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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區塊鏈（blockchain）是一種去中心

化、透過密碼學來記錄資料的技術，資料一

旦上鏈即公開透明、難以篡改，此技術已得

到許多政府、企業廣泛運用，且在各個產業

中也不斷有新應用誕生。農業雖是已有數千

年歷史的「傳統產業」，卻從未停下進步的

腳步，如今已有人在農業上嘗試使用區塊

鏈，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期「邁向農業區塊鏈時代」專題介紹

區塊鏈的應用和發展，帶領讀者發現區塊鏈

在農業上的潛力。其中，國立清華大學黃能

富教授介紹區塊鏈信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

臺，使消費者獲得正確且多元的溯源資訊；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廖家鴻博士生及其團隊打

造了契約生產市場平臺，可增進中小農的市

場營銷與穩定量價的能力；財團法人農業科

技研究院丁川翊副研究員講述透過區塊鏈提

高低溫物流管理效能，並縮短運輸時間；

青農魏瑞廷說明利用區塊鏈可提升農產品價

值，成為行銷國際的特色；天空之水創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朱嘉弘董事長則以田寮咖啡

莊園為例，展示智慧農業4.0及區塊鏈在農場

中的實際應用如何引領農業轉型。

目前區塊鏈在農業上仍以追蹤、記錄農產

品的生產和物流過程等基本應用為主，但相關

應用正逐漸多元化，產官學研都在尋找釋放區

塊鏈巨大潛力的方式。區塊鏈是否會成為智慧

農業的發展重心，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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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視野
邁向農業區塊鏈時代



作者＼黃能富（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兼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農業區塊鏈應用之發展：以區塊鏈
信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臺為例

前言
近年來，由於臺灣極端氣候常態化，作

物常因過於極端的環境變化而無法採收，

農民時常因此血本無歸。同時，因傳統農

業所得偏低，青年不願意投入傳統農業，

導致整體就業人口老化、常年缺乏年輕新

血注入而形成斷層。相較他國而言，臺灣

的農業大多受限於耕地面積而以小農形態

為主。雖然臺灣農民擁有優良的耕作技術

及作物知識，但在傳承上多無所本，而傳

統銷售方式也無法向消費者傳達農民的經

營理念及產品價值。透過AIoT環境與土壤

感測器、無線傳輸技術NB-IoT/LoRa、無

人機、AI影像辨識等技術，將農場種植過

程詳實記錄，加上田間作業紀錄，可以給

消費者更好的體驗與更高的信賴度。但是

這些數據與作業流程的可信度就需要有一

個基於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的信

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臺來保存數據，確

認數據不可竄改，才能提供絕對可信度的

服務。

區塊鏈信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臺
介紹
區塊鏈信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臺的

主要訴求，除了透過種植數據的呈現及即

時影像顯示有效協助農民針對作物狀況進

行處理及預判，同時希望協助農民建立從

產地到餐桌的作物溯源服務，並透過與智

能合約的互動將相關數據上傳至區塊鏈，

建立一個具有公信力的產銷交易平臺。透

過本平臺交易不但可以使消費者獲得正確

且多元的溯源資訊，從而增加消費者對於

產品的信賴度及黏著度，也可以幫助農民

減少人力成本、拓展銷售通路，進

而獲得較豐厚的收益。而平臺的組

成主要分為AIoT數據分析平臺、

作物資訊、冷鏈運輸、檢驗證書以

及線上銷售平臺及合作的銷售平臺

等部分。未來亦期待能與金融銀

行、保險業進行協作，成為更全面

性的服務平臺。以下將分別詳細介

紹平臺的各項組成。

區塊鏈信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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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oT數據分析平臺

本平臺之種植數據是基於AIoT環境

與土壤感測器及無線傳輸技術NB-IoT/

LoRa，可以獲得如土壤溫濕度、電導

度、酸鹼值、氮磷鉀，空氣溫濕度、

光照度等數據。除了感測器之外，農

場中亦架設Speed Dome監視器，協

助農民從各方面掌握農場即時狀況。

這些數據及影像資料會定時回傳到平

臺的後臺資料庫，農民可隨時透過平

臺即時觀看農場影像以及各項數據的

趨勢圖，以自身經驗進行判讀並輔以

AI數據分析的協助，迅速作出判斷、

減輕人力負擔。

除了數據的即時呈現，後臺也會

定時從資料庫中抓取感測器數據，透

過由農業專家協助進行感測器數據解

讀後的公式，將原始數據轉換為消費

者較容易理解之土壤、灌溉、環境等

面向。這些整理後的數據會透過智能

合約儲存至以太坊（Ethereum）公

有鏈上，因此消費者可以在平臺的溯

源頁面上直接看到儲存於區塊鏈上公

開、透明、無法竄改的資訊，也可以

連結至以太坊所提供之查詢平臺——

Etherscan，查詢對應的區塊編號、

上鏈時間等相關資料。

二、 作物資訊

提供消費者進行溯源查詢的作物資

訊除了上述AIoT的感測數據統整指標

外，平臺也提供了如田間紀錄、防偽

照片、農場資訊、農場影片等。這些

資料同樣會儲存在以太坊或IPFS上，

以保證其不可篡改的特性。

其中田間紀錄的部分並不僅止於文

字敘述，亦包含農民平時務農時拍攝

的照片以及音訊紀錄。當消費者透過

平臺瀏覽作物的溯源資料時，便如同

閱讀有聲書一般，可以隨著農民所記

錄下來的文字與聲音瞭解作物的種植

歷程，也體會農民的辛苦。

平臺除了提供農民記錄的管道之

外，亦提供消費者回饋的管道。在傳

統農業的銷售管道中，像這樣的售後

回饋系統因種種現實層面的問題而難

以實現，消費者與農民之間並沒有可

以直接溝通的管道。而消費者在本平

臺購買產品、瀏覽平臺提供的資訊後

若想給予農民回饋或是建議，可以在

平臺上留下對產品或是銷售流程之評

價，讓農民即時獲得消費者對於自家

產品的心得與反饋，達成間接的雙向

溝通。防偽照片的部分，則是農夫在

出貨前先為其產品進行拍照，確保出

貨前的情況，若有不肖人士仿造產品

或是偷竊產品標籤，抑或是物流保存

土壤溫溼度、電導度、酸鹼值、氮磷鉀感測器範例。

農業科技視野 5



狀況不佳導致產品狀況不良，皆可透

過防偽照片及對應輔助資訊得知。

農場介紹也可以讓消費者知道他所

購買的產品來自怎麼樣的環境，佐以

數據分析指標，也容易理解為什麼會

有這樣的數據，更加深入理解所食用

的產品與這塊土地的連結。若農場有

提供影片或宣傳片，也會顯示於溯源

頁面，使得整體更為生動，讓消費者

對於農場的印象由單一產品延伸至生

產供應線甚至深入理解農場本身。

三、 檢驗證書

近年來，由於食安問題層出不窮，

消費者越來越重視食安，因此許多農

民或農場都會將作物送驗、申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的產銷履歷證書或是有

機農產品證書等，而這些檢驗證明及

證書在消費者眼中往往成為採購時的

選擇依據之一。本平臺協助農民上傳

檢驗證書，並將其上傳至區塊鏈，利

用區塊鏈不可偽造、不可篡改的特

性，為農民的心血結晶多加一層保

障，也讓消費者買得更放心、吃得更

安心。

此外，除了前述臺灣國內普遍認可

的農藥殘留檢驗證明、產銷履歷證書

以及有機農產品證書之外，我們也積

極輔導與我們合作的農場取得國際認

同的GGAP認證（GLOBALG.A.P，全

球良好農業規範），增加自身競爭力

之餘，也為將來進軍國際市場鋪路。

網頁田間紀錄資訊（保存於公有區塊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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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冷鏈運輸

在產銷過程中，物流運輸也是重點

追蹤的項目之一。由於採取農場直送消

費者地址的模式，因此如何在運輸過程

中精準控管溫度非常重要。物流車上裝

有定時回傳資料的溫度感測器，定時將

數據回傳到平臺後臺；平臺除了記錄原

始數據，也會整理出最高溫、最低溫、

平均溫度等統計數據並透過智能合約上

傳至區塊鏈。這些物流數據亦會跟前述

的作物數據一併顯示於平臺網頁上，供

消費者查詢瀏覽。

目前冷鏈運輸數據追蹤的服務僅限

於農場自送的物流方式，未來若有機

會，我們也希望能與各大物流業者進

行合作，拓展冷鏈運輸的服務。

五、 線上銷售平臺

消費者可以在我們的線上銷售網頁

瀏覽與我們合作的農民及農場目前上架

的作物以及相關的資料，包含前面章節

所介紹的田間紀錄、農場介紹、檢驗證

書、作物種植數據等等。註冊成為會員

並登入後即可下單、選擇商品數量、填

寫收件地址並結帳等候收貨。

訂單成立後，消費者可於銷售平臺

上隨時查看並追蹤訂單進度。每一份

包裹上都貼有QR Code，收到包裹後

掃描包裹上的QR Code即可連結到平

臺網頁並瀏覽產品相關的資訊，包含

農場介紹、溯源數據、檢驗證書，以

及出貨前的防偽照片等等。

物流資訊（GPS 衛星定位路線以及溫溼度數據）追蹤
範例。

區塊鏈溯源QR Code範例。

六、 區塊鏈溯源延伸服務：智慧便當機

為了落實從產地到餐桌的溯源理

念，除了和農民及農場合作之外，與

終端商品廠商（例如：便當銷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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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整合合作也相當重要。例如開

發智慧便當機溯源銷售模式，每一

個便當上都貼有一個區塊鏈溯源QR 

Code，消費者用手機掃描後會先看

到便當業者的介紹，以及提供食材

來源溯源數據的品項（米、菜、肉、

魚、蛋等等）。選擇想要查看溯源數

據的品項後，即可看到該品項從最一

開始的種植數據、農民種植過程中的

田間紀錄、產地農場介紹到便當銷售

業者送出便當前所拍攝的出貨照片，

以及便當機的溫度控管數據等等都一

目瞭然，讓消費者看得見過程、吃得

更安心。

結語
傳統農業的轉型絕非一蹴可幾，需要

上中下游甚至到消費者端共同的信任與合

作。區塊鏈信賴溯源產銷交易服務平臺結

合了以上介紹的多項服務，以科技化的方

區塊鏈食材溯源之智慧便當機範例。

式成為農民的幫手，也用第一手的數據為

消費者提供信任基礎，期待能成為農民與

消費者之間的橋樑，為臺灣傳統農業的轉

型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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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家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博士生）
              林暉恩（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
              袁賢銘（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教授）

