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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張仲良 
  

總召集人的話 

各位夥伴，大家好。科技業的傳統旺季
即將來到，在此先預祝大家訂單滿滿、
荷包滿滿滿。回顧這幾個月來，看見與
聽見許多的媒體深入報導著台灣新農業
的潛力與未來的契機，深知這是㇐個需
要大夥來永續耕耘與資源持續投入的產
業。思考著未來的農人應有怎樣的思維

以及行為，考量著環境、資源、競爭、經濟、價值、弱勢
與倫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應能形成㇐個新的體制鏈結
與新軌道，體現農人在智慧農業的重要角色。7月初，我前
往了荷蘭瓦赫寧恩大學(歐洲農業科學領域研究實力最強的
大學)與農業研究中心參訪，同時間也出席農業工程領域技
術相關的指標型國際學術與技術研討會；從中了解人才培
育的做法、產學資源的取得方式以及產業永續合作的模式
並分享所聞，所見所屬荷蘭高昂公民意識造就這行為複雜
又井然有序的社會；儘管與我們都有著相同的想法與規劃，
然我們仍缺乏著跨域合作的永續執行力與包容互信的做法，
這值得我們來共同學習與成⾧；今年8月9日，聯盟辦理本
年度第1場產業技術交流研討會，我們難得能邀請產業專業
人士擔任此次研討會的主講者，也間接吸引能源產業與水
試所研究人員前來與會，討論熱絡非常；由衷恭喜企業會
員通潤公司與安可爾公司能獲得豐富的資源以及競賽榮譽
獎項，聯盟與有榮焉；承8月9日第㇐場聯盟技術研討交流
會，聯盟將於8月30日辦理第2場產業技術交流研討會，會
中特別邀請宜蘭大學生機系張明毅老師與我們分享這兩年
來從事畜牧管理方面的經驗與趣事，另有樂佳光能公司蘇
總經理以及神樂企劃公司張志帆講師所精心準備的專業技
能與知識分享，敬邀大家前往與會參加。 
 

Ps. 聯盟從 2017 年 4 月開始發行㇐年三期的會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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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期技術專欄方面，特別邀請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團

隊撰寫｢AppBalloon 流程控管與應用部署平台｣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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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曜鈜企業加入聯盟 
 恭賀通潤榮獲南科 AI x Robotics 加速器計畫 
 恭賀安可爾科技榮獲第二屆南科定向育成入圍 
 恭賀安可爾科技榮獲第六屆雲豹優勝團隊 

 
 
 
活動報導  
 InnoVEX 新創特展 賴清德院⾧參訪【通潤 

Akubic】 
 InnoVEX 新創特展 安可爾展示【智慧建築物管理

系統】 
 2018 先進農業資材與技術交流研討會(第 1 場次) 

 

工商服務  
 意精研公司總部與實驗場域 
 翔隆自動化有限公司 
 明日逸品股份有限公司 
 蜂巢科技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意精研公司南投製茶廠參觀與茶農座談 
 

專題報導 
 AppBalloon 流程控管與應用部署平台- 數位無限

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研討/技術會議/徵求計劃 

 「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辦理多元
課程、論壇 

 2018 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用國際研討會 
 新北創立坊區塊鏈推動計畫(截止日: 2018/8/31 日) 

 2018 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2018 台灣國際農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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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歡迎曜鈜企業加入聯盟 
會員廠商曜鈜致力於引進銷售歐美日自動化空油壓儀電錶

零組件之經銷代理服務，是㇐家專業化的國外工業設備和

流體控制產品供應商，提供各種工業設備包括機構吸震、

閥、氣壓油壓控制等㇐系列自動化控制領域的產品，將世

界先進技術水平的產品引進國內，多年以來，以優質的產

品和技術贏得了客戶的認可，成為各行業眾多生產商的首

選供應商，秉持著以最合理的價格、最專業的知識來服務

廣大客戶,共同創造最大效益與利潤；專賣品牌如下：美國

ACE 油壓吸震器.德國 KNOCKS 空壓調理組、法國 Nautilus

壓力開關、Biomedic 大流量真空產生器(模內貼真空站),

義大利 CEME 流體電磁閥(壓力開關.微量電磁幫浦.煞車來

令片微量流量開關).義大利 OLAB 流體電磁閥、義大利 VIP

氣動軸閥、韓國 CDC 省力 PU 接頭.管路測漏機、高油壓扭

力板手、油壓動力單元、真空單元、氣壓缸、油壓缸、電

磁閥等等。 

 

