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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已成為國內重要產業，其發展潛力不容忽視。傳統上，其育苗方式以土拔
苗為主，目前則逐漸為穴盤苗所取代，並且在溫室中集約栽培，形成育苗中心。這
種利用設施育苗的方式，不僅品質容易控制、產量高，供應面積亦穩定而增加。
種苗生產過程需要相當多人力。在植床生長系統中，介質及容器經送入作業室
後，常須被重覆處理十多次，這些處理程序需要大量的勞力。據統計，種苗業者支
付之成本中有百分之廿五是屬搬運勞力。是故，在溫室生產過程中，勞力與機械之
使用必須有整體性的考慮，絕不能看成孤立或不相干的事件。每一項作業，無論用
人工或機器，均會與其他作業息息相關。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介紹一般溫室育苗的過程中，溫室內部的植床配置，及所使
用之簡易型搬運機器與設備，以作為種苗生產業者使用上之參考，期能在種苗生產
自動化過程中有所貢獻。
關鍵詞﹕搬運､溫室設施

前

言

國內現有以溫室生產之農企業中，實施機械化者仍然很少，其生長模式缺少標
準化、生長設備之功能與構造複雜及作物種類繁多等均為主因。國外已有許多溫室
方面之生產公司開始進行設備標準化的工作，並能因人因地制宜，規劃各種所需之
機械與設備，以滿足各種作業之需求。近年來國內經過產官學界積極的研發，部份
溫室已可進行機械作業。其中較為顯著的項目包括：介質供應、真空播種、排箱積
箱等，此類系統部份已能達到一貫化及自動化的需求，以取代一部份的人力。

在搬運方面，國內外則仍存在許多不同之應用層次。荷蘭之育苗系統有些已經
使用相當高階的技術，諸如配合電腦的記憶及控制特性，操作農業機器人進行秧苗
之搬運作業。這些系統複雜，價格昂貴，很難在小規模之農企業中廣泛應用。簡易
的搬運方式變成另一種較為實際而迫切的解決方案。目前國內民間育苗場之搬運作
業，其機械化程度仍然不高，大部份必須倚賴人力，因而工作效率較低且成本高。

溫室內植床空間配置
溫室內部的植床設計常依情況而異，可分為固定式與活動式兩類。不同型式的
植床設計會影響日後的育苗管理作業，其所使用的搬運機具設備與限制也將會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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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道走動。工作者在此走道活
動容易，而從溫室的任何一個角落到中間走道的距離都不會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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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式植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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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為三個縱向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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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床之配置情形，移動植床可
圖 3 縱向型移動植床
以空出暫時性之走道。這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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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非字型移動植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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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走道（垂直於中間走道），以供作業人員進出，其配置與「非」字型固定植床雷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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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可運搬式植台
作業室後，即可進行收穫處理，
而空植台則可重新置入新苗缽或穴盤苗，再運回溫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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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運搬式活動植台系統中，若種植的作物生長不均勻，或種類繁多僅其中一
部份的作物可供出售時，則已移出之植床中，其所剩餘的部份不是得丟棄就是需將
之重新運回溫室。再不然，就得發展出另一套處理系統來處理未出售的作物。因此
維持作物生長速率的一致性是相當重要的，其需注意者包括作物本身及光照、給
水、施肥、環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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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面生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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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地面生長系統
在歐美寒冷地區或需要夜
間加溫的地區，這種系統和地
面加溫系統相聯結，利用地表所產生的微氣候，可使作物的根溫在整個生長季中維
持合適的溫度。如此可使溫室在較低溫情況下運作，節省能源的消耗。這種系統在
地面上未設置任何管子或檯架，故可因需要而隨意改變，空間的運用較方便。
但國內業者須注意地表病蟲害防治與穴盤苗空氣斷根之問題，在補植與搬運作
業時，管理人員需不時地彎腰躬身，亦會增加辛勞度。在荷蘭，此類型溫室多輔以
自動搬運機具或車輛來代勞。表 1 所示為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植床之空間利用比
例。
溫室設施物流系統的設計需要一個整合性的考量，除了內部植床空間配置之
外，尚須包括運輸與搬動（簡稱運搬）。所謂搬動係稱作物或其它資材由一設備搬
移到另一設備（如由台車搬上植床），運輸則是指將作物或其它資材由一處運往另
一地點（如由作業室到溫室）。惟有做全盤的、系統性的考量，才能有流暢的動線
與人力資源的節省，以及對空間與運搬設備的最高度的利用。
畦床

