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8 年 12 月  1 
 

 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電子會訊 
2018 年 12 月 

發行人: 張仲良 
  

總召集人的話 

各位夥伴，大家好。即將迎向嶄新的㇐年，
先祝福各位先進與前輩，諸事順利、事業
成功。時節至年末，許多的新農業推廣活
動可說是熱烈展開，我看見了，也感受了
這股農金流正迅速蔓延於社會每個角落，
也逐漸影響著、改變著農人的思維。前些
日子，有位在美任教的華人學者問我：何

謂智慧農業？IoT? Big data? AI?。儘管我的回答明確清楚
(上句話)。然而，我仍然得面對實際現況，補充回應說著“智
慧”來自於農人，回看著學者㇐臉微笑，答案似乎明朗。
我想著，農人的智慧是需要大家來重視，它是資產，也是
永續，也需傳承，如何偕同予科技技術輔助農人，讓農人
相信改變的好處，或許才能帶來農業產業嶄新的樣貌。回
顧這三、四個月以來，結識了不少從農的朋友、研究員、
學者以及跨域的業者；參與了許多的研討會議、討論會與
研習；拜讀了許多國際學者的論文大作，過程中，警醒著
自己仍需坦然面對台灣現有實際的農業生產現象，儘管新
農業、智慧農業的口號已點燃，持續努力與堅持仍是不可
或缺的，如此才能影響與改變整個台灣農業生產的作法，
同時，在跨域產業邁入新農業的同時，仍需以永續、互信
與關懷的作法循序漸進，商人趨利、農人趨情，我們需要
新的、合適的法規來輔助與吸引，取得環境、經濟、與人
性上的平衡，讓跨域產業能有永續經營的動力。㇐旦有了
良善的措施以及企業資金的投入與保證，農人向前邁進新
農業的動機當是提升了幾分。今年的8月至10月期間，聯盟
分別主辦、協辦或參與了多場研討會，誠摯感謝參與其中
的專家、學者與工作夥伴們，百忙撥冗與會並分享所學所
聞，精彩的內容已刊載於本期會訊中，分享予會員與各界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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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分享所學以及經營管理哲學，拉近會員間之交流互動。註：本

期技術專欄方面，特別邀請通潤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團隊撰寫｢水質

監測管理系統與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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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加入聯盟 
 恭禧安可爾科技榮獲第六屆台 灣 雲 谷 雲 豹 育 成

季 軍  
 
 
活動報導  
 2018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 
 2018 光合作用研討會 
 智慧農業國際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 
 2018 智慧水產養殖研討會 
 2018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 
 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戶外展示會 

工商服務  
 汎鍶科藝股份有限公司 
 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綠欣園藝有限公司 
 意精研有限公司(茶之魔手) 
 

專題報導 
 水質監測管理系統與平台-通潤股份有限公司 

研討、展覽與技術會議  
 2019 中東國際農業展，2019 年 3 月 5 日-7 日，杜拜國

際會議中心 
 2019 塞爾維亞農業展台灣館(外貿協會組團) ，2019 年

5 月 11-17 日 
 2019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2019 年 10 月 31-11

月 2 日，南港展覽館 1 館 
 2019 Agricultura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nference, Louisville, Kentucky, Feb. 11-13, 2019. 
 2019 ASABE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Boston, 

Massachusetts, July 7-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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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歡迎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加入聯盟 
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生產各種商品，並銷售往