 恭賀通潤榮獲南科 AI x Robotics 加速器計畫 

「TAIRA Final Pitch」活動主辦單位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指導單位為科技部，今 6/15 日於南科管理局熱烈登

場。這場全球首創 AI 新創、媒合國際大廠競賽，歷經 6 個

月的跨國搜案、報名，以及跨世界多國時區視訊初審，吸

引超過 100 隊海內外 AI 優質新創團隊，㇐同參與 13 家國

際大型企業媒合評選，最後由來自加拿大、德國、印度、

日本、新加坡，以及台灣共 23 隊取得最終決賽門票。TAIRA

計畫經由全球搜案，同步將國外的頂尖 AI 機器人研發團隊

引入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與國際大型企業進行技術共

創，除了能擴展在地企業與國際創新接軌，並可讓國內新

創團隊在基地內進行國際間交流競技，提升國內 AI 機器人

技術國際化的正向循環。 

因此首屆 TAIRA 總決賽初登場即受到各界矚目！國際大廠

nVIDIA、Microsoft、IBM、台積電、聯華電子、萬潤科技、

奇景光電、台達電、友上科技、義大醫院、研華科技、京

城銀行及新代科技等企業紛紛出席，也恭禧通潤企業可獲

得與國際大廠進行封閉式的㇐對㇐洽談，未來在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中，透過輔導機制、技術加值與資源

加持共創出關鍵技術及應用。 
 

 恭禧安可爾科技榮獲第二屆南科定向育成入圍 
為協助新創團隊與南台灣在地企業進行對接合作，科技部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推動「南科創新定向育成產業鏈

結計畫」，加速共創成⾧。本計畫吸引近 80 隊新創探詢，

在經過層層書審，僅 16 隊新創進入於今(29)日所舉辦的㇐

對㇐ DEMO 媒合會。會中順利促成奇景光電、萬潤科技、

晶元光電、宏遠興業、聯華電子、京城銀行 6 家南台灣大

企業與 12 隊新創合作，計畫執行團隊將於後續 4 個月的輔

導期間，持續協助雙方共創成功。安可爾公司能夠進入輔

導團隊，可見該公司在物聯網技術上已具有相當的實力與

潛力，再次恭喜安可爾公司。 

 

南科創新定向育成計畫為南台灣首創集結百大上市櫃企業

與相關創業資源，導入新創企業與在地大企業合作，同時

引進育成機制、結合資深產業顧問、創業資金等㇐條龍輔

導資源。此外，運用「企業出題，新創解題」的定向育成

模式，將得以建構完整的創業生態系統，讓新創與南部企

業更緊密結合，加速新創企業成功！南科創新定向育成計

畫於 106 年在南台灣展開，短短㇐年已促成 4 家大企業與

7 家新創企業媒合成功。【資料引述大成報記者于郁金/南科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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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禧安可爾科技榮獲第六屆雲豹優勝團隊 

 

經過兩天馬拉松式的展示媒合會，恭喜安可爾與台達電媒

合成功。期待安可爾在輔導期後的成⾧！舉例來說，安可

爾科技曾調查客戶痛點是什麼，如飯店業者有超過九成使

用電子門鎖，但沒辦法。知道門鎖何時沒電，往往客戶無

法進門、造成不便時才發現，燈光設備故障也會有這種情

形。 

「這些問題都有辦法靠物聯網技術解決、甚至提早排除。」

黃建堯表示，安可爾可以透過物聯網系統，記錄每盞燈、

每個門鎖使用次數、用電情形、消耗瓦數及故障狀況，管

理單位只要在雲端平台瀏覽，就能對整棟建築各個小單位

的設備狀況㇐目了然。 

黃建堯表示，公司的技術應用層面相當廣泛，甚至路邊的

廣告看板也能適用；傳統廣告看板必須在日落後開啟照明，

但畢竟廣告看板設點眾多，如果照明設備故障，必須等到

下㇐次人員來巡視時才會發現，這段期間可能就錯失不少

曝光機會。【部分資料引述經濟日報 記者潘姿羽】 

活動報導                                    

 InnoVEX 新創特展 賴清德院⾧參訪【通潤 
Akubic】 
時間:2018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地點: 台北世貿三館 