表1、各種植床的空間利用比例
類 別

植 床 型 式

英 文 名 稱

圖例 空間比

固定式

縱向型固定植床 Longitudinal fixed bench

1

65%

固定式

非字型固定植床 Peninsular fixed bench

2

72%

活動式

縱向型移動植床 Longitudinal rolling bench

3

82%

活動式

非字型移動植床 Peninsular rolling bench

4

86%

活動式

可運搬式植台

Transportable bench

5

93%

無床架

地面生長系統

Floor system

6

90-92%

設施用簡易搬運機具
設施育苗中心在育苗過程中，搬運作業所耗費的時間及投入之成本最多，而溫
室的長度愈長，人員往返溫室入口及植床間所需的時間愈久，為解決搬運問題，各
種型式的搬運機具亦陸續出現。茲就搬運的方式作一說明如下：

一、批式搬運機具
批式搬運屬單機之作業方式，大部份以人力驅動，其機體輕便，可行走於設施
之間。這些機具的型式因使用習性而異，且變化甚大。
無動力的方式係利用台車進行植床間與育苗作業室間之搬運工作，可節省許多
繁瑣的搬運人工。無動力台車以手推為主，有單輪、三輪或四輪者，行走時不設軌
道，故搬運時相對較為費力。其機體輕巧，所能載運的
數量不多。

1.單輪推車
單輪推車易於轉向，但不容易平衡，靜止與行走時
之位置不同，有時必須人手支撐。一般言之，單輪車是
最簡便而原始的搬運車，以橡膠輪行駛於各種路面皆無
困難，其機動性頗高，但承載的面積有限，故載運量較

圖8、大輪型手推式搬
運車

圖7、手推式單輪式搬
運車

少，每車最多可裝約30箱(女工推車裝20至25箱)，且下車
時要再以人工堆積。
圖7所示為國內一般常用之搬運車，可以載運小件物
品，一般溫室內之作業亦可使用，甚為方便。但由於其車
輪較小，容易因地面不平產生振動。圖8所示亦屬單輪
車，其車輪較大，可以腳踏車輪代替。在未舖設路面之溫
室內作業，此型亦相當合適。其承載盤高度與人腰齊，對
於穴盤之搬運較容易搭配。歐美地區之溫室內，常見使
用。

2.多輪手推車

圖10、穴盤用之多輪
車。

二輪車以上均屬
多輪型手推車。在特
圖9、穴盤專用之雙輪車。
性上，輪數愈多，搬
運時愈為穩定。二輪車則可以獲得左右方向之穩定性，
但前後方向則需要支撐。圖9為穴盤搬運專用之雙輪手推
車，後有支撐，穴盤可分置兩層。圖10亦屬穴盤專用之
萬向手推車。此種萬向手推車在平坦的地面上較容易使

