃薊馬防治：小黃薊馬(Scirtothrips dosalis)為番荔枝重要害蟲之一，危害

心葉及花器，果實被害後呈銼傷疤痕，影響果實商品價值。89~90年進行發生

生態及防治研究，該蟲與蚜蟲同時發生危害，防治試驗以果園噴水設施抑制

薊馬發生密度，調查危害度處理組僅6.2%，對照不處理達45.4%；藥劑防治試

驗以2.8%第滅寧乳劑3,000倍、40%丁基加保扶可溼性粉劑1,000倍防治效果最

佳，防治率皆達90%以上。

 ◤ 圖9.田間處理蓖樟油後，葉蟎被黏 
 附於葉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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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改良型果實套袋：為減少果實病蟲害發生，96年利用4種改良型果實套袋進行

試驗，結果顯示以3層不織布壓密資材較佳，可阻隔東方果實蠅、小黃薊馬、

懸鈎子頸粉蝨及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等小型害蟲入侵。且外層密貼透明塑膠

布，無水氣凝結不影響果實品質，並申請新型專利。

2. 鳳梨釋迦病蟲害研究

(1)	果實病害：因鳳梨釋迦夏季果易裂果，一般農民調整生產冬期果，為因應外

銷市場。88~89年採樣進行果實病害研究，分得7種病原菌及發生比例， 

分別為Collectotrichum sp.(炭疽病，17.56%)、Phomopsis sp.(黑潰瘍病，17.56%)

、Phoma sp.(黑潰瘍病，11.76%)、Rhizopus sexualis(11.76%)、Phytophothora 

citrophthora(疫病，5.88%)、Botryodipplodia theobrmae(果腐病，2.94%)

、Fusarium sp.及未鑑定菌(29.41%)，未分離出病原菌者佔5.88%。93~96年為

因應外銷市場進行儲存病蟲害防疫檢疫技術，以增加農民收益。

(2)	蚜蟲防治：90年進行鳳梨釋迦蚜蟲發生生態研究，調查4月下旬有翅蚜蟲以捲

葉蚜、棉蚜(Aphis gossypii)及桃蚜等3種。主要危害新葉，至5月梅雨前達高

峰，梅雨後密度下降，至10月秋季修剪後，長出花器、小果時，至12月又達

高峰，待天氣轉冷，溫度驟降，密度又趨少。

(3)	小黃薊馬防治：小黃薊馬可危害鳳梨釋迦嫩葉、花器及幼果，影響果實外觀

及品質，94年進行藥劑防治試驗，篩選2.8%畢芬寧乳劑1,000倍、9.6%益達胺

溶液1,500倍及2.8%賽洛寧乳劑2,000倍等3種藥劑效果最佳，防治率達78.3%以

上。

(4)	龐達巢粉蝨防治：88年龐達巢粉蝨(Paraleyrodes bondari)首先在太麻里鄉華

源村鳳梨釋迦上發現，89年卑南鄉斑鳩村亦出現危害，後來臺東地區皆有發

生，危害程度尚屬輕微。93~97年進行發生生態調查，以鳳梨釋迦最為偏好，

其次為軟枝種及臺東1號，再者為大目品種。害蟲在鳳梨釋迦分布以老葉發生

最高，幼葉最輕微；對顏色偏好性以黃、綠色較偏好。藥劑防治試驗以20%亞



/ 建場90週年紀念專刊 /

page 98

滅培水溶性粉劑2,000倍及9.6%益達胺溶液2,000倍效果較佳。

(5)	粉介殼蟲防治：太平洋粉介殼蟲為鳳梨釋迦重要害蟲之一，影響果實品質。89

及93年進行發生消長及綜合防治研究，並進行藥劑防治試驗。96年再進行藥

劑試驗，以75%陶斯松水分散性粒劑2,000倍及3,000倍等效果最佳，防治率達

87%以上。100年於田間設置柑桔粉介殼蟲(P. citri)及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性

費洛蒙誘殺陷阱，監測田間發生種類與情形，初步調查結果田間兩種均可能發

生，以太平洋臀紋粉介殼蟲為主要發生種類。另調查田間粉介殼蟲密度及田間

螞蟻發生之關係，發現樹上螞蟻密度與粉介殼蟲密度，二者間呈正相關。研發

採後鳳梨釋迦果實粉介殼蟲清除技術，研究結果顯示高溫、低溫、使用清潔劑

或弱酸處理，單一選用任何一種方式，在30分鐘內均不易達到可同時防除粉介

殼蟲，且果實具商品價值的目的，配合溫度及清潔劑濃度，30分鐘內可達60

％之致死率，且果皮外觀正常。

(6)	葉蟎防治：92年進行鳳梨釋迦神澤氏葉蟎發生消長調查，每年春稍長至12~15

公分時，葉蟎從越冬場所樹皮裂縫或鄰近果樹移行至植株葉片取食，開始在葉

背，密度高時移至葉面上，如遇下雨則密度下降。建議農友先清除果園被害枝

條、葉片之田間衛生管理；或於發生初期施用殺蟎劑1%密滅汀乳劑1,500倍，

減少感染源；另可利用噴灌設施減少葉蟎的蔓延。102~106年調查葉蟎及其天

敵捕植蟎種類，持續開發非農藥資材，以減少殺蟎劑使用。

3.枇杷病害研究：由於受風土條件適合，產期較其他產區早，枇杷已成為臺東部分

鄉鎮重要產業。農友反應在果實套袋後常有病害發生，87~91年間進行果實病害

調查種類及比例，有Botryodiplodia sp.佔32.23%、Collectotrichum sp.佔25.37%

、Phoma sp.佔14.29%、Phomopsis sp.佔12.05%、Pestaloitopsis sp.佔12.05%，

並觀察病徵及危害特徵，同時篩選34.5%貝芬菲克利可溼性粉劑作為共同防治藥

劑。另93年亦針對防治赤衣病，篩選25%克熱淨溶液500倍、23%菲克利腐絕可溼

性粉劑1,000倍、50%免賴得可溼性粉劑3,000倍、50%貝芬銅可溼性粉劑藥劑有

優異防治效果，而克熱淨、護矽得同時亦兼防其他病害，可減少用藥種類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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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柑桔蟲害研究：柑桔受蟲害危害嚴重，90年針對柑桔潛葉蛾(Phyllocnistis citrella)進

行生態調查及藥劑防治試驗；92年針對柑桔銹蟎(Phyllocoptruta oleivora)引起

果實火燒斑進行發生消長調查及藥劑防治試驗，篩選30%福隆納乃得水懸劑1,000

倍、20%畢達本可溼性粉劑3,000倍、50%汰芬隆可溼性粉劑1,000倍、2.8%畢芬

寧乳劑750倍，並於4月中旬至5月上旬間進行防治。

5.荔枝蟲害研究：玉荷包荔枝繼番荔枝、枇杷成為轄區重要經濟果樹，然開花、結

小果時受荔枝細蛾(Conopomorpha sinensis)危害，落果嚴重。95年進行生態調查

及藥劑防治試驗，篩選42%益洛寧可溼性粉劑供農民參考使用。99年2月份荔枝

花期開始，由本場主導，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太麻里地區農會協助，推動荔枝

粗腳姬捲葉蛾、花姬捲葉蛾與荔枝細蛾性費洛蒙及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希

望藉此降低農民用藥成本，確保果品安全。利用性費洛蒙防治荔枝害蟲，經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評估顯示，可降低荔枝果實的危害率達50%。於區域共同防治果

園，在採收期前一個月，以性費洛蒙大量誘殺荔枝細蛾，可加強保護採收期的荔

枝，是經濟、安全又有效的防治方法，值得推薦果農使用。

6.酪梨病蟲害研究：103年進行酪梨病蟲害調查，主要有炭疽病、根腐病、蠹蟲

等。炭疽病主要發生於5~6月上旬，此時正值梅雨季潮溼多雨，病原菌感染葉片

或小果，在葉片上造成褐色輪紋狀斑塊(圖10)，後逐漸擴大且病斑處凹陷，然而6

月中旬後轉為乾旱，不利本病發育，因此未造成嚴重為害。根腐病全年發生，好

發於排水不良易積水之地；此外，附近無遮敝的空曠地，也容易因強風動搖植株

造成根部受損，而成為病原菌入侵的管道，染病植株發病初期植株弱化，呈營養

不良狀，後期落葉全株衰弱死亡。蠹蟲則多發生於近山邊之果園，不會入侵正常

植株，但當植株受到病害入侵或物理傷害時，則成為蠹蟲入侵的對象。本蟲蛀食

樹幹在樹幹內產卵、取食，並將木屑排出洞口呈長條狀(圖11)，由於本蟲體表常

攜帶真菌，此真菌感染植株後，易造成植株急速萎凋死亡。蠹蟲類發生雖然不是

普遍性發生，但仍具有潛在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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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波羅蜜蟲害研究：85~87年進行波羅蜜害蟲相及發生生態調查，調查蟲害有17

