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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機械最佳化採收。日本為配合乘坐式
採茶機械，茶樹大部分為雙排種法，大
幅提高單位面積的採收量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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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注意事項
乘坐式採茶機械不適合在陡坡茶園
運作，茶園坡地必須在 15 度以下，以
避免乘坐式採茶機械在操作時有翻覆的
危險 (圖九)。此外灌溉系統主幹線必須
先埋入地底，避免乘坐式採茶機械輾壞
灌溉管路系統。乘坐式採茶機械進行採
收或中剪時，原來在茶園中之噴頭及支
柱必須先拆除，以避免機械碰觸造成損
毀情形 (圖十)。許多茶園為方便管理，
因此茶園與道路之間有高低落差或是種
植樹木阻隔，皆會造成乘坐式採茶機無
法進入茶園機械作業 (圖十一)。

圖九、乘坐式採茶機作業允許之傾斜角度與高低落
差 (日本落合機械提供)。

乘坐式採茶機械導入平地或是緩坡
地茶園，將可解決茶園缺工問題。然而
乘坐式採茶機械造價昂貴，目前臺灣已
有農友引進。茶農若想在茶園中實施機
圖十、灌溉系統影響機械作業。
械化管理，可藉由以委託代耕方式，不
但可節省購買機械之費用，也可減免機械操作與保養之困擾，同時可提高茶園的
採收量與品質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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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茶園與道路間阻隔機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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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雙人式採茶機 (左) 與乘坐式採茶機 (右)
採收後樹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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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在 1980 年代，為了解決茶園管理耗費人力與體力等問題，引進小型農
業機械，例如中耕機、除草機、施肥機與修剪機械等，大幅改善茶園管理作業與
提升茶葉品質。然而近年來農業人口減少與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小型農機逐漸無
人操作，造成茶園管理人力嚴重不足。

圖一、日本導入乘坐式管理機械之茶園 (林和春提供)。

茶情雙月刊89期

第2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第3版

茶情雙月刊89期

如今造成機械化作業不便，因此許多傳統茶園必需重新調整與規劃 (圖四、五)。

茶園翻新與開墾

圖二、理想茶園規劃示意圖，6行茶樹需5次迴轉。

圖三、茶園規劃不佳，乘坐式採茶機需較多次的迴
轉，9 行茶樹需8 迴轉。

2001 年日本茶農大約有 5.3 萬人，至2016年只剩下 2 萬人；茶園栽培面積從
5 萬公頃減少到 4.4 萬公頃。雖然日本茶農人數與栽種面積逐年減少。然而 2001
年日本 1 人可管理 0.94 公頃茶園，但是現在 1 人則可以管理 2.2 公頃的茶園。茶
園作業管理效率能大幅提升的原因是，日本政府鼓勵茶農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
進行茶園管理及採收作業。此外，逐年淘汰不適合導入乘坐式機械的茶園，並重
新規畫適合乘坐式採茶機械作業之茶園。尤其在日本鹿耳島推動得更為成功，現
在鹿耳島茶農平均 1 人可以管理
4.3 公頃茶園 (圖一)。為了改善臺
灣茶園管理缺工問題，導入乘坐式
採茶機械提高茶園管理作業效率，
可減輕茶園管理者負擔，然而臺灣
大部分的茶園需要重新調整與規
劃，才適合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

茶園預留乘坐式採茶機械之迴
轉空間
茶園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在
開始種植茶苗時就需規劃好茶園
的設計 (圖二)。茶園兩端需要預留
2.5 公尺寬的馬路或是迴轉空間，
供機器進出及轉向。若茶園為長方
形 (參考圖二、三的說明)，則茶樹
種植方向要與長方形之長邊水平，
將可減少機器轉向的次數。早期茶
園沒有規劃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

