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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集人的話 

各位夥伴，大家好。由科技部產學園司所支

持、協助成立的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已順

利邁向第二年，再次謝謝各位前輩與先進的

指導與協助，冀望在未來的㇐年，各位能夠

給予聯盟持續的支持，我們必做好服務的工

作，提升新興設施資通訊農業/農機產業的

技術能量，㇐同創造新興農業的產業價值。 
4月25日，科技部產學園司委員蒞臨聯盟總

部給予指導與建議，會議過程中，委員們肯定聯盟所內含核心技

術，希望我們能夠彰顯技術價值所在，來突顯核心技術的重要性

及必需性，同時，委員們提供相當多的寶貴建議，尤以聯盟永續

性的探討值得我們深思，特別建議我們經營聯盟時，需要㇐位可

高效率的處理聯盟各項技術服務性工作與協調溝通的人才來分擔

庶務性工作，除了辦理活動外，還須了解與滿足會員或非會員們

的需求，並創造聯盟獨特的價值性，讓這樣的人才來協助經營聯

盟，也可以分擔老師們的工作(ps. 心有所感)。會後，我們帶領委

員們參訪聯盟技術實施場域，並獲得委員們的高度肯定，這項肯

定將帶給我們前進的力量，而這股力量，相信也感染當日與會的

各位夥伴，此次的訪視行程圓滿順利。下圖為當日與會會員以及

聯盟工作人合影留念。  

 

2017 年開始，聯盟改發行㇐年三期的會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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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總召集人 張仲良 

會刊內容摘要 

總召集人的話   
 

最新消息 
 恭賀安可爾科技榮獲 TAITRONIC 優選獎 

 歡迎典樹國際加入聯盟 

 歡迎安可爾科技加入聯盟 

 歡迎樂佳光能加入聯盟 
 
活動報導  
 美國伊利諾州大學 KC Ting 教授學術專題講座 
 智農聯盟北部會員新春團拜聯誼會 
 新加坡 ID CAPITAL 加速器與會員廠商交流 
 106 年度北部會員聯誼會 
 邀請 StarFab Accelerator 和會員廠商交流活動 

工商服務  
 大儀股份有限公司 
 誠映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樂佳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日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題報導 
 自動移動之鑽洞車-屏科大 

研討/技術/展覽會議  

 5/9-10 日: GFIA 國際農業暨創新技術展覽會(荷蘭) 
 5/25 日: 科技部智慧農業 4.0 創新技術與市場機會

跨界論壇(台中) 
 6/2 日: 2017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台中) 
 7/16-19 日: 2017 ASABE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Spokane, Washington USA. 
 11/22-25 日: 印尼國際食品飲料展(雅加達) 
 11/9-11 日: 台灣國際農業週，高雄展館 
 12/8-10 日: 第四屆高雄國際發明暨設計展(高雄

ICCK 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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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歡迎典樹國際加入聯盟 
典樹成立於 2016 年，是新北市板橋區第㇐家植物工廠

餐廳。㇐直以來，典樹堅持高品質的水耕蔬菜，化成搖

滾/罐/碗/暖沙拉新吃法，以扎實飽滿的片形/圓形三明治，

男女都有感的份量及不同種類的健康飲品、連甜點也要

好吃又健康。而且桌邊就能欣賞植物工廠的療癒風景，

伴隨著輕快舒服的音樂節奏，如家人般的親切服務，真

正的輕飲食體驗就該如此。 

 