種，其中主要害蟲5種，包括危害葉片有螺旋粉蝨(Aleurodicus dispersus)、球粉

介殼蟲(Nipaecoccus filamentosus)等，危害枝幹有象鼻蟲(Mecopus hose)、桑天

牛(Apriona garmari)等，危害果實有榕八星天牛(Apriona garmari)。88年針對象

鼻蟲防治，以1	 mm透明塑膠布及植保膠覆蓋於枝幹上，阻隔產卵；89年進行

球粉介殼蟲防治試驗，篩選大滅松、陶斯松等藥劑；90年針對桑天牛防治時機之

進行研究；91年進行象鼻蟲發生消長調查及防治試驗，建議於修剪果樹時，發現

有幼蟲危害症狀情形，可用細鐵絲深入蛀食隧道，將幼蟲掏出或刺死，或以棉花

沾40.64%丁基加保扶水懸劑100倍塞入蛀孔毒殺，另外施用44%大滅松乳劑1,000

倍或40.8%陶斯松乳劑1,000倍全株防治，兼防介殼蟲。

8.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區域共同防治：

(1)	東方果實蠅為臺東地區經濟果樹最重要害蟲之一，每年對果品危害率達

10~20%，91年起利用甲基丁香油監測東方果實蠅動態。柑桔類作物為東河鄉

泰源幽谷的重要產業，栽培面積約400公頃，為有效防治東方果實蠅，本場於

99年在東河鄉泰源幽谷進行東方果實蠅區域共同防治試驗，與東河鄉農會合

作，整合泰源幽谷柑桔及柚子產銷班共計14個產銷班，參與防治工作。試驗期

間自99年1月起至100年3月產季結束，除果實蠅共同防治剛推行時1月高峰平

均8.8隻/陷阱/天，至採收期降至3.3隻/陷阱/天；重新設置監測點後，至10月高

 ◤ 圖10.酪梨葉片感染炭疽病，造成輪紋 
 狀褐色病斑。

 ◤ 圖11.蠹蟲入侵酪梨樹幹，洞口排出條 
 狀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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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期果實蠅密度平均7.2隻/陷阱/天，其後持續維持低密度狀態。田間晚崙西亞

橙果實受害率調查結果顯示，未套袋果實平均受害率8.43%。

(2)	番荔枝為太麻里鄉的重要產業，栽培面積約603公頃，長期受東方果實蠅的威

脅，影響果實品質與產量。本場於99年起分3階段於太麻里鄉番荔枝產區施行

區域防治工作合計500公頃，並與太麻里地區農會合作，整合太麻里鄉果樹產

銷班參與防治工作。試驗期間自99年1月起至103年12月，防治區果實蠅密度

高峰主要出現於6月及9~10月，自區域防治全區推行後，果實蠅密度持續下

降，明顯低於全區實施前，果實蠅平均密度約減少55.6%。

(三)	原民作物病蟲害研究：

 102年起進行小米、樹豆、臺灣藜、洛神葵病蟲害相調查。

1.小米病蟲害研究：小米病害有褐條病(Cochliobolus sp.)、銹病(Puccinia sorghi P. 

puccinia polysora)、粟熱病(Pyricularia setariae)、黑穗病(Ustilago maydis)和白

髮病(Sclerospora sacchari)；蟲害有東方芒蠅(Atherigona orientalis (Sehiner))，

被害率可能高達30~80%，造成農民廢耕。

2.樹豆病蟲害研究：樹豆有莖枯病(Botryosphaeria spp.)、萎凋病(Fusarium spp.)、

疫病(Phytophthora sp.)等；蟲害有豆波灰蝶(Lampides boeticus)、豆莢螟(Maruca 

testulalis)及其他夜蛾類、椿象和潛蠅。其中以蟲害對樹豆影響最大，開花時有豆

波灰蝶危害，結豆莢時有豆莢螟危害，另有莖潰瘍病對作物影響不大，風雨過後

萎凋病陸續發生。

3.臺灣藜蟲害研究：臺灣藜蟲害有小葉藜木蝨(Trioza fausta)、藜蚜蟲(Hayhurstia 

atriplicis)等2種，於種植初期新芽嫩葉共同危害，影響轄區產業甚劇。應確實把

握種植適期，以減少蟲害發生。

4.洛神葵病蟲害研究：洛神葵病害有菌質體病害、葉枯病(Phomopsis spp.)、疫病

(Phytophothora spp.)、癌腫病(Rhizobium spp.)等，蟲害有二點小綠葉蟬、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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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蟲、蚜蟲危害。其中，菌質體病害係由二點小綠葉蟬傳播，於洛神葵生長後期

陸續發生，轄區被害面積達80%以上。經田間採樣調查發現，洛神葵上的植物菌

質體病害(圖12)係由二點小綠葉蟬及另一種待鑑定的近似種(以下統稱小綠葉蟬

類)，兩種複合發生，並傳播為害。臺東地區每年4月下旬至7月為種植洛神葵時

期，傳統上則多在4~5月完成種植，並於11月下旬至12月初採收。調查6月下旬種

植的洛神葵田區發現，小綠葉蟬類於播種後3週即開始陸續移入田間建立族群，6

週後密度急遽上升，再經2週後趨勢緩和，且呈現穩定波動。田間也調查發現，

在洛神葵生育期間或開花期前，若能及時防治小綠葉蟬類，降低族群密度，受感

染之植株仍可部分恢復生育，降低病蟲害造成的損失(圖13)。防治小綠葉蟬類需

注意防治要領及防治方法，惟有確實掌握，才能達到有效防治的目的。

(四)	特作病蟲害研究

1.金線蓮蟲害研究：金線蓮屬於溫網室遮陰種植藥用植物，85~86年金線蓮產業因

密植，造成有害生物密度增加危害。本場進行調查發現，蟲害有神澤氏葉蟎、斜

紋夜蛾及軟體動物如非洲大蝸牛、扁蝸、蛞蝓等，並以介質消毒防治軟體動物危

害，防治率達90.6%，而蟲害仍建議以藥劑防治為主。

2.荖花、荖葉病害研究：荖花、荖葉為臺東地區重要特用作物，本場於85~86年間

著手進行病蟲害調查及防治研究，病害主要有細菌性角斑病(Xanthomonas camp-

estris pv. betlicola)炭疽病(Collec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疫病(Phytophothora 

 ◤ 圖12.洛神葵感染植物菌植體，出現葉 
 片黃化、簇葉、皺縮、捲曲現象

 ◤ 圖13.洛神葵感染植物菌質體後，若及 
 時防治小綠葉蟬類，植株部分回復正 
 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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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cisi)、白粉病(Sphaerotheca fusca)等，其中以疫病危害較嚴重，自33種藥劑

中篩選13種測試，以銅滅達樂、鋅錳滅達樂等藥劑在平板測試表現最佳。

3.杭菊病蟲害研究：杭菊屬菊科、菊屬，為多年生草本植物，約每年的清明時節(

農曆3月~4月)栽種，11月、12月開花，花期持續3個星期，可採收3~4次。杭菊在

田間栽培期間達8~9個月，期間易受病原菌入侵及昆蟲為害，若未適時防治，將

嚴重影響杭菊的品質與產量。98~99年田間調查，病蟲害有萎凋病、炭疽病、灰

黴病、薊馬類、蚜蟲類、粉介殼蟲類、夜蛾類等。為因應杭菊殘留農藥問題，98

年起配合臺東縣政府與臺東地區農會舉辦安全用藥講習，對農民積極宣導安全有

效之防治方法，並由臺東縣政府加強對烘焙間的產品管控。除持續調查田間病蟲

害發生之外，提供農民兩種不同顏色之黏蟲紙(黃色、藍色)防治開花期害蟲，並

利用整合性防治防止病蟲害發生，同時可節省農藥施用成本，確保杭菊產量與品

質。

4.咖啡病蟲害研究：咖啡炭疽病(圖14)與銹病(圖15)兩種病害影響轄區咖啡產業

甚劇，但因轄區咖啡以有機栽培為主，99年應用三種不同非農藥資材組合(葵花

油＋肉桂油＋無患子、枯草桿菌＋木黴菌＋亞磷酸、枯草桿菌＋木黴菌)進行防

治，經田間施用調查結果，炭疽病以葵花油＋肉桂油＋無患子油劑混合處理，保

護效果較佳；銹病則以枯草桿菌＋木黴菌效果最佳。蟲害可使用太陽能捕蟲燈誘

引昆蟲。

 ◤ 圖14. 咖啡果實炭疽病  ◤ 圖15. 咖啡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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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蔬菜病蟲害研究

1.十字花科蔬菜病蟲害研究：85年進行十字花科蔬菜細菌性病害防治方法改進，收

集黑腐病56菌株及軟腐病35菌株，對鏈黴素(100	µg/ml)、四環黴素(25	µg)及銅

(1.12	 mM)抗感病性試驗，結果顯示無抗藥性。88~89年進行甘藍紋白蝶及小菜蛾

防治研究，90年進行黃條葉蚤發生消長調查與防治試驗，以50%加保利可溼性粉

劑500倍效果佳。

2.番茄病蟲害研究：臺東番茄主要產地集中在池上、關山、鹿野地區，89~90年進

行主要危害番茄之病蟲害防治試驗與研究，並針對其病蟲害發生生態及防治要

領，進行經濟防治示範與農民慣行防治方式做比較。89年於田間進行各種已推薦

及未推薦藥劑，對晚疫病之防治效果，經5次施藥後的第14天進行調查，以23%

亞托敏水懸劑1,000倍和80%鋅錳乃浦可溼性粉劑400倍處理的罹病度最低。90年

進行蟲害試驗，針對番茄夜蛾進行發生消長與藥劑防治試驗，成蟲密度有兩波高

峰期，一於1月中、下旬間，另一則於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防治結果以75%硫

敵克可溼性粉劑4,000倍及4.4%祿芬隆乳劑1,500倍效果最佳。

3.西瓜蟲害研究：西瓜為臺東地區重要產業之一，然生育其受南黃薊馬(Thrip pal-

mi)嚴重危害，為協助農民進行綜合防治試驗，92年利用黑色軟管於乾燥季節時

噴水，增加溼度，降低害蟲密度；利用藍色黏紙捕捉成蟲，篩選20%亞滅培可溶

性粉劑4,000倍、9.6%益達胺溶液1,500倍、2.9%貝他賽扶寧乳劑1,500倍皆可有效

防治。

4.瓜實蠅防治：配合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執行「重大植物有害生物監測調查、預警及

