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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6 年 10 月 

發行人: 張仲良 
  

總召集人的話 

各位夥伴，大家好。本聯盟成立至今已迄半

年多，承蒙各位前輩與先進的鼓勵與支持，

各項技術推廣工作皆已順利展開，冀望在未

來，聯盟能繼續帶給新興設施農業/農機產

業一些幫助，提升與創造新興農業的產業價

值。 

在8月10日，聯盟已於南部辦理完成第二場

聯盟說明暨會員廠商交流簽約會，會中除了舉行產學合作備忘錄

簽約儀式之外，還特別邀請台中農試所邱相文博士進行一場精彩

演講。當日與會廠商眾多，討論相當熱絡。此外，聯盟已於10月7

日於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舉辦一場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

研討會，會後並與張育森教授兼系主任攜手合作，一起推動城市

綠化與能源再利用，希望藉由這樣的合作模式，促成更多的產學

合作與技術研發能量。10月21日，台灣生物機電學會與中華農業

機械學會合辦「第九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器人競賽」與「第六屆

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承蒙本聯盟諮詢委員江昭皚教授

兼台灣生機學會理事長的協助，讓聯盟能協辦此次活動，有效提

升了聯盟在各界的能見度。另10月22日由聯盟會員澳登堡公司所

主辦的2016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很榮幸地，聯盟能夠協

辦此場活動，從中認識不少作物培育專家與學者。 

本聯盟從 2016 年 5 月開始發行一年四期的會訊，希望能夠用以

聯絡與了解聯盟運作的情形以及會員間的動態訊息，同時提升聯

盟在產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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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祝福各位身體健康、事業順利、闔家平安喜樂。 

註：本期會訊中，特別分享了來自越南胡志明市理工大學 Pham, 

Viet-Coung 講師以及日本東京 新農林社 社長 岸田義典博士蒞

臨本聯盟進行共 5 場的專題講座過程；技術專欄方面，則是特別

邀請凱傑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團隊撰寫｢自動化 LED 混合光

源控制系統｣一篇。 

聯盟總召集人 張仲良 

會訊內容摘要 

總召集人的話   
 

最新消息 
 恭賀數位無限公司正式登陸泰國混合雲管理市場 

 恭賀凱傑林企業於清大育成中心產品發表會參展成功 

 恭賀張仲良教授指導學生林冠旻、宋公博參加第六屆物

理建模創意競賽，榮獲第二名 

 恭賀張仲良教授指導學生田峻墉、傅偉倫參加「第六屆

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榮獲第一名 
 
活動報導  

 2016 年生技產業技術媒合會 

 「農業生產力 4.0 區域產學策略聯盟」暨「智慧農業

生產技術聯盟」說明會暨簽約儀式 

 暑期生物機電體驗營活動 

 胡志明市理工大學 Pham, Viet-Coung 學術專題講座 

 日本新農林社 社長 岸田義典 博士學術專題講座 

 2016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 

 「第九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器人競賽」與「第六屆節能

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 

工商服務  
 保證責任台南市頭社果菜運銷合作社 

 美豐水果行 

 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光炬科技有限公司 
 

專題報導 
 自動化 LED 混合光源控制系統 

研討與技術會議  

 11/9 日-11/10 日: 2016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台中) 

 11/10 日-11/12 日: 2016 台灣國際蔬果展 (高雄) 

 11/11 日:前瞻通訊網路研討會 (FCN 2016) 

 11/11 日: 105 年度科技部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會(台北) 

12/10 日-12/11 日:大港自造節(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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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數位無限公司正式登陸泰國混合雲管理市場 
在 2016 年五月經由交大加速器的邀約，數位無限成爲

2016 年泰國新創技術發表會上唯一一家國外技術團隊在台

發表雲端管理技術與經驗分享，該活動便揭開了這次的合

作起點。在活動裡，數位無限與泰國政府官員交流中促使

這次結盟，策略性結盟的夥伴包括數位無限軟體（台灣混

合雲管理平台專家），Netka System（泰國資訊實體管理

平台專家）以及 Touch Technology（泰國無綫網絡管理專

家），並為資料中心與現代企業設計打造一個全方位資訊

資源管理軟體(下圖左: 數位無限公司 陳文裕 總經理)。 

 

