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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省地區四面環海、為亞熱帶及熱帶氣
候，氣候變化很大，夏季則高濕、高熱，雨
量充沛並常有颱風、豪雨危害；冬季則季風
盛行，常有寒流侵襲，農業生產因受自然環
境的限制，單位土地的生產力無法充分的發
揮，因此於作物生長中確實有利用設施的必
要。設施栽培的目的乃在以人為的資材與手
段來改變作物的生產環境，消極的功能可對
抗不良的天候條件，使作物免於外界風雨的
影響，在積極方面則可經由光線、溫度、濕
度的調節，以提供作物最適合的生長空間，
進而達到提高品質、產量及調整產期等目
的。然而適宜作物生長的環境條件往往亦是
病蟲害滋生的溫床，故在設施密集栽培下，
病蟲害問題將逐漸增加且趨嚴重。溫室等接
近於密閉式之設施確實有防止病原及害蟲飛
入的作用，但仍無法完全杜絕；由於病蟲害
種類繁多，每種病蟲害所適合的生長環境條
件及習性皆不相同，故除了溫室以外之其它
屬於半封閉式設施，雖亦能阻隔部分種類的
病蟲害傳播，但也容易造成其它種類病蟲害
的繁殖。因此設施內一旦有病蟲害發生，卻
往往較露天栽培嚴重，故設施內施藥為栽培
管理的重點之一。
本省利用設施栽培的作物，主要包括種
苗生產、花卉、蔬菜及部分的水果等，其中
精密溫室主要使用於種苗生產及部分高價
值的花卉(如蘭花)等，蔬菜及瓜果類作物之
栽培則常使用遮蔭網或遮雨棚等簡易設施，
利用設施栽培的觀念己逐漸被農民接受及使
用。設施栽培是一種於有限空間中進行精密
性栽培的作業方式，其投資成本遠較傳統露
地栽培為高，也因此經營管理更為重要。完
善的設施及設施管理工作確實可有效防止或
減少設施內病蟲害的傳播，降低施藥次數及
施藥量，但此惟有精密溫室等封閉性栽培空
間較可能達成，對目前國內使用較多的半封
閉性設施，則農藥的使用仍然是必需的，因
此依據設施的栽培特性及設施結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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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同的施藥機具、系統及施藥作業方
式，才能進行「有效且安全」施藥，達成病
蟲害防治目的及避免農藥殘留問題。
近年來，由於無線網路、無線傳輸、
RFID…等科技或技術的發展，使得於設施
內進行自動化或無人化施藥變得可能，對精
密溫室而言，類似植物工廠的栽培方式，更
能進一步發展栽培作物植株之個體化施藥作
業，根據植物本體需求，給予均勻、適量且
符合該植株需求的施藥作業。

二、設施內施藥特性
使用設施栽培時除了作物品質較可受到
保障外，設施內發生病蟲害種類較少，因此
可針對發生的病蟲害取得有效防治的藥劑;
設施內施藥受雨季的影響較少，下雨天仍可
噴藥，施藥作業不受影響，不像露天栽培，
每逢下雨後地面泥濘，施藥機械無法行走，
在急需施藥的情況下，只能以人工進行，既
辛苦又危險。施藥機械的行走問題，則可利
用設施結構事先規劃出適合其行走的路線，
故設施內可配合應用相關的自走式施藥機
械，雖然不同的設計與材質在規劃上會有所
不同，但對施藥作業而言，可於設施結構設
計之初，即應將施藥系統相關設備、作業方
式與作業空間列入考量，不但可節省設備成
本，且能降低系統建置的困難度，充分地利
用設施的有限空間，使得施藥作業得以自動
化與適量化。對未經事先規劃機械行走空間
的設施，由於設施採較密集的栽培方式，預
留給作業人員或機械的行走空間本就不大，
一般皆無規劃可讓機械適度迴轉的空間，因
此除了定置式的施藥設備（管路施藥或煙霧
機）以外，常利用懸軌方式來規劃施藥機械
的運轉路線。
設施結構的阻隔作用，會使設施內施藥
作業的方式與一般露地栽培有極大的不同，
如密閉性較佳的溫室因無農藥飄散而影響到
附近田區的顧慮，此時可考慮使用產生較微