官方防治」計畫，持續監測臺東地區田間瓜實蠅密度動態。於99~100年間，以長

效型誘蟲盒搭配克蠅香，懸掛於包括池上鄉、關山鎮、海端鄉、鹿野鄉及臺東市

蔬菜園與番荔枝栽培區及非作物栽培區，共設立30個監測點。結果顯示蔬菜栽培

區瓜實蠅之族群高峰，99年出現在3月和10月，100年在5、6月與10、11月。非栽

培作物區之族群監測，99年每個監測點之平均蟲數約在6~1,170隻之間；100年平

均蟲數約在5.8~248.8隻/陷阱/2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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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針菜病蟲害研究：105~106年進行金針菜之農藥及重金屬背景資料調查，於池

上鄉、臺東市及太麻里鄉金針產地進行4種藥劑－菲克利、三氟敏、益達胺及第

滅寧－之核准登記用量及2倍用量試驗，結果顯示金針菜鮮蕾之農藥殘留消退，

依現行之安全採收期可符合農藥殘留標準；但金針菜成品因受濃縮效應影響，除

「益達胺」可維持現有安全採收期9天外，「三氟敏」7天建議應延長至12天，「

菲克利」6天、「第滅寧」9天建議應延長至15天，以避免違反農藥殘留標準。

(六)	花卉病蟲害研究

1.玫瑰病害研究：86年鹿野鄉瑞源村2處玫瑰園發生癌腫病，總面積約1.2公頃，罹

病植株病徵多發生於莖部修剪過的部位，極少發生於地基部，採集樣本經鑑定為

細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及A. rhizogenes引起，篩選12種藥劑測試對癌腫

病菌抑制效果，顯示30.3%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2,000倍、68.8%多保鏈黴素可溼

性粉劑1,000倍及20%歐索林酸可溼性粉劑抑制效果最佳。

2.蘭花病害研究：

(1)	國蘭病害研究：87年對基腐病、炭疽病等病害進行研究。基腐病發生在

近基部，導致葉片腐敗乾枯，是國蘭普遍而致命的病害，經分離由病原菌

Fusarium spp.所引起，最適生長溫度為28℃，在栽培密度高，噴灌頻繁，通

風不良，最易發生，並篩選50%撲克拉錳可溼性粉劑6,000倍等7種有效藥劑。

炭疽病為國蘭最普遍的葉部病害，病原菌為Collec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觀察品種間抗感病性，發現寒蘭、春蘭最感病，報歲蘭品系則較抗病，並篩選

25.9%得克利乳劑3,000倍等6種有效防治藥劑。

(2)	蝴蝶蘭病害研究：細菌性軟腐病為蝴蝶蘭產業重要病害之一，87年從臺東、屏

東、高雄、臺南、臺中等地區蘭園收集117菌株，鑑定為Erwinia chrysanthemi，

長期用藥防治，病原菌已對鏈黴素、四環黴素藥劑產生抗藥性。為協助產業解

決病害問題，篩選30.3%四環黴素可溶性粉劑2,000倍、10%鏈四環黴素可溼性

粉劑1,000倍、68.8%多保鏈黴素可溼性粉劑1,000倍、81.3%嘉賜銅可溼性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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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倍等藥劑提供農民使用。另，於87~90年持續從健康葉片分離24菌株，篩

選2株拮抗菌進行生物防治試驗。

(七)	有益微生物之應用：96年利用益微生物(EM菌)進行稻種、花椰菜、甘藍菜、包

心白菜等種子浸種4小時，並於育苗盤再噴灑二次，每10天一次，防治苗立枯

病效果顯著。98年從禽畜發酵有機肥，分離17株拮抗菌，篩選G6、D1、BaB及

GH等4菌株對荖葉疫病、水稻徒長病及柑桔潰瘍病皆有良好抑制效果。106年篩

選出對水稻稻熱病、紋枯病、胡麻葉枯病及白葉枯病等重要病害具良好拮抗能

力之拮抗菌Bacillus velezensis G4，並持續進行開發利用。

(八)	檢疫害蟲偵測：配合動植物防疫檢疫執行「重大植物有害生物監測調查、預

警及官方防治」計畫，針對地中海果實蠅及其他檢疫果實蠅、瓜實蠅、蘋果蠹

蛾、西方花薊馬等檢疫有害生物實施偵測，於臺東地區設置20處，分布於臺東

市、卑南鄉、太麻里鄉、鹿野鄉、關山鎮、東河鄉及成功鎮，並設置於果園、

港口、市場等高風險地區。以不同誘引資材(蘋果蠹蛾性費洛蒙誘引器、地中海

果實蠅性費洛蒙誘引器、甲基丁香油誘殺板、克蠅香誘殺板、黃色黏紙)每2週

偵測一次，並寄送樣品至農業試驗所鑑定，偵測結果顯示本轄區無以上檢疫害

蟲。

(九)	農作物安全用藥宣導暨蔬果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

年度 講習會場次 參加人數 抽測件數 合格件數 合格率

98 67 5,360 250 241 96.40%

99 62 4,500 327 316 96.64%

100 58 4,640 292 267 91.44%

101 90 4,619 330 273 82.73%

102 77 3,596 260 234 90.00%

103 67 4,007 176 166 94.32%

104 77 4,153 223 192 86.10%

105 45 3,344 212 204 96.23%

106 43 2,207 273 262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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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歷年農藥委託試驗一覽表

年度 作物 標的害物 供試藥劑 結果

86 洋香瓜 白粉病 50%賽普洛水分散性粒劑 ○

86 洋香瓜 白粉病 30%無水硫酸銅可溼性粉劑 Ｘ

86 洋香瓜 白粉病 11.6%四克利水基乳劑 ○

86 洋香瓜 白粉病 31.25%賽普待克利水分散性粒劑 ○

86 玉米 銹病 45.5%待普克利 ○

87 水稻 紋枯病 1.5%福拉比粒劑 ○

87 水稻 紋枯病 25%賓得克利水懸劑 ○

87 水稻 紋枯病 10.7%四克利乳劑 ○

88 水稻 紋枯病 10.7%四克利乳劑 ○

88 柑桔 瘡痂病 15%易胺座可溼性粉劑 ○

89 柑桔 瘡痂病 23%亞托敏水懸劑 ○

89 西瓜 炭疽病 17.8%貝芬待克利水懸劑 ○

90 甘藍 黑斑病 10%保粒黴素(甲)可溼性粉劑 △

90 甘藍 黑腐病 10%維利黴素溶液 ○

91 水稻 稻熱病 20%芬諾尼水懸劑 ○

92 番茄 細菌性斑點病 53.8%氫氧化銅水分散性粒劑 ○

95 水稻 稻熱病 33%克枯三賽唑可溼性粉劑 ○

95 番荔枝 東方果實蠅 5%賽扶寧水基乳劑 ○

95 番荔枝 東方果實蠅 20%芬化利乳劑 ○

95 番荔枝 東方果實蠅 50%芬殺松乳劑 ○

96 水稻 白葉枯病 33%克枯三賽唑可溼性粉劑 ○

97 水稻 秧苗徒長病 1×1010 cfu/ml枯草桿菌液劑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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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作物 標的害物 供試藥劑 結果

98 水稻 稻熱病 40%甲基多保淨水懸劑 ○

99 番荔枝 粉介殼蟲 16%可尼丁水溶性粒劑 ○

99 番荔枝 粉介殼蟲 100	g/L賜派滅水懸劑 ○

99 水稻 褐飛蝨 10%氟尼胺水分散性粒劑 Ｘ

99 水稻 水象鼻蟲 0.5%可尼丁粒劑 Ｘ

99 番茄 早疫病 57.6%氫氧化銅水分散性粒劑 ○

100 番茄 細菌性斑點病 61.4%氫氧化銅水分散性粒劑 ○

100 水稻 葉稻熱病 200	g/L亞汰尼種子處理用水懸劑 ○

100 水稻 紋枯病 43.7%三氟敏水懸劑 ○

101 番荔枝 粉介殼蟲 24.7%賽速洛寧膠囊水懸混劑 ○

△：未發生，○：擬推薦，Ｘ：擬不推薦

(十一)	歷年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件數

年度 件數 病害件數(比例) 蟲害件數(比例)

88 498 - -

89 615 - -

90 439 - -

91 342 - -

92 178 - -

93 118 - -

94 90 - -

95 143 - -

96 1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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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件數 病害件數(比例) 蟲害件數(比例)

97 145 - -

98 231 95	(41.1%) 60	(26.0%)

99 359 114	(31.8%) 44	(12.3%)

100 390 106	(27.2%) 54	(13.8%)

101 464 121	(26.1%) 70	(15.1%)

102 503 171	(34.0%) 109	(21.7%)

103 516 209	(40.5%) 138	(26.7%)

104 551 181	(32.8%) 232	(42.1%)

105 302 83	(27.5%) 75	(24.8%)

106 349 122	(35.0%) 87	(24.9%)

二、農業機械試驗研究

(一)	水稻機械試驗

1.水稻育苗土蒸氣消毒機(100~101年)：研成併排管式水稻育苗土蒸氣消毒機，使

用每小時1,500	kg蒸氣量之鍋爐為熱源，連接1吋×6	m鍍鋅鐵管，每隔10	cm、左

右隔120度、鑽1.5	mm	2小孔，作為蒸氣消毒管，每隔60	cm以快速接頭連線2½吋

主幹管，完成土壤蒸氣消毒管路系統，以水稻育苗土覆蓋於上30	 cm厚，試驗結

果蒸氣溫度分布均勻，可於30分鐘使土壤溫度達到80℃。

2.稻種溫湯處理機(100~101年)：桶裝批次式稻種溫湯處理機，使用4支氣壓缸作為

舉昇動力，可舉升300	kg；水平移動機構之台車，使用1	HP減速機作為左右移動

之動力，稻種溫湯消毒冷卻水槽，約可容納1.2噸冷水。150	 kg稻種置於桶裝式

處理槽內自動攪拌，稻種溫湯處理60℃、10分鐘時，每批處理時間約20分鐘可完

成。

3.水稻田中耕除草機(98~101年，圖16)：研成之三行式水田中耕除草機，除草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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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銹鋼製成，堅固且不會因田間操作而生銹，機體總重為20.5	 kg，動力為2.4	