全球各地，讓眾多消費者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的生活，旗

下擁有 DigiMax、AUTOMAXX、耳寶、保潔淨等各個領域

不同的品牌。元皓能源專注於各項新產品的研發，並將各

項新的創意加入現有產品中，希望讓使用者可以得到更方

便的生活，我們以「創造最高價值」為公司的宗旨，所有

的㇐切皆以此為本。包括研發、生產上的新創意的導入，

包括行銷上新通路的導入等等。都希望讓消費者可以在需

要的時候、在希望的地方、可以得到符合需求的商品。 

為了落實「創造最高價值」，我們將會堅持永續開發新產品

的信念，並以提升產品為己任，希望能增進人們生活的健

康、安全與便利。 

元皓能源的產品深受消費者信賴，並已榮獲全球各國的專

利，也曾三度榮獲台灣國家發明創作獎的肯定，位於高雄

的生產基地，已經通過了 ISO 9001、13485、14001 等國

際品質體系的認證，產品的設計及生產亦遵循 CE、UL、

TUV 及 PSE 等國際安規。 

 恭禧安可爾科技榮獲第六屆台灣 雲谷 雲豹 育
成季 軍  

「台灣雲谷雲豹育成」六年經營輔導超過 300家新創企業，

媒合 87 家新創企業與雲協大企業成為新事業合作夥伴，創

造新創企業高達 54％募資成功率，同時維持 90%的存活率，

募得新台幣 17 億以上投資金額的好成績。 

今年共有英業達、研華科技、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

傳電信、台達電子、凌群電腦、工研院等八家大企業出題，

經過創業輔導團嚴選培育，共有 17 家新創企業與 8 家大企

業成為深度合作的夥伴，新創團隊與企業導師商業合作成

功率達 65%，合作內容包括：AI、物聯網應用技術、智能

影像應用、智慧製造創新應用。 

台灣雲端物聯網產業協會(簡稱：雲端協會)理事⾧徐爵民表

示，為了讓台灣創新創業能奠基在台灣優勢之上，加速台

灣新世代創業家成功進軍國際，自 2013 年起，啟動雲端協

會會員的力量，主辦全國規模最大的主題式定向育成平台

「台灣雲谷雲豹育成」。以尊重新創企業的營運自主權為前

提，協助新創企業運用台灣標竿大企業的資源，建立面對

市場的競爭力，並由 StarFab Accelerator 將「技術開發」、

「市場拓展」、「商業佈局」、「募資規劃」等進行㇐條龍式

創業輔導。 

StarFab 執行⾧劉晏蓉擔任雲豹育成計畫共同主持人，提及

雲豹育成意在促進產業世代協作贏得世界局面。擔任企業

導師的 8 家大企業擁有資金、純熟技術、既有市場、場域

與經驗等能力，可以協助新創團隊發展新技術、新人才等

應用，並強調創新從不分階段與企業大小，未來 StarFab

將提供完整生態系平台，提供來自媒體、國際資源、跨領

域資源以及培育 CEO 等等管道促進世代共創。因此，也號

召成熟企業參與雲豹育成共同協助創新創業全面提升台灣

產業力。 

 
 

 
圖：安可爾執行⾧(右) 

活動報導                                      

 2018 Meet Taipei 創新創業嘉年華 
時間:2018 年 11 月 15-17 日  

地點: 圓山花博爭豔館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今年主題為「Startup High-5ive」，象徵著創業生態系迎向

機會也面向挑戰，更回應產業問題並嘗試解答。整體創業

展覽會與台灣創業社群共榮、和全球創業生態系連結、更

為台灣的新創團隊擊掌喝采，共同再造未來 5 年下㇐波台

灣創業新浪潮。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旭正表示，

現在國發會與相關部會都在密切協商，只要吸引人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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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調整法規。吸引人才部分，已發行新創獎勵等金卡措施。

法規部分則要放寬法規與適應新興創業生態，讓法規有與

時俱進的發展。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的創業多為製造業、

農產加工。然而，現在新興創業主題多元，因此政府也應

該跟著改變。若是法令沒有說不能做，創業者就可以勇敢

做。 

 
圖：安可爾執行⾧(左) 

 

 2018 光合作用研討會 
時間: 2018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六)  

地點: 台灣大學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本屆研討會由澳登堡股份有限公司、WALZ GmbH 及國立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所主辦，智慧農業生產技術聯盟

協辦第二十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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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投稿論文進行研討。2010 年起更將研

討會論文集結成冊，發佈於中央圖書館，供未來研究人員

作研究參考文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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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交流平