小霧粒的噴頭或噴藥設備，如雙流體噴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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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微霧粒的煙霧機等，配合室內空氣對流系
統，可產生良好的防治效果，並可節省甚多
的農藥使用量，而對屬於半封閉性設施(尤
其是具防風功能的設施)亦可適度調降施藥
霧粒大小；設施結構的阻隔作用同樣會影響
農藥微霧粒的特性，如造成霧粒在設施內空
氣中的停留時間延長，在設施通風條件不佳
的情況下，貿然進入可能產生藥害。其它如
農藥微霧粒的蒸發、凝聚現象等亦要特別注
意，適時適量的施用農藥對病蟲害的防治相
當有效，但任意提高施藥量、藥液濃度及施
藥次數，農藥微霧粒的蒸發、凝聚現象不但
會造成栽培環境、設施結構的污染，長期的
施用結果亦會刺激抗藥性病菌與害蟲的發
生。
設施為精密的栽培方式，其作物種植密
度往往較露天栽培高，此對設施內施藥的影
響很大，由於栽培作物之葉片繁茂、緊密、
重疊等問題，使得害蟲往往躲藏於葉片背面
形成施藥的死角，故設施內施藥設備於病蟲
害防治作業上要求農藥霧粒細小且具極高的
穿透力，如此才能達到防治效果，此種狀況
下可利用能使霧粒衝量較大的離心式噴藥機
械或具指向性的氣輔式噴藥機械進行作業。
設施的封閉性會提高施藥作業的辛苦及
危險性，在設施內進行施藥作業，由於設施
結構物的阻擋，形成一個較為封閉性的空
間，這種封閉性環境的特質，使得飄浮的農
藥微粒甚難消散，對施藥者的危害持續較
久，因而使用人工在設施內從事施藥工作
時，要完全避免受農藥之侵襲幾乎為不可能
的事。為了保護施藥者的安全，施藥者往往
需要穿著適當的防護設備，但這些設備常令
作業者非常不舒適，因此設施內施藥設備的
選擇應以
作業自動
化與無人
化為主，
才是根本
解 決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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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設
施 內 施
藥 機 械

與設備

依設施施
藥作業環境之
差異，使用不
同的施藥設備
與機械以達最
圖二 設施內施藥前先帶妥防毒口
有 效 施 藥 作
罩或面具穿著工作衣(資料來
業，因應設施
源：http://wordpedia.pidc.
org.tw/)
環境的特點，
常用的設施內
施藥機械與設
備介紹如下：
1.人工施藥(圖
一)：
在施藥或
灌溉作業時，
由人手持噴嘴
圖三 無人自動噴藥車使用於溫室內
拖動藥管於設
作業情形(地軌導引)
施內進行噴藥
作業，由於動
力幫浦的作用
大且設施又具
密閉特性，施
藥者在作業時
受藥侵襲之機
會極大，因此
在 作 業 時 施 藥 圖四 無人自動噴藥車使用於隧道式
設施栽培作業情形(畦溝導引)
者應穿著防護
設備(圖二)。此種作業方式在設施內必須保
留作業通路，有時候受限於噴嘴作業的有效
距離，行走通路密度便相對地高，如此對土
地的使用相當的不經濟。此作業方式時常使
用動力幫浦式噴霧設備，其基本元件包括：
藥劑箱(濾網)、吸入管、幫浦(壓力調節裝
置)、回流管、噴桿及噴嘴等。
2.地軌式施藥系統
利用設施栽培作物須事先規劃，規劃
時須考慮空間的使用與栽植品種、栽稙方
式等，規劃妥善之空間有利無人自動化施
藥作業的進行。對於直立高型作物而言，
對煙霧機的施用有阻隔作用時，此時可利
用地軌式施藥系統進行施藥，無人自動噴
藥車為地軌式施藥系統中較具代表性者
（圖三），無人自動噴藥車行走於作物之
間，在溫室等設施內常鋪設軌道進行方向
圖一 人工手持噴桿於設施內進行噴
導引，在簡易設施中則以畦溝導引取代鋪
灌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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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m高度處，以不影響作物生長為