HP二行程汽油引擎，傳動機構使用蝸桿蝸輪減速機，驅動不銹鋼中耕除草輪，輪

寬20	 cm，後方配置不銹鋼浮船，依田間需要

調整高度及角度，減少在泥濘田區機體下沉，

並將雜草下壓埋入泥水中，而且除草作業前

可以配合施用追肥，本機械可以將其攪拌翻埋

進入土中。本除草機工作時數僅需人工作業的

1/8至1/7，有效減輕農友在有機水稻田除草工

時及勞力，可提升農友有機栽培的意願。

(二)	果園栽培機械試驗研究

1.	割草機械：

(1)	自走式割草機自動伸縮控制系統之試驗研究(87~89年，圖17)：以13	HP汽油引

擎驅動之自走乘坐式割草試驗本機，前進

3速、後退1速，割草部為前置式，可伸入

樹冠下作業，以油壓控制方式調整割草部

離地高度，割草部亦可隨地面浮動，適應

凹凸不平的地面，使割草整齊一致。汽油

引擎動力經P.T.O.軸及變速箱直接傳動到割

草軸，割草部由2組刀片組成，一次割寬達

100	cm。

(2)	果園割草機之研製(91~93年)：果園割草機本機，以16	HP柴油引擎為動力，割

寬98	cm，果樹冠下割草機具割寬49	cm，本機有高低速設計，行走使用高速3

檔，每小時達12	 km快速至田間，割草作業時可變換高或低速1檔作業，遇高

草莖(80~100	cm)時可使用低速1檔，每小時2.2	km速度行走，仍有充足馬力作

業。果園割草機本機為二輪傳動、四輪轉向方式，果園田間運轉順暢，提高工

作效率。在番荔枝果園田間試驗結果，可伸入樹冠下80	cm進行割草作業。

 ◤ 圖16. 水稻田中耕除草機

 ◤ 圖17. 自走式割草機自動伸縮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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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輪傳動割草機之研製(92~94年)：研製完成之四輪傳動割草機，係與大地菱

農機公司產學合作製造商品化機型，本機以16	 HP柴油引擎為動力，割草部前

置式，雙刀軸，一次割寬達98	cm，迴轉半徑小僅1.8	m，有利果園內快速轉

彎，效率高、省力、割草舒適，提高工作效率。當果樹行間草莖高度為30~40	

cm時，割草工作效率為每小時0.33公頃，當果樹行間草莖高度為70	cm以上

時，割草工作效率為每小時0.125公頃。

(4)	鎚刀式割草機之研製改良(94~96年)：與大地菱農機公司產學合作，本機以16	

HP柴油引擎為動力，割草部前置式，一次割寬達85	 cm，本機為四輪傳動、四

輪轉向方式，迴轉半徑為1.8	m，割草工作效率每小時0.25公頃，鎚刀式割草

機也可從事枝條粉碎作業。在進行殘枝粉碎試驗，田間試驗結果顯示，葉片、

枝條直徑25	 mm以內可順利斬斷粉碎，枝條直徑25~35	 mm者，必須重複粉碎

1~2次才有效果，枝條直徑超過35	mm以上者粉碎效果不佳。

(5)	大馬力果園割草機之研製改良(96~98年)：與大地菱農機公司產學合作，研製

改良商品化之22	HP	3汽缸柴油引擎果園割草機，三汽缸柴油引擎為進口之

YAMMAR引擎，噪音較低，駕駛座位在中間，可側移割草部安裝在本機之前

端，操作者能清晰看到割草作業狀況。消音器安裝在本機之側邊、冷卻水箱安

裝在後端，割草機之割草部設計3刀軸，割草寬度一次割120	cm，安裝3支離

心式刀片，為平板式刀片。改良型果園割草機，割草盤以4個活動輪支撐，離

心式刀片為平板式，其割幅比16	HP之果園割草機多25	cm，割草盤雖較大，

但由於本機為四輪傳動、四輪轉向方式，果樹行間轉向靈活，果園作業性能

良好、馬力更足、更快速，初步試驗結果工作效率比16	HP果園割草機快1/3以

上。

(6)	果園中耕除草機試驗研究(97~99年，圖18)：本機以16	 HP柴油引擎為動力，

其主要構造中耕部安裝在本機前端，動力由前端P.T.O.傳動，中耕作業寬度為

60	 cm，改良降低刀軸轉速約為每分鐘440~470轉，中耕作業速度為每小時

2.0~2.5	 km，於石礫地土壤，可將中耕刀改換掘刀，中耕效果較佳，中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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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動油壓控制系統，可向右二段式側

移至輪胎外側80	 cm至果樹冠下進行中耕作

業，承載平衡良好不傾斜，中耕部尾輪採

用一般中耕機雙輪構造時，中耕後地面會

有一條溝，經改為單輪構造時，中耕後地

面平整狀況良好。

2.施肥機械：

(1)	 果樹追肥撒布機之試驗研究(87~89年)：主要包括施肥箱、肥料輸送機構、施

肥量控制盤及肥料撒施機構等，安裝在小型5	 HP搬運車上，成果樹追肥撒佈

機，施肥箱容量每次可填裝10包計400	 kg肥料，可順利在番荔枝果園內穿梭

自如進行化學肥料撒布作業。

(2)	 自走式果樹施肥機之研製(91~93年)：與大地菱農機公司產學合作，施肥箱容

量每次可裝肥料4包(160	kg)，一般一次施肥面積約0.2公頃，若採用少量多次

方式，一次可施肥面積約0.4公頃，在番荔枝果園進行施肥作業，每公頃約2

小時完成，比人工作業6小時，可節省60%的工作時間。適合粒狀複合肥料的

施用，撒布寬度兩側達6	m，於東河鄉興昌村興昌番荔枝產銷班辦理操作示範

觀摩會，反應相當良好。農民若採用畦上栽培果樹，肥料撒布出口可改安裝

形式，以向上弧形噴出，撒布之肥料可噴至畦上，合乎施肥要求。

(3)	 12馬力果園施肥撒布機(97~99年)：本機以12	HP柴油引擎為動力，施肥機構

總成主要包括施肥箱、高低速二段式肥料輸送機構、肥料撒布機構等，撒布

機之肥料撒布盤出口，増加一活動式可調整蓋，撒布盤轉速每分鐘480轉，

果園作業時一般以低速二檔行走，速度每小時4~5	 km，肥料撒布噴出落下位

置，涵蓋整棵果樹冠下，亦可調整在果園施肥撒布機兩側各2~6 m處，避免

肥料撒至隔行果樹草間帶，以充分發揮肥效。

(4)	 16馬力果園施肥撒布機(96~97年)：委託大地菱農業機械公司試製，本機以16	

 ◤ 圖18. 果園中耕除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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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柴油引擎為動力，施肥箱容量160	kg，本機後端設計一出力傳動軸，施肥

部安裝在本機後端，利用P.T.O.軸與本機出力傳動軸接合動力，轉動施肥箱撒

布盤，撒布盤轉速每分鐘440	~	490轉，將肥料撒布至果樹冠下，撒布兩側總

寬度為8	m。肥料箱容量160	kg，肥料箱内上層設計一1/2英吋網目過濾網，過

濾結硬塊肥料，避免堵塞肥料出口，肥料箱内下層，設計一肥料攪拌器，攪拌

肥料順利排出；肥料出口大小，可利用操作座位旁之撥桿4段式調整，果園試

驗結果，果園施肥機作業速度在本機慢速2檔(每小時4.0~5.0	km)時，已可符

合農民施用複合化學肥料之需要。

(5)	果園中耕施肥機(95~97年)：以16	HP柴油引擎為動力，中耕部安裝在本機前

端，可向右側移，從事果樹行間及伸入樹冠下中耕作業，120	kg施肥箱以三點

鏈接方式承載於本機後端，從事施肥工作。

(6)	搬運車附掛施肥撒布裝置(102~104年，圖19)：為提高番荔枝果園施肥效率及

降低施肥機械成本，改良搬運車附掛施肥撒布裝置，可代替人工施肥，提高

工作效率；以果園常用之6	HP小型搬運車為載具，施肥撒布裝置包括動力撒

布機、撒布管及肥料桶作為施肥機構，施肥時以動力撒布機為動力，利用其鼓

風機產生氣流，流經具有文氏管結構之撒布管，肥料因重力及文氏管產生之吸

力，不會引起揚塵，落入撒布管內隨氣流吹送，最後由Y形出口，均勻撒布於

車台兩側。肥料利用氣流輸送撒布，優點為結構簡單、不需特別保養，且無活

動機構與肥料接觸，不會因肥料侵蝕造成

故障。肥料桶可裝載240	kg之肥料，下方有

流量閘門，可調節施肥量，每分鐘可撒布

8~12	kg複合肥料。作業效率每0.1公頃4~6

分鐘，撒布量為每0.1公頃40~90	kg，撒布

距離每邊可達3	 m，機械高度120	 cm，可適

用一般果園取代人工施肥作業。
 ◤ 圖19. 搬運車附掛施肥撒布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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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噴藥及病蟲害防治機械：