農業區塊鏈應用發展之契約生產
市場平臺

區
塊鏈是由多種資訊技術合成的「分

散式帳本科技」。藉由整合密碼

學、共識演算法、點對點網路工程，以及

生態經濟模型的設計等等，將區塊鏈打造

成一個「信任機器」。因其記錄的每一

筆交易都將無法篡改，並且可驗證與稽核

的程度相當高，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特性，

不僅可以降低不信任的雙方對於第三方的

依賴，甚至取代第三方的存在。就像現在

的比特幣運行，並沒有第三方金融機構的

存在，也能讓眾多的交易雙方都相信其交

易的可靠性。此外，以太坊智能合約的發

明，更讓區塊鏈從原本單純的價值傳遞交

易，變成了龐大的「可信任演算平臺」。

舉例來說，第一代區塊鏈只做到比特幣

收付的帳本，而第二代的區塊鏈可以讓貿

易雙方談妥的合約，轉成數位邏輯代碼

上鏈，不需要第三方公證就有一定的效

力。更甚的是，還可以開發成去中心化

應用程序（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DApp），例如將原本交易所的服務寫成

邏輯代碼即智能合約，在以太坊區塊鏈上

形成「去中心化交易所」。使用者需要時

只要去鏈上啟動該智能合約即可自動運行

服務，並且因為不可篡改的特性，合約代

碼運行的邏輯完全是可以信任的。

區塊鏈結合智能合約的應用潛力及發

展浪潮，近年來大舉推向了各式各樣的領

域。在農業方面當然不例外，常見的應

用有物種培養過程之數據紀錄、監測設備

的存取權限控制、產品安全溯源、供應

鏈管理、農作保險審核、生產者信用評

估，乃至於市場通路之創建等等，可說是

相當的豐富。然而，這些應用導入區塊

鏈雖然都有其主次原因，但總歸來說都會

有一個極其類似的需求：「信任機制的

建立或提高」，只是角度與面向不同而

已。以上述其中幾個應用來說，將物聯

網收集到的栽培或養殖過程中的各種數

值都記錄到區塊鏈上，可讓這些數據的

完整性提高，進而增強資料分析的價值

及可信程度。農業物聯網監測設備結合

區塊鏈為基底的權限控制等，可達成更安

全的自我管理，能有效杜絕惡意操作，讓

監測過程與事實更一致。至於產品如何能

安全溯源？一樣將生產及加工過程上鏈，

打造以區塊鏈為基礎的生產履歷，來提高

消費者信任。供應鏈方面則主要是將運輸

的過程及商品狀態記錄到區塊鏈，而供應

鏈上每個階段的利益相關者都有一樣不可

篡改的紀錄本，除了提高協作的信任度，

還能降低管理成本。關於農作保險審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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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信用評估，一樣平常就把重要的指

標資訊記錄到鏈上，就不會有資料不完

整、不準確而導致貸款核撥困難等問題。

此外，除了能幫助精準地定價保費，甚

至在天然災害發生時，也能自動啟動理

賠流程。最後是市場創建的部分，筆者

於2020年在國立交通大學資工分散式系

統實驗室，與指導教授袁賢銘博士及碩

士班林暉恩同學一起開發的「區塊鏈驅

動的契約生產市場平臺」（Blockchain-

enabled Integrated Market Platform 

for Contract Production, BeIMP），就

屬於這個面向的應用，完整內容也已發表

於國際期刊IEEE Access。以下將先從契約
農作的概況談起，接著解說我們想解決的

問題，及簡介系統平臺提供的價值。

契約農作（contract farming）是指農

民（農產品供應商：種植者）與企業（農

產品需求者：加工商或零售商）協商如何

生產與供應，該協議將規範雙方權利義務

的一種農業生產模式。如今，世界上已有

不少政府將契約農作作為其重要的農業發

展政策。然而，中小型農業生產者是否真

能從中獲益，通常仍是個問號。例如在臺

灣，承包企業更喜歡大規模的農戶。因此

在傳統供應鏈下，後端企業擁有大部分利

潤和支配地位，在地小農容易處於弱勢而

受到盤商剝削。此外，如果發生天然災害

等原因導致收成不如預期，無法履行合

約，損失常由農戶自行承擔。所以多數小

農承擔的風險較高，無法享受產業鏈延伸

帶來的利潤，因此他們很難有動力再生產

出更高質量的產品。另一個問題是，隔年

農民想生產的作物品項與數量，通常是根

據今年的市場採購狀況來決定的，而這很

可能會一窩蜂投入而導致生產過剩；或是

生產不足，該農產價格飆漲。另一方面，

契作合約還有機會幫助小農或小畜牧業者

進行融資，因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可能缺

乏財務能力及足夠的信用，所以相對不容

易取得融資進行生產。表1整理了契約農

作對農民及農企業的好處及缺點。除了農

表 1. 契約農作的優缺點

優點與益處 缺點與風險

買方盤商
1. 穩定量價。
2. 品質可控可預期。
3. 降低資金、時間與勞工等成本。

1. 擔心生產方違約。
2. 需先支付成本。
3. 怕壓低過多成本導致產品不佳而影響聲譽。

賣方生產者

1. 出貨對象明確。
2. 穩定收入。
3. 降低生活不確定性。
4. 有機會先獲取設備、技術、資材與服務。
5. 整體生產成本降低。

1. 擔心買方違約而拒買。
2. 仍怕天候影響農產質量。
3. 不喜歡交割時遠低於市場價格的被剝削感。
4. 太多機械代耕可能讓農民喪失傳統耕作能力。
5. 太依賴盤商令農民失去直接進入市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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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以獲得表1之中的服務、資源、設備

和技術外，BeIMP幾乎可以實現所有契作

好處，並降低大部分的風險。

其實在談到用於作物農畜牧業的DApp

時，目前多數聽到的還是區塊鏈為基礎的

產品安全溯源框架，以及用區塊鏈協助物

聯網管理等等。雖然這些應用程序有助於

品牌活動和食品安全，但它們通常不包括

營銷、貿易和融資，即並非直接幫助到商

業行為。儘管現在也開始出現去中心化市

場來幫助銷售農產品，但也都還是現貨交

易居多，不是契約生產。此外，據我們所

知，目前還找不太到任何用於契作場景的

DApp。在仔細查閱文獻後，我們歸納出

以下可能的原因：首先，大部分契作對象

多是由生產規模較大的農民和企業形成，

因此目前在一個區域內沒有足夠多的合約

交易量；其次，傳統的契作合約內容可能

非常複雜。由於每筆合約交易的量體通常

很大，或者農民需要一些企業支持的生產

資源，因此雙方必須經過多次協商來達成

共識；三是關於交割時爭端如何解決的問

題。然而這些原因，還是可以透過適當的

平臺設計來解決。

總體來說，因為看到契約農作有能力

降低風險、穩定交易和解決不公平的現

象，以及區塊鏈擁有極佳的整合特性，我

們試著開發出BeIMP，讓買方賣方可以很

便利的在BeIMP平臺上進行交易，免除獨

大支配者的角色，讓小農、小攤、餐廳或

賣場通路，可以不需透過中間盤商就直接

媒合、進行契約生產。此外，在臺灣能執

契約生產市場平臺之工作流程示意圖。 契約生產市場平臺之聯盟區塊鏈生態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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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契約農作的生產者是少數，因為多數農

作規模都不大，而BeIMP平臺不論產量大

小均可自行交易。生產者或賣家可預計販

售的農產品設計出不同的合約規格，然後

BeIMP提供配對機制，所以買家可以透過

平臺媒合成功後形成訂單（訂單會由區塊

鏈管理運行），並且買賣雙方須依契約共

識來支付訂押金。而農會或銀行確實收到

款項後，也要用它們的私鑰去鏈上將該筆

訂單簽章來承認其正式成立。也就是說，

萬一發生惡意違約時，就從訂押金來扣，

不用打官司就有一定強制執行的效力在。

並且小農還可先藉此訂單向銀行進行融資

或購買農作保險等。另一方面，BeIMP透

過區塊鏈串聯起銀行、保險公司、農會、

買家、賣家等各利害關係人，形成聯盟鏈

（consortium blockchain），並且主節

點群只能由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平臺以

及監管單位來形成共治。如此一來，可由

多方共同分擔風險和共享利潤，摒除過去

小農需獨自承擔靠天吃飯的風險，但最大

利益卻讓後端產業鏈獨占的現象。

BeIMP除了有促進契作的可能

外，還有實現三層次風險分散的能

力：首先，買賣雙方可以通過合約

規格及訂單指定產品類別、價格、

數量和交貨日期，以減少未來的不

確定性；其次，一手買家如果有其

正當原由需要避免違約，可將此訂

單在平臺上轉售給認為訂單更有價

值的其他人；第三，如果發生不可

抗力的事由或自然災害，將實行保

險理賠機制。此外，訂押金託管、

融資和保險等機制可能是邀請金融

機構、保險公司加入BeIMP運營的動機。在

臺灣，有金融業務的農會可能會有動機外，

協助農民的產銷推廣也是其義務所在，而

且有農會的加入來為優質小農認證背書，

也可以扶植小農初期品牌力的發展。更重要

的是，因為區塊鏈資訊的透明與即時性，有

監管單位加入節點的話，也可以增加此聯盟

鏈的公信力。因此可以發現，我們設計的

BeIMP聯盟鏈並非要取代第三方的存在，而

是要增加機構間的互操作性、交易即結算自

動化以及輔助資訊技術之外的場景需求等

等。更重要的是，若該平臺能順利運行達到

一定規模時，其累積的「時間與價量有強關

係」之資訊，或許還有協助官方進行季度或

年度規劃生產的可能，以降低產量波動造成

價格劇烈變化的風險，讓產銷的質量價趨於

穩定平衡。

另一方面，BeIMP具有促進契約生產擴

展到不同行業的能力。簡單來說，相對於

現貨買賣，只要是想先確定出貨對象再行

生產，然後在指定的時間內能完成交割的

契約生產市場平臺的買方新增商品合約規格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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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都有機會在開放的BeIMP平臺與買方