李苔菁 台北報導 
2018 台北國際電腦展 InnoVEX 新創特展於 6/6 正式登場，

行政院⾧賴清德特別參訪【通潤 Akubic】聽取「戶外養殖

水質監控船」之應用發展。 

 

通潤公司負責人向賴院⾧說明創新技術與商品 

通潤的水質監測儀(OCTET)將養殖水體的資訊與雲端平台，

以及 其他週邊裝置整合起來，提供養殖用戶㇐個更有效率

的養殖水質監控系統。該監測儀能同時量測多種水質參數，

隨時上傳雲端數據庫，進行監測、紀錄、分析、回饋示警

等各種功能。 

目前通潤的智慧養殖雲已經應用在海馬、白蝦、九孔、鰻

魚等各種經濟作物上。而在 InnoVEX 展上，通潤更直接把

戶外型水質監測船放進水池做現場演示。 

 InnoVEX 新創特展 安可爾展示【智慧建築物管
理系統】 
時間:2018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地點: 台北世貿三館 

李苔菁 台北報導 

安可爾科技從智慧照明領域，從最底層的裝置㇐路整合到

物聯網平台，讓物聯網設備可以立刻連網使用。後來，我

們更進㇐步讓設備可以自行檢查故障，自動通報，還有啟

動備援的能力。從各種智慧建築，智慧空間，智慧應用的

誕生，未來已經不是打電話去水電行叫人來維修的年代，

現在的水電人員也無法滿足未來的需求，需要許多跨領域

的專業，現在智慧物業維護插旗市場的時間點，大約就是

1999 年阿里巴巴於杭州成立的時間點。㇐如 Walter 

Disney 在荒土裡就能預見㇐座城堡聳立。我們心中所看見

的是 20 年後，在全球的每個角落，都能看見我們的維護團

隊與工程維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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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 執行⾧分享物聯網的便利性 

 2018 先進農業資材與技術交流會(第 1 場次) 
時間:2018 年 8 月 9 日 (星期四)  
地點: 北區聯盟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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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8 月 9 日下午 13:30~18:10 分假北

區聯盟辦公室舉辦「2018 先進農業資材與技術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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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翔降自動化張睿宇執行⾧介紹，翔隆專注於無人機

行業應用領域，提供相關應用服務與解決方案設備。研究

開發在不同行業作業需求中，結合並導入無人機應用，透

過實地的測試與分析，產出可靠精準的圖像影像數據資料

或具功能性之設備，進㇐步有效的提升企業作業流程與效

率。張睿宇表示，隨著對於這項航拍技術更為專精，無人

機逐漸從 2D 拍攝，期望將重心轉為 3D 模型建置，且運

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像是建築物拍攝建檔以及古蹟資訊

保存。 

關於古蹟保存，起初是因為有感於戰爭與天災的突如其來，

開始嘗試用航拍來收集古蹟的資訊，包含外部航拍以及內

部雷射掃描整體結構，接著 3D 建模讓整棟建築物在電腦

中重生。雖然臺灣目前對古蹟保存並不是非常重視，他將

持續推廣，期望能有更多機會投入保存的任務，讓歷史的

記憶不會隨著時間而消逝。 

除了可以用在建築物資訊保存以外，還有許多用途，無

人機能透過技術，製作出真實感顯著凌駕於㇐般的繪圖

模擬 3D 影片，也在試著推廣空中 720 度環景、空中

拍攝、內部導覽的 3D 觀光導覽。 

 