用，通常以作業室內居多，可以任意往返兩項作業之間。其穴盤底架屬多層，高度
依作物而定。可搬運穴盤苗或缽苗。
三輪式則可分為前軸雙輪與後軸雙輪兩種，常因其轉彎之容易度不同而設計，單輪
屬萬向輪，亦為轉向輪。通常後軸配置雙輪而以前輪轉向之三輪車較優於傳統的四
輪車，其轉彎也較容易；而前軸配置雙輪後輪為轉向之三輪車，其行駛性能則劣於
四輪車。
三輪手推車及四輪手推車行走時較平穩，承載量亦比單輪車大。但受限於溫室
內走道之寬度及路面的平滑度，較不容易在溫室內之通道內作業。如圖11，四輪車
前輪通常為轉向輪，後兩輪方向固定。規模較小之育苗中心可採取此種方式。
此種四輪式小台車為60公分寬、90公分長，以鋼管及角鐵銲接而成，製造簡
單。在台車平面上可以放置三疊苗盤，每疊可放二十盤，故其最大承載量為六十
盤。輪子是用橡膠輪製成，前方兩輪可以自由地萬向轉動，後方兩輪則固定方向，
因其直接行駛在水泥地面上，所以摩擦力較大，且在溫室內走道行駛時不容易控制
方向，常易碰撞兩側之固定植床。在搬運成苗時，通常先以人工從溫室搬至育苗作
業室中，再行裝箱出售。因成苗收穫時不可堆疊，故載運量更少，只有三盤，比人
工搬運慢。
四輪搬運台車載運成苗時，有其苗高的的限制。在成苗無法堆疊之情況下，可
採用多層式的設計，然後以一個台車為運送單位。最近種苗場為將半成苗運至育苗
中心進行第二階段之綠化工作，亦設計有可以拆卸的多層式四輪台車，此種台車高
度一公尺餘，可以調整每層高度，也可以拆疊，以利空箱
搬運。搬運時直接置入冷藏車中運至目的地。這種層式台
車亦可首尾相連，以曳引機進行大量之搬運作業(圖12)。

圖11、四輪式搬運
車。

圖12、利用曳引機帶動連結車進行搬運。

3.軌道式台車
長距離的輸送工作若以一般無定向的台車搬運則人力花費甚多，而且人除推送
外尚需兼顧方向，甚為辛勞。若能將搬運車配置軌道行走，則可以作遠距離的搬運
作業。在溫室中鋪設固定式或臨時軌道，其主要目的在設定行走方向，使其在行走
期間，不會遭受到植床等設施之阻礙，並得以解決經常性的搬運工作。因此可知，
使用軌道式的搬運車應配合以固定式植床之形態為主，其四輪者如圖13，亦有三輪
但以單輪跨於軌道上行走者如圖14。

由於四輪車之方向受軌道牽制，其四輪均可為萬向
輪，以便前後均能任意推動，但亦得二輪為固定輪，二
輪為萬向輪，以增加其穩定性。其軌道架設可用三角鐵
或圓管固定於地面上。為防止其距離發生變化，兩軌道
間可利用等長的扁鐵固定。由於軌道本身穩定，故即使
不固定在地面上，亦能正常發揮其運搬的功能。
圖13、四輪台車行走於
三輪台車利用軌道行
雙軌上。
走時，僅選其中一輪作為
方向輪，並以其一輪限制
在軌道上。這種方式並非最為妥適的安排，因為後
二輪的方向無法受到拘束，若方向偏離中心線太遠
時，會使前輪脫軌。
為克服上述之缺點，亦有利用四輪台車的方
圖14、三輪台車以單輪
式，但僅採用單軌導向，另兩輪則以橡膠輪在平地
行走於軌道。
面上行走，以減少地面上軌道太多的麻煩(圖15)。
大型溫室為配合自動化搬運系統之設置，亦多採用這種方式。元長茂盛育苗中心之
新溫室即以此種方式構成搬運系統。
固定軌道

4.跨植床台車
為節省台車行走的空間，採用跨植床的台車搬運
型式亦可獲得另一種解決的方案。跨植床下，工作人
橡膠輪
員在通道上的活動
空間會增加，比較
容易交錯通行。而
且，利用跨植床的
圖15、四輪台車兩輪以
方式，其載運量會
軌道導引，兩輪行走於
增加，且可以由植
平地上。
床之兩側同時工
作，增加工作的速率。圖16所示為無軌式跨植床
圖16、橫跨植床之無軌式四輪 台車之外觀。
其前二輪為萬
手推台車。
向輪，方向由
把手決定，後二輪則為固定輪。
搬運車跨行中央植床之上
圖17所示為其在溫室之通道跨中央植床時
之作業情形，操作時必須由兩人同時作業，並
圖17、跨植床無軌式台車在溫
同時推動前進。這種無軌道之跨植床台車最大
室中作業情形。
缺點在於其方向不容易掌握。若施力不均，容