圖一：數位無限與泰國企業專家進行策略性結盟 

 恭賀凱傑林公司於清大育成中心產品發表會參
展成功 

凱傑林公司以自行研發 APP 植栽生長架，採以三波長植物

燈，可提供各種蔬菜對光源波長條件之需求，並可將條件

參數儲存於雲端資料庫中，以利蔬菜生長條件資料庫之整

合與分析可模擬環境條件的可程式系統，包括：人機介面

輸入、通訊協定制定、光源開啟排程管理，以利使用者進

行蔬菜培育。另開發行動 APP 裝置，使用智慧型手機來開

啟使用及設定系統內的參數。同時提供國人食品安全觀念，

提倡消費者自己栽種有機蔬菜及相關業者推廣產品服務區

(圖二: 凱傑林公司參展當日快照)。  
 

 恭賀張仲良教授指導學生林冠旻、宋公博參加第
六屆物理建模創意競賽，榮獲第二名 

屏科大生機系張仲良教授帶領 ISASP 實驗室林冠旻、宋公

博兩位學生，也是聯盟工作人員，在今年的第六屆物理建

模創意競賽勇奪第二名，此項競賽主題在於激發學生創意

並透過建模軟體來實現馳騁的想像，本次參賽者來自不同

大專院校的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屏科大參賽學生以｢四輪

驅動之農業挖洞車｣為主題，契合研究所學並加以模組化設

計，獲得加拿大籍評審青睞獲得第二名佳績，為本聯盟爭

光(圖三：獲獎同學與指導老師合影)。 

 
圖二：凱傑林公司參與清大育成中心產品發表會 

 
圖三：獲獎同學與指導老師合影 

 恭賀張仲良教授指導學生田峻墉、傅偉倫參加第
六屆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榮獲第一名 

屏科大生機系張仲良教授帶領 ISASP 實驗室田峻墉、傅偉

倫兩位學生(也是聯盟工作人員)，參與今年由嘉義大學與虎

尾科技大學所合辦的第六屆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

並在眾多參賽隊伍中勇奪第一名。此項競賽參賽對象分別

來自於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宜蘭大學、嘉義大學與屏東

科技大學等大專院校學生，競賽相當激烈，屏東科技大學

以一套自製數位資料擷取裝置，精準擷取環控系統內參數

資料並施予內部穩定控制，奪得佳績，值得慶賀，賽後競

賽同學表示，我們花了很久時間在調整環控參數，也盡了

最大努力，相當高興我們能拿到此次競賽第一名，也謝謝

張仲良老師的指導。註: 台灣生機學會江理事長頒獎給第一

名隊伍(圖四)。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6 年 10 月  3 
 

 

圖四：台灣生機學會江理事長頒獎給第一名屏科大隊伍(上) 

活動報導  

 2016 年生技產業技術媒合會 
時間:2016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四)下午 10:00 
地點: 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管理中心 3F 會議室 

節錄屏科大焦點新聞 

為結合學術界與產業界資源，共同提升研發能量，本校與

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及中華民國農科園區產學協

會於 105 年 7 月 28 日共同舉辦生技產業技術媒合會，邀請

相關學研單位及廠商代表發表技術成果，希冀有效促進產

業界與學術界互動，創造人才、技術跨領域及跨校的合作，

現場亦提供一對一的媒合服務，讓廠商及學研單位可以深

入互動交流，創造雙贏的契機。本次技術媒合會聚焦「食

品與美妝生技」以及「農業設備與資材」兩個領域，學界

代表有本校屏科大、金屬工業發展研究中心天然物創新應

用研究所、國立高雄醫學大學、美和科技大學、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等 11 位學研單位翹楚，業界代表

有會昌實業、海森林生技、揚大生技、山汰生技、大益農

業科技、微新生技、駿宇科技等 7 位業界先進，活動吸引

相關領域的產官學研代表共襄盛舉，現場互動熱絡。食

品與美妝生技領域學界發表的主題有天然物創新應用研

究所(NPiL)簡介、轉譯化粧品平台暨抗霧霾化粧保養品

原料開發、跨國保健品開發產學合作與技術服務經驗分

享、利用地膚子活性成分開發抗老化保養化妝品、苦瓜

與南瓜的降血糖研究等；農業設備與資材領域學界發表的

主題有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介紹、蔬菜重要害蟲黃條葉

蚤之強效誘殺噴膠、黑殭菌微生物殺蟲劑開發與應用、黑

殭菌微生物殺蟲劑開發與應用等。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籌備處張淑賢主任指出，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成立 大的

目的在於將台灣農業科技的研發成果產業化，希望透過

這個場合能夠讓產學研各單位的研發成果有真正合作的

機會，未來透過產學合作計畫來進行試量產，以讓研發

技術可以真正商品化、產業化。園區產業要茁壯，需透

過產學研合作，共同帶動技術的提升與創新及產業人才

培訓等，積極整合各方資源來帶動產業拓展國際市場。 

註: 會場報告情形(圖五) 

 

 
圖五：生技產業技術媒合會現場(上)/聯盟技術推廣(下) 

 
 「農業生產力 4.0 區域產學策略聯盟」暨「智
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說明會暨簽約儀式 

