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稱 展品項目 網站 

友善環境耕作館 

友達晶材股份有限公司 
多晶矽、單晶碇、多晶碇、晶片、客製化矽材、矽酸

鉀液體肥料－矽美壯 
官方網站 

群耕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液態肥料、農用植物保護資材開發及販售、肥料開發

及販售、農用微生物製劑開發及販售、防治資材、訊

禽有機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設備 

官方網站 

安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液體肥料 ODM 官方網站 

全農業循環經濟館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種原、循環經濟、食品檢驗、畜產品驗證 官方網站 

台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捷綠木循環經濟展售 官方網站 

開創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廢水處理及放流水質監測系統 官方網站 

地天泰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TT 酵素製肥技術只要 3 小時 官方網站 

普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潔淨大地科技農業系統 官方網站 

捷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黑水虻智慧養殖系統 官方網站 

瑩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造粒設備、生質能源－木質顆粒 官方網站 

蟲小道大股份有限公司 昆蟲蛋白、有機肥料 官方網站 

智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能模組、儲能貨櫃、電池系統、綜合能源管理平

台、智捷嚴選 
官方網站 

順帆風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溫室智慧農業環控系統 官方網站 

作物精準育苗科技館 

東園種苗行 
榴槤蜜, 山竹苗, 紅毛丹苗,榴槤苗,星蘋果,墨紫含笑,可可亞

苗,黃金果 
官方網站 

畜產飼料動物保健科技館 

京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GP 動物飼料添加劑 官方網站 

 

 

 

  

http://www.auocrystal.com/
https://www.groupgain.com.tw/
http://www.anj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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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gbi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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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活力美的菌種(水產養殖添加液、禽畜養殖添加液(劑)、

植物生長活化液、寵物專用活化液、觀賞魚專用活化

液、觀賞鳥專用活化液、環保除臭活化液、微生物培

養水劑) 

官方網站 

佳力德實業有限公司 
代理國外動物用藥品、疫苗及營養添加劑之進口批發

及販售等 
官方網站 

鴻福生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魚佳寶 (發酵飼料)、GP-500 (發酵飼料)、糖蜜酵母粉 

(發酵飼料)、安賜康 (發酵飼料)、速酵 P (飼料添加劑)) 
官方網站 

龍燈動物生技有限公司 飼料添加劑 Rotam-CS 官方網站 

明谷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LESA 蟲草素，蛹蟲草、金蟬花，研發環控工廠栽培食

藥用真菌，堅持透過純有機食材培養，搭配獨家新式

LED 光源栽培，生產出品質優良的蛹蟲草，以及台灣

罕見且珍貴的金蟬花。 

官方網站 

智慧畜禽養殖館 

精鑽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人造霧、主機、管路、零配件、Sprinklers, Joints、造

霧設備、造景、降溫、加濕、驅蚊、消毒、防止靜電、

鎮塵、除臭 

官方網站 

九龍灣通風企業有限公司 畜牧器具、通風設備、超級大吊扇 官方網站 

岳林工業有限公司 RFID 影像辨識、設備整合 官方網站 

國立宜蘭大學 
1. 雞蛋包裝廠彈性疊棧搬運系統 

2. 禽舍巡航機器人之開發與應用 

3. 芽孢桿菌產製抗菌肽於畜禽與伴侶動物保健品開

發 

4. 國立宜蘭大學 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官方網站 

歐格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次氯酸電解水生成系統 官方網站 

揚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循環農業，資源整合 官方網站 

好利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FRP 浴缸、FRP 淨化槽、整體廁所、FRP 化糞池、預

鑄式污水處理槽、整體浴室、活動廁所、FRP 內襯工

程、飼料桶槽 

官方網站 

元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驅動物器 / 風光互補綠能系統 / IoT 環境溫濕感測

系統 
官方網站 

未來電商科技有限公司 技術服務 官方網站 

   

   

http://www.bioyo.com.tw/
http://www.jaritec.com.tw/
https://www.agriaqua.tw/
https://www.rotam.com.tw/
http://www.meansgood.com.tw/
http://www.jt-fog.com.tw/
http://www.kolowa.com.tw/
https://www.keewing-id.com/
https://www.niu.edu.tw/bin/home.php
http://www.hopewang.com.tw/
http://www.youngya.com.tw/
http://www.hlsfrp.com/
http://www.digisineproducts.com/
http://www.nexte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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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穎智聯有限公司 太陽能聯網感測監控系統 官方網站 

仲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攝影機, DVR , SPEED DOME 官方網站 

節能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陽光奇雞孵蛋屋 官方網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禽類資訊整合系統 官方網站 

恩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 仔肺疫清-豬隻呼吸道疾病預警方案 官方網站 

綠捷傳動股份有限公司 滅蚊燈 官方網站 

錦程電機有限公司 通風設備及規劃 官方網站 

智慧農業科技館 

潟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魚菜共生系統 官方網站 

農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G AIoT 智慧農業領航家 官方網站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 
聯盟聚焦「新農業」，以「前膽農業生技」與「循環

經濟新農業」為重點，將進一步開發農產品外銷市場、

強化與南向國家之農業技術合作與交流，成為我國與

新南向各國之農業技術合作平臺，推動和東協、南亞

及紐澳等國家的多邊或雙邊合作事項。 

官方網站 

宇豐環球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應用於使用 ELIGHTS 技術投資生產的所有植物工廠

