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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張仲良 

  

總召集人的話 

自 3 月份聯盟成立以來，有賴於各方

學者以及先進專家的支持與指導，聯

盟推廣工作以及運作模式已漸趨成

型。承蒙科技部近期所舉辦的聯盟業

務工作說明以及注意事項宣導，使聯

盟運作更形順利。本會刊於 2016 年 5

月已發行創刊號，本次發刊 7 月份為

第二期，預計一年將發行四期，期望聯盟會員們能藉由每

期會訊內容中獲得技術新知、會員們動態訊息、聯盟目前

辦理活動情形以及各項產業與研討訊息。誠摯歡迎各位會

員與先進能多多賜稿分享所學以及企業經營經驗，增加聯

盟會員間之交流互動。 

今年 4 月份，聯盟已於北部辦理完成第一場聯盟說明

暨會員廠商交流會；預計 8 月 10 日(三)下午於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辦理第二場聯盟技術研討會暨會員廠商交流會，當

日交流會將與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之策略聯盟夥伴學校以及

企業合作意向簽訂會一併辦理，期待各位會員們屆時能夠

撥冗共襄盛舉。 

最後，誠摯感謝大家的支持與認同，期許我們能夠秉

持產業推廣與服務的精神，持續推動智慧農業生產技術，

讓台灣能邁向高效率/效能、安全與降低風險的新農業時

代。 

註：本期會訊中，特別分享此次參與由台灣、日本以及韓

國共同舉辦的 2016 年 ISMAB 研討會過程；技術專欄方

面，則是特別邀請數位無限公司技術團隊撰寫｢混合雲專業

整合服務｣一篇。 

聯盟總召集人 張仲良 

強力徵稿!!! 請分享您的經驗與技
術，歡迎來信 iapta@mail.npust.edu.tw

與我們聯絡 。 

會訊內容摘要 
總召集人的話 
最新消息 

 恭賀數位無限軟體公司榮獲 2016 雲計算大數據

創新創業總評選優秀創業項目大獎 

 恭賀凱傑林公司榮獲新北市 SBIR 研發補助計畫 

 歡迎澳登堡、庚晉科技工業、台灣牛生技等公司

加入聯盟 

 

活動報導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於農業研究之研習(第 3 場)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於農業研究之研習(第 4 場) 

 日本新潟 ISMAB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京大學 Toru TORII 教授蒞臨本聯盟總部專題演講 

 

工商服務 
 拜訪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暨技術諮詢交流 

 拜訪宇園有限公司現場暨技術諮詢交流 

 拜訪凱傑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場技術指導 

 庚晉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場技術指導 

 
專題報導 

 混合雲專業整合服務 

 
研討與技術會議 

 智農聯盟說明暨會員廠商交流會(南部場)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暨 ARIS/NCAR 研討會 

 The 6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loud 

and Servic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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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恭賀數位無限軟體公司榮獲 2016 雲計算大數據創

新創業總評選優秀創業項目大獎 
數位無限軟體公司在北京的第八屆中國雲計算大賽中參與

PITCHING CHALLENGE 展現軟實力，以混合雲技術勇奪

優秀創業獎，為台灣爭光，下圖由總經理陳文裕代表領獎。 

 
 

 恭賀凱傑林公司榮獲新北市 SBIR 研發補助計畫 

凱傑林公司以自行開發雙色溫及亮度調變模組，將白光及

黃光二個光源做不同比例的混光輸出，這樣就可達成了多

種光源的輸出，而不再是單調的只能選擇白光或黃光而已；

並將此技術應用於擡燈的產品中，開發出市面上第一款可

調色溫、可調亮度的護眼擡燈，並榮獲新北市政府 SBIR

研發補助。 

 歡迎宇園公司加入聯盟 

 歡迎澳登堡公司加入聯盟 

 歡迎庚晉科技工業公司加入聯盟 

 歡迎台灣牛生技公司公司加入聯盟 

 歡迎台銳科公司公司加入聯盟 

 歡迎光炬科技公司加入聯盟 

活動報導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於農業研究之研習(第 3 場) 