時間:2016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三)下午 1:30 
地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蔡淑娟/傅偉倫 屏東報導 

本聯盟為推動各項農業生產技術開發，促進智慧農業生產

技術的交流，於 105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3:30~18:10 分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辦「農業生產力

4.0 區域產學策略聯盟」暨「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簽約

儀式，透過結盟方式來盤整區域內產學雙方的研發能量，

共同提升產業技術。 

本次簽約儀式主辦單位「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為服務

國內農業發展及其相關產業，特舉辦「智慧農業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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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說明暨會員廠商技術交流會(南部場次)」。本次技術研

討會首先邀請聯盟召集人張仲良教授說明聯盟成立目的與

宗旨，接著由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邱相文博士，針對「植

物工廠技術與市場發展的契機」主題，進行精闢的演講。 

本次活動另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區域產學中心-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協同區域內的夥伴學校，包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和春技

術學院、美和科技大學、航空技術學院、高苑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等九所學校，利用其等在生物科技、農學、

資訊電子、精密機械、工程管理、文化創意、智慧物流等

各項軟硬體資源及研發能量，共同推動各項農業生產力 4.0

的技術開發，希望透過智能生產與智慧化管理，提升農業

整體生產效率與量能。也藉由籌組區域產學聯盟來促成聯

盟成員在技術研發與產業人才培育上的合作。本次簽約儀

式由各校的計畫執行人與企業代表共同簽訂，現場來賓共

同見證，簽約儀式圓滿完成。 

有鑒於現今農村正面臨勞動力缺乏與農民高齡化之窘境，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成立「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聯盟由

本校生物機電工程系張仲良教授擔任主持人暨總部召集

人，並與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國立中興

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國立嘉義大學生物產業機電

工程學系、本校車輛工程系、遠東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多

位教授及行政院農業試驗所研究人員、ARTC 車輛研究測

試中心、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多位專家共同組成。本聯盟結合了生物科技、硬

體設施栽培、軟體設計、電子設計、光電科技等相關領域，

協助國內廠商在智慧農業技術層面之提昇，並以輕省工化

的技術來協助高齡化農業人口，提升與解決目前田間作業

中一些高重複性與勞動力高的工作，提升相關產業國際競

爭力。 

本聯盟主要的技術有農業材料、溫室補光系統、多波段 LED

植物栽培燈具、養液調配系統、生物環控系統、田間作業

機具導航控制系統等。因技術深受廠商肯定，會中並與生

產 佳化植物栽培智慧照明設計與製作的庚晉科技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生產蔬果銷售與服務平台建置的衛可伺服網

路有限公司、生產農藥檢測裝置開發台灣牛農業生技有限

公司、生產 4WDS 導控技術開發的台銳科有限公司以及魚

菜共生系統設計與建置的家田企業有限公司等五家業者簽

訂合作技術意向書，期待可以與聯盟成員共同攜手成長。

註: 會場與會嘉賓合影留念(圖六) 

 

 

圖六：全體與會來賓合影留念(上)/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成員合影(下) 

 暑期生物機電體驗營活動 
時間: 2016 年 7 月 5 日 (星期二)下午 1:30 
地點: 屏科大生機系 BE110 教學實驗室 

傅偉倫 屏東報導 

此體驗營招收對象為高中職學生，共分為兩梯次，第二梯

次時間為 8 月 2 日，每梯次時間 3 天，聯盟協助辦理智慧

栽培技術以及農業機器人教導，在栽培技術方面，我們教

學員如何製作一個簡單的栽培裝置，我們利用現有生活中

隨手可得的材料進行設計與製作，完成一簡單的水耕 LED

栽培杯，成本不到 50 元；在農業機器人方面，我們教導學

員利用 MakeBlock 進行簡易農用機器人跟隨技術設計，我

們教導學員如何讓機器人可以跟隨著地上的黑色膠帶循跡

前進，同時如何組立一台輪式機器人， 後，每位學員在

課程結束後都能夠帶走自己所做的栽培裝置以及自行在練

習場地自由操作自己所設計的機器人，對於聯盟來說，可

確實落實人才培育向下扎根的目的。活動辦理情形(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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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生機體驗營活動辦理情形 
 

 胡志明市理工大學 Pham Viet Coung 講師學術
專題講座 

時間: 2016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一)上午 10:20 
地點: 屏科大生物機電工程系 BE114 教室 
主題: SLAM and Multi-Robot Exploration 