易與中央植床發生碰撞，前進變得不順，利用其把手的位置可以控制行進方向，但
必須兩人合力操作。此種台車適用於不具平坦路面之通道作業。
為克服行進時方向不易控制之缺點，在溫室中通常仍以採用軌道式台車較為普
遍。其方式係在中央植床之兩側通道之內邊鋪設軌道，其材料以最容易取得之錏管
為主，其外徑約2.5公分。為使其固定，可以一長約30公分之扁鐵每隔一公尺將之銲
接於錏管底部，然後固定在地下。錏管改用角鐵亦是一可行的方法，但必須倒置於
地面或固定於水泥面上。
台車之尺寸為230cm×123cm×950cm(高
度)，以配合寬度180cm之中央植床。圖18
右邊之放大圖顯示台車之足部與錏管接觸
搬運車跨行中央植床之上
, 台車之長寬高分別為
之情形。利用凹形輪使其扣住圓形錏管，
230cm x 123cm x 95cm
以利前進。為使其免於行進前因推動時之
過度扭力，致發生脫軌現象，另一側的凹
形輪軸需預留一點餘隙，以供其活動。
圖18、橫跨中央植床之軌道式台車。

5.植床頂部台車
部份溫室為節省溫室之應用空間，其走道均儘量縮小，在需使用時方將中央植
床向左右方向移動，以騰出所需之走道空間。此種活動植床特稱之為滾動式植床。
使用滾動式植床不僅可增加 10-25% 的生長空間，而且可減少裝箱及管理維護
時所需的人工。此類植床可配合窄式折疊型輸送機，以將作物送入或移出生長區。
另一種設計則使用可運搬式植床，120公分至150公分寬，180公分至240公分長，可
配合滾式輸送機、連結搬運車或堆高機，移至工作區以進行轉植、上盆或疏盆等作
業後再運輸。
滾動式植床的基本觀念是僅留一條工作走道，其他所有走道部份均轉成生長空
間。植床的底部由管狀滾子支撐，可向兩旁移動45公分至60公分，此寬度即為工作
走道的寬度。當工作者需要到某一特定植
床進行維護工作時，溫室中其它的植床可
推在一起，使在該植床旁留出一工作走
植床
道。每次只能在植床的一邊產生一個工作
走道。由於植床可移動，所以所有附在植
床上灌溉用、加熱用及電力系統的管線皆
搬運車跨行中央床架上
設置的較有彈性。另外，有些設計還可在
支撐管的一端裝上曲柄來移動連在一起的
圖19、軌道設於植床之兩側緣，台車
植床，即使植床長至85公尺也可輕易的移
架於其上。
動。
針對這種滾動式植床，搬運用台車可直接架設於中央植床之上，隨植床而移
動。圖19所示為利用輕便台車架，加上滑輪後直接架設於中央植床邊緣而操作的情

形。這種台車架設計輕便，空架車時可由兩人抬起而搬至其他位置。這種設計主要
缺點是每次搬運時由於通道僅留一處，無法兩邊同時操作。若與母車共同設計時，
則母車台面必須有升高裝置，使其配合中央植床的高度。

二、連續式搬運作業機具
直接利用二條三角輸送帶可以將一至三箱為一疊之育苗盤進行搬運。這種輸送
帶每一節約為十公尺，可以連續連接至十數節，直接在育苗室與作業室間作搬運的
工作。在國內，這種方式在水稻育苗場中應用尤多，有些甚至將整個輸送帶裝設於
軌道上，可作橫向移動，以涵蓋所有秧田面積。蔬菜育苗中心亦有多處採用長型輸
送帶搭配的方式，使進出苗更為順利。輸送帶通常寬10公分至60公分，長可由90公
分到900公分，對於平底苗箱的裝載及卸貨工作十分便利，當運送至儲存位置時，可
配合堆疊機進行堆疊，再徒手或以搬運車進行下一步驟的作業。