台。 

本次研討會主題討論: 耐陰性不同的狗尾草屬 C4 植物光

合 作 用 特 徵 比 較 、 台 灣 溫 泉 藍 綠 菌 

Thermosynechococcus CL-1 的比較基因體研究、介質水

分含量對蝴蝶蘭光合作用之影響、光合作用型及非光合作

用型硫鐵蛋白在植物抵抗逆境及病害的角色、兩種紅樹林

樹種於高鹽度下之光合作用與葉綠素螢光特性、藍綠菌葉

綠素去植醇酶 CLD 之生化及生理功能研究、非破壞性方法

監測兩種香料作物之生理。 

 

 
圖：光合作用研討會展示區 

 智慧農業國際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 
時間: 2018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地點: 台灣大學㇐館正大國際會議廳 B1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由行政院農委會主辦、中國生產力中心執行的「2018 智慧

農業國際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假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號館 B1 正大國際會議廳登場。 

此活動以「智慧農業發展趨勢與契機」、「創新技術導入農

產業之應用」、「智慧創新研發及未來應用情境」與「整合

推動資源引領產業應用」四大主軸展現，特邀請自以色列、

日本及我國農業跨領域專家分享智慧農業相關技術及未來

發展趨勢，並規劃智慧農業「領航產業推動成果發表與展

示」及「智農技服業者展示媒合會」，期能透過各產業推動

成果分享及國內技服業者服務能量介紹，為農產業注入活

血，整合各界能量打造國內智慧農業活絡且穩健之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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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聯盟總召(左)與企業總監(李經理)合影 

 

圖：與台大生機系陳教授(左)交談熱絡 

 2018 智慧水產養殖研討會 
時間: 2018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三)  

地點: 經濟部南部創新園區服務館 207 室 

IAPTA 採訪小組 台南報導 

傳統水產養殖㇐向看天吃飯，隨著智慧科技進步，配合政

府政策，推動導入智慧感測、智能設備、物聯網、大數據

分析、人工智慧等技術，使養殖漁業能順利轉型，才能防

範於未然。加入科技新技術，也將讓傳統養殖漁業脫胎換

骨，讓下㇐世代願意接棒，養殖漁業得以傳承永續。因此，

智慧農業 4.0 發展應勢在必行。 

現階段養殖環境條件，將面臨更多困難及挑戰，而新農業

4.0 將為產業帶來新氣象。本次研討會將針對此議題邀請相

關領域專家分享交流，同時安排廠商展示及商業媒合。希

望藉由本次活動，協助與會來賓瞭解如何運用智慧科技創

造高效能及獲利新契機，提高產業競爭力。 

 
圖：水產養殖研討會現場 

 

圖：與會人員參與情形 

 2018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會 
時間:2018 年 8 月 30 日 (星期四)  

地點: 北區聯盟辦公室 

IAPTA 採訪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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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8 月 30 日下午 13:30~18:00 分假

北區聯盟辦公室舉辦「2018 先進農業資材與栽培技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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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國立宜蘭大

學張明毅老師(右圖

前方)介紹，台灣傳

統飼養水禽的方式

係採開放式型態經

營，較難保有完整生

產紀錄，近年來種禽、

肉禽、蛋禽場管理面

臨人力不足及數據

的收集不完整，不利

於建構生⾧管理標準模式、產銷鏈追蹤追溯體系工作的推

動。禽畜產品自動化管理之目的是要利用數位化的控制系

統，將環境與動物間之無形的互動與變化的差異使其轉化

為數據，再利用智能化的控制系統將數據的變化應用於及

時的修正與調整，以達到管理效率準確性及最大化；但與

工業自動化的精簡人力不同，畜產自動化可以讓技術及人

力因應動物個體生⾧的不同，藉以發揮適時與最佳的調度

與管理。 

另外，臺灣成熟的網路資通訊技術（ ICT ）與環境，可應

用在飼養環境與禽畜生⾧管理及資訊蒐集分析，以達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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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場管理效率最佳化，提高禽畜飼養環境監控之準確性。

