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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擬開發一套可資利用的薑採收機械，將採收作業機械化與自動化，減少農民勞
力輸出，提升田間收穫作業的工作效率，增加薑產業競爭力，提高農民經濟所得，並達到
農業輕勞力化，吸引年輕一代從事農業工作。研究初期將開發機構(械)分成動力底盤、破土
機構以及夾持機構等三個部分，利用繪圖軟體建構模型，並利用機構模擬軟體進行動作模
擬，以減少設計所需耗費之金錢與時間。預期能研製一套應用於田間作業的薑收穫機械，
提升採收作業的效率，達到農業輕勞力化，吸引年輕一代從事農業，解決農村高齡化與勞
力不足問題，應變未來大面積田區栽植勢趨，提升台灣薑農的產業競爭力。
關鍵詞：薑、收穫機、電腦模擬。

一、前言
薑是目前台灣常見的植物，其獨特風味與藥用功能(如保暖、刺激血液循環)，常常被國
人用來製作辛香料或中藥藥材，配合其它的加工方式，可以製成薑母茶或薑糖等廣受國人
歡迎產品，附加經濟價值高。薑屬於高溫性作物，其收穫期大都在夏季，農民必需在高溫
惡劣環境下進行採收作業，加上農村勞力高齡化問題，導致薑農在採收薑時，造成嚴重的
勞力負擔；再者，在政府的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推動下，大面積田區栽植勢將成為未來趨勢，
對於勞力嚴重不足的傳統農村勢必造成影響。若是能夠發展一套薑機械採收系統，使收穫
作業達到機械化與自動化，則可以解決勞力不足問題，並提升收穫效率。
臺灣薑的栽培品種主要為廣東薑，其分蘗較少但薑形肥大，新芽呈淡紅色，肉呈淡黃
色，纖維少辛辣中等。台灣一年可以生產嫩薑、粉薑及老薑等三種，其中嫩薑用在生食，
粉薑用在熟食料理以及湯品調味，老薑則是冬季進補或是做薑種用。3種不同成熟度的生
薑，分別有不同的栽培方式，嫩薑與粉薑栽培方式大致相同，其差異在於收穫期，嫩薑約
種植四至五個月，而粉薑則是八至十個月，其栽培特點是必須做比較深的畦隴，使根莖成
長指狀，因在短期內收穫肥大的根莖，栽培管理及用藥用肥都較為繁複。至於老薑或薑種，
種植期多達一年或一年以上，因組織纖維較多、水分含量少，具有較重辛辣味，不用深畦
隴栽培，因此側芽生長旺盛，呈現團塊狀地下根莖。
近年因為農業人口老齡化，勞力出現缺口，生薑的栽培勞力相當密集，從薑種分切、
畦隴整地、定植、培土、採收到洗薑，完全靠人力進行，其中又以『踩薑隴』人力需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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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需要特殊的腳法，須多人共同完成，一般農民無法自行整地；圖1為嫩薑收穫作業情
形，嫩薑採收時3人一組作業，1人負責拿長形鋤頭挖掘，1位負責採收的薑拿至後方並將表
土去除，最後一位負責剪去枝葉並排列在搬運籠裡，所需人力龐大，因此常常會面臨找不
到人工的窘境。
目前世界上有開發許多地下根莖類作物收穫機，像是芋頭(張與盧，1992)、洋蔥(陳，
2011)、胡蘿蔔(王與尚，2012)、大蒜(王等，2012)、落花生(梁等，1992)以及甘藷(葉與邱，
1998)...等收穫機，其中芋頭、洋蔥、胡蘿蔔以及大蒜都係利用挾持輸送機構將農作物拉拔
出土壤，在輸送過程中利用刀具將葉與塊根分離，有時候也會進行簡單的清潔動作，減少
農作物夾帶泥土量。落花生則是利用收割刀先進行作業，將農作物與農田分離，之後再利
用運輸機構將作物往收穫機械後放運輸，其上方會設計振動機構，使作物夾帶之土壤在運
輸過程中自動掉落，最後再利用翻轉機構進行翻藤作業。甘藷則是利用挖掘的方式，將塊
根挖掘出土面，以進行收穫作業，其主要分成附掛式以及一貫化甘藷收穫機。附掛式甘藷
收穫機係利用機構將甘藷挖掘至土面，之後在利用人工方式進行撿拾作業；一貫化甘藷收
穫機其收穫功能與附掛式大致上雷同，然而其上方加裝一組輸送裝置，可將甘藷撿拾至後
方，而輸送裝置兩旁設計分級台，進行人工分級，最後將附帶之泥土由機械後方排出口排
出回歸農田。