1.半自動運送架
半自動運送架屬無動力型式，其上裝有可自
由轉動之滾軸。使用時，可以每四箱一疊，置於
輸送架上，再用人力往前推送。此設備亦可作為
輸送過程中之單元或接續用之設備。由於輕巧，
有時四腳可加裝萬向小輪，可以自由移動或由兩
圖20、輕便的半自動運送
人抬動(如圖20)。
架。
在無動力的情況此下，輕便型滾子運送機亦
可以使用(圖21)。這種運送梯內裝有滾輪，可以自由滑
動。使用滾輪或溜冰輪式輸送機則可不需要動力，長度
可伸展1.5公尺至3公尺，4-10% 的傾斜度即可讓物品自
由地滑動即可靠重力輸送遠至二
公尺至四公尺的距離，且不須任
圖21、可吊掛簡易型滾
何動力，但運送之物品必需底部
子式運送機。
平滑或利用三夾板為底墊。滾子
運送機可平躺，亦可構成一較小的傾斜角度，由數台串聯在
一起作業，甚為方便。

2.動力式運送機
運送帶通常均由馬達帶動，其輸送元件為甚長的三角皮
帶(圖22)。以運送帶輔助搬運者以後龍鎮合興育苗中心為代
圖22、三角皮帶
表，該中心現有簡易溫室22棟共1000坪，蔬菜育苗作業室有
運送機。
80坪。由於溫室之分佈受地形限制，散佈於育苗作業室兩
側，距離由最近之數公尺，到一百公尺以上之最遠距離，搬運作業規劃不易。其溫
室有簡易隧道型塑膠布溫室及較堅固之鋼骨結構型溫室。

平皮帶運送機以平面皮帶作為輸送元件，可搬運
各種不同的作物樣式，是傳統的搬運機械。其規格在
寬10公分至60公分，長一公尺至十公尺(圖23)，可用
圖23、平皮帶運送機。
來裝卸箱、袋、盆及盒等。用在盆栽或轉植工作線上
時，平皮帶運送機為最適宜。皮帶表面有槽狀者，可用來輸送塊狀的物料。
以後龍鎮之搬運方式為例，其運送方式係在溫室中間架設電動皮帶式輸送機，
每部長5公尺，多部串連。配合輸送機，一棟溫室內之植苗床改成兩個，分別置於輸
送帶之兩旁。此種安排較佔空間，設備費用較高，但搬運量大且穩定。開始時係先
將育苗作業室中播完種的苗盤，以人手搬至運送機上，運送至各個溫室之出（入）
口，再經轉彎機移轉到溫室內之運送機上，以運送至溫室中各個定點。卸箱時以人
手接應，將其自運送機取下，放到所
要擺放的位置。
鏈式運送機則是由馬達帶動配有
棘形之檔片，可正確帶動物件，不容
易產生滑動(圖24)。
圖24、鍊條式運送機。

三、吊掛式運送機具
另外一種搬運方式係則將搬運架吊掛
在溫室上方支架的軌道上，再徒手推吊車
或以纜繩控制使其前進(圖25)。這種型式
在國外已普遍使用，可在植苗床作物栽培
溫室中進行多功能之搬運作業。工作者將
植苗箱抬至距地面70至100公分高的吊架
圖25、單軌式吊掛型運送機具。
上，數箱為一疊。此種設計可允許載重20
至50個植苗箱，往下推送至下一個工作位置。
在簡易溫室中，採用吊掛型搬運系統必須
軸輪
支撐
考慮其結構強度，一般足以支持鐵軌的棚架通
鋼管
常可設計承受20至50個淺盒的重量。但有些地
方仍需加以補強，以維持操作時架構之穩定。
吊掛型搬運機具除具搬運功能外，尚能兼作灑
水及噴藥或噴霧的工作。圖26所示為一雙軌式
搬運台
懸掛搬運機構。其支撐來自溫室之龍骨部位，
並佐以斜側肋骨補強。搬運台可載運兩旁及中
圖26、雙軌式吊掛型運送機具。
間植床的苗盤。由於懸吊的關係，亦可利用繩
索牽動，直接由馬達控制及動作，進一步達到自動化的效果。