例如透過空氣導流、溫溼度與光照等環境控制，來建立㇐

個穩定且安全的飼養空間和環境，以因應環境氣候變化及

減少動物疾病傳播。此外透過採食量與飲水量追蹤、記錄

以建立禽隻的日增重生⾧曲線，再藉由網際網路全天候的

遠端監控，完整提供即時禽畜生產管理與可追蹤追溯之過

程紀錄。在動物疾病與衛生工作方面，透過智慧家禽飼養

場建立，結合養殖物聯網連結大數據系統分析，連結病原

菌檢驗、施打及清除記錄等，為國民飲食健康及禽畜產品

出口做最佳經濟利益把關；因此水禽產業鏈的上下游，從

種禽育種孵化、養禽場飼養、屠宰分切、加工包裝及銷售

販賣等各階段作業需求，均可藉由「自動化智能機器人」

之應用，構成完整家禽產品販售鏈，提升整體國產畜禽產

業競爭力。 

緊接著由神樂企畫張志帆

技術顧問(右圖)為大家帶

來物聯網農業實用技術的

管理與應用。張顧問帶來

慶奇科技 Smart 開發板，

具有物聯網功能，可雲端

記錄並透過手機遠端監控，

同時可與 Arduino 通用

的酸鹼 值偵 測器 ( 如 下

圖)。優點如下：  
a. 無氣泡影響準確度  

b. 離開待測液體不需馬上置入水 

b. 利用 google 雲端硬碟、 試算表， 記錄 PH 數值  

c. 物聯網完美的部分：用手機就可以遠端遙控、進行測

試、顯示數值，就可以決定要買多少：「增鹼劑」或「發

泡煉石」回家  

 

圖：簡易雲端控制系統 

 

 

圖：WEBDUINO 的強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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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張顧問指出，現今環境已非古早農業時代，工廠、發電廠、

機動車輛...皆對於環境有所影響，即便是最簡單的露天池塘

水，也會有酸雨的影響，可透過部分水生植物進行鹼化，

但於菜共生系統的水系統內，承受了酸雨、植物跟系的酸

化、魚類排泄物的污染、飼料的污染...等，染、飼料的污染...

等，因此，設置自動定時感應器是為必要條件，進㇐步更

透過物聯網監控、記錄。 

最後㇐場由樂佳光電蘇招德總經理帶來演講，主要主題如

下： 

 研發/量產及專案分享 

 新材質及週邊設備開發 

 山葵/人蔘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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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樂佳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蘇招德總經理 

蘇總經理帶來正瀚生技建廠計畫的案例分享，正瀚生技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董事會通過，總投資金額由新台幣 15

億元增為 20 億元，此次現金增資募得款項將投入於此項建

廠計畫。總共計有 12 間功能不㇐的栽培實驗室，其系統架

構如下： 

 

 

 

 

圖：人機介面 

「人工氣候實驗室智慧管理系統」採用客製化軟體開發方

式，讓實驗人員可以使用此系統建立及維護實驗資料，方

便人員管理實驗資料、以及提供資料查詢之用。本章節內

容在說明「人工氣候實驗室智慧管理系統」之系統目標、

系統範圍、系統架構、及系統環境。2.1 系統目標 

改善以往紙本建立實驗資料的方式，透過建置本系統及資

料庫規劃，將資料做有系統的歸納與儲存，力求逹到系統

之可靠性、可用性、安全性、及可維護性，進而提高實驗

的效率並提升使用者的滿意度。本智慧管理系統，需有如

下內容：A.研究人員。B.研究題目。C.層架位置。D.光強度

登錄。E.澆水說明。F.栽培管理備註。何時調查、使用日期。

G.光盤開關說明。H.使用時間到期顯示提醒。I.假日照看資

訊。J.值班人員登錄。另外帶來茶樹栽培研究專案分享，採

用 40 呎貨櫃 

 

圖：貨櫃內部栽培架示意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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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貨櫃內部栽培架示意II 