時間: 2016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8:30~17:00 

地點: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及屏東酒廠 
田峻墉 屏東報導 

本次的研習活動由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與客家文化產業

研究所所主辦，由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協辦，非常榮幸

本次能夠邀請到冠昇生態有限公司魏浚紘執行長來為我們

擔任授課講師，其中授課的內容有無人飛機發展與應用介

紹 、 SkyEye Sentinel X4 UAV System 系 統 介 紹 、

MissionPlanner 功能介紹與練習以及實際飛行。 

    下午時間，我們進行無人飛行載具(UAV)的飛行測試，

執行長教導學員們如何同時進行飛行操作以及影像拍攝，

此台無人機體積小，有利於在飛行高度低的情況下進行空

拍，但該機如需使用於植保作業環境中，則機體以及裝置

需要再加以改良。以下是當天活動的照片。 

 

 
 

 應用無人飛行載具於農業研究之研習(第 4 場) 
時間: 2016 年 5 月 12 日(星期四)9:00~16:30   

地點: 內埔工業園區服務中心會議室  
張光璧 屏東報導 

本次的研習活動是第 4 場的應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於農

業研究之研習，由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與客家文化產業

研究所所主辦，由經濟部工業局內埔工業區服務中心、內

埔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及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所協辦。非

常榮幸本次能夠邀請到飛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宜真小

姐擔任本次研習的授課講師。 

其中，當天的授課內容包含 UAV 沿革與應用、認識

DJI GO 操作介面以及相機設定技巧。下午則進行實機操作，

分為視距外與視距內飛行，此次廠商所提供的飛行載具乃

大疆新創公司所設計製造，操控上機體穩定，飛行過程中

遇強風時能可保持穩定飛行，機體分為 4 軸與八軸，飛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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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僅可外接限定裝置始可連接與通訊，課程最後則教導

GIS 與 UAV 介面操作。以下為當天活動照片。 

 

 

 ISMAB 2016 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 2016 年 5 月 23-25 日  

地點: 日本新潟 朱鷺國際會議中心 
張仲良 林冠旻 日本新潟報導 

本研討會是由台灣、日本、韓國三國輪流主辦，為亞太地

區重要之農業機械與生物機電領域重要的學術研討會，會

議每兩年舉辦一次，參與活動之人員國別三個以上，人數

大約 300~400 人。本聯盟內諮詢委員苗委員以及江委員

也一同參與此次會議。此行目的主要會見生物機電領域學

者和此次籌組委員會學者們，期望未來能有機會進行學術

交流與合作。本次會議議程共區分為 12 大主題，分別是｢

電力與機械｣、｢資訊與電子｣、｢採收技術｣、｢食品工程｣、

｢食品安全｣、｢感測技術｣、｢機電與農業機器人｣、｢精準農

業｣、｢結構與環境科技｣、｢廢水處理｣、｢可再生能源與綠

能科技｣以及、｢生物工程｣。5/22 日(星期日)晚上，聯盟總

召集人與籌備委員們餐敘，台灣與會者有中華農機學會雷

鵬魁理事長、前中華農機學會陳世銘理事長、現任生機學

會暨聯盟諮詢委員江昭皚理事長以及中興大學生機系王豐

政老師，日本代表有東京大學農學生命科學研究科 Eriko

教授(左前二)、岸田義典社長(左前三)、九州大學農學研究

院環境農學部門 UCHINO 教授(左前四)、東京大學農學生

命科學研究科 Oshita 教授(左前五)、東京農工大學農學研

究院環境農學部門 Sakai 教授(右後一) 、東京大學農學生

命科學研究科 IMOU 教授(右後二) 、東京大學新領域創成

科學研究科 TorII 教授(右前三)、日本大學生物資源科學部

KAWAGOE 副教授(右前一)以及韓國農機學會理事長 Choi

教授。 

 