原則，噴藥行走架及噴管由軌道承載並在軌
道上移動來達成自走噴藥效果(參考圖五)。
噴桿懸吊於設施上方的軌道，以馬達配合摩
擦輪或鋼索帶動來回於設施內(噴桿的運動
圖五 動力自走式噴桿基 圖六 動力自走式噴桿作業情
亦可利用設施內的自動搬運系統)。設施內
本元件及組成架構
形
自走式自動噴藥裝置在操作者調泡好藥劑，
完成操作條件之設定之後可以無人化自動操
作，可代替人工在藥霧環境中作業，圖六即
為自走式噴桿的作業情形。自走式噴桿噴出
的藥霧呈直立面狀或水平線狀，視噴頭在噴
架上配置方式而定。
圖七 動力自走式噴桿之偏 圖八 自動換棟型懸吊桿
式噴霧系統
自走式噴桿在同一根噴桿中，有數個噴
擺式噴頭及偏擺槓桿
嘴，每個噴嘴作業範圍固定，每一個噴桿所
設軌道(圖四)，以免影響中耕管理作業。無
人自動噴藥車皆利用噴桿進行噴霧作業，一 能連接的噴嘴數可視藥液壓力及流量而定。
般噴嘴略微朝上，採用朝上式噴藥，如此 當藥液量與壓力適當時，霧化微粒品質佳，
可增加葉背面的覆蓋效果，而當藥液自上落 藥液分佈較均勻，作業範圍大，效率高，在
下時亦能達到葉正面覆蓋的要求。為增加藥 大跨距溫室內噴桿長度可達12m。動力自走
粒的穿透力，藥粒粒徑較大，系統用單流式 式噴桿噴藥作業一般使用普遍藥液，作業有
噴頭，使用普通藥液，雖增加了處理的藥液 效距離受設施結構的限制，亦可改以偏擺式
噴頭(圖七)，使作業有效範圍與葉背的藥劑
量，但在藥劑的選擇上彈性較大。
另外一些定置型的噴霧機械，需要時亦 附著力增加。
自走式噴桿之架構一般為一棟設施需一
可利用設施原有之自動搬運設備或改良機
組設備，台中改良場已發展出可換棟之自走
械本身的運動功能，以改良成地軌式施藥系
統進行自動化作業，例如高直立型作物對煙 式噴桿(圖八)，對國內常見的連棟式設施而
霧有阻隔作用，煙霧機對高直立型作物效果 言相當合適，此發明不但簡化了作業模式且
有限，有效作業範圍會被侷限在兩排作物之 可大量地減少設備之需求量及成本，大幅地
間，此時可經由內部搬運系統的改良提升煙 提升了該設備的自動化程度及使用範圍。該
型自走式噴桿利用一組橫移基座來進行換棟
霧機的運動功能而得到改善。
作業，當自走式噴桿完成一棟設施之噴藥作
3. 懸軌式施藥系統
動力自走式噴桿為一種設施內懸軌式施 業後，即退回設施前端，連同基座橫移至下
藥系統，主要的構成元件包括；懸吊於設施 一棟設施，並於導桿前端停止橫移且利用電
上方的軌道、馬達、摩擦輪或鋼索、噴桿及 動插銷與導桿互鎖固定，而完成了換棟作業
噴嘴等。其中軌道裝設於設施內縱深方向約 (圖九)。
4. 煙霧機（圖十）：
由於設施內噴藥作業時受外界氣流的影
響較小，飄散不會構成問題，因此作業時可
採用藥液霧滴粒徑非常細微的常溫煙霧機或

圖九 自動換棟型懸吊桿式噴霧系統─換棟機構
外觀及換棟原理圖例(資料來源:農業自動
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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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煙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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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硫磺煙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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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Low Volume Mist)設備。一般單流
式噴頭，藥滴粒徑平均約為200μm，對設
施內的噴藥作業而言太大了，若採用雙流式
噴頭，平均粒徑可降至 20μm，霧滴越小