傅偉倫 屏東報導 

開學日，在聯盟主辦人-張仲良博士的安排下，我們邀請越

南胡志明市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 Viet-Coung Pham 老師

蒞臨本系參訪並進行一場關於智慧型機器人導航技術相關

演講，同時也分享了他對於多個機器人協同合作的優勢以

及如何有效掌握多機器人控制方法。 

演講中 Pham 老師提供許多研究成果，包含了無人飛行載

具(UAV)、無人化自動車及鑽洞挖土車等等，在 UAV 的部

分，系統上搭配 GPS 及攝影鏡頭，操作者只需要在介面上

就可以觀看到飛行器附近的影像以及在 map 上看到飛行器

所在的位置，而影片閱覽部分讓我感興趣的部分是鑽洞挖

土車的部分，他和我們實驗室所做的農用智慧挖洞車有異

曲同工之處，只是他們是利用柴油引擎而我們是用直流電

瓶輸出，相較之下，直流的做法動力比較小，體積也小。 

而在演講中老師也有提到有關多個機器人的控制系統，其

優點有: 1. 快速完成任務; 2.高效定位; 以及 3.更高容錯能

力等等，只需要一個起始點就可以展現多機多工的分工模

式，使其完成任務時間大大縮短許多，而當他完成任務時

又會照著計算行走的時間自動的回到原出發點，這項研究

的潛在價值是無限的，例如在陌生場域的探勘時，只要我

們在機器人載具上方架設 CCD 等紀錄影像的感測器，由機

器替我們去完成這件工作，不僅大大的降低一些在探知過

程中有可能經歷的未知的危險以及縮短了許多時間，當我

聯想到這方面時我不禁佩服 Pham 老師所做的研究。 

演講結束後，我們致贈了感謝狀給 Pham 老師並留下了全

體的合照已示留念，謝謝 Pham 老師給我們帶來這麼豐富

又生動的演講，使我們獲益良多。活動合影留念如圖八。  

 

 
圖八：專題演講活動辦理情形 

 日本新農林社社長 岸田義典博士學術專題講座 
時間: 2016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五)下午 1:30 
地點: 屏科大生物機電工程系 BE114 教室 
主題:  
PART I. HARMONIZATION WITH TOTAL LIFE SYSTEMS AND 
ROLE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PART II. FUTURE TREND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I 
AND ELECTRICALLY MOTORIZED- 

傅偉倫 屏東報導 

聯盟特別邀請到日本東京新農林社的社長 Kishida 博士蒞

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進行一場關於智慧農業生產機械相關

演講，內容主軸著重於如何導入農業工程學於永續生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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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農業機械未來發展的趨勢。 

Kishida 社長在日本農機界相當有名，今年 Kishida 已經邁

入 75 歲，仍然不忘持續推廣農業機械產業，近日 Kishida

榮獲日本小旭日章，非常值得慶賀。他目前也是 AMA 雜誌

的總編輯以及美國 ASABE 學會的會士。  

第一場演講中，Kishida 在開場中也提及了日本農業人口已

面臨老化以及年輕人不想下鄉工作等問題，台灣和日本一

樣也同樣面臨此項問題。如何能夠吸引年輕人從事農務工

作也是現今日本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接著，Kishida 社長

提到了一些有關於農業資源應用於我們生活系統中的一些

屬於他自己的想法還有見解，像說到農業部分我們會聯想

到氣候，而從氣候方面著手又會想到全球暖化這個議題等

等，整個系統個組件各個息息相關。Kishida 先生的演講與

其他教授比較不同的是，他不會一開始就帶你進入他的世

界他的主題，他會慢慢地帶領大家跟著他一起做想像的動

作，由簡入深的方式引導大家進入他的研究世界。  

在第二場演講時，Kishida 先生大多介紹農機具方面的部

分，其中 讓人驚訝的是一顆外觀小小的，重量 12 公斤卻

有 160P 的馬力輸出的直流馬達，且他的 高轉速可達

12000 轉，這對我當時對馬達的認知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

的境界。   

而在會後，也有與會者提及我們現今的社會都講求農機具

的自動化、智慧化、現代化，且 Kishida 社長也在演講中提

及農機具自動化與現代生活的結合，那在日本農民的接受

度廣泛嗎?，因為在台灣大多數農民還是比較偏向傳統更勝

於現代自動化機具，而 Kishida 的回答是:不管是在日本還

是台灣大家面臨到的狀況其實差不多，要農民全盤接受現

代化自動化雖然是有一定的困難度但我們還是要繼續為這

目標努力，畢竟為農業人帶來便利是我們這些做研究的人

的使命，這必須要靠大家的努力，這種我為人人的精神實

在讓人佩服。 

演講結束後，我們致贈了感謝狀以及伴手禮給 Kishida，並

留下了全體的合照已示留念，謝謝 Kishida 社長帶給我們這

麼豐富又生動的演講，使我們獲益良多。註:參訪當天活動

照片(圖九)。 

 

 

 
圖九：致贈感謝狀(上)/全體與會人員合影留念(下) 

 2016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 
時間:2016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五)下午 1:30 
地點: 台灣大學園藝系四號館 106 室 