 歡迎安可爾科技加入聯盟 
自 2010 年成立以來，安可爾致力於開發智慧建築控制

系統，兼具軟硬體整合技術。材料方面，選擇較耐高溫

的日製電容和其它元件，講究產品品質用最好的。研發

物聯網 LED 驅動器和雷達無線感應器，兩者結合，提供

完善的智慧控制解決方案，並獲得多國專利認證。將技

術、硬體及韌體結合的工程團隊，成功開發物聯網 LED

驅動器和雷達無線感應器，只要透過手機，就能操作，

還有故障自動會報等功能，達到近 9 成的省電效益，也

節省人力成本。將控制的技術，供電的技術，還有通訊

的技術整合在㇐個 LED 驅動程式裡面，不管什麼樣形式

的光源，接上去之後，就可以有機會，來跟網路做連線。 

透過手機就能輕鬆調整每㇐盞燈具的不同亮度，或是決

定亮前排燈，還是後排燈，甚至是單㇐盞燈。以㇐般使

用的日光燈，耗電量大約 1000 度電，通常都會改用 LED

燈來節省電力，大約 500 度電，如果裝了物聯網 LED 驅

動器，可再省下 370 度電，約 87%的電力。經由 NFC

來讀取裝置裡面的設定參數，那使用方式就跟刷悠遊卡

這樣㇐樣簡單。 

台灣中原大學體育館率先使用，讓 150 盞燈連上雲端，

輕鬆分區、分亮度遙控照明，不再造成突波，延⾧燈具

壽命，省去人力成本，美國加州的希爾頓、紐約的窗簾

工廠，也使用這項技術。不論人在哪裡，藉由智慧裝置，

就能控制遠端燈具，包括用電資訊和故障都能自動回報，

產品更獲得美國 FCC 和澳洲 RCM 等相關認證。 

 

 歡迎樂佳光能加入聯盟 
在南台灣推動植物工廠栽培應用並獲得使用者高度認同

的樂佳光能，係以太陽光電應用做為研發主軸的專業公

司，所推動的植物工廠，由於能夠做到定質、定量、定

期產出，且是 100％無毒的安全蔬菜。 

植物工廠是環控農業的㇐種，透過對設施內的環境做精

密控制，可實現農作物全年穩態量產的高效能農業系統，

由於是由微處理機對植物生育過程的溫度、濕度、光照、

CO2 濃度以及營養液等環境條件進行自動控制，不受或

很少受自然條件限制的全新生產方式，再加上高效率的

SOP 執行規範，穩定而規模化的產出將是常態；另㇐方

面，植物工廠可量產低硝酸鹽、低生菌數、無農藥、無

重金屬的安全蔬果，對於人類攝取的食物而言，是最自

然、最環保、最生鮮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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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美國伊利諾大學香檳分校 K. C. Ting 教授兼系主任
學術專題講座 

時間: 2016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上午 13:50 
地點: 屏科大生物機電工程系 BE114 教室 
主題: “Academic  Leadership  A  Systems  Approach”; 
“World  Hunger  Abatement  Task-Intelligent  Food  
Systems.(WHAT-IFS)” 

傅專員 屏東報導 

很榮幸能夠邀請丁冠中教授蒞臨聯盟進行兩場的專題演講，

丁教授出身台灣台北，目前致力於世界飢餓減排任務的工

作不遺餘力，身為美國 ASABE 學會會士以及農業與生物工

程系系主任，此次前來勉勵台灣學子須勇於挑戰自己，開

闊視野，藉由此次演講兩大主題：「世界饑餓減排任務智慧

食品系統」和「系統領導力—領導力思維與智慧」帶給每

位在場的聽眾截然不同的感受。以下節錄演講部分內容： 

領導的能力在現今生活中很重要，但甚麼是領導呢?又該如

何領導也是㇐門大學問，為什麼要發展領導能力呢?「訊息

是需要處理的，知識是內化後的訊息，智慧是有效利用知

識，知識又可叫能量，因此，知識加上智慧就是力量。」

領導、管理的主要人員職責在於提供增值的願景以及做出

適當的決定；世界上的人口與日俱增，人越來越多越來越

密集，相對的很多問題都會隨之產生，比如糧食短缺，而

糧食來源可以通過國內生產或是進口來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每天要攝取充足的食物才能達到㇐天所需的營養，而健康

的食物來源也需要好好把關才行，而食物的洗淨、烘調都

需要水來供給，所以水源的來源的處理也相對的重要。需

要有效管理與生產才能達到不浪費以及減排的目的…。 

 
K.C. Ting 專題講座現場 

 
聯盟總召集人致贈感謝狀給丁冠中教授(左) 

 智農聯盟北部會員新春團拜聯誼會 
時間:2017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下午 13:30 
地點: 時代金融廣場 B2 訓練教室 

李專員/傅專員 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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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 月 9 日下午 13:30~18:10 分假台

北市時代金融廣場 B2 訓練教室「北部會員新春團拜聯誼

會」。透過交流活動來整合各會員廠商的合作機會，共同提

升產業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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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農聯盟北部會員新春團拜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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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新加坡 ID CAPITAL 加速器與會員廠商交流 
時間:2017 年 3 月 7 日 (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 72 號 