新材質及週邊設備開發，特點如下： 
*專為高多栽培層設計PP水槽盤,避免㇐般使用EPS+防水膜

破裂時所產生嚴重的設備損失及停產狀況。 

*設計水槽盤與之接合處採熱熔方式接合材質完全結合且與

栽培層架㇐體,不受外力錯位影響。 

*無毒且環保材質。 

*模組式與自由尺寸設計,可大可小且便於安裝及搬運。 

最後介紹了山葵/人蔘栽培研究，栽培週期為 24-30 週,每株

葉面產出>30 片，如下圖所示。 

 

圖：山葵/人蔘栽培研究 

最後由通潤企業陳均裕 產品⾧帶大家介紹水質監測船，結

合風光系統、具智慧導航收集水底下的資訊，提供給水產

養殖業者最佳的解決對策。 

 

圖：通潤公司所開發的水質監測船 

本次會員參與相當踴躍，僅管外面風雨交加、台南高雄淹

大水。聯盟總召張仲良教授感謝各位會員參與，同持也分

享了未來新農業可能發展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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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智農聯盟會後大合照 

 第十四屆農畜產品品質非破壞性檢測技術國
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8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二)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 柏拉圖(多用途)廳 

IAPTA 採訪小組 台南報導 

本次活動由聯盟諮

詢 委 員 江 昭 皚 教

授、郭彥甫教授等

人偕同台大生機系

退休老師盧福明教

授(右圖)、林達德

教授兼台大副校⾧

以及聯盟諮詢委員

江昭皚教授共同發

起舉辦，聯盟總召

張仲良教授(右圖)

受邀擔任會議議程

主持人，研討主題

為非破壞性檢測於

農業上的各種應用，該會議邀請日本、印尼、韓國學者蒞

臨演講，會後進行綜合討論，會議內容提及高光譜技術的

應用面，包含農產品品質檢測、稻米生產評估與監測以及

蔬菜水份逆境檢測，其中，高光譜選擇技術是相當具有商

品開發潛力，另外，來自美國的教授則是敘述機器人應用

於農產品品質保護作業過程中需要留意的事情。此外，採

用電腦視覺、機器視覺與機器學習技術可用來客觀分級芒

果與花椰菜、辨識魚隻體⾧以及魚種辨識，影像處理技術

也是可以用來作為農產品品質檢測之應用。在綜合討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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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盧福明教授鼓勵大家明年能續辦此類型研討會，結合

畜牧方面的學者，提升大家對於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的認知

以及重要性。 

 
圖：研討會會後合影留念 

 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戶外展示會 
時間:2018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五)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本次活動由台大生機系林達德教授兼任台大副校⾧邀請與

安排戶外展覽區展示共通平台合作研究成果，此聯合年會

為農界㇐年㇐度的重要活動之㇐，本聯盟諮詢委員江昭皚

教授也特別擔任此年會招待人，各方農團體藉此活動彼此

認識與交流，首先，由代主委陳吉仲博士致詞，談論現今

蔬果產銷上的問題以及政策推動過程中需做取捨的難處。

隨後邀請 Google 台灣區分公司簡立峰總經理報告人工智

慧  未來趨勢，之後的講題皆相當精采，包含智慧牧場的

趨勢、農業大數據平台的運作-市場洞察與產銷調節、區塊

鏈於 e 化農業之演進與應用等熱門主題。在推廣過程中，

聯盟總召與來自新加坡的業者說明平台的特性以及使用

面，另外，也與廣泰金屬王科⾧以及浤銘休閒養生坊黃老

闆碰面討論智慧農業技術在溫室設施上的合作，當天已達

成初步共識，希望在未來能有更為緊密的合作項目。 

 
圖：農委會代主委陳吉仲博士於開幕致詞 

 
圖：聯盟總召與台大生機系陳教授協同合作業者討論情形 

工商服務                                    

 汎鍶科藝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地點: 科技部 2 樓會議室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汎鍶科藝是㇐個專精於光學設計、微型光機設計、奈米結