李秋月 台北報導 

鑑於現今農村正面臨勞動力缺乏與農民高齡化之窘境，本

聯盟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將推動前瞻工程技術來推升農業

生產力，邁向高效率/效能、安全與降低風險的新農業時代。

期望此聯盟運作能強化未來建置生物工場之即時監控物聯

系統開發與應用，朝向具有前瞻性關鍵設備技術研發，藉

此提升設計層次，鞏固自主性的關鍵核心技術，培養生物

生產設備研究開發人才，同時也持續並進推動協同合作之

智慧化集團栽培模式，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希望藉由此聯

盟的成立，滿足光電、資通訊、設施農業以及自動化產業

發展的需求，提升相關產業國際競爭力。 

本次技術研討會邀請到台灣大學生物機電系陳林祈教授，

以 ”微型電化學離子感測器與植物工場應用”主題，進行

精闢的演講。 

微型電化學離子感測器具有定期、定品質、定量生產農作

物特點的植物工廠相關技術成為近年來各國紛紛投入的精

緻農業型式，而低價的養液檢測試片是未來發展先進植物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6 年 10 月  7 
 

工廠不可或缺的技術，植物工廠一般將其區分為太陽光利

用型、完全控制型與綜合型三種。在完全控制型植物工廠

方面，由於全使用人工方式來監測和控制植物所需環境條

件，因此所需消耗的能源成本與耗材相對昂貴，然而密閉

型植物工廠的生產環境，包含光、氣、CO2、培養液等，相

關環境的組成與作物產出結果卻 為定量與定性。未來生

產設施包含環境因子控制、資訊整合、自動化監控皆須朝

向精簡與低成本化來邁進，以期增加市場競爭力。隨著人

口老化，以及民眾健康意識的覺醒，環境安全、疾病預防、

健康狀況偵測等需求帶動整體生物醫療檢測市場快速成

長，在疾病檢測、生物標記、新藥與疫苗開發應用及伴隨

式診斷等產品研發趨勢下，生物感測器將是邁向個人化或

居家醫療不可或缺的工具。  

另外本次技術研討會邀請到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莊偉綜

博士，針對 ”同步輻射技術於農業科學應用之契機”主

題，進行精闢的演講。 

同步光源涵蓋從紅外線到硬 X 光波段，具有高亮度、高準

直性、偏振性與時脈解析等特性，與一般的分析技術相較，

特別適合極薄、極微量、微區與臨場(in-situ)分析，目前已

實際應用於電池電極材料分析、半導題材料分析與微影技

術、高分子結構分析、太陽光電材料分析、合金材料微區

分析、觸媒分析與奈微製造加工等。 後，莊博士更說明

使用同步光源來檢測土壤重金屬的可行性，同時補充說明

許多仿生材料的特性可用來充當農業資材使用，達到生態

環保與永續的目的。 

後由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系張育森教授，以”都市

園藝發展的新課題”主題，分享樂活新思維。 

利用種植和製作與植物有關的園藝活動來改善人的身、

心、靈狀況。而園藝治療的對象，可以是老人、小孩、中

輟生、智障者、坐輪椅的肢障者、精神出狀況的精障者等，

甚至還可以幫助受創的家暴婦女。園藝治療的 大特色

是，植物是個生命體，在照顧植物的過程中，會一直感覺

到生命的變化：發新葉、新芽、花開、花落，生生不息。

當人們感覺到有個生命需要照顧、呵護的時候，相對的便

能夠增加對自我的肯定。同時分享了”樂活養生之道”秘

訣為： 

 健康在吃睡運愉：吃得對、睡得飽、常運動、心情好 

 營養重蔬果水魚：蔬菜、水果、飲水、魚類 

 均衡合時規律：起居之不時，飲食之無節，侈於嗜欲，

而吝於運動，此數者，致病之大源也。 

會中聯盟主持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張仲良教授也說明了成

立聯盟的目標以及其宗旨並表示將持續為國內相關廠商提

供技術諮詢與輔導，促進產學的緊密交流與合作。未來擬

朝向成立智慧農業相關協會而努力，並使其可以永續發

展，以提昇與加快國內智慧農業相關產業之發展為目標。

在這次研討會中廠商跟廠商間以及廠商跟講師間有許多的

時間彼此互相交流意見及想法，現場討論互動頻繁熱烈(圖

十)。 

 

   

 
圖十：技術研討會講者演講情形；莊偉綜博士(下圖左)；陳林祈教

授(下圖右二)；張育森教授(下圖右一) 

 「第九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器人競賽」與「第六
屆節能減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 

時間: 2016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五)上午 9:30 
地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第三校區 