李專員 台北報導 
首屆亞洲未來食品大賽 FFAA 正式啟動。作為泛亞太地區第

㇐個專注食品及農業科技領域的大賽，FFAA 今日正式啟動。

通過參加 FFAA 的大賽平臺，將有機會結識跨國企業，帶來

商業的迅速成⾧。FFAA 由 ID Capital 主辦，得到了新加坡

經濟發展局和全球農業巨頭 ADM（紐交所代碼：ADM）

的大力支持。主辦團隊相信科技和創新會幫助人類迎接未

來食品的挑戰。FFAA 也相信，農業領域的問題通常具有高

度地域化的特色，只有在本地區深耕的團隊才能找到相應

的解決方法。ADM 是國際農業及食品行業的領導者，⾧期

推進該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是能夠幫助將 FFAA 的願景轉變

為現實的絕佳合作夥伴。想看到亞太地區農業及食品科技

的繁榮發展，完善的生態圈不可或缺，相信 FFAA 將為此做

出巨大貢獻。智農聯盟安排 ID Capital 此行來台灣的交流，

包括與廠商會員典樹國際、凱傑林企業、誠映進行交流，

同時也參訪了屏科大貨櫃型植物工廠，也讓 ID Capital 見

證了台灣在農業上的貢獻。 

 

ID Capital 與典樹國際團隊合影 

 
ID Capital 與凱傑林交流 

 
ID Capital 與誠映團隊合影 

 邀請 StarFab Accelerator 和會員廠商交流活動 
時間: 2017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二)下午 18:00 
地點: 翠活植物工廠餐廳 

李專員 台北報導 

StarFab Accelerator 是亞洲唯㇐主題式育成暨軟硬整合加

速器。截至 2016 年底，已育成 62 家新創公司，這些新創

被企業與創投投資的比率高達 40%。成績如此亮眼，是因

為 StarFab 以商業合作為主軸、以大帶小為策略，與中華電

信、台灣大哥大、台達電、英業達、研華、凌群等 17 家大

企業合作，由這些企業出題，表明他們欲與新創合作的項

目，再由 StarFab 找團隊與企業媒合，讓新創公司能透過大

企業的輔導與資源，找對市場，把生意做大。主題式育成

的題目以四大類為主：IoT、大數據、雲端應用、工業 4.0，

細項多達 70 多種類子題。 

 

活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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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力量大 聯盟舉辦「智農聯盟廠商聯誼會」 
時間: 2017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三)下午 16:00 
地點: 翠活植物工廠餐廳 

李專員 台北報導 

智農聯盟執行科技部「產學小聯盟」計畫，3/29 於板橋翠

活餐廳辦理首場「智慧農業科技會員廠商聯誼會」，邀請

典樹國際、凱傑林企業、中醫藥研究所、澳登堡、熾狐科

技、大儀公司、丰禾社會企業、安可爾科技等業界先進，

向在場逾 20 位出席廠商分享智慧農業在台灣的經營策略及

模式，現場並提供政府各項補助活動及智農聯盟服務，讓

國內有意申請補助計畫的會員廠商，盡早爭取補助計畫。 

為協助國內會員廠商參與政府各項補助活動，聯盟也指派

專員服務，協助會員廠商在撰寫計畫書的協助。目前已有

數位無限公司及安可爾科技已向本聯盟提出農委會產學合

作計畫。 

 
活動辦理情形(㇐) 

 
活動辦理情形(二) 

工商服務 

 參訪大儀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6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3:00 
地點: 大儀公司辦公室 

  李專員  台北報導 

廠商會員成立於 1987 年，為日商 Nikkiso Co., Ltd.、

美商 Sundyne, LLC 及德商 LEWA GmbH 產品之台灣

總代理。主要銷售產品為定量泵浦、Sundyne 高速泵

浦與壓縮機，以及 NIKKISO 無洩漏、符合環保需求之

無軸封泵浦。這些產品在臺灣已被廣泛採用於各大 石

化、煉油、化纖、鋼鐵、核能電廠、半導體、化學品倉

儲、食品工業、醫藥研發、海水淡化廠…等業界⾧達四

十年之久。 

 
與大儀股份有限公司陳總經理(左三)合影留念 

 參訪誠映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地點: 誠映公司辦公室 
                                  李專員 台北報導 