圖四、茶行間沒有相互水平，造成機械作業困難。

在種植茶苗前，應先進行規劃，
採用機械進行整地 (圖六)，翻耕深度
須達60-100公分，打破犁底層，再來
將基地依生產需求劃區放樣，開種植
溝約 60-70 公分深。許多茶農為節省
開墾成本，常省略上述步驟，未能打
破犁底層，或造成底土密實度高 (圖
七)，排水不良，茶樹生長時根系容
易浸水或生長受阻，導致茶樹生長勢
不佳。反觀日本鹿兒島近幾年在做
茶園翻新，為使茶樹根部生長更加旺
盛，耕犁深度更達 150 公分。在翻耕
前，建議先做土壤基本性質及養分含
量分析，若有機質過低或是酸鹼度異
常，在茶園翻修過程中可施加粗質地
的蔗渣堆肥，增加有機質含量，茶樹
土壤酸鹼建議在 pH4.5-5.5 之間，土
壤pH值過低，可施加蚵殼粉、白雲
石灰等含鈣資材，每分地每年施用約
100-150 公斤左右，並與土壤充分攪
拌。另外，水田或長期耕作沒有翻耕
的農地，轉種茶樹時，必須打碎土壤
硬盤 (約在土壤深30-40公分處)，有
利於排水，必要時可設置明溝或暗溝
將多餘的水分導出。若是舊有茶園更
新，翻耕後，宜有一年以上的休耕，
種植綠肥恢復地力。若無法休耕，建
議翻修過程中施加有機肥，改善土壤
地力，有利於茶樹種植。

圖六、茶園整地情形，車子右邊 (遠處) 為整地前情形，
車子左邊 (近處) 為整地後情形。

圖七、過硬的心土塊，阻礙茶樹根部生長。

圖八、適合機械採收之茶樹樹冠高度。

加大茶樹種植行距及高度控制
圖五、茶行中間被其它植物擋住，機械需繞道操作。

茶園種植茶樹，茶樹的行距為 1.6-1.8公尺 (建議 1.8 公尺，可減少機器迴轉
次數，圖二)，能改善採收作業效率。樹冠高度建議 50-90 公分高 (圖八)，將可達

茶情雙月刊89期

第2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第3版

茶情雙月刊89期

如今造成機械化作業不便，因此許多傳統茶園必需重新調整與規劃 (圖四、五)。

茶園翻新與開墾

圖二、理想茶園規劃示意圖，6行茶樹需5次迴轉。

圖三、茶園規劃不佳，乘坐式採茶機需較多次的迴
轉，9 行茶樹需8 迴轉。

2001 年日本茶農大約有 5.3 萬人，至2016年只剩下 2 萬人；茶園栽培面積從
5 萬公頃減少到 4.4 萬公頃。雖然日本茶農人數與栽種面積逐年減少。然而 2001
年日本 1 人可管理 0.94 公頃茶園，但是現在 1 人則可以管理 2.2 公頃的茶園。茶
園作業管理效率能大幅提升的原因是，日本政府鼓勵茶農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
進行茶園管理及採收作業。此外，逐年淘汰不適合導入乘坐式機械的茶園，並重
新規畫適合乘坐式採茶機械作業之茶園。尤其在日本鹿耳島推動得更為成功，現
在鹿耳島茶農平均 1 人可以管理
4.3 公頃茶園 (圖一)。為了改善臺
灣茶園管理缺工問題，導入乘坐式
採茶機械提高茶園管理作業效率，
可減輕茶園管理者負擔，然而臺灣
大部分的茶園需要重新調整與規
劃，才適合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

茶園預留乘坐式採茶機械之迴
轉空間
茶園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在
開始種植茶苗時就需規劃好茶園
的設計 (圖二)。茶園兩端需要預留
2.5 公尺寬的馬路或是迴轉空間，
供機器進出及轉向。若茶園為長方
形 (參考圖二、三的說明)，則茶樹
種植方向要與長方形之長邊水平，
將可減少機器轉向的次數。早期茶
園沒有規劃導入乘坐式採茶機械，