翔隆自動化公司張睿宇執行⾧分享專案執行的經歷 
 

緊接著由樂廷電機鄭勝雄總經理為大家帶來魚菜共生實

務的管理與應用。 

魚菜共生，又稱養耕共生、複合式耕養，指的是結合了

水生動物中的糞便和水中的雜質分解過濾，主取氨（尿

素）成份供應給飼養箱上的蔬菜，同時蔬菜的根系把飼

養箱內的水淨化供給水生動物使用，結合水產養殖

（Aquaculture）與水耕栽培（Hydroponics）的互利

共生生態系統。在㇐個魚菜共生系統中，來自㇐個水產

養殖系統的水被輸送到水栽系統，其中副產物是由硝化

細菌分解成硝酸鹽和亞硝酸鹽，它們由植物利用作為營

養物。水然後再循環回到水產養殖系統。 

在飼養箱（池）中，可以養殖吳郭魚、錦鯉或寶石鱸等

魚種。池子的水帶有魚的排泄物，含有氮、氨等成分，

若直接排到河川、土壤，會造成環境的負擔；不過，若

拿這些廢水來種菜，反而提供蔬菜養分，而且蔬菜淨化

水質後又可以導回魚池再利用。這㇐套平衡系統，能避

免水質惡化，且形成魚幫菜、菜幫魚的良性循環。 

使用魚菜共生技術種植的蔬菜不需添加肥料，但要人工

加入元素，如元素鐵、鈣、鉀，可以使用化肥或有機海

藻溶液加入。使用防蟲網就可以避免使用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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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廷電機鄭勝雄總經理分享魚菜共生系統設計經驗 

接下來由喜福會營運⾧李文田演講，喜福會公司西元 1995

年成立。進入資訊市場銷售電腦與週邊產品，提供維修與

保養。產品有進口點陣桌上型、行打印表機、黑白彩色雷

射與連續紙雷射印表機。提供各廠牌耗材（色帶、碳粉…等），

具原廠品質。 

醫療車機器人之功能可自行從護理站至病房前，電池電量

不足時能自行返回護理站充電，到巡房時間能主動通知醫

護人員，對忙碌的醫護人員，可省下大量的時間來關心病

患，能降低工作負擔和減少出錯率，讓有限醫療資源發揮

最大效益。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醫療機器人(Medical Robots)已經從

實驗室走入醫院體系以及病患家庭，協助醫師進行疾病的

治療 與病患的照護，為人類的醫療行為帶來更多的安全保

障與品 質提昇。 醫療機器人涉及醫學、生物、化學、材

料、機械、力學、計 算機、機器人、影像視覺、人工智慧

等跨領域新興科技，目 前是機器人領域研究重點項目之㇐。 

根 據 國 際 機 器 人 聯 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分類與定義：「醫療機器人歸屬於服務型

機器人，其能夠編制操作計畫，並依據實際情況確定動作

程序，然後把動作轉換成操作過程的機械運動」。 IFR 進

㇐步將醫療機器人細分為四個產品項目，包括：診斷 系統

用途機器人、外科手術輔助機器人與放射線治療機器 人、

復健系統用途機器人、其他類型醫療機器人 

 
喜福會李文田營運⾧分享服務型機器人的應用 

本次會員參與相當踴躍，有 20 多位產業先進參與本次研討

會。主持人張仲良教授感謝各位會員參與，同持也分享了

未來農委會相關政策，讓與會會員了解到國家未來發展。

最後來個大合照，為這次研討會畫下句點，並期望下回再

齊聚分享。 

 

 
會議主持人張博士說明聯盟的技術能量 

 
與會人員討論如何精進改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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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會會後大合照 

工商服務                                      

 拜訪意精研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3:00 
地點: 意精研有限公司台南總部辦公室 

  張光璧 台南報導 

此次參訪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意精研公司建置無線網路環境

資訊監測平台評估，由於該公司向企業會員樂佳光能公司

採購兩套貨櫃進行植物栽培作業，希望聯盟這邊能在貨櫃

內協助額外建置㇐套完整的感測資訊平台供栽培人員使

用，本次討論的內容主要是根據先前所提供的各項技術服

務進行檢討以及改進，包含現有栽種的環境以及場域大小

問題，王董事⾧表示，我們常與茶農討論相當多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讓茶農放心去種，也希望能帶給台灣民眾㇐個

好品質的茶飲，台灣專注於茶葉技術精進改良的實在不

多，期望未來有機會藉由聯盟的技術能量，讓他們在南投

名間鄉的茶場，提供更為妥善的與簡便的做法，最終能提

升茶葉的品質。 

 
王董事⾧(左)分享物茶葉精品物流與服務的做法 

 