二、材料與方法
2.1 薑的收穫模式與田間種植形式之研究探討
薑屬蘘荷科是宿根性、顯花的單子葉草本植物 (蔡與蕭，2013)，依據農情報告資源網
公佈資料，102年全台灣薑種植面積為898.67公頃，其中南投縣約佔1/4，每公頃可收穫29323

圖1 南投名間嫩薑收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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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每公斤52.38元，每公頃收益約為1536K元，總產值為新台幣13.8億元(農情報告資源
網，2014)。
薑栽種植適期在清明前後，忌強光直射和過分的炎熱，種植園地宜選較溫涼處，適合
土質鬆、肥沃、土層深厚與排水良好之砂質壤土。老薑栽培可選地勢稍高的緩坡地，排水
良好砂質壤土或壤質砂土。薑忌連作，所以栽植1次後隔年必須改種其他作物，否則容易產
生病害，且產量也會銳減，一般常用新開墾的土地種植。
嫩薑栽培管理一般在立春前後(1月下旬到3月中旬)，種植地區大多是砂質壤土和壤質
土，土層深厚以及排水極為良好的田地。為了減少病虫害發生和雜草滋生，最好是在新開
墾之土地種植。開始時先挖50–60 cm深，把心土(底土)翻上，表土沒入底層，有時候為了節
省勞力可使用挖土機操作，然後充分碎土、耙平，並施下已充分腐熟雞屎肥作為基肥。之
後依據薑種植株距60 cm以及行距60 cm進行栽培。施肥時為防止初期分蘗，培土上層略顯
鬆碎或破裂現象，就必須把畦面土壤用鋤頭輕輕鬆動，將行間土壤培於株側，培土高度約5–6
cm，可減少側芽叢生，並可使根部發育良好。
培土時可同時施用追肥，約隔15–20天施行1次，連續4~5次後，畦面土壤因供培土用就
漸漸變成灌溉或排水的畦溝，而原來種植畦溝也就變成高畦了，此時畦高約35cm，大約為
薑作物的收穫深度。收穫時枝莖分支數平均6–8支，塊莖寬、長而肥厚，薑內部平滑而淡白
纖維極少，即為品質優良的產品。本次試驗量測薑寬度平均約為25cm(畦面寬為30cm)，長
度平均約為35cm，植株高度約為30–80cm，根據調查挖掘薑的人工每人150元/小時，輸送
及分級的人工每人100元/小時，常需要3人/組進行收穫作業，每小時約需450元/組，故收穫
成本極高。
七月時有至南投名間進行田間調查並進行拉力試驗，一開始我們先將薑作物周邊的土
壤利用圓鍬清除，於作物兩旁挖掘2 cm之泥土，使薑幾乎裸露出土面，之後利用拉力計量
測將薑拉拔出土面的拉力，以方便進行後續設計。圖2為本試驗所使用之拉壓力計，其可與
電腦連線記錄整個拉力歷程，圖3為拉力計與電腦連線後記錄拉力歷程的軟體，最後本研究
取得薑拉拔出土面的拉力約為18–23公斤。