四、其他搬運方式
1.植床搬運
所謂植床搬運係以一植床為運搬單位，
將十數個育苗盤先安排於一個植床上，再將
整個植床置於固定式滾輪或圓管軌道上，直
接送至育苗室或綠化場。利用固定式滾輪
者，其植床底部需為平整的設計。其典型的
圖27、運用活動植床以增加使用
例子如位於台南之台糖蘭花溫室，其滾輪沿
空間及工作效率。
前進方向以30至40公分為間隔佈置，動力來
自底部之傳動軸，並以圓型皮帶連接(圖27)。
以圓管為軌道者其口徑約8公分，
植床底部則需裝有四付接觸輪，可在軌
道上自由行走。其典型的例子為台中種
苗繁殖改良場自荷蘭引進的精密溫室，
其前進的動力依靠植床間的推擠。在這
套設備中，舉凡進苗、出苗、灑水及噴
藥皆為自動化控制的型式。入苗時，利
用上缽機將育苗盤成排置於植床上，其
後再將裝滿育苗盤之植床沿軌道送進溫
圖28、可運搬式植床之構造。
室中排放，幼苗即在植床上發育。
待種苗成熟可以出苗時，再循序將植植床送回作業室中，利用取苗控制機械來
運搬，並送至卡車上。其灑水及噴藥作業是利用懸吊式管路系統，可以控制其噴水
時間及均勻度。
圖28所述則為左右移動式植床，主要目的在節省通道空間，使溫室可以充分利
用，其實際應用與搬運機具之配合則參考圖19。

2.利用小貨卡車輔助搬運
大規模的育苗中心為節省搬運作
業的勞力，常採用貨卡與人手搭配的
方式。大部份的溫室作物大盤商採用
貨櫃來運輸。這些貨櫃如圖29，以鐵
皮或夾板為材料，一般尺寸為150公
圖29、貨櫃運輸可以節省一部份成苗裝箱
分寬，120公分深，240公分高。分成
與搬運作業的勞力。
7或8個夾層，各層距離23公分至28公
分，每兩個夾層中的隔板可移走以安置較高的作物。各貨櫃背靠背的置於卡車之平
台上，並以鐵鏈或鐵軌固定。一般以堆高機來裝運或卸貨。大盤商須有足夠的貨櫃
以便在一批貨櫃送出後，仍有另一批貨櫃能在負載區等待上貨。此方式的優點是任

何型式的平底卡車皆可適用。有些溫室作物生產者在旺季中卡車不敷使用時，向外
租借使用。

3.堆積式運送車
簡易之堆積運送車是一台單機搬運的人
力車，其外觀類似棧板車(圖30)。車台由二
輪支撐，前有插爪，以插入疊箱底部。使用
時先準備木製方型墊板，墊板中空，容許插
圖30、人力堆積式運送車。
爪進出並獲得支撐。此車常置於一貫作業機
之尾端，已播種苗盤可直接疊放在墊板上，疊滿25箱後，可將堆積車移近堆疊箱附
近，並將插爪插入墊箱底部。此時只要將把手壓下，即可使墊板昇高。用人力整車
拉至堆積處後，用腳踏釋放踏板，即可同時將25箱置於地面，如此亦可節省再積箱
之作業。

結

語

溫室中之搬運，是一種定型化的作業，無論是所需資材之輸入及成苗之送出等
等，均需利用搬運的方式達到目的，其工作負荷雖不重，但卻繁瑣，且其在成本上
所佔的時間與人力常高達25%以上。故若能妥善利用簡易搬運工具與有效的搬運系
統，應可在較低成本的情況下解決其中大半的問題。
搬運設施的規劃通常需配合溫室建構時進行，使其達到獲得一體成型的效果，
但選擇適當的搬運方式則相當重要。本文介紹各種簡易式之搬運機具，主要在讓業
者獲得一清楚的概念，作為溫室新建或改建、改善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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