媒合，先拿到訂單，例如特製的傢俱、手工

藝品，乃至於伴手禮或其他加工產品都可

以。也就是說，BeIMP亦可推廣「先銷售後

生產」的商業模式給廣大的生產者，並有機

會進一步降低滯銷、庫存、過季等經營風

險。回顧傳統的產銷行為，是先創造價值，

再傳遞價值，最後賺取價值。而「先銷售後

生產」則是先宣傳價值來獲取價值，最後才

依訂單量來生產創造價值。因此，BeIMP可

以讓產方先在平臺上展示樣品、宣傳產品

價值，還能圖文並茂或搭配影片，

並設計好適當的合約規格讓有意者

來「預購」，甚至還可以在新穎商

品的生產前試水溫。其實契作就是

「先銷售後生產」的一個實例，只

是缺乏一個平臺與機制來擴大其好

處給在地中小農。

以上，從區塊鏈的特性與其在農

業的相關應用簡介，到增進中小農

在市場營銷能力與如何穩定量價等

問題，我們嘗試用區塊鏈等資訊科

技將契約農作的概念與好處推廣給

更多的生產者，並且實際將BeIMP

做成了一個原型，最後也分析其

潛在好處與擴展性。本文期望在農業物聯

網、栽作過程大數據及供應鏈等等常見的

應用之外，在商業平臺、契約生產的這個

面向，多提供一些淺見與研究心得，希望

能帶來一些啟發。由於篇幅有限，關於

BeIMP更多的細節，均已發表在國際期刊

IEEE Access，有興趣的朋友也歡迎與我們
聯繫。

契約生產市場平臺之商品合約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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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川翊（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中心副研究員）

區塊鏈在農業及物流運輸的發展
與挑戰

前言
全球經濟成長帶動人們對農產品及食品

之需求，也改變了消費者的飲食習慣與通

路結構，越來越多的農產品透過貿易及物

流運送到世界各地，而農產品的易腐特性

更增添儲運過程的困難度。另一方面，氣

候變遷對農業的影響持續加劇，驅動了永

續性農業及智慧化農業的發展，期能用更

少的資源創造更大的農產收穫，並且減少

對環境的破壞與影響。為滿足這些擴大性

的需求及農業發展，全球皆致力於尋找解

決方案或開發革新性技術，藉此有效提升

產業對環境的應變能力；而區塊鏈技術的

開發與應用，正是近期被廣泛研究討論的

議題之一，本文即針對區塊鏈在農業及物

流運輸的發展與挑戰，進行簡要概述。

區塊鏈在農業的發展與應用
農業智慧化在永續農業發展的作

用逐年增加，全球對於糧食產量加倍

以實現糧食安全的挑戰，寄託於「技

術」的開發。智慧農業是一個總稱，

包括與減少水土流失、減少能量輸

入、提高水資源管理效率、減少農藥

對環境的影響、降低環境破壞，以及

提高生產力等相關的技術、設備和服

務。智慧農業被定義為一種透過訊

息驅動的農業方式，以精準農業的原則

進行實際運作，結合傳感器、物聯網、

GPS衛星導航、無人機、地理定位器、

大數據運算及人工智慧等設備或技術，

為自動化農業運作奠定基礎，並透過這

些數據及網絡，在播種、澆水、施肥、

噴藥、作物選擇、土壤分析、小區域天

氣預測、病蟲害防治及產量預測等農業

操作，做出更明智的決策與應變行為，

有效提高農業生產力及投入回報率。也

正因為這些可顯著改善農業效能的特

性，智慧農業的全球市場規模預計將從

2020年的129億美元提升至2026年的205

億美元，成長近60%（圖1）。

隨著智慧農業的不斷增長，預計將促進

全球農業市場對區塊鏈技術的採用。由於

圖1. 智慧農業的全球市場規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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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農業會越來越轉向資訊收集和數據

分析以提高生產力及永續性，並透過物聯

網或資通訊技術來提高農業活動相關數據

的收集、儲存、分析與利用，對訊息傳遞

與網絡鏈結的依賴度將越來越高。智慧農

業市場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開發能夠

管理和利用數據的安全系統；傳統的數據

管理方式涉及使用集中式功能，這些功能

經常會遇到諸如數據失真、數據不準確、

安全風險、網絡攻擊和濫用等問題的困

擾，而區塊鏈技術可使所有利益相關者，

在農產品生產的整個過程中產生的數據獲

得妥善保存，該技術確保數據和訊息的透

明性和不可變動性，且由於儲存介面分散

化，資料安全性也得到更多保障。

另一方面，區塊鏈在智能合約和透明交

易中的作用，可使農民在整個供應鏈過程

協商價格，並向消費者提供有關產品來源

的詳實訊息，進而為農民和消費者帶來好

處。區塊鏈技術能夠自動執行智能合約和

自動支付的作用，在沒有中介的情況下實

現透明的點對點交易，可以增強消費者和

生產者之間的信任，從而降低農產品市場

的交易成本，並且可幫助農民購買農作物

保險或向保險公司索賠。此外，由於農業

及農產品系統的複雜性，通過使用智能合

約可以即時回報問題或快速檢測故障，提

供一種可靠的技術來降低安全問題並減少

詐欺。整體來說，區塊鏈技術在農業領域

的應用涉及智慧農業、農產品交易、農業

保險和食品供應鏈等關鍵領域，由於先進

ICT技術、物聯網設備和智慧型手機的日益

普及，正在導向智慧農業和精準農業技術

的轉變；而數據和訊息對於基層農業及農

產品系統的重要性，以及為各種農業經營

提供支持，將使區塊鏈在農業發展的作用

越來越突出。

區塊鏈在物流運輸的發展與應用
過去數十年全球對減少食物浪費的認知

不斷增長，對產品保存的要求越來越高，

而經濟發展促使人們對生鮮農產品及易腐

性食品的突破性需求，更推動了物流與低

溫運輸的發展。低溫物流可以說是農場到

餐桌的最後一哩路，也是保障生鮮農產品

及易腐性食品價值的壓軸一環，不論在國

際間或地方區域，常發生農產品在運輸過

程中因保存不當產生耗損，導致生產者、

貿易商、物流業者以及消費者權益受損的

情況。而區塊鏈技術結合感測器與物聯網

應用，能建構一個可信賴的保鮮溯源、貨

圖2. 區塊鏈在農業及食品供應鏈應用的市場規模變化。

農業科技視野 15



況追蹤與品質管理平臺，可藉此提高低溫

物流管理效能、改善庫存管理、縮短運輸

時間、減少食物浪費和成本；另外也可透

過警示系統即時修正問題，讓物流運輸能

全程獲得保障，因此市場前景相當看好。

預估到2023年，區塊鏈在農業及食品供應

鏈的應用，全球市場規模將達4.3億美元，

複合年均成長率達47.8%（圖2）。

區塊鏈也可充當物流和運輸作業核心流

程的附加層，並為供應鏈中的所有利益相

關者創建共享數據藍圖，這將使物流運輸

行業對區塊鏈技術的需求增加，並鼓勵技

術供應商推出迎合這種需求的新產品；例

如：將區塊鏈技術添加到供應鏈追溯平臺

中，以提高農產品客戶對產品追溯與交易

安全的信心。區塊鏈技術將可幫助運輸業

提高物流運輸的效率、連通性和安全性，

該技術將連接與供應鏈環境相關的各方，

進而提高透明度和安全性。近年來，越來

越多航運業受到工業規模的網路攻擊，影

響了馬士基（Maersk）集團等大型航運

公司的運營，該公司曾在2017年遭受網路

攻擊，損失了近3.5億美元的收入。由於運

輸業有多個利益相關者需每天交換關鍵數

據，因此保護數據免受駭客攻擊是該行業

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現代駭客很容易突破傳統通訊設施的

防禦，讓儲存於此類基礎設施中的數據可

以輕鬆更改而不被查驗到。近幾年運輸業

對資訊安全性和透明度的日益關注，鼓勵

業者在運輸過程中實施區塊鏈技術；因為

區塊鏈技術是在安全和程序化的環境中作

業，並對數據使用複雜的加密程序，因此

數據儲存在區塊鏈幾乎不可能被破解或更

改，這一因素將吸引更多的運輸業採用區

塊鏈技術，尤其在全球最主要的跨國海運

運輸中，運營商、碼頭、托運商和物流商

等供應鏈關係業者，越來越意識到資訊安

全的重要性及網路威脅的傷害，這也將促

進利用區塊鏈技術來修復或避免可能導致

網路攻擊的漏洞。

區塊鏈應用的市場挑戰
區塊鏈在農業及物流運輸的發展，預計

將會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然實際導入及

應用過程，仍不可避免必須面對幾項市場

挑戰：

一、區塊鏈技術的實施和維護成本高

透過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農業和物

流運輸行業可望在生產力、安全性和

效率方面獲得長遠利益。然而，該技

術在最初實施時是資本密集型的，因

為運行區塊鏈技術所需的軟體或系統

通常是針對特定公司開發，因此內部

購買或開發的成本很高。另外，物流

運輸行業中的相關企業必須承擔使用

伺服器和節點的費用，以保存增加到

區塊鏈的指數性成長數據；由於區塊

鏈數據庫的設計方式是無限期存儲數

據，且每筆交易都儲存在分散式賬本

中，因此區塊鏈中的數據量將根據交

易的頻率和數量迅速增加，這也將進

一步增加實施區塊鏈的成本。

二、追蹤和溯源的替代技術存在

可追溯性技術是一種幫助農產品、

食品或醫藥行業等相關企業，從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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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終消費者的整個供應鏈過程，追