圖四、茶行間沒有相互水平，造成機械作業困難。

在種植茶苗前，應先進行規劃，
採用機械進行整地 (圖六)，翻耕深度
須達60-100公分，打破犁底層，再來
將基地依生產需求劃區放樣，開種植
溝約 60-70 公分深。許多茶農為節省
開墾成本，常省略上述步驟，未能打
破犁底層，或造成底土密實度高 (圖
七)，排水不良，茶樹生長時根系容
易浸水或生長受阻，導致茶樹生長勢
不佳。反觀日本鹿兒島近幾年在做
茶園翻新，為使茶樹根部生長更加旺
盛，耕犁深度更達 150 公分。在翻耕
前，建議先做土壤基本性質及養分含
量分析，若有機質過低或是酸鹼度異
常，在茶園翻修過程中可施加粗質地
的蔗渣堆肥，增加有機質含量，茶樹
土壤酸鹼建議在 pH4.5-5.5 之間，土
壤pH值過低，可施加蚵殼粉、白雲
石灰等含鈣資材，每分地每年施用約
100-150 公斤左右，並與土壤充分攪
拌。另外，水田或長期耕作沒有翻耕
的農地，轉種茶樹時，必須打碎土壤
硬盤 (約在土壤深30-40公分處)，有
利於排水，必要時可設置明溝或暗溝
將多餘的水分導出。若是舊有茶園更
新，翻耕後，宜有一年以上的休耕，
種植綠肥恢復地力。若無法休耕，建
議翻修過程中施加有機肥，改善土壤
地力，有利於茶樹種植。

圖六、茶園整地情形，車子右邊 (遠處) 為整地前情形，
車子左邊 (近處) 為整地後情形。

圖七、過硬的心土塊，阻礙茶樹根部生長。

圖八、適合機械採收之茶樹樹冠高度。

加大茶樹種植行距及高度控制
圖五、茶行中間被其它植物擋住，機械需繞道操作。

茶園種植茶樹，茶樹的行距為 1.6-1.8公尺 (建議 1.8 公尺，可減少機器迴轉
次數，圖二)，能改善採收作業效率。樹冠高度建議 50-90 公分高 (圖八)，將可達

茶情雙月刊89期

第4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第1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茶情雙月刊89期

到機械最佳化採收。日本為配合乘坐式
採茶機械，茶樹大部分為雙排種法，大
幅提高單位面積的採收量 (圖一)。

第
89
期

其它注意事項
乘坐式採茶機械不適合在陡坡茶園
運作，茶園坡地必須在 15 度以下，以
避免乘坐式採茶機械在操作時有翻覆的
危險 (圖九)。此外灌溉系統主幹線必須
先埋入地底，避免乘坐式採茶機械輾壞
灌溉管路系統。乘坐式採茶機械進行採
收或中剪時，原來在茶園中之噴頭及支
柱必須先拆除，以避免機械碰觸造成損
毀情形 (圖十)。許多茶園為方便管理，
因此茶園與道路之間有高低落差或是種
植樹木阻隔，皆會造成乘坐式採茶機無
法進入茶園機械作業 (圖十一)。

圖九、乘坐式採茶機作業允許之傾斜角度與高低落
差 (日本落合機械提供)。

乘坐式採茶機械導入平地或是緩坡
地茶園，將可解決茶園缺工問題。然而
乘坐式採茶機械造價昂貴，目前臺灣已
有農友引進。茶農若想在茶園中實施機
圖十、灌溉系統影響機械作業。
械化管理，可藉由以委託代耕方式，不
但可節省購買機械之費用，也可減免機械操作與保養之困擾，同時可提高茶園的
採收量與品質 (圖十二)。

工本費：NT $ 1.5 元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雜

誌

乘坐式採茶機械在平地茶園應用

結 語

圖十一、茶園與道路間阻隔機械作業。

發行人：陳國任
國內郵資已付
主 編：林金池、賴正南
中壢郵局
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地 址：326桃園市楊梅區埔心中興路324號
許可證
電 話：03-4822059 傳真：03-4824790
網 址：http://www.tres.gov.tw
中壢字第138號
印 刷：曦望美工設計社 電話：02-23093138

圖十二、雙人式採茶機 (左) 與乘坐式採茶機 (右)
採收後樹冠情形。

GPN: 2009101442

文圖/茶機課 黃惟揚＊、巫嘉昌、林和春、蘇彥碩、劉銘純、張振厚
(＊電話：03-4822059轉702)

臺灣在 1980 年代，為了解決茶園管理耗費人力與體力等問題，引進小型農
業機械，例如中耕機、除草機、施肥機與修剪機械等，大幅改善茶園管理作業與
提升茶葉品質。然而近年來農業人口減少與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小型農機逐漸無
人操作，造成茶園管理人力嚴重不足。

圖一、日本導入乘坐式管理機械之茶園 (林和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