    傅偉倫 虎尾報導 

此競賽由台灣生物機電學會與中華農業機械學會每年輪流

舉辦，附屬於每年的生機與農機學術研討會中，今年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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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所舉辦第一屆台灣智慧農業機械

國際研討會來擴大舉辦，每年競賽都吸引不少學生前來比

賽，由於此類農業方面的競賽在台灣並不多見，也深具獨

特性。今年競賽由台灣生物機電學會主辦並由嘉義大學生

物機電工程系來負責整個競賽賽程與場地建置，田間機器

人競賽舉辦主要目的在於考驗參賽同學機構設計、創意思

考、系統整合、程式設計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而節能減

碳植物工廠監控競賽方面則是考驗著參賽者的系統辨識、

電路介面設計、邏輯策略以及電路配線的能力。兩個賽程

同在同一天分別於不同場地舉行，今年的比賽成果，田間

機器人競賽與植物工廠監控競賽首獎分別由國立嘉義大學

以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獲得，江理事長特別勉勵今年未能

獲獎的同學別氣餒，繼續努力，明年再來。圖十一表示競

賽活動辦理情形。 

 

 

圖十一：田間機器人競賽過程(上圖: 江理事長致詞)；屏科大團隊

獲首獎合影留念(下圖) 

 

 2016 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 
時間: 2016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 9:30 
地點: 中國文化大學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大恩館       

              李秋月 台北報導 

本屆研討會由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WALZ GmbH 及中國

文化大學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所主辦，智慧農業生產技術

聯盟協辦第二十一屆「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研討會」。自

1995 年首次舉辦以來，邀請學界、研究界知名人士共同參

與，進行論文發表，另將接受投稿論文進行研討，期盼藉

此研討會，能提升植物及病學之研究與發展，也提供植物

生理應用學者專家一個交流平台。 

本次研討會主題討論: 利用葉綠素螢光研究不同生態型水

竹草之光合作用特性、低光照影響蝴蝶蘭的光合效率及抽

梗、Clean energy H2 photobiologically produced by 

green algal Chlorella sp. DT mutants with 

overexpressed hydrogenase or ferredoxin、觀賞植物耐

熱性之篩選與改進、藉葉綠素螢光技術比較不同樹種的葉

部耐旱性、不同光源波長對萵苣及蘭花生長發育之影響、

利用生物炭降低銅離子對綠豆生長的毒害、四種不同光適

應性蕨類植物於光誘導期間之光保護與光抑制、藍光處理

對鳳尾菇抗氧化能力之影響等論文發表。在徐邦達教授、

張育森教授、熊同銓教授的主持下，會議圓滿地順利進行，

在這次研討會中講師跟許多學生彼此互相交流意見及想

法，現場討論互動頻繁熱烈，同時也獲得許多寶貴的知識

分享。 

為因應學術界及產業界之需求，近年來植物生理研究朝多

元化方向發展，並積極擴展應用層面，以期將植物研究發

展技術運用至各個相關領域，並提供國內外植物生理專家

學者、業界及研究生，另一個發表研究成果及相互切磋之

機會，相信藉由此研討會之舉辦，更能促進學術界之交流，

提升光合作用與植物生理的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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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研討會活動辦理情形 

工商服務 

 拜訪美豐水果行 
時間: 2016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8:00 
地點: 屏東縣長治鄉崙上村中興路 317 號        

              傅偉倫 屏東報導 

此次由聯盟召集人張仲良教授以及華相然老闆一同拜訪美

豐水果行老闆 邱先生，此行主要目的是與邱先生討論椰殼

處理的方式以及後續的應用，早期邱老闆經營椰子汁銷

售，然而，回收場已無多餘空間置放椰殼，因此，急需找

個適合的處理方式來解決椰殼堆積的問題，初步可嘗試製

作一機具來處理椰殼，成為水耕介質的一部分，同時也針

對複合肥料中加入椰粉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同時，召集人

也向邱老闆說明聯盟的運作模式，希望能夠邀請邱老闆能

夠加入聯盟。與邱老闆合影留念(圖十三)。 

 
圖十三：與美豐水果行邱老闆合影留念 

 
 拜訪保證責任台南市頭社果菜運銷合作社 

時間: 2016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地點: 頭社果菜運銷合作社        

                                              傅偉倫 台南報導 

此拜訪行程由聯盟召集人張仲良教授與衛可伺服網路公司

華老闆一同前往台南市頭社區果菜運銷合作社拜訪社長劉

先生，劉先生本身從事果樹栽培，據劉先生表示，這幾個

月，台南歷經幾次颱風侵襲，造成柚子以及芒果短收嚴重，

因此，劉先生想要藉由聯盟的幫忙，將頭社區的蔬果栽培

與運銷方式進行改變，希望能夠節省額外的運輸成本支

出，同時也希望能夠參考現代化溫室的做法來導入現有露

地栽培所面臨的問題。當天，我們也參觀了退休職員楊先

生所經營的溫室，據楊先生所表示，目前急需解決滴灌系

統中，管路阻塞的問題以及養液調理；也希望聯盟能夠開

發出一套養液循環監控裝置，避免養液遭受細菌的汙染。

與果菜運銷合作社劉理事長以及楊先生合影留念(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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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合作社劉理事長(上圖左)以及楊先生(下圖左)合影留念 