5/23 日(星期一)上午開幕式，由大會主席 TorII 主持，接著

邀請韓國、台灣、日本、義大利以及土耳其等農機與生機

領域代表上台說明目前農業與生物自動化未來發展技術與

趨勢，就趨勢來看，每位講者皆將智慧農業生產、大數據、

物聯網、無人化以及人工智慧等列為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

不管在畜牧、生物工程、食品安全與加工、能源再生與利

用方面。土耳其 Akdeniz 教授則是分析目前農機的市場與

未來技術發展趨勢，並也說明目前土耳其境內農機市場需

求逐年上升，然目前仍屬歐盟為最大農機市場，開幕式結

束後，各與會者一同合拍大合照。 

 
學術交流情形，就參與者與會期間觀察，台灣的學者以及

學生人數最多(據大會統計 135 位註冊)，如包含隨行者，

則人數約在 170 位，遠超過日本以及韓國。海報專區(2 樓

與 3 樓)參與人數在第一天(23 日)最多，交流情形也是最為

熱絡，最後一天大會安排技術參訪團，也有一定人數參與。

下圖表示 5/23 日晚宴學術交流合影，包含 TORII 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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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盟諮詢委員苗志銘教授(右三)、許益誠系主任(右四)

以及蔡循恒教授(右五)等人皆一同參與此次晚宴。 

 

 東京大學 Toru TORII 教授蒞臨聯盟總部專題演講 

時間: 2016 年 6 月 24 日  

地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 
傅偉倫 屏東報導 

本次演講由聯盟召集人-張仲良博士力邀東京大學 Toru 

TORII 教授來到位於台灣南端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進行一

場關於智慧農業相關議題的專題演講，此消息一出，不僅

僅是聯盟的會員面露喜色，系上師生們無不欣喜若狂，能

有幸聽到國外講師蒞臨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與實作經驗，無

疑地會讓我們視野更加開闊。演講當日，參加人數約 80

人左右，可謂人滿為患，而工學院丁澈士院長也蒞臨本聯

盟指導(下圖是工學院丁院長上台致詞情形)。 

 
一開始由演講內容中提到了利用影像辨識技術去做農機車

車線邊界的判斷，讓機器車體能精確地在所指定之道路上

行走，由於僅是色彩的閥值錯誤以及陽光的強弱就會影響

攝影機所拍攝圖片內之像素 RGB 值判讀的準確性，因此，

此技術算是一大挑戰。而會後討論時，有人提問了一個令

人印象深刻問題，內容是這樣的，請問 TORII 教授是否會

考慮在農機車上額外加裝一些感測器呢?而如果加裝了感

測器後依你的判斷你會如何去定義他的主從關係?，記得當

時 TORII 教授是這樣回答的「謝謝你的提問，然而我要說

明的是這個實驗室我當初十年前的實驗結果，當時確實只

需要利用影像去做判斷這個需求而已，你的想法很好，問

題也很棒，不過我恐怕不能現在就給你答案，畢竟這需要

經過時做測試才會有結果。」這句話深深的震驚了我，原

來日本人已經領先我們很多，看來我們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才行。演講結束後，我們致贈感謝狀以及伴手禮給予 TORII

教授，也希望未來東京大學與屏科大能有更一步的交流合

作，下圖為聯盟總召集人致贈感謝狀以及最後與校內工學

院丁澈士院長(右三)、機械系林宜宏教授(右一)以及生機系

洪辰雄助理教授(左一)合影留念。 

 

 

工商服務 

 拜訪凱傑林企業創辦人李應利總經理 
時間: 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地點: 新北市板橋區凱傑林企業    李秋月 新北報導 

凱傑林企業成立於 2007 年，致力於植物生長之研究開

發，並擁有多項專利；產品包括 LED 植物燈及光源控制系

統等，且擁有完整的技術創新能力。同時配合客戶需求及

產業發展趨勢，持續投入新產品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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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宇園企業創辦人鄭翔懋總經理 