(1)	擺動噴頭式履帶噴霧機之研製(91~93年)：主要由10	HP汽油引擎、1吋高壓動

力噴霧機、容量200	L藥水箱及履帶等組成，機體外寬僅70	cm，重心低、可原

地轉向、轉彎半徑小，噴藥部設計用擺動式噴頭，噴頭撒布藥液可調整配合遠

近距離噴藥，撒布的寬度兩側達10	m，在枇杷果園噴藥與一般果農慣用方式

比較，工作效率為3.5倍，施藥工資節省55%。

(2)	鼓風式靜電噴霧機及施藥技術之試驗(99~101年)：以自走式鼓風噴霧車為主

體，使用19	HP柴油引擎為動力，容量400	L的不鏽鋼藥水箱，1½吋高壓動力

噴霧機，直徑55	cm之軸流式鼓風機。靜電裝置總成，將蓄電池之12	V直流電

壓升壓轉換為6,000V的高壓電，主要構造包括12	 V蓄電池、啟動開關、12	 V

升壓6,000	V靜電裝置(含接地)、耐6,000	V導線、導電銅螺絲、弧形銅板等組

成。靜電裝置有接地，靜電裝置總成安裝在自走式鼓風噴霧機上，鼓風噴霧部

加裝極板，成為鼓風式靜電噴霧機，進行靜電噴霧試驗，蓄電池之正電荷可將

噴頭噴出之霧粒帶負電荷，利用鼓風機高轉速之風量，將帶負電荷霧狀霧粒向

果樹撒布。

(3)	螞蟻餌劑撒布機之研製(101~102年，圖20)：為配合番荔枝果園粉介殼蟲之防

治，研成螞蟻餌劑撒布機，可代替人工進行螞蟻餌劑撒布工作。以13	HP汽油

引擎為動力，餌劑撒布組件另以56c.c.二行程汽油引擎獨立驅動一組鼓風機，

一次最大可負載25	kg餌劑，鼓風機將餌劑

送到撒布管內，並往上吹送供料，餌劑由

出口撒布散落在地面上，誘引螞蟻取食。

可調整撒布距離寬度，上出口設計有固定

導向板，使餌劑載體均勻分布在地面上，

測試結果，因得克餌劑撒布量每公頃3.0	

kg，撒布寬度單向可達3~3.5	m，工作效率

每小時2公頃。
 ◤ 圖20. 螞蟻餌劑撒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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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剪機械：

(1)	氣壓式修剪鋸之研製改良(90~92年，圖21)：研製氣壓式修剪鋸從事果樹枝

條修剪作業，主要由空氣壓縮機、氣壓導

桿、氣壓缸及鋸片等組成，作業壓力在每

平方公分8~9	kg；當壓力降至每平方公分

6	kg以下時，鋸片作動不良，在番荔枝園進

行修剪試驗，修剪枝條直徑50	 mm以內時，

平均可在7秒內完成，在梅樹進行修剪試

驗，修剪枝條直徑40	 mm以內時，平均可在

9秒內完成。

(2)	果園大枝條修剪機械試驗研製(103~104年，圖22)：為因應大枝條修剪工具之

不足，研製雙向電動修枝鋸，以充電電池、直流馬達、傳動機構及2片5英吋鋸

片組成，機械特點為利用傳動機構驅動2片

鋸片正反轉，鋸齒不同方向旋轉，可在開

放式的鋸切動作模擬剪切，不會有彈跳現

象，且為開放式，所以枝條在直徑6	cm以下

均可一次修剪，不需多次重覆修剪。相較

於電動修枝剪可提升效率28%，較手鋸提升

57%，且切口平整、運作平穩。

5.	套袋機械：

(1)	番荔枝果實套袋器具之試驗(87~89年)：完成之番荔枝果實套袋封口器，可單

手手掌持握及操控。其套袋機構作動，可略分成穿繩、束繩、釘繩、切繩等

四步驟。作業方式是以人工將PE塑膠袋或紙袋套於果實之上，右手持封口結

束器，以左手穿繩的方式，將繩子置於塑膠袋或紙袋的套口處，再將繩子回拉

束緊，配合封口器束繩、釘繩、切繩等機構的作動，將套口釘緊，並將繩子切

斷，完成果實套袋束緊封口作業。

 ◤ 圖21. 改良之氣壓式修剪鋸

 ◤ 圖22. 雙向電動修枝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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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鋼筋紮線機試驗(104年)：目前水果套袋口之固定，多使用袋口附加之細

鐵絲纏繞加以固定，使用時以手將袋口收縮纏繞鐵絲多圈，操作耗時，利用市

售電動鋼筋紮線機進行改裝，探討此機械應用於輔助果實套袋之可行性。本機

使用14.4V鋰電池，以0.8	mm細鐵絲捆紮時，可設定繞2圈或3圈，並各有5段

緊度，含電池及鐵絲共2,560	g，每次捆紮動作約需1.5秒。

(3)	塑膠帶之紮線機(105年)：以塑膠帶之紮線機開發輕便之套袋封口輔助機具，

傳統之塑膠帶紮線機，主要用於蔓藤類作物莖蔓固定之用，以釘書釘作為紮線

固定，為避免在採收時使用剪定鋏，有釘書針可能造成剪定鋏刀口受損，因此

改良以熱熔方式固定，減少使用資材及採收時的困擾。將小型電熱封口機之電

熱線熱安裝於結束機上，取代釘書針裝釘束線，並提高電池電壓以加速熱熔及

結束效果，此方式可加速塑膠帶之結束，改裝後重量由560	g增加為620	g。

6.	灌溉及防災系統：

果園自動灌溉及環境感測系統之研製(98~100年)：為減少番荔枝果園於焚風

災害時之損失，並增進灌溉水之使用效率，研製果園自動灌溉及環境感測系統，

以無線控制器及溫濕度感測器為主體，可記錄溫度、濕度及抽水泵開關時間等功

能，無線溫濕度感測器以太陽能板供電，於室外正常使用不需額外供電，訊號

經無線傳輸不需實體線路，可減化安裝作業及後續維護。溫濕度資料於控制器分

析後與設定門檻值比較，條件成立啟動抽水馬達電路，作為感測焚風自動加濕之

用。為提高系統及水分使用效率，整合土壤水分感測控制系統，亦使用無線傳輸

技術將訊號傳至控制器，於設定值內自動溉灌，並於土壤水分張力達到設定值時

停止，以精確控制灌溉水。

7.	加工機械：

(1)	番荔枝肉籽分離機之研製(92~94年，圖23)：番荔枝肉籽子分離機與明鴻鐵工

廠產學合作，製造示範機，以3	HP電動馬達為動力，果肉篩網孔徑有3、2.5

及2	 mm三種規格，輸送原料之刮板轉軸，轉速每分鐘500轉，將果肉擠出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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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排出漿狀果肉，種籽粒徑大，隨刮板送

至尾端排出，試驗結果，在刮板與篩網孔隙

2.5	mm或2.0	mm下，果肉與種子分離作業順

利，種子破碎率僅0.8%，分離之果肉送入冷

凍庫冷藏，觀察其果肉色澤變化，與人工作

業品質相同，可提供製造釋迦冰、釋迦餅、

果凍及釀酒使用之優質原料。

(2)	鳳梨釋迦果實去皮作業機械(96~98年，圖24)：鳳梨釋迦果實削皮採用低溫，

將軟熟的鳳梨釋迦果實先行冷凍變硬，以利於機械削皮作業，並籍著低溫的冰

存方式，殺死殘存於果實的東方果實蠅、其他害蟲及減緩果實產期過於集中，

售價下跌的情形，本場使用連續式蔬果削皮機，進行冷凍鳳梨釋迦削皮，經試

驗結果，其機械作業性能可以符合冷凍鳳

梨釋迦削皮的需求。連續式蔬果削皮機大

略分成削皮機構及進料圓桶傳送機構兩部

分，可使用不同的削皮刀盤轉速及進料圓

桶移動速率，約可被削去整顆果實重量之

30%以上，除了果柄的蒂頭部因削皮刀無法

深入去除外，果實表皮可去除90%以上。

8.	集貨及採後處理機械：

(1)	大粒優質果重量式選別機試驗

(92~94年，圖25)：使用110V電

源、速比30：1的1/2	HP的馬達，6

級的分級級數，作業能力每小時

5,800	~	6,200粒。本機有46組盛料

器，其承接果實的杯套尺寸，面

積比以往的杯套尺寸大了49%，

 ◤ 圖23. 番荔枝肉籽分離機

 ◤ 圖24. 鳳梨釋迦果實去皮機

 ◤ 圖25. 大粒優質果重量式選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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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放置大粒果實的穩定度，並改良導引板及滑板的組件，使盛料器在輸送運

轉過程中更為牢靠，果實在杯套中產生晃動的情形較少。測試其分級機的精確

度，不同方式的擺放會造成果盤在運送過程中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整體分級

精確度誤差不大，其整體分級精確度可達90%以上。

(2)	鳳梨釋迦加工及自動分級包裝一貫機械之試驗(94~95年)：鳳梨釋迦果實採行

不落地之自動分級、需再增配果實及紙箱的相關輸送裝置，其整套機械依作業

方式大約分成五大部分，包括以大果盤重量式蔬果分級機為主體、果實進料輸

送滾輪機構、空紙箱供料輸送機構、果實秤重分級後之輸送帶機構、裝箱秤重

及包裝作業機構等。其作業流程的動線是以果實進料輸送滾輪機構將桶裝的果

實，由裝載車輛中輸送至分級機，並以人工方式將桶裝的果實逐粒放置於分級

機的果盤中進行分級，經分級後的果實以輸送帶運送至收集盤中，再以人工方

式將果實裝盤及裝箱，紙箱由空紙箱的供料輸送機構進行供料，作業人員可輕

易及快速地取得空紙箱，經裝箱後的果實，再以輸送滾輪運送，並進行秤重及

包裝標記等作業，完成一系列鳳梨釋迦果實自動分級、裝箱秤重及包裝不落地

的作業流程。

(3)	氣吹式鳳梨釋迦粉介殼蟲清除機械(103~105年，圖26)：以專利之四爪型果實

承杯、噴頭組、傳動輸送結構等組成，作業時以果實承杯固定鳳梨釋迦，將果

實輸送前進同時旋轉，果實承杯的旁邊配置36支不同角度的噴頭，模擬人工吹

除果實表面蟲體；高壓空氣由30	 HP之空壓機提供，機體上方以透明壓克力蓋

包覆，防止蟲體飛散，機體下方以不銹鋼集蟲斗，配合3臺集塵鼓風機，將吹

落的蟲體收集於網袋內，防止污染已經處理好的果實。

(4)	水洗式鳳梨釋迦粉介殼蟲清除機械(104~106年，圖27)：主要處理鳳梨釋迦果

實遭粉介殼蟲大量著生，且粉介殼蟲已產生蜜露之B果或BB果，處理時同樣以

四爪型果實承杯固定鳳梨釋迦，將果實輸送前進同時旋轉，側面以5支擺動式

噴水架進行果實沖洗，每支噴水架安裝6個噴頭，擺動噴水架以特殊結構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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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承杯擺動，提高沖洗效果，以1	HP水幫浦為動力，作業水壓可達每平方公