構設計與提供解決方案之技術團隊，且累積多年之產品開

發經驗，主要核心技術領域包括有光機電整合工程、奈米

元件與製程技術、化學物質檢測、智能光學安全照明技術

等四大領域。 

 
圖：汎鍶科藝 趙偉忠 董事⾧(左)與李總監(右)討論情形 

 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 
時間: 201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地點: 科技部 2 樓會議室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永齡有機農業園區目前在高雄場域已有導入 IOT 等智慧農

業技術，目前會評估影像辨識這部份，未來可以進㇐步再

討論及合作。下圖：李總監向余岳勳經理介紹植栽生⾧智

能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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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事業開發部 余岳勳經理(左) 

 農友種苗股份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地點: 科技部 2 樓會議室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業者目前已建立各式種苗作物資料庫，並進㇐步培育新的

品種，未來會評估 IOT 技術，應用於智慧農業，同時會評

估影像辨識這部份，未來可以進㇐步再討論及合作 

 
圖：農友種苗邱議賢 課⾧(左) 

 綠欣園藝有限公司 
時間: 201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二) 

地點: 科技部 2 樓會議室 
IAPTA 採訪小組 台北報導 

綠欣園藝，專營植物的進出口業務，進口的產品包括植物

種苗、種子，種球、出口的產品則包括蘭花、各類植物、

觀葉植物等。在國外的通路已建立穩固，希望進㇐步加強

產品的測試及生產穩定性，以增加國際競爭 

 

圖：綠欣園藝 馬世明 總經理(右) 

 意精研有限公司(茶之魔手) 
時間: 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地點: 台南安南區茶樹實驗場域 
IAPTA 採訪小組 台南報導 

本次再度前往拜訪意精研公司(茶之魔手)位於台南安南區

的茶樹實驗生產場域，並討論如何設置與佈建感測網路，

方便管理。現有的基地有兩座貨櫃以及兩個茶樹種植區，

採用滴灌方式，戶外區的茶樹上方鋪設遮陰網，避免日照

過強，目前現有的滴灌設施仍然採用人工操作模式，費工，

經商討後，達成合作共識，預計施作自動澆灌技術配合手

機 app 即時監控，節省人力。技術討論會結束後，前往總

部拜會王董事⾧，談論及於南投名間的茶場區所規劃構想

的茶葉自作教學區，提供參觀民眾可自己採茶、做茶葉；

王董做事相當積極，相當照顧茶農，然而，對茶農的製茶

管理相當嚴格，這也是維持㇐定的茶品質需要的控管。這

次也喝了許多茶，沖泡茶潤口不澀、萃取茶順口、清涼。 

 
圖：與意精研公司王董事⾧討論合作事宜 

 

圖：茶魔手王總幹事(中) 

專題報導                                   

 通潤水質監測管理系統與平台 
作者: 通潤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團隊 

本期電子會訊介紹由通潤企業所開發的水質監測管理系統

與平台，如下介紹： 

通潤提供水產養殖業者有效率以及負擔得起的智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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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業效能，促進產業升級。本公司創新的產品包括水

體偵測器、運用物聯網技術協助業者擴大產能，並可有效

提升效能與降低風險。未來也期待與觀賞水族、水產養殖、

民生用水乃至環境監測等產業周邊不同領域的技術結合，

運用新科技、新技術的發展，注入更多能量，以達到滋養

地球、永續環境級擴增糧食的終極目標。 

通潤的產品是以多參數水質監測儀為基礎的智慧水質監測

暨雲端監控平台。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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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能夠準確以及有效率的隨時取得水