時間: 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地點: 新北市土城區宇園企業      李秋月 新北報導 

宇園公司自 1986 年即投入美容生產市場，自日本引進各

項精研技術，擁有全系列美容儀器產品及各項製造資訊技

術。微雕儀產生的波形，所配合的驅動程式，產生的可動

週波，可動週波作用於肌膚不具入侵且有強烈按摩效果，

可達到組織再生、促進滲透效應即可完美保養肌膚。同時

可自動偵測臉部線條及肌膚厚度，可達到緊緻肌膚、重塑

肌肉組織增生的效果，電流波形十分穩定、安全。 

 
 
 
 
 
 

 拜訪澳登堡企業創辦人傅正昌總經理 
時間: 2016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6:30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澳登堡企業   李秋月 台北報導 

廠商澳登堡為專業的代理和諮詢服務公司，提供的產品含

括專用清洗設備。理化、分析檢驗設備、表面/界面化學量、

食品檢測設備等。同時代理 KRUSS 德國專業動態表面張

力、WALZ 德國專業植物螢光光合作用系統、植物生理生

態研究監控設備(WALZ 台灣總代理)、物理摩擦力學研究

設備(HEIDON 台灣總代理)及 LANCER 法國品牌專業全

自動洗瓶機等。 

  

 

 庚晉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地技術指導 
時間: 2016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2:00 

地點: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庚晉公司大樓 田峻墉 屏東報導 

本次訪視行程由聯盟總召集人張仲良教授帶領生機系許益

誠主任等一行人前往台南庚晉科技公司所投資建立的植物

工廠內進行技術指導與專業諮詢工作，聯盟委員們分別針

對該公司現有之照明設備、養液循環設備、空調設備以及

電力設備提供改善建議，希望整套作物生產設備性能能夠

提升，會後，該公司也和屏科大簽訂初期合作備忘錄以及

專利技轉，並討論未來申請 SBIR 計劃所需注意之事項，

相信透過此合作策略與機制，能夠提供庚晉公司跨域致力

於從事生產乾淨無毒之蔬菜過程中有效的支持。以下是當

日訪視過程中留影照片。 

 

   

專題報導 

 混合雲專業整合服務 

作者: 數位無限軟體公司技術團隊 

美國標準研究院 ( NIST ) 定義雲端五大特徵，包含隨需求

應變自助服務 ( On-demand Self-service ) 、隨時隨地用

任何網路裝置存取 ( Broad Network Access )、多人共享

資源池 ( Resouce Pooling )、快速重新部署靈活度 

( Rapid Elasticity ) 與 可 被 監 控 與 量 測 的 服 務 

( Measured Service )。但除了共享資源池與網路存取外，

其他項目無論是在虛擬化服務或是公有雲，都比較少看到

有提供服務。目前看來，VMware 與 AWS 所提供的服

務是相當完善的，可另外付費補足其他要素，但像是 

OpenStack 之類的雲，就相對缺乏其他服務。而混合雲的

服務，除了可建立虛擬運算平台外，還能提供管理平台，

更重要的是可結合不同的雲。 

在數位無限中所提供的混合雲有三個重要特性，第一是提

供單一介面管理混合雲，在使用不同雲時，每個雲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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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不同，API 也不同。混合雲所提供的服務就是整合所