會員提供水產養殖業者有效率的以及負擔的起的智慧服

務，產業升級。創新的產品：水體偵測器，運用物聯網技

術協助業者擴大產能、降低風險，解決⾧久以來所面臨的

問題。未來也期待與產業周邊不同領域的技術結合，運用

更多新科技，注入更多能量，達到滋養地球，擴增糧食的

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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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誠映股份有限公司陳總經理(左㇐)合影留念 

 參訪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地點: 數位無限辦公室 
                                 李專員  台北報導 

會員目前研發推出的 CloudFusion 混合雲管理平台能結

合旗下 LogLoop 日誌收集與分析平台、AppBallon 流程

控管與應用部署平台等雲端解決方案，讓用戶可以將他們

的服務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落地在全球的公、私有

雲。核心服務是替客戶打造㇐個更靈活、更容易管理的雲

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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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陳總經理(左㇐)合影留念 

 參訪樂佳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 樂佳光能公司辦公室 

                                 傅專員 台南報導 

樂佳光能公司早期是自動化系統廠商，7 年前跨域至
植物工廠產業，現已成為㇐專業化植物工廠系統廠商，
協助客戶建造與規劃植物工廠，公司內也有㇐套生產
作業流程，從上游至下游市場銷售端㇐貫化作業，現
已打進大陸市場，取得大陸 Costco 授權，在賣場內販售新

鮮蔬菜，訪視過程中，該司蘇總經理不遺餘力推廣自家安

全無毒的蔬菜，聯盟主持人也提出現有植物工廠規劃時需

要留意的㇐些看法，與會過程中，大家相談愉快，蘇總經

理本身也是台南綠色聯盟的理事，對於聯盟的經營理念非

常認同，也期望能與聯盟有合作機會，㇐同創造高效與節

能的生物生產流程技術，推廣無毒安全的食品。 

 
與樂佳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蘇總經理(右三)合影留念 

 參訪日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7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地點: 日鶴實業公司辦公室 

                                 傅專員 台南報導 

該司成立於西元 1992 年，以機械及光學技術，自行研發彩

虹膜，成為台灣第㇐家彩虹膜製造商。聯盟主持人偕同楊

州斌老師、區產中心蔡淑娟副理以及聯盟工作人員㇐同參

訪該公司，當日承蒙魏廠⾧、陳工程師以及鄭經理帶著我

們參觀各種研發商品，包含包裝、文具用品、手提包、食

品包裝、活動場佈用品以及裝飾品等。同時簡要說明公司

的現況以及未來發展情形，鄭經理表示，公司對於彩虹膜

技術導入新興農業領域相當有信心，前期已與工研院有合

作的經驗，希望此項技術能夠在農業應用領域上能夠發揮

效用，未來期望能與聯盟有再進㇐步的合作空間。 

公司網址: 

http://www.rainbowfilm.com.tw/index.php?la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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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魏場⾧(右四)、鄭經理(左四)合影留念 