分2	kg。機體上方同樣以透明壓克力蓋包覆，下方以不銹鋼水槽導引排水。

(5)	果籃抬升裝置(105~106年，圖28)：為解決鳳梨釋迦等果品在集貨場以人工搬

抬果籃、人員頻繁彎腰負重，易造成肌肉拉傷等問題，研製果籃抬升裝置，以

集貨場既有之空壓動力及機械結構取代人

工搬抬果籃，主要結構包括氣壓缸、傳動

機構、控制閥、果籃抬升平台及輸送輥輪

組成。作業時只需將承載果籃之小板車推

至果籃抬升平台上，利用控制閥即可將果

籃抬升平台上舉至指定高度，操作人員再

將果籃拉至後方輸送輥輪，即可進行後續

包裝等作業，輕鬆簡單不費力。

9. 青梅採收及後採後處理機械之試驗研究

(1)	青梅採收機械(85~87年，圖29)：研製之青

梅採收機，以5.5	 HP汽油引擎為動力，驅

動空氣壓縮機，可供採收桿一次兩隻同時

作業，壓力在每平方公分6~8	kg時，採收

桿之振動頻率在每分鐘400~500次，梅樹枝

條上之青梅一般在前5秒內即受振動掉落，

 ◤ 圖26.氣吹式鳳梨釋迦粉介殼蟲清除機  ◤ 圖27.水洗式鳳梨釋迦粉介殼蟲清除機

 ◤ 圖28. 果籃抬升裝置

 ◤ 圖29. 青梅採收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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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振落枝條上之果實約在10秒內完成採收，振落率達92%以上，夾雜率僅

1.0~1.2%。

(2)	青梅採後去雜機械(85~87年，圖30)：研製

青梅去雜機以震動方式去除雜枝葉，同時

利用不銹鋼管間之孔隙將粒徑19	 mm以內之

小粒青梅篩除，不損傷青梅果實，每小時

工作效率3.9噸，受到各界肯定及優異的評

價。

(3)	青梅粒徑分級機之研製(89~91年，圖31)：研成之青梅粒徑分級機以一具變

速馬達帶動分級機構，經由速度控制鈕，

改變分級圓皮帶的線速率。本機之分級機

構，主要由可傳動圓皮帶及固定於機臺的

不銹鋼條，兩者相互間錯排列所組成，緊

臨的雙條圓皮帶間使用長條型的扁鐵作隔

離及支撐，防止圓皮帶在輸送青梅的過程中

所產生的擠壓變形，並可提高分級準確率。

(三)	小米及臺灣藜栽培與採後處理機械試驗研究

1.小粒徑種子橎種機(101~103年，圖32)：目前小米田播種方式，係採人工撒播或

條播方式進行種植。人工撒播時間為每人每0.1公頃0.5小時，人工條播時間為每

人每0.1公頃3小時，使用小米播種機條播時間

為每人每0.1公頃1.8小時。本機以3.8	HP汽油引

擎作為動力，主要構造可分成汽油引擎、左右

標線器、小米播種轉盤、覆土片、輔助輪、離

合器等，播種時動力經由傳動桿帶動前方八字

輪前進，後方從動輪則帶動小米播種的轉盤，

透過轉盤上之孔洞播種小米，方便迅速，播

 ◤ 圖30. 青梅採後去雜機械

 ◤ 圖31. 青梅粒徑分級機

 ◤ 圖32. 小粒徑種子橎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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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行距為40	cm。本機無需人力推動即可行走，且播種方式為從動輪直接驅動小

米轉盤，無需皮帶，可於田間迴轉和倒退，方便播種小米至田區任何角落。

2.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102~104年)：傳統上臺灣藜都是以人工手持鐮刀方式進

行除草，可同時除去行間和株間雜草，除草效果極佳，但需大量人力同時進行

工作，才能短時間完成田區除草作業，研製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採用市售43	

c.c.四行程引擎作為動力來源，利用鎚刀式割草具有高迴轉速度和石頭不易損傷

刀具特性，用軟墊護板遮住粉碎後雜草向前噴出於地面，降低對操作人員危險

性。雜糧作物行間除草機可取代現行田間手持鐮刀除草作業，減少勞力和人工成

本。

3.小米收穫機(102~105年)：小米為原住民族部落重要作物，採收時直接收取成熟

穗部，結成一束後曬乾儲藏，每人每0.1公頃需2天作業時間，效率低，已發展三

種不同收穫機型分別適用大、中、小不同小米栽培規模。大面積平地栽培可以使

用臺灣常見的水稻聯合收穫機進行收穫，經修改篩網及鼓風機風速，以低速收

割，作業效率可達每小時0.15公頃；中型栽培規模以小型全餵入式收穫機收穫，

作業效率可達每小時0.055公頃；小面積栽培使用二行式小型割稻捆綁機，修改機

體傳動軸固定結構，以減少小米植體收割後的長度及重量，配合傳統水稻之脫穀

機直接進行濕穀機械脫粒，可大幅提升作業效率達每小時0.03公頃，其機體小操

作靈活的特性，適合小面積栽培的環境。

4.	採後及調製機械(99~105年)：

(1)	臺灣藜脫粒及脫殼機試驗改良(99~100年)：利用市售的錘刀式粉碎機進行臺灣

藜脫粒試驗，本機馬達帶動一組26齒的迴轉脫粒錘刀，使用直徑5	 mm的圓形

篩，籽實經曬乾後可進行粉碎脫粒。臺灣藜脫殼試驗中，使用市售小型碾米機

進行臺灣藜脫殼測試，其作業速率約每小時25～35	kg，脫殼效果良好。臺灣

藜經三次脫殼及風選作業後，測得其脫殼後籽實重量為原重的52~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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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米脫粒脫殼一貫化作業機械試驗(104~105年，圖33)：為解決小米採收後以

人工分段進行脫粒脫殼作業，造成耗時費工的問題，本場投入研發小米脫粒脫

殼一貫化作業省工機械。以特製的篩網及旋風分離桶，進行小米篩選及輸送，

將脫粒及多段脫殼作業串聯，可提升效率約3.5倍。傳統小米採收乾燥後，需

以人工脫粒及脫殼，目前雖然有機械輔助，但還是需以人工分次以將小米投入

脫粒機脫粒、再以人工篩選並除去枝梗、最後再以人工將小米粒投入脫殼機

進行脫殼，因脫殼機是利用磨擦原理脫殼，故需重複進行3~4次，非常煩瑣費

工，每日8小時處理量約100	kg小米，新試驗改良的小米脫粒脫殼，可大幅提

升作業效率，一貫化作業機械以風力輸送小米取代人工投料，其機械特點為

利用脫粒機動力驅動分篩結構，以取代過去脫粒後的人工篩選工作，再利用

旋風分離桶結構，將小米輸入脫殼機並篩

除小米殼等輕量雜質，旋風分離桶以1	 HP

鼓風機驅動，每台鼓風機配置2組旋風分離

桶，鼓風機出口具有獨立閘門結構可調節

風量，經由風量調節可改變雜質分離的效

果。經多段脫殼及風選後，再進入選別機

去除石頭等雜質，可得高品質之小米。作

業效率作較過去以人工分次進行，可提升

效率約3.5倍以上。

(3)	臺灣藜籽實篩選機研製(104~105年，圖34)：臺灣藜果穗採收後，為了方便人

工敲打脫粒，果穗皆會先進行曝曬乾燥作業。之後以篩網進行人工篩選作業，

將葉屑和枝梗等與籽實分離，以人工進行

篩選作業，需2人同時進行作業，每小時可

篩選出25	kg臺灣藜種籽。由於人工篩選所

花費時間和勞力成本甚高，本場以市售砂

石篩選機之機體進行改裝，配合裝上適形

篩網大小白鐵，可在同一時段篩選之籽穗

數量增加；另在篩選機下方加上斜面收集

 ◤ 圖33. 小米脫粒脫殼一貫化作業機械

 ◤ 圖34. 臺灣藜籽實篩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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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將篩選出的臺灣藜種籽收集至中間孔洞掉落。結果顯示，以2人同時利

用篩選機進行作業，每小時作業量為200	 kg，較人工篩選速度提升8倍，可快

速篩選分離出種籽和枯枝落葉，縮短作業流程，節省採收成本。

(四)	洛神葵去籽機之試驗研究(97~100年，圖35)：洛神葵為臺東重要特色作物，本

場經多年研究已完成多型去籽機，其中以鑽穴式之成效最佳，研成之鑽穴式洛

神葵去籽機，主要機體可分為進料機構、去籽機構及去籽桿傳動機構等三部

分。最主要的特點為去籽機構，當機械開始動作時，去籽刀具可同時旋轉及向

下運動，以模擬人工去籽時刺穿及旋轉動作；其刀具刃部改良為鋸齒狀，可輕

易切穿洛神葵萼果基部，將蒴果從萼果中推

出，降低果萼損傷。另外，為了加快處理速

度，共設計20個萼果承杯及8組刀具，以傳

動結構互相連結，使刀具可連續且準確定位

承杯後落下，進行去籽作業。本機器之最大

進料量為每分鐘85個，若每個承杯都放入萼

果，即可得最大處理量，每小時約得26	kg去

籽果萼。

(五)	太陽能相關機械

1.太陽能捕蟲器(99~101年)