懸漂在空氣中的時間越久，與作物接觸時間
相對地也延長，且施藥顆粒變小後有效覆蓋
面積增加，如此可強化施藥效果，煙霧機即
是利用此原理發展的。將藥液利用雙流式噴
嘴噴出，藥霧粒懸漂在空氣中逐漸充滿整個
溫室，然後受重力影響下降附著在葉面上；
施藥後作物葉面仍保持乾燥狀態，不會殘留
可見之藥物於花瓣或葉面上，此設備適合於
溫室內花卉病蟲害防治作業使用。
常溫煙霧機具有施藥均匀、擴散性能佳，
藥劑沉積附著率高，不增加空氣濕度，不損
失農藥成份，不受農藥劑型限制(水劑、油
劑、乳劑、可溶性粉劑等皆可使用)。較一
般施藥方式約節省農藥30 %～60 %，節水
30～50倍，適合溫室作物病蟲害防治，但
葉背效果不佳為其缺點，可以溫室內安裝風
扇，製造不穩定氣流以增加其擴散效果，另
設施內由溫差所形成的自然對流，及在噴嘴
處加裝鼓風機，均有助藥液擴散。煙霧機須
使用 ULV藥液，此種藥液由於毒性較強，
一般限制較嚴，施用時溫室之窗戶必須緊
閉，且溫室外不可有太大的風，施藥後霧粒
在空氣中漂浮的時間很久，最好24小時內禁
止人員進入，在進入前須先行通風以免傷及
人體，較佳的作業時間為晚上。
5.燻蒸設備：
硫磺在經加熱達到熔點後升華為氣體，
起到滅菌的作用。圖十一為硫磺煙燻設備，
主要使用於花卉的白粉病、銹病，花農常於
溫室內固定間距放置紅色鐵罐，內置硫磺，
每天晚上處理六小時，第二天清晨應即時通
風換氣，可治白粉病。每個硫磺燻蒸罐的
作用範圍可達100～120平方公尺。另外，
由於硫在氧化後產生的二氧化硫具有漂白作

圖十三 台中場發展之噴
圖十二 已使用於設施內 霧兼掃描管理系統
之可變率噴灑系
統(資料來源:95
年農業自動化計
畫報告)

用，所以於開花時期儘量少用。若植株表面
水分多時，因二氧化硫會與水發生化學反應
生成硫酸，易引起植物的灼傷，使用時要特
別注意。

四、設施內施藥之未來發展
發展高經濟價值作物產物，利用設施生
產必將在未來扮演一重要的角色，即使是利
用簡易的設施生產，同樣仍少不了病蟲害防
治作業，由於其環境密閉，對作業者的危害
非常大，一般設施生產者更瞭解體認到施藥
作業無人化的需求性。
隨著近年來無線感測網路、無線傳輸、
RFID…等科技的進步，技術本身已具有執
行效能穩定、污染的抵抗力高、可儲存及傳
輸大量資訊(包括視訊)等功能，在農業環境
中具有深厚的應用與發展潛力，目前已見使
用於設施作物的噴灌、施肥等作之遠端監控
管理及設施環境監控等方面，並已有配合發
展之相關機械設備，包括養液精準供給系
統、可變率噴灑系統(圖十二)等。設施內施
藥，可利用施藥機械本身來裝設感測元件，
如溫、濕度、CCD…等，隨著設施之施藥
作業機械的運轉，用來取得設施內相對位置
的資訊，並於施藥機械行走部裝設編碼器等
元件來監測目前施藥機的位置。如台中改良
場所發展之噴霧兼掃描管理系統(圖十三)即
採用此種方式，於三連棟溫室模型之懸吊噴
桿上加裝CCD影像擷取裝置，可藉由每次
噴霧作業時，即掃描溫室內的作物一遍，並
將視覺信號導出至電腦處理。該管理系統圖
控畫面，可設定、監測噴桿噴霧作業情形，
並具有即時取像與傳輸、擷取溫室內溫濕
度、日照和CO２含量等資料，以及遠端監看
等功能。
設施內施藥除了上述各種因素及技術的
考量外，仍應考量經濟問題，由於無人化
施藥機械設備之造價較高，故有必要朝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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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方向發展，如此可降
低其使用成本。所謂多
用途設備的概念應該包
括兩方面：一方面為利
用同一部機械進行多種
作業，例如自動化噴藥
圖十四 荷蘭溫室盆花栽 車兼具施液肥、灌溉、
培中將HF標籤
置 於 容 器 底 部 搬運及升降功能等；另
(資料來源: RFID 一方面則指同一部機械
journal)
可適用於不同的栽培場
所，如自走式噴桿，通
常一個跨距需一支噴
桿，目前已有架設懸軌
式之換棟系統，可將噴
桿連棟使用，又如經調