蹤單一產品的解決方案，目前像是

條碼（barcode）、無線射頻辨識

（RFID）以及全球定位系統（GPS）

等可追溯性技術，已是消費性電子產

品、醫藥產品、工業產品和汽車產品

等整個供應鏈追蹤的可靠方法，這些

技術同樣也可應用於農產品的庫存控

制和逆向物流追蹤，協助追溯從生產

到消費者過程中的產品相關資訊。

由於這些技術比區塊鏈技術便宜，因

此，這些技術的進步與採用者的增加

也會影響區塊鏈應用的推展。

三、對區塊鏈技術缺乏認識

區塊鏈技術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領

域，市場本身處於非常初級的階段。

與世界上任何新興技術發展一樣，區

塊鏈應用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農業

及物流運輸行業對此類技術缺乏認知

及接受度，且市場滲透不足導致該技

術在全球的採用率低且實施緩慢。除

了缺乏認識之外，人們普遍對區塊鏈

技術的實施失敗或可能會因此失去工

作存在誤解，農業或物流運輸行業的

相關企業可能會認為實施該技術是一

種不必要的額外負擔。此外，該技術

具有陡峭的操作學習曲線，這可能會

增加解決方案的成本和整體吸引力，

這也將阻礙區塊鏈應用的市場增長。

結語
從近期的現況來看，雖然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迅速蔓延，對包括農業及物流運輸

在內的所有行業產生巨大影響，也為這些

行業帶來了各種挑戰，但它也可能在不久

的將來帶來一些新的機會。大流行增加了

對農業採用新技術來改善生產，以及物流

運輸改善其運營效率的需求，在當前的健

康危機和疫情後的時期，智慧農業將是一

項深具發展潛力的技術，可以幫助創建一

個真正更智能、更高效、更少浪費的農業

世界；另一方面，疫情危機也極大地改變

了物流運輸企業的營運方式，對新技術導

入的需求更顯迫切。在新冠肺炎危機結束

後，智慧農業及物流運輸的發展，預計將

推動更多的投入及產業創新，這也將是區

塊鏈技術實踐應用的大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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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瑞廷（青農）

農業的微革命：區塊鏈展現農產
新價值

前言
以農立國的臺灣，農業過去曾是國人驕

傲的產業，不僅確保臺灣糧食安全，同時

也將優質農產品外銷歐美、日本等國賺取

外匯收入，才能造就現階段工商業蓬勃發

展。在農業的帶動下，讓臺灣經濟起飛與

促進各界發展，因此農業對厚植國力有不

可磨滅的貢獻。

隨著時代的進步，近年來臺灣的農業已

由經濟的前導變為負擔。但是，民以食為

天，農業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環，更

是經濟穩定的磐石；在工商業的發展競爭

下，農業這項傳統產業，成為乏人問津的

行業，因此要如何翻轉臺灣農業，相信必

須改變現有的傳統思維，賦予創新的經營

思維，才能創造全新的價值，讓農業成為

賺錢的行業，這樣才有更多人願意返鄉投

入農業生產，讓平均年齡62歲的老齡化農

村注入新活力，讓這個過去臺灣引以為傲

的產業再次復甦。

近年全球產業為避免被時代淘汰，各行

各業不斷改革創新，就是為了能繼續朝下一

個世代邁進，使歷史悠久的農業跟上改變的

腳步。在國、內外許多報導都能看見，許多

國家開始將科技導入農業，在智慧科技的輔

助下，讓農業不再是看天吃飯的行業，同時

透過智慧科技對農作物的監控、預測，以

及取代人力等，讓農作物在極端氣候的影

響下，提早透過預警系統做有效的防範措

施，並在可預期的情況下，降低農業損失

與風險及提升農作物的生產效能。此外，

在科技嚴格控管，更能杜絕魚目混珠事件

發生，例如過去的假油、毒奶粉、塑化劑

以及混充包裝米等，所造成的食安問題，

已讓消費者對於生產者失去信心，因此產

品溯源紀錄透明化這件事變得十分重要，

倘能取得消費者信任，將有助於整體產值

提升，創造農業應有的利潤，未來智慧科

技（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

等）將成為翻轉農業的利器。

區塊鏈的特性
談到區塊鏈，最常讓人聯想到比特幣、

以太幣等虛擬貨幣，但實際上，區塊鏈的

運用不是只有應用在「幣」的交易。區塊

鏈之所以被譽為「下一個網路革命」，其

嶄新的技術經過巧妙設定與安排，能成為

各行各業的最佳幫手，產業遇上任何痛點

時，都可思考區塊鏈是否能協助將問題迎

刃而解。它到底有什麼特性，讓我們逐一

探討：

一、  安全性：區塊鏈是一種加密資料庫，

每一筆資料的讀取或寫入都必須有

正確的加密密鑰，當配對成功時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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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與讀取相關訊息，同時透過一些設

定，記錄拜訪者或更新訊息者。

二、  分散式帳本：區塊鏈裡最重要的核心功

能就是將資訊分散式保存，有別於傳統

單點伺服器的保存法，過去當單點故障

或遭駭客侵入時，可能直接造成癱瘓或

信息無法運行，然在區塊鏈網絡上的多

節點形態，當一個或數個節點故障時，

其他節點仍可保留數據並且繼續運行，

也就是說當駭客入侵更改資料或信息

時，必須突破超過半數的節點，才能將

信息更改。區塊鏈的多節點功能相較於

傳統單一伺服器更能有效防止惡意的破

壞與篡改各項訊息與資訊的機會。

三、  多數決共識：區塊鏈上資訊的更新與修

改若採用權威證明（PoA）多數決的方

式，則參與產塊的節點超過一半必須達

成共識，否則無法在區塊鏈上更新訊

息，採用共識決的方式可以杜絕單一節

點控制數據並創建詐欺的交易行為。

綜上，區塊鏈能取得人們信任的原因，是

它具有透明化及安全性高等特性，不容易被

壟斷，特別是食安風暴後，更能以區塊鏈的

特性來追蹤記錄產品溯源履歷資訊，成為取

得消費者信任的最佳利器。

區塊鏈應用在農業上的核心價值
一、 可溯源

在區塊鏈中透過詳實記載的每筆資

料組成資料庫，並分門別類存放，當農

產出現品質或食用安全疑慮時，能在

最短時間內找出問題所在點，並做有效

決策阻止問題持續發生。倘以傳統式手

寫登載，在農產品出現問題時，第一時

區塊鏈忠實呈現各項資訊。

透過區塊鏈，生產溯源一目暸然。

區塊鏈溯源 QR Code
掃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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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要從紙本紀錄中查找追蹤源頭，難

度很高。過去食安問題發生時常找不

到負責的對象，最終都將問題推給生

產者，讓這些腳踏實地生產農作物的

農夫們，因無法有效提出證據遭受誤

會，或產品價格任由買家出價，損及

農民的用心。

二、 不可篡改

透過區塊鏈的加密機制與限制設定，

可以避免寫入的資訊任意遭受修改，倘

資訊寫入錯誤必須修改時，除了需要取

得參與者共識決外，更改寫入的資訊也

都會留下紀錄，即所謂「凡走過必留下

痕跡」，藉此保障消費者權益，讓清楚

透明的資訊作為選購產品的依據。另外

區塊鏈可以將個人資料隱藏，使用者可

以依所需開放相關資訊，因此不會有個

人資料外洩的疑慮。

三、 去中心化

傳統的資料庫，都是採用單點伺服器

的保存，而區塊鏈係採多節點方式參與

節點共同保存與維護，當某一節點遭受

破壞或攻擊時，其他節點仍保有相同的

寫入資訊，不會因為單點資料庫遭受攻

擊，而造成所有的資訊遺失。

四、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的應用範圍很廣，最常被

用在金融交易中，一旦滿足特定條件，

智能合約就可以自動執行。例如：農業

保險可透過智能合約促成災害給付或補

助，無需第三方的任何外部輸入。

五、 田間紀錄數位化

數位化的區塊鏈履歷可有效減少用紙量

與存放實體產銷履歷文件的空間，以往每

一份紙本履歷都要存放3～5年以供後續查

核使用，在區塊鏈科技的協助下，產品溯

源履歷不只達到用紙量減少，同時實體空

間也能釋放活化。

透過溯源系統找尋使用資材。

相關採購證明均可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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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歷年生產資訊方便且快速。

區塊鏈如何提升農產價值
在農業上單以區塊鏈記載生產過程，

它只能說是數位筆記本，因為它跟傳統產

銷履歷沒有什麼不同，差別只是這數位筆

記本賦予區塊鏈的特性；但透過搭配物聯

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結合區塊

鏈，即能將農產品生產流程透明化，控管

農產的品質與安全性，解決農產品供銷問

題。臺灣農業技術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每

當農民遭遇供需失衡時，經常血本無歸，

因此為提升臺灣農產品的價值，大家應該

要改變傳統思維，以客戶需求為導向，透

過區塊鏈溯源給予消費者購買信心。此外

以臺灣農業來看，大多數為精緻農業，原

則上可以借鏡日本農村的地方創生策略，

將在地農業品牌精品化，透過生產高優質

商品等經營理念提升農產價值。

一、 區塊鏈溯源

自食安風暴後，臺灣消費者越來

越重視農產品溯源，特別是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推行青農返鄉以及地方市集

的竄起，讓消費者會主動去認識生產者

並想瞭解整個生產過程，甚至有的消費

者在乎使用什麼資材、是否符合清真認

證、有沒有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等。消

費者期望親自瞭解以確保從產地到餐桌

一路都是安全的，但透過經驗瞭解農產

過程仍有其風險，例如產品為賺取暴利

混充不同產地的產品，或者是以撿便宜

的心態選用劣等資材而對環境造成破壞

等等，都可能造成產品存在不安全性，

因此區塊鏈履歷的忠實呈現，對於食品

溯源就具相當程度的可信度。

自2018年起全球沃爾瑪、家樂福等著

名超市都開始著手將區塊鏈導入產品鏈

中，而臺灣也不落人後，早在國際知

名超市投入這項科技前，臺灣新

創奧丁丁集團與臺東青農魏瑞

廷就率先將區塊鏈科技結合稻

米產業，透過區塊鏈的

依農產品需求選擇物聯
網裝置（微型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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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讓產品生產過程透明呈現，也