有的管理介面，並設計單一介面來讓使用者操作，也就是

說只要用同一個介面，就可以操作並使用所管理每一朵雲

的功能。混合雲也會提供單一 API 給開發者，讓開發者不

用因為不同雲而改變程式。 

第二個特性就是在不同的雲上提供相同的服務，例如有些

功能在 VMware 上有，但其他雲上不見的有，數位無限

所提供的服務就是讓沒有這些功能的雲，可經由混合雲來

擁有這些服務。第三個特色是將服務或應用程式一次化部

署於混合雲，有了混合雲的服務，使用者不需要個別將程

式部署到不同雲上，只要部署在混合雲上，就可根據所需，

部署在不同雲上。 

若以手機漫遊服務來說，你的手機插入的是中華電信的 

sim 卡，這張 sim 卡不僅只有覆蓋台灣的通訊服務，透

過一個跨平台的管理機制、Data Center（數據中心）的開

放，到了海外其他國家，這張 sim 卡讓你的手機可以漫

遊全世界各地的電信商，這就如同數位無限，提供企業用

戶一種「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的跨平台管理，讓企業相關資訊人員能在公有雲、

私有雲之間易於轉換，對服務商而言，提供的服務能漫遊

到世界各地，不受到當地的機房、頻寬、法規限制等因素

的干擾或影響，對用戶端而言，能取得落地的服務，進而

使用或是購買，總體有助企業將管理效率化，增加營收。 

 

 

 

 

哪些企業需要用到數位無限的服務？ 

首要的客戶對象是需要管理多個 VM (虛擬系統)，這類客

戶以開發者居多，他們必須頻繁開關與管理多個 VM，在

管理上會相當繁複，CloudFusion 就可提供單一的管理介

面，讓他們可更輕鬆的控制。第二就是有需要多雲服務的

企業，無論是在公有雲或是私有雲上，只要在進入第二朵

雲有管理困難的，或是必須將服務部署到不同區域的雲端

服務，就是混合雲服務的對象。第三個就是對於自主化與

自動化服務有需求的業者，在傳統上，雲端資源的分配與

轉移，大多由 IT 人員憑藉經驗與人力來控制，但一旦想

把這樣的工作，以自動化方式來做處理，降低服務中斷風

險的業主，就非常適合使用混合雲的服務了！ 

數位無限所提供單一介面就可控管各區域雲端平台的混合

雲服務，對於需要此服務的企業可以得到那些幫助？ 

最重要的幫助是增加企業的管理價值與提高服務水準，並

可將資源做最好的應用。在 IT 業中，有許多必須憑藉人

力來去計算或是服務的，但這些人力其實是可讓他們更專

注於公司主要服務上，而不是花在反覆的操作上。另外，

有許多用戶對於選擇公有雲是有困難的，而數位無限就可

提供多項諮詢，來讓用戶查詢並部署。我們希望透過 

CloudFusion，讓全球如同只有一朵雲，全世界各地的雲

端籓籬將被弭平，好的服務可以更快速在世界拓展，更無

邊界的讓每個人感到幸福。 

研討與技術會議 

 (2016/9/29 日-10/1 日)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http://www.inventaipei.com.tw/ 

 (2016/8/31 日-9/3 日)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暨

ARIS/NCAR 研討會 

http://www.autotaiwan.com.tw/ 

 (2016/8/10 日)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說明暨會員廠商

交流會(南部場) 

 The 6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loud and 

Service Computing 

  http://grid.chu.edu.tw/sc2-2016/ 

聯盟企業會員連結 

凱傑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dtaipei.com/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nfinitiessoft.com 

庚晉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gengjin.com.tw/ 

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d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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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炬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unwave-led.com/ 

台銳科有限公司 

http://www.tevc.com.tw/ 

宸嘉生技有限公司 

台灣牛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宇園有限公司  

誠映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中) 

保證責任台南市頭社果菜運銷合作社 (簽約中) 

 

相關網頁連結 

 科技部產學小聯盟 

http://web.etop.org.tw/eTop_Alliance/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http://www.caapic.npust.edu.tw/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 CIAM 

http://www.bime.ntu.edu.tw/ciam 

 台灣生物機電學會 TIBM 

http://www.tibm.org.tw/ 

 工研院 IEK 產業情報網 

http://ieknet.iek.org.tw/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http://www.artc.org.tw/chinese/05_about/01_01list.aspx 

 農業生技產業資訊網 

http://agbio.coa.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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