 
日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口頭簡報場景 

專題報導 

 自動移動之鑽洞車 
作者: 屏科大生機系技術團隊 

本作品之執行創作設計內容項目包含田間導航與運動

控制系統設計製作、建立與實現；挖掘機構與作業機具設

計與製作；機器人運動規格提升規劃與性能測試。其設計

方法與流程包含： 

1、透過 PWM 技術以數位化方式控制機器人行走穩定性；  

2、以 PID 與模糊控制整合技術，研究機器人行進航位與轉

速之關聯性，並將控制參數條件記錄以利成精準定位之性

能； 

3、制定機器人挖洞計劃，透過人性化之介面輸入，將挖洞

參數以及行進模式制定下來，以利農民使用與操作。 

主要研發策略在於了解挖洞方式與載具行走之關係、

藉由 PWM 的驅動電壓調整，來找出適合之馬達行進速度

以及扭力、並將所配合的挖洞參數結果條件儲存起來，達

到精準挖洞以及高定位精度的田間挖洞功能管理之目的。 

(㇐) 導航與運動控制系統設計：  

A) 開發導航定位系統 

本作品採用四輪輪式機器人來進行航位控制，除此之

外，由於機器人的航向角度(heading angle)可以採用機器

人兩輪內裝之編碼器來計算獲得，然而，此種作法㇐旦經

過⾧時間的移動後，會產生累積角度誤差而無法精確完成

直線航行的目的，因此，本研究僅依賴電子羅盤來取得機

器人航向角度數據，儘管羅盤易受到外界電磁干擾而影響

角度判別，但經由每次的校正過程可以解決此項問題。本

系統採用雷射測距裝置來量測機器人前方與定點物體之距

離，當距離值等於所設定的臨界值時，則機器人進行轉向

動作；而電子羅盤與編碼器則是系統用來執行直線航行功

能所需，由於採用編碼器所獲得的轉速值會因為輪徑誤差

以及機器人乘載重量的分配不平均等因素，造成各顆馬達

轉速誤差產生，導致機器人偏離航道，因此，本作品提出

㇐兩階段式動態控制策略(two-stage dynamic control 

scheme)來維持機器人的行進直線性。而控制目標則是須達

到四個馬達的轉速相同以及四個輪子的轉動的角度也需相

同。因此，系統採用兩種控制模式，分別是位置型模式與

速度型模式。兩模式之間則透過電子羅盤所給予的角度與

目標航向的角度差值來進行切換。 

 B) 各感測與控制零件規格設計與整合； 

整個開發平台採用兩組 AVR 微控制晶片做為運算核

心，機器人以 ATmega 2560 做為控制與決策核心，感測單

元包括了電子羅盤、編碼器及雷射測距儀，受控體則為 12V

直流馬達。透過感測元件回傳機器人目前狀況包括：轉速、

航向及與前方設定轉彎點距離，經由決策核心運算決定適

當輸出量施與受控體，完成本文載具之系統架構，如圖 2

所示。由於田間作業場地複雜不完整時常導致車體傾斜，

而為了能夠克服地形高低落差造成電子羅盤角度判讀不精

確所造成航位推算誤差，系統平台加裝了姿態感測裝置，

利用㇐組 ATmega328 做為控制核心，讀取加速規及陀螺

儀資訊，並推算目前車體傾斜角度，透過軟體程式來修正

補償俯仰角(Pitch)及翻滾角(Roll)，採以鬆耦合的方式，讓

車子姿態不會受到地形影響而產生航位誤差。 

C) 開發版與週邊電路板整合輸出。 

採用 PROTEL 工具軟體來 LAYOUT 出機器人控制電路，

將相關模組全部放在同㇐塊控制電路上，讓使用者方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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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中包含了微控制器、馬達驅動電路、電源模組、感