拉近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信任距離，

並獲得國際買家的認可，替魏瑞廷爭

取訂單，也順利解決家中稻米滯銷及

無人收購的窘境，成為臺灣農業導入

區塊鏈並提升稻米價值的最佳範例。

另外，區塊鏈溯源就像是監控系

統，當產品出現危機時，能在最短時

間內找出問題，排除與中斷因人為

（例如產品遭人惡意注射毒物）或非

人為（冷凍食品運送過程因空調損

壞）所形成之危機，立即阻止該批產

品流入市面，並詳實記載銷毀之產品

數量、產地與批號等（避免不肖人

士將銷毀產品魚目混珠再次流入市

面），以確保消費者的食用安全性，

同時也能減少因無法確認受害商品批

號、數量，以致於全面銷毀造成的食

物浪費。

二、 產品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

過去農業生產大多不在意消費者

的需求，但隨著消費者購物習慣的改

變，農業生產必須學著以消費者需求

為導向，例如有的消費者重視環境生

態問題，在農業生產端可將農民生產

注重環境保護與自然生態這一環，登

載入區塊鏈溯源履歷中，甚至可計算

產品生產之碳足跡或生物多樣性等，

提高崇尚自然愛護生態環境消費者之

購買意願。

三、 品牌精品與高品質化

農產品的分級都有一定的規定標

準，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銷售一定要

用最高級別作為標準，過去臺灣常有

第一批產品品質特別好，但每當數量

一多，生產端就開始出現品質不一的

現象。此現象容易讓國內外消費者對

臺灣農產品質漸失去信心，因此在競

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下，惟有讓產品變

成「最高級」而非「比較級」，並要

求品管在每一次出貨的產品都一致、

無可挑剔，再加上以區塊鏈透明的食

品溯源成為市場焦點，相信臺灣農產

品若能作到高品質與安全性並進，加

上臺灣政府在外銷的協助，必定能讓

臺灣農產品成為最高級的精品。

1.  即時生態監控，滿足生態
環境愛好者的需求。

2.  即時拍攝的生物資訊同步
上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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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臺灣在地優質農產品。

區塊鏈溯源履歷讓食安再升級
一、  區塊鏈溯源找回信任提升價值

無論是區塊鏈溯源履歷或是傳統

的農業生產履歷，其實最終目的都是

為臺灣農產品把關，透過詳實的生產

紀錄過程，讓消費者對於所購買的產

品一目暸然，安心食用。區塊鏈科技

應用於農業食品溯源履歷上，並不是

要取代任何現有的認證機制或產銷履

歷，只是透過區塊鏈的特性將生產流

程以更透明化的方式呈現，生產者可

在區塊鏈上傳其安全生產的各項證明

資料，甚至搭配物聯網實時實地影

像，讓消費者瞭解農民對於產品的用

心程度，進而願意支付更多的費用購

買，以提升農產品價值。

二、  搭配物聯網與多節點的串接，防止食

安弊端

當農產品發生問題時，區塊鏈溯源

履歷如同監視器般，可逐一檢視找出問

題點，在最短時間內追溯問題源頭，掌

握產品行蹤進而回收其他可能也出現問

題的產品，辨別該問題的責任歸屬，以

及降低問題所造成的風險。因此區塊鏈

溯源履歷上所記載資訊越多、節點越豐

富時，對於食安防弊更具有效力，同時

透過搭配物聯網技術監控整個生產過

程，更可避免有心使用不實資訊的業者

提供錯誤的資訊。

結語
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讓消費

者對於農產品逐漸產生不信任感，雖然政

府農業單位積極推行產銷履歷制度，但其

溯源效果有限，僅生產端記錄生產過程到

採收，當發生農產品安全疑慮時，通常都

無法即時有效率地追蹤溯源，找到問題責

任歸屬，若能改變現有農產品生產履歷的

模式，導入區塊鏈科技，並在物聯網監測

協助下，運用多節點連結（種苗商、生產

者、資材行、經銷商等），讓農產品從生

產過程到包裝，甚至運送到消費者手中都

能忠實呈現各節點的資訊，消費者也能透

過溯源追蹤瞭解生產者對於產品的栽種的

用心，再次找回對產品的信任。

目前全球農業區塊鏈才剛起步，臺灣農

業可藉由區塊鏈的可溯源、中心化、不可

篡改以及忠實呈現等性，創造更多價值、

服務、經營與獲利的模式。目前臺灣農業

在區塊鏈的發展上仍有足夠的發揮空間，

若政府想扶持本土農業與扶植新創企業，

應盡快協助農業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讓這

個被譽為下一個網路世代的區塊鏈技術普

及運用於農業中，透過區塊鏈信任機制促

進農業蛻變，並搭配專屬行銷模式，開啟

提升農產品價值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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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嘉弘（天空之水創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臺灣農業因應智慧農業 4.0 的後經
濟時代：以田寮咖啡莊園為例

前言
從政府推導產業數位升級，歷經工業4.0

的應用，橫跨農業4.0的推廣，因疫情關係

在2020年起迄今，許多科技廠商不斷配合

政府數位產業升級及光電需求，紛紛投入

農業生產的應用領域。在此衍生技術服務

項目，我們分別探究工業4.0與智慧農業

4.0的導入解決了哪些問題。

智慧工業與智慧農業導入相關性
工業4.0的應用大數據協助解決生產問

題，從以下幾個面向討論：

一、  智慧製造：數位化管理導入ERP系統，使

紙本、表單數位化，減少大量人工作業。

二、  檢產一體：即時監測全自動虛擬

量測系統（a u t o m a t i c  v i r t u a l 

met ro logy,  AVM）、智慧型預知

保養系統（intel l igent predictive 

m a i n te n a n ce,  I PM）以及視覺

檢測應用系統（automatic opt ic 

inspection, AOI）。

三、  智慧生產：將生產資訊視覺化，提供友

善介面，讓客戶運用電腦、平版、手機

便能即時知曉廠內所有的生產資訊。

四、  現代化資料中心：資訊搜集合作建置

搭配專業的原廠顧問服務，全面助力

以數據驅動的數位轉型，並以IT基礎架

構的軟硬體整合、連結物聯網及大數

據，往智慧機械與智慧工廠發展，掌握

數位世代帶來的龐大商機。

智慧農業4.0用工業思維協助解決農業問

題，以下列構面討論：

一、  實體層：包括數位化管理農業生產過

程所運用的機械設備、工具、接觸的環

境及生物等。在過去倡導農業3.0升級

過程中，利用自動化機械設施輔助農

民運用機械取代勞力密集工作，就是

其中的升級條件。如今在實體部分，除

了機械自動化的利用，更需要提供精

準的資訊來協助農漁產業管理及升級

所用。

二、  感知層：即時監測透過感測瞭解生物

及環境的相關資料，如溫度、病蟲害

等。因為物聯網的應用普及，5G時代

的來臨造就了過往傳輸速度的瓶頸，

需要加速軟硬體設備的檢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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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層：智慧生產感測器的資料透過

無線通訊科技，傳遞至雲端資料庫。現

今拜網路5G的快速應用，在過去受限

於通訊品質及速度的條件，無法作妥

善運用的工具，如雨後春筍般地推陳

出新，例如無人機載具。

四、  應用層：資訊收集將網路層回傳的資料

進行大數據分析，依分析結果做出反

應。這部分的應用目前普遍使用於生產

履歷甚或是產銷履歷的驗證。

因為食農教育的推廣，讓產地

的商品獲得消費者的信任，所

以有驗證碼的標示，增加了產

品的可信賴度。但此部分政府

尚未完全掌控，仍維持在民間

機構或是社團法人的認證機

制。當然，農會在這部分占很

大的關鍵因素，因為產銷班或

合作社均在農會管轄範圍內。

智慧農業科技的應用
根據現行的推廣，智慧農業管理資訊

平臺的建立是必要的，我們在整合智慧農

業上先將前端的物聯網應用上的系統建置

完備後，再來處理大數據分析的應用。所

以我們先行建置了前後臺的雲端平臺，

主要的資訊管理平臺架構涵蓋以下內容：

一、取樣作物；二、基本資料鍵入；三、

即時資訊（數位資料）；四、資訊管理，

智慧農業 4.0 解決農業問題。
（圖片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網站）

智慧農業科技數據管理示意圖。

透過傳感器收集參數，智慧控制水閥或其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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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一）演算法分析：整合至數據資料

庫，（二）AI分析應用：多項變數分析，

（三）真偽辨識：QR Code公證單位連

結，及（四）溯源履歷辨識：區塊鏈的應

用；五、產銷聯盟資料共享：ODI連結；

六、預期效益：KPI的實質檢驗。

天空之水創新科技公司致力於智慧
農業科技的應用推廣
現階段資訊農業的應用普遍用於自動化

的監控，相對於資料的應用部分純屬一般

性的田間管理數據的收集及分析，所以衍

生智慧農業服務範疇可區分為下列項目：

一、  提供即時影像：即時影像拍攝，AI雲端

隨時監控；植株生長全記錄，食品安心

看得見。

二、  數位管理：用藥施肥數位記錄；工作排

程隨時調整，工作資訊隨時記錄；經驗

方法全記錄，傳承精準不失真。

三、  建立微型氣候站：微型氣候偵測，水、

肥隨時補充；肥分分布調查，精準用藥

不浪費；生長環境一致化，作物品質標

準化。

四、  病蟲害防治：環境分析預測病蟲生長，

整合空拍與地面攝影，輔助識別病蟲

害發生。

五、  自動化農機具租售：機具租用減少資

本支出負擔、5G遙控遠端作業，施藥

更安全；多機並行管理，工作進度隨時

管控。

六、  農事服務：無人載具代客噴藥、產銷

履歷輔導以及產銷策略聯盟合作生產

輔導。

田間管理即時監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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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監控系統。