 拜訪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6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地點: 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科大蔡淑娟/傅偉倫屏東報導 

本次拜訪行程由屏科大區產中心蔡經理以及聯盟召集人張

仲良教授與位於屏東加工區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

雅生總經理會面商談，王總經理計畫投入興建作物生產廠

區，目前正考慮廠區內設置何種生產裝置，比如丹蔘、舞

菇等高經濟價值作物；同時，王總經理也在考慮魚菜共生

系統實施的可行性，目前王總經理廠區內已設有各項精密

食品加工與殺菌設備，且所銷售之食品皆經過嚴格認證並

廣受市場好評。王總經理表示，就聯盟所具有之技術要達

到整廠輸出成功生產，勢必在設計與規劃上會有所不同，

希望聯盟在這方面能有一套具體的措施，以便在日後有所

合作時能夠快速導入，召集人也和王總相約下次在本校參

訪實驗設施場與，以供雙方未來洽談之可行性。與金利食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總經理合影留念(圖十五)。 

 

圖十五：與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總經理(圖左)合影留念 

 拜訪光炬科技創辦人吳錦源總經理 
時間: 201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3:00 

地點: 新北市中和區光炬科技公司      

李秋月 新北報導 

本次拜訪行程由聯盟共同主持人許佳興教授與聯盟企業總

監李應利總經理與位於新北市中和區光炬科技吳錦源總經

理會面商談。 

光炬科技以照明專業的技術與經驗，提供客戶 可靠，品

質優良的光電照明產品與服務。同時強化企業體質，建立

更有活力之技術團隊、與客戶共同創造具有絶對競爭優勢

的經營團隊。所提供的產品已成功地打進核三廠的應用，

未來更以高端技術來因應客戶客製化的需求，未來聯盟將

協助廠商以下事項： 

1. 協助廠商完成認證作業； 

2. 協助申請政府補助計畫； 

3. 討論合作開發事宜，協助廠商自有產品的開發，提高國

際競爭力。 

 

 

 

 

 

 

 

 

 

 

 

 

 

 

 

 

 

 

圖十六：與光炬科技有限公司吳錦源總經理(上圖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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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自動化 LED 混合光源控制系統 
作者: 屏科大生機系/凱傑林公司技術團隊 

現代化溫室栽培系統架構如圖一所說明，每一個栽培系統

內皆含有環控裝置以及 LED 光源控制裝置，依照其受光來

源又可區分為全人工光源、混合日照/人工光源，在溫室內

有一中央監控室，主要監測各溫室系統內環境條件以及作

物受光情形，而使用者可以透過雲端系統了解溫室系統內

作物生長情形並隨時監控。本文所提之技術研究區塊主要

著重於光源控制系統設計，該系統係利用微控制器、Visual 

Basic (VB)與 C 程式語言完成一套以軟體控制介面來進行

LED 模組的光照強度控制。每控制迴路中之 LED 模組的數

量、電流與電壓值之需求可依植栽面積大小進行規劃與設

計，每迴路具有恆定電流驅動 LED 模組，電流控制方法則

採用脈寬調變(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技術。其

資料傳送方式則可利用電腦視窗介面將數據資料透過轉換

介面(可無線或有線方式)後傳送至多迴路控制系統，內部微

控制器依照資料內所設定的數值，進而利用 PWM 指令控

制每個迴路電流量，使連接於微控制器外部的 LED 模組依

照不同的電流值而產生不同的發光強度，進而有不同色光

的呈現。生長資料的參數設定值則有賴於專家資料庫所提

供。圖十七說明整個光源控制系統的方塊圖。 

圖十七：自動化光源控制系統架構 

本研究所使用微晶片控制系統電路架構如圖十九所示，系

統內包含PWM調控電路、微控制器以及金氧半場效電晶體

(MOSFET)放大電路，共分為M個群組，每個群組可調控多

組全彩LED模組，控制器電源模組為24V，微控制器晶片型

號為8位元PIC16F887微控制器，內部整合電路匯流排(I2C)