圖2 拉力計

圖3 拉力歷程紀錄軟體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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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薑收穫機之設計與研製
薑收穫機主要由動力底盤、破土機構以及翻轉犁等三個機構組成。原始設計如圖4所
示，其中夾取式為一開始設計之薑收穫機雛形，前方有一破土機構，用於將作物兩旁之泥
土撥離，減少收穫時阻力，之後利用夾取機構夾住薑葉，將其慢慢往後上方拉動，最後將
作物拉拔出土面。
然而經過田間試驗後發現，薑的出土拉力約為18–23公斤，拉力極大可能會造成薑在收
穫過程中斷裂，因此改採犁耕式。犁耕式與夾取式類似，不同點在於破土機構位置在於犁
的前方，利用破土機構將作物附近之土壤挖鬆，在利用犁將其挖掘出土面，最後仍須人工
協助將作物拾取運輸至後方進行簡易的田間清潔與分級動作。
動力底盤：動力底盤係由耕耘機進行改裝，圖5即為耕耘機改造之電動啟動動力底盤。
由於量測的畦高約為35cm，原本的輪胎太小，使收穫機容易卡在田裡，因此將原本輪胎改
成直徑100 cm之水田輪，可避免因田間路況不佳導致底盤卡在田裡，圖6即為本研究所使用
之水田輪。

動力源

動力源

破土機構

破土機構
夾取機構
夾取式

犁頭

犁耕式

圖4 夾取式與犁耕式薑收穫機雛形

圖5 動力底盤主體

圖6 薑收穫雛形機使用之水田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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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機構：破土機構係由一對迴轉犁所組成，圖7為本研究使用之迴轉犁，其動力由動
力底盤提供，藉由鍊條與鍊輪傳遞動力，刀距約為26 cm，作業深度約20 cm，由於畦面寬
約30 cm，因此作業寬度約2 cm。
翻轉犁：位於薑收穫雛型機後方，介於破土機構與後輪之間，圖8即為本雛形機所使用
之翻轉犁，收穫時將翻轉犁插入土壤裡，利用動力底盤拖動，迫使薑翻離土面，最後只需
要利用人工抓住薑葉即可將作物拉拔出土壤。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有實際至南投調查薑生長環境以及其田間資料，詳細資料如下：種植土壤為排
水性良好之紅土，大部分在山坡地，行距與株距皆為60 cm，畦頂高35 cm，嫩薑收穫期在
六至八月，收穫時需3人一組進行收穫作業，田間之搬運係利用直徑6吋以上塑膠水管進行
搬運，搬運時將方形水果籃放在塑膠水管上方，並使用針車油在接觸面進行潤滑，塑膠水
管可沿著地形進行小幅度的變化，能有效減少搬運時間與勞力輸出，圖9為薑收穫時田間搬
運情形。
目前已完成薑收穫機雛形之設計並已經完成組裝，圖 10 即為本所開發之薑收穫雛型
機。圖 11 即為耕深試驗測試圖。結果發現其深度約為 10 至 15 cm，未能達到採薑時所需
的 35 cm，可能原因一為翻轉犁角度不對，另一可能原因為土質不同。

圖7 破土機構使用之迴轉犁

圖8 翻轉犁

圖9 薑在田間搬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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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薑收穫雛形機

圖11 耕深試驗測試

四、結論
本研究已完成薑的收穫模式與田間種植形式之研究探討，其人工收穫需3人一組進行收
穫作業，其人工成本約450元/小時/組，尤其係挖掘薑的人工成本高達150元/小時(經驗老到
者更可以高達250元/小時)，人工收穫成本極高。薑栽培的行距60 cm、株距60 cm、畦面寬
度30 cm、畦頂高度35 cm以及作物深度35 cm之排水性良好紅土，屬於畦隴窄、畦頂高、土
質鬆且排水好之栽培模式，因此收穫機械需克服在窄且寬且土壤鬆弛抓地力不足之情況下
進行收穫作業。
已完成薑收穫機雛形機之設計並已經完成組裝，目前尚未進行田間作業，預定明年七
月薑開始收穫時至南投名間進行田間收穫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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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to develop a ginger harvester, with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harvesting
processes, it saves farmer’s labor and improve efficiency of harvesting. It increases the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income for the farmers of ginger industry. It’s labor-saving attract
younger to agriculture.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segment three sections in initial processes,
power chassis, ground-breaking mechanism and clamping mechanism. We use CAD software to
building models and simulation software to simulate motion, it can time-saving and
money-saving. The ginger harvester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harvesting, furthermore attract
younger to agriculture.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rural labor shortage and aging, it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of ginger industry of Taiwan.
Keywords: Ginger, Harvester,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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