自動灌溉施水施肥系統。

AIoT在田寮咖啡莊園的實際應用
當初在田寮的這塊土地上因緣際會種

植了咖啡，是因為此處緯度跟印尼爪哇島

上種植曼特寧咖啡的緯度相近，而且都是

屬於石灰岩地質，為了解決困厄的種植環

境，因此決定導入科技來解決盲種跟勞力

不足的問題，事實也證明當初導入智慧農

業科技的初衷是正確的。我們分別利用物

聯網的各種應用提供農業解決方案。

一、 水資源監控系統

臺灣雨水通常來得又急又快，尤

其今年的旱災造成水情嚴峻，如何有

效蓄水在農業上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此我們建立傳感器蒐集儲水桶及蓄

水池水位高度，當大雨來臨時，蓄水

池水位上升會自動抽水至儲水桶，同

理，水池水位不足時亦可補水入池。

二、 自動灌溉施水施肥運作

利用具備遠程控制的自動閥門控制

出水及出肥，可透過預設的邏輯控制

或是傳感器接收資訊來自動判斷出水

及出肥，有效節省成本，並將相關傳

感資訊送上雲端當成日常田間管理數

據。也因為有這樣的日常數據資訊，

讓我們可以依此來判斷開花期及結果

期各需要什麼條件以使結果率增加。

三、 AIoT系統整合平臺的建置

為了能整合在農業科技與物聯網

的應用，我們結合了AI傳感器的連 AIoT 系統整合平臺可應用於魚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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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即時數據的傳輸，透過RS485、

4-20ma或是Lora的傳輸介面可將即

時收集的資訊傳輸到雲端資料庫，透

過遠程的控制器來連結現場設備運

作，例如透過Do及Di啟動繼電設備

的開關，可應用在魚塭的自動投飼料

器、打氧水車的啟動或是相關的馬達

開關等。

四、  利用無人機載具搭配相機掃描果實辨

識熟成度

針對咖啡果熟成，目前農民已能掌

握各階段施肥的種類，搭配無人機搜

集的果實顏色，利用光譜儀針對顏色

較綠的果樹加強施用肥料，就能達到

接近一致的成熟時機，進而達到同時

採收的目的。

利用智慧科技可調整成熟時機，達到同時採收的目的。

透過區塊鏈記錄咖啡樹成長，開創
商業新契機
以上針對不同的智慧農業的應用，相

信會有更多人有興趣投入相關的研究及開

發，AIoT在農業上的真正運行也是近幾年

的事情，我們非常期望有更多的應用發揮

得更加淋漓盡致。另外，區塊鏈技術亦可

與物聯網結合，除了現行的溯源產銷履歷

驗證導入較具有公信度外，考慮到現在臺

灣喝咖啡的人口越來越多，可能也會越來

越多人願意認養咖啡樹，因此我們透過區

塊鏈將咖啡樹的實體種植模擬開發給認購

會員，利用AIoT的自動種植，瞭解自己的

咖啡樹成長過程與現況，進而可實地去採

果，並利用點數經濟的開發模式，讓咖啡

農與會員間產生連動及價值交換。把網路

上的開心農場化為與實際場域的模擬農場

經營一致，也許不失為一個商業模式的新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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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農業離不開氮肥，但氮肥卻會導致

嚴重的溫室效應與水汙染；農地土壤中的

氮往往迅速轉化為硝酸鹽，滲入地下水和

水道，並在分解時釋放溫室氣體一氧化二

氮。為了解決氮肥難題，科學家提出改用

硝酸鹽和銨鹽混合物的方案，並強調監測

土壤中硝酸鹽平衡的重要性。銨也是氮的

一種形式，它與土壤結合緊密，不易流入

水道。而且，銨鹽除非先轉變為硝酸鹽，

否則不會降解為一氧化二氮。儘管過多的

銨鹽對植物有毒，但最新研究表明，與僅

含有硝酸鹽的普通土壤條件相比，硝酸鹽

和銨鹽混合物能提升農作物產量達到50%
以上。除了新混合物肥料，科學家也建議

兩種維持土壤氮平衡的新興技術：使用包

膜衣、具長效性的合成硝化作用抑制劑，

或善加利用某些植物如熱帶草防止硝化作

用的能力，並透過育種讓主要穀類作物也

具有這項特性。透過解決氮肥難題，科學

家可望提供農民更多樣的耕作選擇，並提

供更好的生產環境。

資料來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
releases/2021-05/puww-kma052621.php

解決氮肥難題，降低汙染，提升產量

尋找屬於樹木的氣候變遷避難所

編譯／黃仁藝

編譯／黃仁藝

氣候變遷對植被十分不利，可喜的是氣

候變遷避難所確實存在，如濕地、與水域

接壤的土地、岩石裸露處、冷空氣沉積或

會產生逆溫現象的山谷。這些地方相較之

下受氣候變遷較小，樹木比較不受溫度升

高和降雨模式改變。巴西佩魯瓦蘇洞國家

公園的科學家對氣候變遷避難所進行量化

研究，主要方法為分析39棵樣本樹木（巴
西良木豆）的4,500多條年輪。傳統分析法
是求出所有樹木的平均值，但巴西科學家

對每棵樹都下了功夫，藉助碳14的「核彈
高峰」弧線—1960年代冷戰高峰時，頻
繁核子試爆在所有生物體內留下的碳14蹤

跡—來分析追蹤樣本樹木各自的特殊經

歷。其中22棵樹對溫度與夏季降雨敏感，
有6棵樹只對降雨敏感，但有11棵樹對國
家公園內的各種天氣不為所動。透過這11
棵樹，搭配旱季及雨季的衛星影像分析，

科學家辨認出公園內的避難所多為喀斯特

地形，具有地下水道系統、地下河、陷孔

與洞穴。微觀地分析每一棵樹木，幫助科

學家與國家公園政策制定者理解大規模的

氣候變遷與地貌，找出樹木庇護所，得以

規劃更好的森林保護計畫。

資料來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
releases/2021-05/fda-ric05262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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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在溫室中培育了足以代表所有

已知的品種的上百種西瓜，發現我們熟知

的西瓜最有可能源自非洲東北部的野生作

物。這項發現澄清了長達90年的誤解，
學界以往認為西瓜與南非香櫞瓜（citron 
melon）是同一類。華盛頓大學的研究
發現，一種不苦澀且具有白色瓜瓤的蘇

丹品種，名為「科多凡瓜」（Kordofan 
melon），才是馴化西瓜的近親。今天
培育出來的西瓜來自極少數的基因原種，

而其天敵包括多種黴菌、真菌、病毒與線

蟲。透過比對科多凡瓜與馴化西瓜，科學

家已找到3種能抵抗病害的基因變異。此

外，本研究意外發現古文明人類活動與文

化連結範圍的深度與廣度。此前，科學團

隊能辨識黃瓜、西瓜和其他瓜類在人類歷

史中被馴化的時間點，但要定位它們被馴

化的空間背景卻非常困難。如今，在基因

研究輔助下，科學家得以重新審視埃及古

墓畫像，發現埃及壁畫將原始的西瓜與高

甜度水果如大葡萄歸為一類，推論出早在

4,000年前，尼羅河谷居民已經知道把西瓜
當點心食用。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1/05/210524161825.htm

破解美味西瓜的起源之謎

輕便感應器可深入偵測植物的壓力

編譯／黃仁藝

編譯／黃仁藝

為了應對食物安全問題並有效地落實

永續農業，精準農業是人口密集地區最好

的解答。然而，當植物受到壓力，原本看

不見的問題將演變成可見的病症或導致減

產，對精準農業是嚴重的打擊。新加坡與

麻省理工學院聯合研發與科技跨領域團隊

（簡稱SMART），為新加坡的精準農業
設計出偵測植物化學狀態的可攜帶式光

學感應器，以監控農作物是否承受壓力。

本感應器的原理為：當葉面接受一般光線

照射，葉中的分子將振動產生拉曼效應，

反映其中的化學狀態。農民得以在植物衰

退之前及早偵測植物體缺乏氮，可謂田野

環境下實時的植物健康監測。在活組織實

驗中，科學家於全光植物生長環境下使用

感應器，同時測量葉切面的實驗室數據，

經比對發現兩者結果一致，證實感應器可

深入評估植物體狀態。雖然氮是研究中的

主要測量對象，感應器亦可偵測其他的壓

力表型，如乾旱壓力、熱或冷壓力、鹽度

壓力與光壓力等，另外，也能測量常見作

物的代謝物高峰，如芥藍菜、小白菜、萵

苣與波菜。SMART團隊在《科學報告》
（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中詳盡說明了
感應器的設計構造與製作方法。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0/12/201208111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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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正呼腸孤病毒（簡稱PRV）感染的帝
王鮭，會因血液細胞破裂造成魚的肝、腎

損害，危險性甚大。太平洋鮭魚基金會等

組織的研究團隊藉著基因分析，發現英屬

哥倫比亞海域發生嚴重的PRV疫情，引發
疫情的病毒株並非該海域中的原生種，而

是可追溯到挪威的養殖場。目前不僅哥倫

比亞海域的鮭魚養殖場均蒙其害，距離養

殖場越近的野生鮭魚，染病的風險越高。

病毒生態學家指出，無論是利用基因組分

析或流行病學方法，都得出相同的結論：

鮭魚養殖場是PRV傳播的來源和擴大器。經
過定序86個PRV基因組，科學家追蹤了疫

情的發展歷程，並推測太平洋東北部的病

毒系譜約在30年前從大西洋的系譜中分支
出來。這意謂PRV侵襲哥倫比亞海域，使野
生太平洋鮭魚染疫，並非1874年人們試圖
在該地區引入大西洋鮭魚所導致，而是近

期的現象，與當地鮭魚養殖業的成長曲線

吻合。這次的疫情研究不僅凸顯了水產養

殖業為當地野生魚類引入新病原體的危險

性，也改進了魚類的流行病學研究，期能

為野生鮭魚的保護盡一份力。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1/05/210526150216.htm

科學家偵測到歐洲放牧乳牛的生乳中，

含有危險毒物次甘氨酸A。通常高濃度的次
甘氨酸A會在未成熟的阿開木果、荔枝果，
以及多種楓屬植物的種子與幼苗中發現，

包括歐洲常見的大槭樹；2017年，未成熟
荔枝的毒素造成了數百名印度兒童猝死。

專門襲擊放養馬匹的神秘非典型肌病，也

被發現是馬兒誤食過多楓屬植物幼苗所

致。調查團隊分析生乳，發現毒奶乳牛吃

草的地帶與大槭樹（sycamore maple）
生長的區域符合。然而，質譜法分析顯

示，毒素濃度從每公升生乳中含17～69

微克不等，樣本之間變化幅度非常大，而

在某些情況下，即便該牧場附近只有一棵

大槭樹，毒素依舊反應在分析結果中。本

研究帶來了關於放牧乳牛攝食的新發現，

卻引出更多謎題：乳牛如何新陳代謝，導

致毒素只會轉移到牛乳中，卻不影響糞便

等其他樣本？乳牛要攝入多少大槭樹的部

分，才會使毒素濃度變得可偵測？最重要

的是，如何在不影響牛乳營養價值的情況

下清除毒素，以更好地保障消費者健康？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1/06/210607161100.htm

