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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2021年智慧農業職能導向課程：智慧農業營運管理規劃師 

課程表 

 

一、課程簡介 

本課程為跨業別的智慧農業職能導向課程，內容主要為介紹智慧農業概念與技術

趨勢，協助產業進行精實管理與智慧升級，優化供應鏈的整體營運能力，特別聚

焦於數位服務與營運管理層面，提供智慧農業管理階層之進修學習資源。 

 

二、課程場次 

（一）梯次一：中部場次 

 教室課程 

日期：2021/05/04（二）、05/11（二）、05/18（二）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雲林分部農業育成推廣中心（鋤禾館）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西路 8號 

 跨域參訪 

日期：2021/05/25（二）、05/26（三） 

 農民學院報名資訊 

農民學院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32ADy 

農民學院報名時間：2021/03/22（一）至 2021/04/09（五） 

 

（二）梯次二：南部場次 

 教室課程 

日期：2021/08/03（二）、08/10（二）、08/17（二） 

地點：高雄市農會 6樓會議室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316號 

 跨域參訪 

日期：2021/08/24（二）、08/25（三） 

 農民學院報名資訊 

農民學院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32ADy 

農民學院報名時間：2021/06/14（一）至 2021/07/09（五） 

 

三、聯絡資訊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聯絡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施先生 

電話：(02)3366-4686  電子郵件：hyshih@ntu.edu.tw 

  

https://reurl.cc/V32ADy
https://reurl.cc/V32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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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時間表：智慧農業營運管理規劃師 

梯次一：中部場次 

地點：臺大鋤禾館（雲林縣虎尾鎮學府西路 8號） 

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講師 

5/4 

(二) 

08:30-08:50 學員報到 

08:50-09:00 長官致詞 

09:00-10:30 
智慧農業關鍵技術與臺灣競爭力

分析 

農委會農試所農工組 

楊智凱 組長 

10:40-12:10 人工智慧與農業應用的案例分析 
臺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楊旭宸 執行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智慧化供應鏈管理與決策 
農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炤堅 總經理 

15:00-16:30 溯源平台與新興技術應用 
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 

劉燦永 協理 

16:30- 休息/各自賦歸 

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講師 

5/11 

(二)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10:30 
智慧農業營運模式與人力資源 

培育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李翎竹 秘書長 

10:40-12:10 農業資訊系統與雲端運算 
農委會農試所作物組 

呂椿棠 副研究員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智慧行銷 
決策公關行銷集團 

謝閔瑜 執行長 

15:00-16:30 大數據分析與精準決策 
悠由數據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吳君孝 總經理 

16:30- 休息/各自賦歸 

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講師 

5/18 

(二)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10:30 人工智慧與農業應用概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 

何信瑩 教授 

10:40-12:10 
全球智慧育種(苗)與生物科技新

趨勢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 

余祁暐 副所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智農聯盟產銷策略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 

余祁暐 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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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30 智慧化冷鏈物流運銷體系 

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沈泰霖 供應鏈總監兼任董事長 

        特助 

 休息/各自賦歸 

日期 時間 跨域參訪 

5/25 

(二) 

08:30-08:50 學員報到：雲林高鐵站集合 

08:50-09:30 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09:30-12:00 參訪課程(1)：慶全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12:00-14:00 午餐、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14:00-16:30 參訪課程(2)：芳源牧場 

16:30-17:00 返回雲林高鐵站 

5/26 

(三) 

08:30-08:50 學員報到：雲林高鐵站集合 

08:50-09:30 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09:30-12:00 參訪課程(3)：壽米屋企業有限公司 

12:00-14:00 午餐、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14:00-16:30 參訪課程(4)：蕈優生物科技農場 

16:30-17:00 返回雲林高鐵站 

梯次二：南部場次 

地點：高雄市農會 6樓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316號） 

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講師 

8/3 

(二) 

08:30-08:50 學員報到 

08:50-09:00 長官致詞 

09:00-10:30 
智慧農業關鍵技術與臺灣競爭力

分析 

農委會農試所農工組 

楊智凱 組長 

10:40-12:10 人工智慧與農業應用的案例分析 
臺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 

楊旭宸 執行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智慧化供應鏈管理與決策 
農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炤堅 總經理 

15:00-16:30 智慧化冷鏈物流運銷體系 

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沈泰霖 供應鏈總監兼任董事長 

        特助 

16:30- 休息/各自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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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講師 

8/10 

(二)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10:30 智慧行銷 
CONNACT 

程峻宏 執行長 

10:40-12:10 
全球智慧育種(苗)與生物科技新

趨勢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 

余祁暐 副所長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智農聯盟產銷策略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七所 

余祁暐 副所長 

15:00-16:30 農業資訊系統與雲端運算 
農委會農試所作物組 

呂椿棠 副研究員 

16:30- 休息/各自賦歸 

日期 時間 課程講題 講師 

8/17 

(二) 

08:30-09:00 學員報到 

09:00-10:30 
智慧農業營運模式與人力資源 

培育 

臺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李翎竹 秘書長 

10:40-12:10 人工智慧與農業應用概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 

陳文亮 副系主任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大數據分析與精準決策 
悠由數據應用股份有限公司 

吳君孝 總經理 

15:00-16:30 溯源平台與新興技術應用 
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 

劉燦永 協理 

16:30- 休息/各自賦歸 

日期 時間 跨域參訪 

8/24 

(二) 

08:30-09:00 學員報到：臺南高鐵站集合 

09:00-09:30 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09:30-12:00 參訪課程(1)：瓜瓜園 

12:00-14:00 午餐、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14:00-16:30 參訪課程(2)：峰漁股份有限公司 

16:30-17:00 返回臺南高鐵站 

8/25 

(三) 

08:30-08:50 學員報到：嘉義高鐵站集合 

08:50-09:30 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09:30-12:00 參訪課程(3)：打貓果菜生產合作社 

12:00-14:00 午餐、搭車前往參訪場域 

14:00-16:30 參訪課程(4)：皆展有限公司 

16:30-17:00 返回嘉義高鐵站 

備註：以上時間、講題、講師相關規劃僅供參考，可視情況調整。上列行程如

受天候、交通或不可抗拒之重大因素影響，主辦單位得保留臨時更動之權利。 

https://opengovtw.com/ban/55867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