圖十五 裝置有RFID之盆 整的自動化噴藥車對不
花 傳 輸 盤 便 於 同類型的設施栽培均可
輸送帶上運送
適用。多用途設備的使
及讀取辨識(資
料 來 源 : R F I D 用可節省很多作業設備
journal)
成本，唯多用途設備的
發展需多方面技術的配
合，目前各項技術在不
斷地改進下，設施內施
藥系統的作業效能在某
方面已超越了人工，由
此可見無人化的發展雖
原為解決人工問題，但
自動化技術的利用亦可
圖十六 自動化系統將傳 將施藥作業的整體品質
輸盤由成長區運
送 至 施 藥 、 施 提升。
肥區或出貨區
設施內施藥系統的
(資料來源: RFID 建立，不能只考慮生產
journal)
者的需求，也不能只是
考慮機械設備，為了留給後代子孫一個永續
發展的環境，亦為了農業的永續生存，施藥
作業本身的技術發展應同時將整個人類社會
生態環境的影響納入考量，而這也是未來應
該研究的重點。社會對農業安全的要求，不
只是生產安全的農產品供消費，同時也要求
生產過程中不可對環境造成危害，因此許多
先進的農業國家，均要求其農民在作物的栽
培管理過程中，詳實記錄作物的栽培過程，
建立所謂的作物生長履歷，此已成為現代化
農業生產中不過或缺的一項工作，配合這項
需要，許多農業機械研究機構或農機公司，
在研發田間作業機械時，均加強了機械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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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作業時的自動辨識與記錄功能，此所謂的
辨識功能包括植物與作業機械的身份辨識。
在露天作物栽培環境中進行自動辨識工作的
困難度較設施栽培高，因露天栽培的作業環
境對辨識工作影響的潛在因子很多，如日
曬、雨淋、晨露及灰塵等，均會影響自動辨
識系統的執行效能；另有些田間作業本身即
會污染辨識系統，如施藥作業，而它因病蟲
害防治的需要，又是在作物栽培過程中是一
項絕不可少的作業。施藥作業本身即為一項
高危險性及高污染性的作業，特別不當的施
藥不只是影響產品的安全，同時對環境也造
成極大的傷害，因此適當的進行施藥與詳實
的記錄，為生產履歷的核心工作。
配合生產履歷記錄作業的需要及無線射
頻辯識(RFID)技術的發展，設施新型施藥
機械的開發可結合RFID技術，進行植株個
體辨識及個體化管理，並針對作物本體需求
進行精準施藥作業，以加強施藥量的控管與
記錄功能，避免過度施藥對作物、人員及設
施環境的污染。由於在農業環境中若要利用
自動化儀器或設備擷取記錄資訊，建立所謂
的生產履歷，設備的身份辨識系統必須能適
應農業環境與作業的特性。將RFID技術導
入設施之施藥作業時作物的身份辨識系統，
據研究顯示農藥對RFID的污染影響很小，
RFID在高污染的施藥作藥環境中，仍能維
持高度的穩定性，同時由於RFID具有儲存
大量資訊及可重複讀寫的功能，並可做為設
施環境資訊的輔助記錄器。國外這幾年在此
方面的研究已有了相當的成果，如荷蘭已
成功地應用RFID於溫室栽培系统 ， 透過在每
一個花盆裏貼上RFID 標籤(圖十四)，可以
記錄全程達數個月的植物栽培過程，並追踪到
30,000平方公尺大的溫室內每一棵植物，
從種子到銷售的全部過程，此過程通常長
達6～12個月。結合RFID和影像技術，系
統程式可辨識每一顆植物的身份及其健康
狀況，並將需要施藥的植物利用傳輸盤(圖
十五)自動搬送到位於溫室中的施藥區(圖
十六)，使得每一顆植物都得到獨特、適合
其生長的照料。目前已有的經驗已經證實，
它可有效製做栽培作物的生產履歷，同時降
低農民的生產成本，並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衝
擊，值得我國未來在發展設施內施藥系統時
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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