腸孤病毒正透過養殖場傳播至野生鮭魚群

毒奶從何而來？楓屬植物是罪魁禍首

編譯／黃仁藝

編譯／黃仁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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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枯萎病由真菌引起，曾在1920年代
肆虐撒哈拉以南非洲，並於1990年間爆發
不斷，甚至導致2011年時，坦尚尼亞損失
高達160公噸的咖啡豆。即便1950年代發
展出較好的管理措施，並培育出抵抗力更

強的咖啡品種，幾十年間農民卻被真菌不

斷擊垮。真菌的捲土重來史，大大引起科

學家對疾病如何演化的興趣，於是他們喚

醒冰封70年的真菌樣本進行基因定序，發
現2003年出現兩種新菌株，各自鎖定特定
的咖啡樹品種攻擊，也就是衣索比亞的阿

拉比卡咖啡樹，以及東非與中非的羅布斯

塔咖啡樹。新菌株的基因組更加龐大，與

侵害120種作物的其他真菌的基因組有相
符之處，例如造成香蕉染上巴拿馬病的真

菌。藉此，科學家發現真菌能夠與近親真

菌交換基因資訊，獲得更強大的致病力來

感染咖啡樹。這項關鍵知識能幫助農民採

取合適的方案，抑止新疾病菌株產生，例

如避免將咖啡與其他作物相鄰種植，或避

免堆積易生真菌的植物殘骸。人類與真菌

的競賽，恐怕不是誰能征服對方的問題，

而是農民如何不越來越依靠化學物質與殺

真菌劑，而與自然和平共處。

咖啡農節節敗退，迫使科學家研究老牌真菌
編譯／黃仁藝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1/06/210603201037.htm

伊朗國家博物館以及世界其他知名研

究中心組織團隊，實地探詢最早的山羊放

牧群。調查過程中，科學家抽取32頭古
老山羊遺骸的DNA，發現牠們死於約1萬
年前，在伊朗西部的札格羅斯山脈一帶，

甚至發現人類的畜牧農業活動干預了牠們

的演化。當時的牧民在公羊剛完全生長成

熟時便將之殺死，而母山羊被允許活到更

老，以利增加羊群數量，這和近代中東管

理放牧羊群的方式大同小異。考古學證據

也支持DNA發現，例如牧民定居地的建物

磚塊上留下了山羊的分趾蹄印，進一步的

DNA分析指出這種山羊是馴化山羊最初
的祖先，或者與被當時的人類馴化的動物

是近親關係。不過，牠們與現代山羊種類

不同，實際上是羱羊，體型更大，具有彎

角。這項研究不僅準確地將現代馴化山羊

的起點訂在10,200年前，更體現了歷史考
古學與基因研究如何為了解決一項特定的

大哉問，漂亮地進行了一次跨領域合作。

萬年前的山羊遺骸，揭開古代牧羊人的面紗
編譯／黃仁藝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1/06/210607161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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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在美國有98%蜂巢中的蜂蠟
與花粉已被平均6種殺蟲劑與農藥汙染。
依照目前的農業模式，5種對蜜蜂最有威
脅性的殺蟲劑之中，有2種的主要成分是
有機磷。有機磷毒物會嚴重毀損蜜蜂的

免疫系統，最終使蜜蜂死於病原體與蜂

蟹蟎，並且可能威脅高達三分之一的糧食

農作物生產量。來自康乃爾大學的科學

家發明了一項新科技，靈感正是蜜蜂的最

愛—花粉，這是一種將酶微分子製作成

花粉狀的技術，能為誤觸殺蟲劑的蜜蜂降

低毒性。它目前特別針對主要成分為有機

磷的殺蟲劑，而這些產品占市售殺蟲劑的

三分之一。科學家表示，蜂農可用花粉狀

的酶微分子餵食蜜蜂，或者將之混入糖漿

中再讓蜜蜂採食，如此慢慢替蜜蜂個體與

蜂巢進行解毒。僅花粉大的包膜保護酶不

會被蜜蜂酸性的消化系統破壞，而酶微分

子最大的好處是能快速在蜂蜜體內分解有

機磷，使有機磷甚至來不及被蜜蜂吸收。

以幫助蜜蜂解毒為導向的新穎方案正逐步

取得進展，預計在將來能有效地讓蜜蜂免

於市面上所有殺蟲劑的毒害。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daily.com/
releases/2021/05/210528114059.htm

大西洋中部海域的牡蠣族群近幾十年來

遭遇感染範圍越來越擴大、致死率節節提

升的疾病危害，以往學界認為這是海洋鹽

度提高與海水升溫造成的，並對之束手無

策—如今這項公認的說法遭到挑戰。科

學家重新調查過去35年在乞沙比克灣生活
的牡蠣史，發現1980年代牡蠣間爆發的皮
囊病（dermo disease）不單是乾旱氣候
導致，也是因為其寄生蟲—派金蟲的感

染性變得十分劇烈。令人意外的是，這種原

生寄生蟲發生轉變的原因，是遭受了不得不

適應的演化壓力，也就是外來牡蠣身上的寄

生蟲單倍體孢子蟲（簡稱MSX）。MSX在乞

沙比克灣的蹤跡於1959年被發現，加上過
度捕撈、棲息地破壞與外來種的競爭，到了

80年代中期，派金蟲變得更致命並重創牡蠣
產業。面對疾病問題，理想的應對方式為：

鼓勵水產與養殖業培育抵抗力強的品系、復

育珊瑚礁，以及管制捕撈野生海洋生物。此

教訓讓科學家注意到派金蟲具高度變化性，

也理解水產業的疾病監控應將重點放在病原

體的系譜是否出現任何變化，例如更致命的

病原體是否產生，或其生命史是否發生了意

料外的轉變。

資料來源：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
releases/2021-06/viom-vsu061821.php

花粉大小的微技術，使蜜蜂逃過殺蟲劑之難

新發現推翻了學界公認的牡蠣生病禍首

編譯／黃仁藝

編譯／黃仁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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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技活動
放眼世界，掌握農業脈動



8/1-3 
美國 德州

2021農業與應用經濟年會
2021 AAEA & WAEA Joint Annual Meeting

本研討會由美國農業與應用經濟學會主辦，與西部農業經濟協會年會共同辦理，研討會包含全體會議、主題演
講、小組座談、海報展覽與受邀發表等多元形式。其中，受邀發表主題由學會代表遴選，遴選目標為能引起全
員共鳴、促進農經發展及知識傳播的議題；因應疫情發展，本屆受邀發表主題將探討疫情下的糧食安全系統、
消費者的食品購買行為改變等議題。

8/5-6
紐西蘭 漢米爾頓

2021園藝研討會
Horticulture Conference 2021

本研討會由紐西蘭園藝產業協會主辦，該協會在國際間被視為紐西蘭園藝種植工作者代表。本屆園藝研討會主
題為「復原與復甦」，有鑑於當前的園藝產業面臨國際疫情、社會經濟及環境變遷等多重挑戰，本研討會將探
討後疫情世代的產業變化與未來產業樣貌，並帶領與會者探討生產設備、氣候變遷、勞工需求、政策環境及再
生農業等重要議題。

8/9-13
線上會議

第13屆國際種子科學學會大會
13th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ed Science

本屆研討會由國際種子科學學會（ISSS）與英國倫敦皇家植物園共同主辦，為3年一度的種子科學交流盛會，
本屆主題為「21世紀的種子創新系統」。由於種子攸關農業、環境與保育，種子科學與當代社會發展議題息息
相關；本研討會將探討種子發育、發芽、形態、環境壓力、生命周期與尖端技術發展等議題，以促進種子生產
與保育的未來發展。

8/16-19 
保加利亞 布爾加斯

第9屆農業與食品國際研討會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 Food

本研討會由保加利亞國家科學院與相關學研組織共同舉辦，參與對象包含土耳其、德國、斯洛伐克、法國及波
蘭等國際學者，會議內容將涵蓋農業科學及農藝學、植物、動物、食品等4大面向；詳細探討主題包含農業系
統、生產力提升、有機農業、農業經濟、農田管理、植物品系、植物病理、花卉園藝、穀物、動物營養、動物
福祉、農畜產品、食品原料、食品包裝等。

8/19-20 
線上會議

第8屆農業國際研討會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2021 (AGRICO 2021)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綠色經濟願景：農業與有機農業的未來」，會中探討議題涵蓋生物、環境、技術、產品及
能源等面向，例如：農業生態、農業技術、有機農業、園藝栽培、農業環境管理、收穫後處理與再生能源等；
另為因應國際情勢，在會中亦將針對農業受疫情影響層面進行討論，包含食品供需議題、農夫的支持系統與疫
情下的農業經濟等。

8/22-27 
比利時 根特

第2屆國際園藝學會論壇：栽培介質、無土栽培與堆肥利用
2nd ISH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owing Media, Soilless 
Cultivation, and Compost Utilization in Horticulture

本論壇由國際園藝學會（ISHS）主辦，將聚焦於園藝領域的栽培介質、無土栽培與堆肥利用等3大面向進行探
討，討論內容包含栽培介質與資源永續利用、栽培介質的微生物環境與病蟲害控制、無土栽培的創新增值與資
源使用效益提升、生物碳與堆肥的碳積存潛力等議題，並於論壇尾聲策畫「技術工作坊」，帶領與會人士共同
探討栽培介質的未來技術發展趨勢。

8/23-26 
線上會議

第21屆歐洲作物育種研究協會聯合大會
21st General Congress EUCARPIA

本會議由歐洲作物育種研究協會（EUCARPIA）所舉辦，該協會轄下各部門分別主導包含馬鈴薯、穀物、水
果、油品與蛋白質作物等11個不同的專業領域，4年一度的聯合大會為各領域交流的重要論壇。本屆大會主軸
定調為「育種：創新解決方案的關鍵」，將探討生物與非生物逆境耐受性、替代農業、氣候適應與資源效益、
基因體與生物資訊及新創育種技術等議題。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活動排程可能有所變動，請以主辦單位提供的最新資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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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線上會議