 拜訪翔隆自動化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地點: 翔隆自動化有限公司辦公室 

   李苔菁 台北報導 
翔隆自動化專注於無人機行

業應用領域，提供相關應用

服務與解決方案設備。研究

開發在不同行業作業需求中，

結合並導入無人機應用，透

過實地的測試與分析，產出

可靠精準的圖像影像數據資

料或具功能性之設備，進㇐

步有效的提升企業作業流程

與效率。 

張睿宇技術⾧向張仲良博士

展示無人機系統(右圖) 

 
 拜訪明日逸品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3:00 
地點: 明日逸品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 

李苔菁 台北報導 

明日逸品市面上第㇐個物聯網智慧背包 BACKPAIX，將物

聯網結合台灣傳統產業，這個創新模式，未來應有成功契

機。PAIX 鎖定城市通勤單車族群市場，努力研發新商品

與設計 

PAIX 產品設計有兩大走向，㇐是針對老弱婦孺，將包上

增添警報器。二來會傳送你的位置到雲端，可以協助報警。

二是針對沒有照後鏡的單車騎士，著手製作㇐個無線的單

車安全系統，把攝影機裝於背包上，騎士在前方可透過手

機即時看路況。 

 
拜訪執行⾧ 張明修 Max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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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訪蜂巢科技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7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地點: 蜂巢科技數據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 

   李苔菁 台北報導 

蜂巢數據科技（Beehive Data 

Technology）力求拉近「數據」

與「人」之間的關係，利用技

術解決真實社會問題，讓數據

更厚實而有溫度。 

以數據分析以及資訊應用為核

心，致力應用物聯網以及資料

科學技術，結合微氣候感測裝置、視覺化儀表板、農務紀

錄 APP，根植台灣、放眼國際，發展農業資料科學解決方

案。上圖(左)：行銷⾧ 林佑泰 York 
 

 意精研公司南投製茶廠參觀與座談 
時間: 2018 年 8 月14 日(星期二)上午10:00-17:00 
地點: 意精研公司南投名間鄉製茶廠 

   張光璧 台北報導 
此次參訪目的在於瞭解意精研公司位於南投名間鄉茶廠製

茶作業以及與茶農進行座談，此製茶場域位於八卦山台地，

為四季春茶主要產地，茶廠旁邊就是㇐個小茶園，李世堅

廠⾧告知此場域降雨少又沒有自來管線，因此水資源較貴，

為平地的兩倍；接著參觀曬茶場域，這裡須完成「萎凋」

過程，此過程又分成室內萎凋與室外萎凋，太陽出來時得

趕緊將茶菁平均鋪平，用耙子來回翻動，陽光太大時要趕

快開起遮陰網，快要下雨時要趕快將茶青收起來，其實山

上天氣狀況多變，副廠⾧說道，其實只做室內萎凋也是可

以的，但是沒經過日光萎凋就不會增加香氣，品質也會變

得比較差；再來是參觀室內工作區，這邊流程大致上都使

用機器進行，室內萎凋→攪拌→殺菁→揉捻→乾燥→緊壓，

室內萎凋就放在恆濕恆溫之場域，約兩個小時就要翻動㇐

次，剩下過程多為人工送入機器，還沒做到㇐貫化，這也

是目前正在努力的目標，當製茶過程結束後，進行真空包

裝後並將每批送檢，確認沒問題後，才會拿到市場上銷售。

稍作休息後，講解了，為什麼意精研公司的茶葉能做到如

此高品質，契作價錢又好，主因是跟小農契作後，會分派

巡檢員按時查訪、資材與用藥統㇐採購、專業的病蟲害諮

詢，還有茶園代管與代耕，只有好的品質才能有好的利潤

了，這樣固定收購保證價錢，比外面多了好幾倍，所以小

農們都很願意契作。下午時間，我們前往意精研自有地建

置台灣茶樹栽培地，觀察其灌溉系統，由於生態環境不錯，

發現許多的已掛掉的獨角仙以及蟬殼。最後是跟茶農的座

談會，剛好農委會茶改場魚池分場黃正宗副場⾧也在現場，

解決不少茶農們的問題，隨後王董事⾧說了㇐下近期展望，

公司所有原物料能自己做的絕對不會使用外來的，意精研

公司所使用之茶葉都來自台灣，每批茶葉都送檢，真的可

以放心喝。順道㇐提，每次來參訪時，王董事⾧總是會拿

出公司的茶品“超級青茶”，是經過萃取後的，品質穩定，

每次喝起來味道都㇐樣呢！算是招牌必點。 

 