質紀錄並享有相關智慧服務。此㇐系統可用在觀賞水族、

養殖漁業、民生用水、水資源處理以及河川湖泊監控等各

式應用。 

目前，通潤的智慧養殖雲已經應用在海馬、白蝦、九孔、

小丑魚、鰻魚、龍蝦等各種經濟作物，提供數據檢測、收

集、分析與追蹤服務，幫助水產養殖業者能以更輕鬆、更

聰明的方式管理好水質與養殖生物。結合養殖週邊設備，

通潤更進㇐步推出完整版貨櫃養殖漁場，實現高密度、高

效率、低耗能的智慧養殖系統，為永續地球盡㇐份心力。 

海神的座騎：海馬(Hippocampus spp.)為海龍亞目海馬科

海馬屬之物種，為型態特殊且具高度價值之商品。海馬具

有多元利用價值，包括食用、藥用、觀賞水族飼養與工藝

文創製品等；乾製海馬主要供應藥材市場，消費以華人市

場為主；活海馬則主要供應觀賞水族市場，由於型態特殊、

行為逗趣並能與飼養者具高度互動，自然成為受歡迎之飼

養對象，且以歐美地區為主要市場。海馬屬所有物種自 2005

年被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規範為第二級保育對象，因此海馬

的養殖培育、捕撈與產製，包括活體及其產製品皆必須經

過嚴格管控與核准，方得進行貿易運輸與商業利用。 

 
圖：專業海馬養殖 

通潤團隊在藥用與觀賞海馬活體之培育及生產上，皆秉持

專業技術，同時各種培育過程皆在室內專屬廠房與獨立設

施進行；主要目的除了方便管理與控制外，同時藉由密閉

環境的空調、光照與㇐天 24 小時的全天候管理中，能在妥

適的環境監控與管理下，有效提升生產效率。 

通潤之海馬養殖核心技術 優勢來自於~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系之可量產養殖技術。 

2. 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合作建構海馬繁養殖核心技

術溫室。 

3. 易於量產及管理之模組化養殖。 

4. 含主動通報、即時與全天候監測，可連續紀錄與分析之

多參數水質監測系統。 

 

圖：養殖槽設計 I 

 

圖：養殖槽設計 II 

水產養殖中最重要的水質監測，以往因檢測設備單價昂

貴，但購買低價產品又需要花費人力時間檢測，既耗時又

費力。通潤團隊經過多年的測試研發，成功發展出奈米高

分子複合材料，應用於電極表面修飾技術，進而開發出適

用於淡/海水養殖的多參數水質監測儀。 

多參數水質監測儀產品特色： 

A. 即時/自動/連續量測 

B. 雲端監控 

C. 自動校正 

D. 多參數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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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訊回溯、統計與預警發報 

F. 低成本 

 

利用雲端科技管理多達數千養殖魚池的即時監控，不僅協

助客戶在養殖上的數據收集、生物觀察、雲端校正、分析

警示等管理功能，還能有效降低各種養殖風險造成的損

失，進而達到豐產效果。 

 

圖：人性化裝置界面 

「多參數水質監測系統」為適合小水域的固定式水質監測

設備，可同時監控檢測多項數據。基於通潤專利自主開發

之 sensor 感測電極，整合水質檢測相關機電設備，改善以

往檢測受備因價格昂貴無法採購，以及無法大量佈建之缺

點。可適用於養殖、民生用水、河川湖泊監控等各式場域。 

 
圖：水質過濾系統 

水域環境監控船為通潤 IOT 多參數水質感測器之系統升級

版，適用於戶外養殖，利用自有的關鍵技術整合相關感測

元件，加上太陽能及風力綠能發電裝置，未來也可整合無

人導航/巡航，以及自動餵食等控制設備。 

 

圖：水域環境監控船 

研討與技術會議                             

 2019 中東國際農業展，2019 年 3 月 5 日-7 日，杜拜國

際會議中心 

 2019 塞爾維亞農業展台灣館(外貿協會組團) ，2019 年

5 月 11-17 日 

 2019 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2019 年 10 月 31-11

月 2 日，南港展覽館 1 館 

 2019 Agricultura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nference, Louisville, Kentucky, Feb. 11-13, 2019. 

 2019 ASABE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Boston, 

Massachusetts, July 7-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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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圓有限公司 http://www.yuyu168.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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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佳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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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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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精研有限公司(茶之魔手) 

欣驊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明發育苗場 

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igimaxproducts.com/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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