(1)	吸入式太陽能捕蟲器(圖36)：主要由主體

架、太陽能板、蓄電及供電控制單元、黑

紫色誘蟲燈、吸入式誘捕裝置及捕蟲網等

組成，以光敏電阻感應環境亮度控制燈

亮，利用昆蟲趨光性誘捕，直流風扇吸昆

蟲入網內，風扇停止運轉昆蟲飛不出，在

田間可誘捕到昆蟲如蛾類、天牛、金龜

仔、瘤野螟等。

 ◤ 圖35.洛神葵去籽機

 ◤ 圖36. 吸入式太陽能捕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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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溺水式太陽能捕蟲器(圖37)：不同於吸入

式太陽能捕蟲器，其誘捕昆蟲採用溺水盤

誘捕裝置，亦以光敏電阻感應環境亮度控

制燈，昆蟲趨光飛入溺水盤後溺斃，水盤

水位可調整，溢滿自動排出，蟲腐污水輕

易排除，在田間可誘捕到昆蟲如蛾類、天

牛、金龜仔、瘤野螟等。

2.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101~103年，圖38)：本機模擬人類拉動響片的驅鳥動作，

設計以機械帶動方式取代；又考量田間電源取得不易，以太陽能為動力來源。

本機體整合設計，由電子電路、機械、電機和響片桿等四大部分組合而成，各

部分之設計並依作物種類、鳥害種類及田間實際需求加以調整，強化驅鳥效

果，並大幅降低驅鳥之成本。驅鳥器外觀

為擬人化之設計，具有可晃動之頭部，於

視覺上可嚇阻鳥類；搭配經強化之拉繩及

響片組合，每分鐘可拉動響片24次，製造

出100~120分貝之聲響，並加入時間電驛控

制，減少鳥類適應性，驚擾鳥類取食。驅

鳥器的電力來源由背部的太陽能板供應，

藉由光感應器控制白天啟動、夜間停止。

3.	太陽能電動搬運車(105~106年，圖39)：研

製無廢氣排放之太陽能電動搬運車，採用

1,400W永磁式直流電動機，並透過減速機

和差速器直接驅動後輪。駕駛座車頂上則

安裝一片功率200W單晶矽太陽能板，可對

電瓶進行充電外，同時也有遮陰效果。在

良好的天氣情況下，透過太陽能板對電瓶

 ◤ 圖37. 溺水式太陽能捕蟲器

 ◤ 圖38. 太陽能人型驅鳥器

 ◤ 圖39. 太陽能電動搬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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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充電，約3	~	 4小時可增加行駛距離8	km，並且在田間操作期間無任何有

害氣體排放，亦可應用於設施栽培內的運輸作業，不但是農友最好的幫手，也

兼具環保的功能。

三、土壤肥料試驗研究

(一)	水稻肥培管理

1.91~93年：辦理臺東良質米田區土壤特性與米質相關性研究，試驗結果建議陽離

子交換能力高者(黑土)施肥量宜多量少次，而陽離子交換能力低者(黃土)施肥量

則應少量多次；在建立非破壞性葉綠素計速測水稻氮含量之可行性方面，顯示非

破壤性葉綠素計測值、葉片氮含量等各項因子，數據間之相關值都在0.9以上。此

外，調查休耕農田不同綠肥種類對土壤肥力之影響，稻穀產量以栽種綠肥大豆者

為最高，較對照區增產10%。

2.101~105年：辦理矽酸資材於水稻肥培管理上之應用，施用矽酸爐渣及炭化稻殼

之試驗田區，胡麻葉枯病發生率分別為18.6~25.4%及25.4~28.9%，顯著低於對照

組；於臺東地區不同土壤管理組水稻施肥調控之研究，試驗結果顯示田間每公頃

施用140	kg氮素，即足夠水稻生育期養分供給，過多則影響米質，且容易發生病

蟲害。

3.105~106年：辦理友善環境之水稻田福壽螺管理試驗，以綜合管理方式防治福壽

螺，可顯著減少福壽螺數量，配合肥培綜合管理後，則顯著提高產量；另進行

炭化稻殼對有機水稻生育影響之研究，使用炭化稻殼之田區，可顯著減少水稻白

葉枯病及紋枯病發生，分別降低5.5%及15.3%，分析其收益，示範區稻穀產量每

公頃增加860 kg，若以有機水稻稻穀每公斤收購價30元計算，可增加收入25,800

元，扣除炭化稻殼成本每公頃10,000元及施用成本每公頃800元，仍可增加收入

15,000元，顯示適量施用炭化稻殼有利於病害管理，同時增加農友收入(圖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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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番荔枝肥培管理

1.85~89年：進行問題番荔枝果園之原因探討、番荔枝黑點症的發生及改善方法等

研究，並進行葉片分析診斷，用於番荔枝肥培管理研究，訂定番荔枝及鳳梨釋迦

葉片重要營養元素範圍，如表1。番荔枝果園施肥量依樹齡不同而異，幼年樹、

轉型期及成年樹夏期果及冬期果複合肥料，合理化施肥推薦量如表2至表5，台肥

1號(20-5-10)或台肥5號(16-8-12)，二種選擇一種使用。夏期果開花前可加上過磷

酸鈣31包一起使用或以磷質液肥配合使用。夏期果成果期(冬期果開花期)可加上

過磷酸鈣5包及氯化鉀1包一起用，或以磷鉀質液肥配合使用。其餘時期可加上氯

化鉀1至2包一起使用，或以鉀質液肥配合使用。砂質土或石礫質壤土果園，氮肥

及鉀肥應少量多施，並配合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分析的結果加以修正。

 ▓ 表1. 番荔枝及鳳梨釋迦葉片重要營養元素範圍 

番荔枝 鳳梨釋迦

分析項目 參考值 分析項目 參考值

氮(%) 2.80~3.10 氮(%) 2.70~3.10

磷(%) 0.13~0.16 磷(%) 0.12~0.15

 ◤ 圖40. 稻田應用生物炭可增加水稻抗病性及產量，圖左為應用生物炭田區，水稻紋枯病 
 及白葉枯病明顯減少，圖右為對照區不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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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荔枝 鳳梨釋迦

鉀(%) 0.80~1.10 鉀(%) 1.30~1.60

鈣(%) 0.35~4.00 鈣(%) 1.50~1.80

鎂(%) 0.30~0.50 鎂(%) 0.25~0.45

硼(mg/kg) 30~80 硼(mg/kg) 25~80

銅(mg/kg) 7~13 銅(mg/kg) 8~16

鐵(mg/kg) 50~90 鐵(mg/kg) 60~100

錳(mg/kg) 80~160 錳(mg/kg) 60~140

鋅(mg/kg) 15~30 鋅(mg/kg) 15~30

 ▓ 表2.	番荔枝氮、磷、鉀三要素推薦量、施肥時期及施肥分配率

番荔枝三要素推薦量(公克/株/年)

樹齡(年) 氮素 磷酐 氧化鉀

幼年樹(定植1～3年) 300~350 300 250~300

轉型期(定植4～5年) 500~550 400 450~500

成年樹(定植5年以上) 600~650 500 650~700

番荔枝果園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 施肥時期
分配率(%)

氮肥 磷肥 鉀肥

夏期果開花前 5 70 10

夏期果幼果期(授粉後20～30天) 30 - 20

夏期果中果期(授粉後40～55天) 15 - 15

夏期果大果期(冬期果開花期) 5 30 10

冬期果幼果期(授粉後20～30天) 30 - 20

冬期果中果期(授粉後40～55天) 15 - 15

冬期果大果期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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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3. 幼年樹番荔枝複合肥料施肥推薦用量(公斤/公頃)

肥料種類 春肥(3月) 夏肥(6～9月) 秋肥(10月)

台肥1號 360 480 360 

台肥5號 450 600 450 

 ▓ 表4.	番荔枝夏期果複合肥料施肥推薦用量(公斤/公頃)

樹齡 肥料種類 開花前
幼果期

(授粉後20～30天)

中果期

(授粉後40～55天)

大果期

(冬期果開花期)

轉型期

(定植4～5年)

台肥1號 100 600 300 100

台肥5號 125 750 375 125 

成年樹

(定植5年以上)

台肥1號 120 720 360 120

台肥5號 150 900 450 150 

 ▓ 表5. 番荔枝冬期果複合肥料施肥推薦用量(公斤/公頃)

樹齡 肥料種類
幼果期

(授粉後20～30天)

中果期

(授粉後40～55天)
大果期

轉型期

(定植4～5年)

台肥1號 600 300 -

台肥5號 750 375 -

成年樹

(定植5年以上)

台肥1號 720 360 -

台肥5號 900 450 -

2.91~93年：辦理合理化施肥降低臺東1號番荔枝冬季裂果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

冬季期間增施全年20%氮肥量及鉀肥量，對於採收期間裂果率有顯著之影響，另

辦理長期施用雞、豬糞對番荔枝果園土壤銅鋅等重金屬及磷之累積影響試驗，結

果顯示長期施用雞、豬糞之果園土壤，其鋅、銅含量雖在安全範圍內，但仍應每

年定期進行土壤肥力分析，以了解其累積之情形，並依據分析結果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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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96年：執行接種菌根真菌及施用土壤改良

資材，對於番荔枝品質影響之研究，研究顯示

接種菌根真菌的番荔枝實生苗根系較對照組佳

(圖41)，並建立番荔枝接種菌根真菌方式，另

辦理氮鉀肥不同用量對鳳梨釋迦品質與產量影

響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以高氮肥及高鉀肥的

產量最高，而低氮肥及高鉀肥之可溶性固性物

含量最高。

4.101年：辦理番荔枝果園施用萃取液肥試驗，施用萃取液肥可減少化學肥料用

量，亦可有效提升葉片營養元素含量，且對於果實品質亦有正面的效果。

5.102~104年：98年莫拉克風災發生後，太麻里溪重整復耕之新生地土質多為沙

土，有機質含量極低，營養元素缺乏，土壤相當貧瘠，嚴重影響作物之生長。於

復耕番荔枝果園進行番荔枝果園快速復耕技術，及栽種綠肥大豆改良土壤等相關

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施用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可顯著提升土壤及植體營養