第2屆豆類科學與實務研討會
Advances in Legume Science and Practice 2

本研討會為英國應用生物學家協會（AAB）主辦，會中除英國本地學者外，亦規劃邀請辛巴威及歐盟
豆科植物組織專家學者分享，將聚焦討論永續農業中豆科植物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其功能包含授粉
者與鳥類的食物來源、農田輪作時期重要作物及增加土壤含氮量與土壤生物多樣性等，另因豆科植物
為高營養且易於儲存的食品，其在永續糧食生產與糧食安全的角色也備受重視。

9/6-10 
線上會議

2021 澳洲大陸種子科學研討會
2021 Australasian Seed Science Conference

本會議由澳洲在地多個植物園、政府環境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等共同支持辦理，會中將聚焦於「種原演
化生態」、「種原產地與用途」、「種原基因銀行管理」及「種子與社會」等4大議題，另安排「種原
保育系統建立管理」、「種子發芽數據分析」等主題工作坊；整體討論內容包含基礎科學、種原管理
應用、文化社會、數據分析等多元面向。

9/6-10 
法國  雷恩

第20屆世界有機大會
20th Organic World Congress (OWC2021)

本研討會由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主辦，該聯盟致力於推展有機農業轉型與永續發展，目
前會員超過100個國家與地區，此3年一度的大會亦成為極具指標性的國際有機農業論壇。本屆大會將
聚焦於當前社會所關注議題，包含有機農業如何復甦、轉型與再生，並依屬性分為發展願景、農民、
學術研究、供應鏈、文化教育及利害關係人等多元論壇。

9/20-22 
英國  倫敦

第2屆世界垂直農業大會
2nd Vertical Farming World Congress 2021

本大會延續去年首屆辦理之成功模式，將擴大辦理並因應疫情分為線上會議與實體交流兩部分，分別
安排多場國際專家分享，會中討論內容涵蓋垂直農業的栽植技術、科技設備、環境能源與經濟市場
等，其中關於經濟模型與市場經營等議題的討論所占比重較高，另就垂直農業的市場趨勢、經濟模
式、私募股權、投資風險等議題召開專家會議，並安排垂直農場實體參訪行程。

9/22-24 
荷蘭  海牙

2021植物健康、農業與生物科學研討會
Plant Health, Agriculture and Bioscience Conference (PHAB 2021)

本會議由國際應用生物學研究發展中心（CABI）主辦，會議宗旨為促進植物健康與農業的實務創新發
展，並就當前危機與未來展望展開國際間的交流與對話。會中分為植物健康的威脅挑戰、實務管理、
創新應用及食品發展4大主題，討論內容包含病蟲害防治、外來入侵種、土壤與水資源、穀物管理、永
續農業、遙測管理、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生物技術、食品安全及標準與食品履歷等。

9/28-29 
線上會議

世界農業科技創新高峰會議
World Agri-Tech innovation Summit's

本高峰會議已邁入第9屆，今年因應疫情，會議主要採線上形式進行，但仍安排在英國倫敦辦理專家論
壇與圓桌會議，邀集農業與食品各界人士，於線上線下共同討論如何促進低碳經濟轉型。探討面向囊
括農業生產、環境觀點、科技設備、市場經濟與商業模式等，年度關鍵議題包含：零碳排放、土壤健
康、再生農業、智慧化科技匯流、基因技術、碳交易、農產品供應鏈及ESG永續投資等。

9/28-30
線上會議

第2屆世界棕櫚副產品應用會議
2nd World Conference on Byproducts of Palms & Their Applications

本研討會為少數以棕櫚副產品為主題的國際會議，由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主辦，由於馬來西亞境內的
棕櫚油產業平均每年產出約9,000萬公噸的副產品，如棕櫚果殼、果皮纖維、果粕、樹幹、複葉及棕櫚
油廠廢水等，但多年來如此大量的副產品僅被視為產業廢棄物，國際間普遍忽視其作為再生資源的可
行性，有鑑於此，本研討會將邀集產學研各界代表，針對棕櫚副產物的再利用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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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義大利  巴里

第1屆果樹認證生產之繁殖育苗國際論壇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t Propagation, Nursery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Certified Fruit Tree

本會議由國際園藝學會（ISHS）子部門所召集，有鑑於樹苗育苗繁殖產業面臨國際間趨嚴的種苗基因、健
康或栽植環境條件等認證要求，並須增加種苗的抗性，以適應包裝、遠距離運輸及異地栽植等環境壓力，
迫切需要新技術設備以因應精準管理的實務需求。會中將聚焦討論植物繁殖介質檢核、植物繁殖技術、苗
圃生產管理、植物育種權利、植物繁殖介質的交換與移動、繁殖果樹的農藝性狀等主題。

10/7-8
希臘  雅典

第 16 屆希臘農業經濟學家協會會議
16th ETAGRO Conference

本屆會議主題為「生物經濟的危機與契機：永續農業、食品安全與氣候變遷」，有鑑於當代農業面臨健
康、資源與氣候等多重挑戰，永續農業已被視為轉型契機，本研討會深入探討隨之而來的生物經濟，討論
層面涵蓋經濟政策、市場供需、國際貿易、自然資源、再生能源、精緻農業、應用科技、永續農業、食品
安全、農業管理等，以及農業與城鄉發展的相關性。

10/13-14
線上會議  

環境永續與穀物產能雙向會議
Crop Production with Reduced Pesticide and Fertiliser Inputs without 
Compromising Yield and Quality

本研討會由英國應用生物學家協會（AAB）主導，由於英國法規將針對農業碳排放進行規範變革，農民面
臨農作生產效益減少的危機，有鑑於此，會中將商討在此減碳目標之下的未來農業發展，包含提升農藥使
用效益、使用生物刺激素促進植物生長、微量元素對於植物生長的重要性、增進肥料使用效益、蟲害控制
的替代策略、農藥用量預測輔助工具及採用新科技以減少對於農藥的依賴等。

10/14-15 
西班牙  巴塞隆納

第2屆精準農業與農業4.0高峰會
2nd Annual Precision Agriculture and Farming 4.0 Summit

由於智慧化農業可提高農作經營與生產效益，且相關資訊設備發展漸趨完善，其已普遍受到農民重視。有
鑑於市場需求增加，本研討會將邀集業界人士分享當前智慧農業的系統設備發展與實務應用，會中將介紹
土壤監測、智慧農業資訊系統及農業設備網路等發展現況，並針對智慧農業潛在議題（能源、生命周期、
碳／水足跡）進行討論。

10/15-17
線上會議  

第7屆農業國際大會
7th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Congress (7th IAC)

本會議之委員會成員來自於土耳其、巴基斯坦與伊朗三地的學術研究單位，大會將邀請來自澳洲、芬蘭、
印度、巴基斯坦等國際學者進行分享，會中預計探討主題包含農業與應用經濟、農藝學、農業旅遊、動物
科學、生物科技、保育生物學、植物病理學、昆蟲學、穀物作物、漁業、食品科學、園藝科學、植物科
學、種子科學、土壤與水資源等。

10/18-20 
捷克  布拉格

2021歐洲種子大會
Euroseeds 2021 Congress

本研討會由歐洲種子協會（Euroseeds）主辦，該協會成員主要來自歐盟境內種子相關產業，因應國際疫
情，本屆研討會首度開放線上參與名額，另針對實體會議則要求出具疫苗接種證明，以確保全體成員的健
康。會中以作物種類分別進行專題討論，包含玉米、高粱、穀物、豆類、油料作物、纖維作物、草料、蔬
菜、觀賞植物與馬鈴薯等，現場亦同時舉辦種子產業貿易博覽會。

10/29-30 
線上會議

第48屆美國園藝治療協會年會
48th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本研討會為第15屆人與植物論壇、第48屆美國園藝治療協會年會以及第2屆園藝治療國際論壇的三方聯
會，邀集人與植物國際協會（IPPC）、美國園藝治療協會（AHTA）以及國際園藝科學學會（ISHS）共同
辦理。會議探討內容將針對園藝與文化、社群及個體等連結應用，同時交流發表如何透過植物及園藝科學
促進人類身心健康福祉，並發揮植物科學與園藝活動的多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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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網站導覽
知識經濟時代，一指蒐羅寰宇資訊



農業風險及農場經營資料庫
Ag Risk + Farm Management Library

風險控管是農業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

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風險，如何預防且在

遇災時作妥善處理，都是值得農業生產者

瞭解的議題。農業風險及農場經營資料庫

以幫助農民為宗旨，搜集、分類並整理有

關農業風險及農場經營方面的文件、影片

和簡報，令他們能迅速找到相關資訊、活

用相關工具和尋求進一步的專業協助。

本資料庫由以下資訊構成：一、文件及

影片：共有超過1,000份文件，涵蓋生產、
行銷、金融、法律和人為風險等主題；

二、作物及家畜預算：超過2,700份預算資

https://agrisk.umn.edu

料，供使用者估算成本，做好經營規劃；

三、研討會資料：提供農業研討會資訊，

鼓勵參加各式會議，促進產業間交流。

《選擇》雜誌
Choices

《選擇》（Choices）雜誌是由農業及
應用經濟學協會（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AAEA）於1986
年出版的雜誌，內容涉及食品、農場經營

和資源利用，該雜誌一開始為紙本印行，

後隨時代與科技發展，發行形式轉變為純

電子刊物。《選擇》的文章皆經過同行評

審，旨在發掘並向社會大眾推廣食品技

術、農業資源及鄉村社群方面的議題，主

要探索主題有：農場經濟與管理、食品與

營養、國際市場與貿易、自然資源與環

境，以及鄉村經濟發展與政策等。

讀者可於網站上閱讀及下載上述5大主
題及其子項下的文章，網站並整理了各期

https://www.choicesmagazine.org

（圖片來源／https://www.choicesmagazine.org）

主題文章與未歸類於各期主題下的單篇文

章，方便讀者查閱。另外，透過網站上的

免費訂閱按鈕，讀者只需填寫電子郵件等

簡單資訊，即可第一時間收到出刊通知。

（圖片來源／https://agrisk.um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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