與串列介面週邊(SPI)通訊傳輸介面支援，電腦與微控制器

之間採用RS-232通訊協定進行溝通，微控制器與PWM晶片

間 溝 通 介 面 採 用 I2C 通 訊 協 定 ； PCA9634 則 是 菲 利 浦

(PHILIPS)公司所生產的IC，具有8通道獨立輸出，可利用跳

線器決定晶片腳位位置，達到同時使用多組IC的功能，精度

為8位元。透過利用數位類比轉換器(DAC)，將輸入的數位

信號轉換為小類比信號，然後送入至周邊設備，藉以控制

較高功率的驅動電路。依據數位類比轉換器的內部架構及

動作原理，其參考電源可內建於該元件上，亦可由外部提

供，藉以增加使用上的彈性，在微控制系統中可採用倍率

式數位類比轉換器做數位增益控制，其中 

V0=(1/K)V1 

若輸入碼為FFH(255)則V0 為 

V0  = 1/(255/256)V1= 1.004V1 

若輸入碼為01H(255)則V0為 

V0 = 1/(1/256)V1 = 256V1 

因此，可得知當輸入碼從 01H~FFH 變化時，其輸出電壓將

為輸入電壓的 1 到 255 的變化。本系統同時具備依照使用

者介面之應用程式(App)載入程式之方式進行不同程式之

執行運算；通訊傳輸元件一端接設來自該微處理控制單元

(MCU)之輸出單元(OU)，另一端經搭配設複數獨立通道脈

波寬度調變(PWM)輸出，又再與場效應電晶體元件相接

設；一使用者介面，其係內嵌複數可程式規劃之應用程式

(App)選單，使用者可透過其視窗軟體介面進行程序操作監

控，即視即見，同步將訊息資訊傳遞到該通訊傳輸元件之

反應輸出部。 

微處理控制單元係為PIC16F887晶片(但並不一定須使用此

晶片型號)，主要功能係用以控制內部整合電路匯流排的使

用狀態，其中使用狀態包括主控模式(Master)與從屬模式

(Slave)。在內部整合電路匯流排上的微處理器係為主控模

式時，內部整合電路匯流排會定址一個E2PROM來作為從

屬模 式用以接收 資料。當微 處理控制單 元(MCU)定 址

E2PROM 時，它是一個主控模式的傳送端，而E2PROM是

一個從屬模式的接收端。當微處理控制單元(MCU)在讀取

資料時，它是一個主控模式的接收端，而E2PROM 是一個

從屬模式的傳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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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介面中儲存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中應用程式經由

傳輸線送至微處理控制單元之輸入單元(IU)，其傳輸線介面

不限定為RS232 或萬用序列匯流排(Universal Serial Bus；

USB)。透過微處理控制單元之控制單元CU與算術邏輯單元

ALU進行資料的讀寫及記憶體單元MU儲存， 後將運算之

資料送至微處理控制單元之輸出單元OU。 

使用者介面在執行應用程式時，使用者介面會透過傳輸線

向微處理控制單元發送存取命令，微處理控制單元會透過

內部整合電路匯流排進行相應位址的查詢處理，當使用者

介面對微處理控制單元完成資料的存取後，微處理控制單

元根據內部整合電路匯流排所回應的輸出結果經輸出單元

轉發至通訊傳輸元件。通訊傳輸元件一端接設來自該微處

理控制單元之輸出單元，另一端經搭配設複數獨立通道脈

波寬度調變輸出，又再與場效應電晶體元件相接設，本計

畫中，微處理控制單元的工作電壓為3.5V至5V，而場效應

電晶體元件源極接口是提供大於12V 以上的電力，為實踐

調降源極端輸出之電壓及控制閘極端信號之啟閉，藉以輸

出穩定之電流供負載使用，以數位資訊改變輸出成調控類

比設備之方法。 

圖十八：調光電路架構 

 

研討與技術會議 

 11/9 日-11/10 日: 2016 創新發明應用研討會(台中) 
   http://cia.csie.ncut.edu.tw/AII2016/  

 11/10 日-11/12 日: 2016 台灣國際蔬果展 (高雄) 
http://www.taiwanfruitshow.com/ 

 11/11 日:前瞻通訊網路研討會(FCN 2016) 
http://mnet.cs.nthu.edu.tw/FCN2016/ 

 11/11 日: 105 年度科技部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會(台北) 
http://140.116.175.63/iucrp/index.php?c=msg1421
1&m=layout&d=msg 

 12/10 日-12/11 日:大港自造節(高雄) 

   https://zh-tw.facebook.com/MegaMak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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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宸嘉生技有限公司  

奧登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db.com.tw/  

宇園有限公司 http://nuegf.com/index4g.htm 

光炬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torchlite.com.tw/ 

台灣牛生技有限公司  

http://www.shop2000.com.tw/台灣牛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home 

台銳科有限公司 http://www.tevc.com.tw/ 
庚晉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http://www.gengjin.com.tw/ 

衛可伺服網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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