元素含量，促進番荔枝植株生育(圖42)；另一方面，復耕番荔枝果園種植綠肥大

豆，可顯著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圖43)。

 ◤ 圖41. 番荔枝幼苗接種菌根菌，根系生 
 長旺盛

 ◤ 圖42.左為施用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 
 料，右為只施用化學肥料，葉片較為 
 淡綠

 ◤ 圖43.復耕番荔枝果園栽種綠肥大豆可 
 顯著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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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果樹肥培管理

1.梅：85~89年辦理梅樹營養診斷技術與梅產量及品質關係之研究，暫訂梅樹葉片

分析之各營養元素之範圍如表6。

2.波羅蜜：88~89年辦理波羅蜜肥培管理之研究，暫訂波羅蜜葉片之重要營養元素

範圍如表6。

 ▓ 表6. 梅及波羅蜜之葉片重要營養元素範圍

梅 波羅蜜

分析項目 參考值 分析項目 參考值

氮(%) 1.6~2.0 氮(%) 2.0~3. 0

磷(%) 0.12~0.22 磷(%) 0.1~0.3

鉀(%) 3.0~4.3 鉀(%) 0.9~2.2

鈣(%) 2.6~5.0 鈣(%) 1.2~2.3

鎂(%) 0.21~0.39 鎂(%) 0.1~0.2

硼(mg/kg) 15~25 硼(mg/kg) 10~40

銅(mg/kg) 5~15 銅(mg/kg) 3~15

鐵(mg/kg) - 鐵(mg/kg) 60~120

錳(mg/kg) 15~35 錳(mg/kg) 50~250

鋅(mg/kg) 8~12 鋅(mg/kg) 3~15

(四)	原民及特色作物肥培管理

1.小米：106年進行溶磷菌於小米生長之應用研究，結果顯示在低有效磷含量的土

壤，如其他土壤養分及有機質含量亦低，施用微生物肥料時，需搭配施用有機質

肥料，對小米的增產才能有良好的效果。



第肆篇‧主要業務與研發成果

page 131

2.臺灣藜：105~106年辦理臺灣藜合理化施肥量訂定試驗，建議之三要素肥料推薦

量，暫定每公頃施用氮素80~120公斤，磷酐40~80公斤，氧化鉀80~120公斤。

3.金花石蒜：為臺灣原生種球花卉，臺東縣亦曾是主要產地，85~56年辦理金花石

蒜肥培管理試驗，試驗結果顯示每公頃施用氮素150公斤，磷酐80公斤，氧化鉀

150公斤之種球數最多。

4.香椿：97~100年進行施用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對香椿葉片營養元素及抗氧化能

力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香椿施用有機質肥料及化學肥料，其總抗氧化能力及多

酚含量，並不會隨著用量增加而增加。

5.木虌果：104~105年辦理木虌果合理化施肥量訂定試驗，氮素及磷酐推薦量暫定

每公頃施用氮素160公斤，磷酐60公斤。

(五)	草生栽培

1.水稻田試驗：103年於池上辦理田埂種植蠅翼

草技術示範觀摩會，田埂種植蠅翼草有許多

效益，如低矮易生長、覆蓋不崩塌、減草好管

理、地景更美麗等(圖44)。其種植方式，可於

田埂修建完成及雜草除淨後，將幼苗扦插覆

土，周邊可搭配覆蓋抑草蓆，然後視生長情

形，逐步將抑草蓆移除，約3~4個月後即可完

整覆蓋田埂。

2.柑桔園試驗：於101年辦理臍橙果園種植金腰箭舅、匙葉蓮子草及綠肥大豆台南4

號試驗，結果顯示金腰箭舅、匙葉蓮子草無法與原生雜草競爭，而綠肥大豆則生

長良好。

 ◤ 圖44.田埂種植蠅翼草覆蓋性佳，像一 
 片綠毯使田埂景觀更璀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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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紅龍果園試驗：分別於103年辦理紅龍果果園

地被植物(蠅翼草)栽培與整枝技術示範觀摩會(

圖45)及105年紅龍果果園地被植物栽培技術示

範觀摩會，結果顯示果園草種愈多樣，生態愈

豐富，愈能抵抗環境劇烈的變化，多樣草種混

搭或混植對果園土壤環境有較佳的影響，且可

較長期抑制雜草入侵，建議可將蠅翼草、金腰

箭舅及怡心草等低矮性草種混搭。

(六)	肥培管理資材研發

1.炭化柴魚粉：96年利用太麻里鄉廢棄柴魚粉研發炭化柴魚粉，可提升土壤磷、鈣

及鎂含量，並取得發明專利(中華民國發明第I322672號)。

2.萃取液肥：101~104年建立萃取液肥製作技術，萃取之液肥呈深黑褐色，其氮、

磷、鉀、鈣、鎂等營養元素含量，合計在6%以上，萃取液肥配方，以有機資材

為材料，可做為慣行農法及有機農法之肥培資材，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避免土

壤惡化問題，該項技術已技術移轉予陳協和碾米工廠及阜邦企業有限公司。

3.溶磷菌：101~104年辦理臺東地區重要作物溶磷菌之開發研究，建立篩選溶磷菌

之方式，及其在作物應用之相關資料，已篩選2株具發展潛力之溶磷菌菌株。

4.土壤有益微生物：105~106年辦理利用土壤有益微生物製作液肥之研究，建立土

壤有益微生物液肥之製作方式及其植栽試驗及果園應用資料。

5.新型複合肥料：105~106年研發之新型複合肥料可提升果實品質，並顯著減少化

學肥料用量，對環境更加友善(表7)。

 ◤ 圖45.覆蓋完整的蠅翼草果園，如綠色 
 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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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7.	新型複合肥料節省用量及成本

三要素肥料量

(公斤/分地)

三要素節省量

(公斤/分地)

換算三要素肥料價格節省

(元/分地)

農友慣行化肥用量

N:P
2
O
5
:K

2
O= 10:7:8

合計:25 合計:585

新型高氮即溶複肥用量

N:P
2
O
5
:K

2
O= 2.8:0:0.7

N:P
2
O
5
:K

2
O= 7.2:7:7.3

合計:3.5，節省:21.5

N:P
2
O
5
:K

2
O= 180:175:146

合計:	84，節省:501

新型高鉀即溶複肥用量

N:P
2
O
5
:K

2
O= 1.12:0:4.48

N:P
2
O
5
:K

2
O= 8.88:7:3.52

合計:5.6，節省:19.4

N:P
2
O
5
:K

2
O= 222:175:70

合計:118，節省:467

肥料價格：氮素25元/公斤、磷酐25元/公斤、氧化鉀20元/公斤(依據合理化施肥小組訂定)

(七)	合理化施肥之示範及推廣

1.89年為宣導合理化施肥理念，辦理合理化施肥推廣計畫，於重要作物田區辦理講

習會及觀摩會，並配合農業試驗所完成本縣16個鄉鎮之土壤網格採樣，建立臺灣

地區農田肥力管理及改良資訊系統。

2.97年因應國際肥料及製肥原物料價格上漲，政府提出肥料價格調整及穩定供應措

施，並成立合理化施肥輔導小組，加強辦理合理化施肥推廣計畫，本場持續辦理

 ◤ 圖46.本場辦理合理化施肥觀摩會  ◤ 圖47.本場辦理合理化施肥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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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會及觀摩會，使農友了解合理化施肥的意義、合理化施肥相關配合措施，及

轄區內重點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以減少化學肥料用量(圖46、47及表8、9)。本

項工作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0年度調查，以臺東地區農友對合理化施肥知悉率

最高，達28.5%。

3.於99年購置感應電漿光譜儀、104年採購凱氏氮分析儀及106年添購元素分析儀，

有效提升本場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分析效率(圖48、49)。

 ▓  表8. 歷年合理化施肥示範及推廣辦理情形

年度 辦理講習會及觀摩會場次 參加人次

95 6 670

96 - -

97 20 1,761

98 36 2,845

99 31 3,381

100 32 2,910

101 30 2,045

102 30 2,625

103 22 2,110

104 17 1,615

105 18 1,362

106 13 920

 ◤ 圖48. 感應電漿光譜儀  ◤ 圖49. 元素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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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9. 歷年土壤及植體營養診斷分析件數

年度 分析件數 有機質>3.1%佔比 酸性土壤佔比

95 1,115 - -

96 1,215 - -

97 1,337 - -

98 1,900 - 37.0%

99 2,530 - 35.0%

100 2,246 26.4% 17.9%

101 2,402 46.4% 17.4%

102 3,321 39.8% 17.1%

103 3,081 40.0% 18.6%

104 2,243 36.8% 12.2%

105 2,597 40.5% 21.5%

106 2,169 44.5% 21.5%

(八)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之示範及推廣

1.為鼓勵農友使用有機質肥料增進土壤地力並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有機農業

政策，於民國90年辦理有機質肥料示範推廣，於太麻里鄉、鹿野鄉設置簡易堆肥

舍，並辦理觀摩會(圖50)，提升有機農業土壤

肥力，另本場及農糧署共同主辦「東部地區農

民自製自用堆肥示範計畫」，未來將積極配合

本場土壤肥料科技計畫研發適於有機栽培的肥

培資材與技術，於該堆肥舍配製適於有機栽培

的肥培資材，並進行大規模田間試驗，建立臺

東地區作物有機肥培管理模式，並藉由示範觀
 ◤ 圖50. 本場辦理簡易堆肥舍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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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及經驗發表會推廣予農民應用，以推動臺東地區有機產業。

2.105~106年辦理有機農業相關講習會及觀摩會計37場次，完成273件有機農業土壤

樣品分析，亦撰寫有機農業相關報導文章計41篇，持續推動臺東地區有機及友善

環境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