黃廠⾧解說茶業栽培過程 

 

副廠⾧解說曬茶作業

 
製茶作業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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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茶樹栽培地，王董事⾧(右四) 

 
茶農座談會情景 

專題報導                                    

 AppBalloon 流程控管與應用部署平台 
作者: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團隊 

本期電子會訊介紹由數位無限所開發的 APP 流程控管與應

用平台，數位無限公司表示，目前客戶面臨的問題如下： 

 

客戶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1. 人為疏失 

在傳統開發與維運過程，經常需要手動做㇐些繁複的事，

因此錯誤不斷發生，且不停的修補程式碼，導致無法專注

在發展更高品質的產品。 

2. 流程控管困難 

在重視軟體品質、控管軟體交付速度中，常因為沒有充裕

的時間測試，抑或是頻繁要求更改環境設定，使整體控制

困難。 

3. 訊息不對稱 

研發、資管與營運團隊經常發生溝通障礙，端對端所產生

的訊息不對稱，導致協作不順暢，使軟體開發效率不彰。 

 

使用 AppBalloon 好處 

1. 加速軟體交付與品質 

提供 AppBalloon 流程控管與應用部署平台，讓客戶不須

頻繁更改環境設定，就可以有效的控管開發流程，加速軟

體交付速度，並能維持軟體品質 

2. 適應不同雲的部署 

當開發、測試或正式環境建立在私有雲，而想將產品部署

在公有雲時，可以透過 CloudFusion 自動化建立所需的雲

端資源，並適應不同作業系統的環境以及各個公、私有雲，

讓客戶將他們的產品自動化部署到世界各地。 

3. 最佳化開發流程 

簡化及自動化 build、test、deploy 的流程。 

 

控管開發流程 

傳統開發流程需要經過繁雜的 N 個階段而且必須手動才能

完成。現在只要簡易的 3 個階段，並讓每個階段的資訊都

能即時反饋，幫助開發者能發現問題與及時修復，大大縮

短軟體開發與交付的時程。 

 

與 CloudFusion 高度連結 

當您的開發、測試或正式環境建立在公、私有雲時，可以

透過 CloudFusion 自動化建立所需的雲端資源，並回到部

署主機註冊，再由 AppBalloon 將相關的應用程式部署到

CloudFusion 所建立的雲端資源，進行環境所需的配置，

及後續的各項測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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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與快速部署 

將應用程式部署到 CloudFusion 所建立的雲端資源時，透

過配方清單，可彈性自主編輯、修改及刪除將部署的配方，

未來將進㇐步透過拖拉方式，進行線上編輯。 

 

 

 

大量部署 

透過執行應用程式，針對客戶部署的需求，多重選擇要部

署的目標主機，並能輕鬆、快速與大量部署。 

 

 
 

狀態查看 

可即時查看部署工作的執行狀態。 

 
 

搜尋結果 

可搜尋及查看執行結果 

 
 

 
 

研討/技術會議/徵求計劃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園區智慧機器

人創新自造基地計畫」，辦理多元課程、論壇等活動，
歡迎踴躍參加。 http://ai-robot-stsp.tw/。 

 2018 年 9/4、9/5 日 
智慧科技於農業生產之應用國際研討會 
http://smartagri2018.poetry-life.com/cms/registe
r/register.php。 

 新北創力坊區塊鏈推動計畫-招募試營運期 
   http://www.innosquare.economic.ntpc.net.tw/site/ 

申請截止日: 2018/8/31 日 

 2018 年 10/20-22 日 
2018 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http://www.tamma.org.tw/wap/mobile.php?act
io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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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21-23 日，高雄展覽館 
http://www.taiwanagriweek.com/agri.php 

 

聯盟企業會員連結  

數位無限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nfinitiessoft.com/ 

凱傑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dtaipei.com/ 

安可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anchortech.wix.com/anchor-official 

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db.com.tw/  

宇園有限公司 http://nuegf.com/index4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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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佳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oga-solar.com.tw 

宏鑫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 www.jpiti.com.tw 

揚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emw.com.tw 

標準桿有限公司 

欣驊精密公司 

樂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ltled/ 

通潤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akubic.com 

曜鈜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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