測器訊號產生元件。 

(二) 載具機構與作業機具設計與製作 

     在農業用載具的設計與製作上，應考慮以下幾個因

素： 

(1) 車體機構的設計：此為載具設計中最為重要的，載具的

⾧寬高比例，都會影響後續軟硬體設計上的規劃，如電

路控制器、感測器、驅動器及電池的擺放位置，以及因

車體支撐點距離而改變載具轉彎的角度，連同在重量上

也有相對連帶關係。 

(2) 重量與續航力：在不考慮環境條件下，載具的重量影響

馬達的負擔，為了增加續航力而增加電池數量，可能造

成載具承載越重，因而電力的需求相形增加。 

(3) 感測器的選用：感測器的種類、功能、應用、價格都是

重要考量，普遍常見的低價感測器就屬紅外線感測器與

超音波感測器，但因考量感測的靈敏度與距離⾧短，因

而需搭配多樣類型的感測器以達到準確的量測。 

(4) 操作使用的介面：使用者在啟動載具時，欲更改或設定

內部預設參數，可由外部按鍵等操作，並由 LCD 等顯示

做確認動作，外部的輸入與輸出都需具備簡單易懂的操

作介面才行。 

(5) 載具應用環境：田間載具行走路徑常會面臨崎嶇不平道

路或傾斜的坡地、路面溼滑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將其納

入載具設計考量。 

基於以上幾點論述，在設計田間載具時除了機構需要具備

良好的堅固性之外，在軟體程式與感測元件的配合上也極

需有較大的彈性與適應性。本作品之載具主體設計為四輪，

採四輪為主要動力，在載具後方可加裝㇐個連軸器，以便

可以依使用者需求再增加㇐個曳引車。主載具⾧約 85.1 公

分、寬約 58.5 公分、高約 23.6 公分、可承受重量約 80Kg，

採鋁擠型支架，使用 12V NiMh 電池，13 AH。輪胎外徑

尺寸為 310 mm，在載具主體上方設計㇐⾧方形的空間，

可將控制器、感測器、驅動器、電池等裝置在內部，可以

保護設備的安全，即使在下雨天也可以使用本載具。本研

究所設計之高精度直線定位導航之田間電動挖洞機器人，

其機構零件圖繪製採用 SolidWorks 2012 繪圖軟體，整體

完成外觀如下圖所示。 

 

   

(a)                     (b) 

           

(c)                     (d) 

無人化挖洞機器人 (a) 整體外觀  (b) 挖洞機構 (c)觸碰

螢幕 (d) 航向校正平台 

(三)  結果與討論 

由於近年來政府積極提倡與推廣精緻與精準設施(精

耕)農業，目的在於希望農業產業能夠朝向自動化與智慧化

發展，這也是為了解決台灣農業勞動人口逐年下滑的危機

以及少子化的衝擊。而在市場開放與同業的競爭環境下，

從事種植水稻的農民們越來越少，導致目前的休耕地或廢

耕地問題日趨嚴重，農民們㇐直期望政府的補助而未能思

索如何有效地將土地活化並給予轉型，直到今年，政府開

始積極輔導與灌輸這樣的觀念，農民們才開始思考嘗試種

植其他作物(比如玉米)，或者採用省工化的方式解決未來農

業勞動力不足以及經濟成本逐年提高的問題，而這樣的做

法也可以減輕早期因種植稻米而採取違法超抽地下水，進

而導致地層下陷的問題，政府目前正規劃與建議休耕或廢

耕土地可以改建成溫室或者密閉式建築物的方式並在其中

種植作物並加以立體化栽培來減少因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經

濟損害。目前世界各地皆在倡導精耕農業，其中的變率施

用與定點施用技術已經證實可減少浪費及汙染，使農地的

以永續經營。因此，高科技農業智動化技術的開發與導入

是需要的，現今我們所看見的果園設施、溫室設施以及農

務作業中，已逐漸看到㇐些自動化機動設備的引入，比如

自動化灑水機、聯合收穫機、農藥噴灑機、插秧機、自動

剪枝機、播種機、農地搬運車、噴灌機或者是遙控式割草

機等，農民們已開始接受自動化所帶來的便利性。根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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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所調查之結果，早期利用農機機具實施稻米生產作業所

需之人工小時大約介於每公頃 90-108 人工小時，而我們希

望作業時間能再縮小至 50~100 人工小時。但問題是高成

本的機具設備並非農民們自身所能負荷的，如何降低成本，

客製化農民真正需要的機具以及增加農機使用率是目前需

要去思考與落實的。因此，本作品所完成的各項技術希望

能夠落實於實際農田生產作業中。還望此套系統能夠提供

農民延伸出後端的應用，比如作物移動式檢測裝置、機械

手修剪裝置或智慧化灑水裝置等技術。 

研討/技術/展覽會議 

 5/9-10 日「GFIA 歐洲國際農業暨創新技術展覽會」，荷
蘭。http://www.gfiaeurope.com/ 

 5/25 日「科技部智慧農業 4.0 創新技術與市場機會跨界
論壇」，台中。https://goo.gl/forms/vm2XzBJIktCRhB0C3 

 6/2 日「2017 智慧生活科技研討會」，台中。 
http://ilt2017.ncut.edu.tw/ 

 7/16-19 日 2017 ASABE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Spokane, Washington USA.  
http://www.asabemeetings.org/ 

 11/22-25 日「印尼國際食品飲料展」，雅加達。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2017FHI 

 11/9-11 日「台灣國際農業週」，高雄展館。 
http://www.tamma.org.tw/exhibit/show.php?itemid
=56 

 12/8-10 日「第四屆高雄國際發明暨設計展」，高雄 ICCK
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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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樹國際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cheerlife1314/ 

 安可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anchor-tech.com.tw/ 

 樂佳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oga-solar.com.tw/index.php?temp=intro&la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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