及配套設施及利用該植物工廠生產的各種農作物產品

銷售渠道。 

官方網站 

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農地搬運車、中耕管理機、自走式施肥機、田間搬運

機、動力噴霧機 
官方網站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農無人直昇機、智慧農業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長新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製品、塑膠模具 官方網站 

臻禾興業有限公司 電動割草機/鍊鋸/籬芭,  電動採茶機 官方網站 

台灣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病蟲害監測系統 官方網站 

鐘茂企業有限公司 各流體空油壓快速接頭生產工廠 官方網站 

 

 

 

https://www.osmartsolutions.com/
http://www.elitar.com/
https://www.ecolohas.com.tw/
http://www.nfu.edu.tw/
http://www.npoint-infotech.com/
http://www.greenfast.com.tw/
http://www.jc-motor.com.tw/
http://www.lagoon.com.tw/
http://www.agritalk.com/
http://www.nchugloria.com/
http://www.elights-farm.com/
http://www.yk.com.tw/
http://www.geosat.com.tw/
http://www.longnew.com.tw/
http://www.trimmer.com.tw/
http://www.twhipoint.com/index.asp
http://joinbrass.com.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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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大校區國際產學聯盟總中心 
智慧農業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翼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澆灌控制器及中央控制系統 官方網站 

五鈴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顯微超高速內置推掃高光譜相機/超高速內置推掃高

光譜相機/手持快照式高光譜相機/NIRez 光譜儀 
官方網站 

山資科技有限公司 
雲端智能溫室環境監測、溫度蒐集與預警通報系統、

智慧電力管理。 
官方網站 

昊博國際服務有限公司 智慧農業監控設備、智慧電控系統、 官方網站 

慧技科學有限公司 HOBOnet 無線環境監測系統 官方網站 

幸託有限公司 
二氧化碳感測器/ 二氧化碳溫濕度傳送器/ 沼氣二氧

化碳多氣體感測器 
官方網站 

森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監控系統及雲端物聯網平台 官方網站 

安吉氣象決策資訊有限公司 
精進科研技術、精細數據彙整、精算統計分析、精緻

決策諮詢、農種/漁養/綠能等數據分析應用技術 
官方網站 

興藝峰生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癒仿生科技農法系統、蘋果酵素、酒品、花草茶、

糙米原漿 
官方網站 

開必拓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人工智慧農產品外觀品質檢測選別機 官方網站 

禾州科技有限公司 魚菜共生、水耕 官方網站 

汎鍶科藝股份有限公司 便攜式拉曼光譜檢測系統 (RAPID) 官方網站 

台灣如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RMS 1000-785 拉曼光譜系統 官方網站 

鉅量物聯科技有限公司 
系統整合商: IOT、智慧農場、工業自動控制(PLC)設計

領域及微處理(MCU)無人農場的理想來進行相關的產

品開發，將過去的經驗及技術用來發展智慧農場，發

展出各式農業解決方案，小從數據資料收集，大到數

據資料分析以及周邊設備控制，能幫農友解決各式問

題。 

官方網站 

鴻意有限公司 農作物培育與包裝 官方網站 

潤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園藝工具 官方網站 

泰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噴霧車、曳引機 

官方網站 

https://www.nycu.edu.tw/
http://www.aeonmatrix.com/
http://www.isuzuoptics.com/
https://www.suntzy.com.tw/
https://www.ekopro.solutions/tw/
http://www.smartec.com.tw/
file:///C:/Users/sonya/Downloads/www.xintop.com
http://www.amastek.com.tw/zh/
https://www.hotiki.tw/
http://www.viachi.tw/
https://www.kapito.io/
file:///C:/Users/sonya/Downloads/http;/greenfun.5.ibiz.tw
http://www.phansco.com/
https://www.oceanhoodtw.com/
https://www.juliangiot.com/
http://www.hongyee.com/
http://www.sumiogarden.com/
https://www.facebook.com/%E6%B3%B0%E5%87%86%E5%9C%8B%E9%9A%9B%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11467255691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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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源技術有限公司 植物燈、冷凍庫燈、LED 崁燈、LED 燈泡、模組 官方網站 

煥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能防蟲網 / 多層複合扁紗熱熔融粘著網 / 掛耳式

遮陽網 / 抗菌防藻蓆 / 溫室資材配件 
官方網站 

科藝儀器有限公司 光學雷達 / 3D 列印 / 慣性測量系統 官方網站 

力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綠能植物燈 官方網站 

歐亞新有限公司 水耕/水產養殖 AIoT 系統 官方網站 

水耕霖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水耕設備、管耕設備、LED 植物生長燈 官方網站 

豐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農業、農業大數據暨食品安全溯源管理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昶城有限公司 噴霧機, 割草機, 降溫系統, 園藝相關器工具 官方網站 

尼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警報器、電池、電池盒、充電器、藍芽無線傳輸模組、

無線對講機監錄模組、電源供應器、保全系列產品/電

源供應器、藍芽應用產品、智慧農業與環境監控 

官方網站 

隆源農機廠 
附掛式雜糧播種機、附掛式液壓水田整平器、附掛式

全不鏽鋼施肥桶、農業機械專用輪 
官方網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無人機農業應用之技術 官方網站 

全裕機械廠有限公司 牛頭牌 官方網站 

博智先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無線感測監控平台、無線傳輸感測器(載具)，電源

模組 
官方網站 

軟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oT Platform 官方網站 

創意金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農視智慧感測系統、智慧禽舍系統、全方位智慧種

植系統 
官方網站 

寰宏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農業植保無人機 官方網站 

智觀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蜻蜓 官方網站 

文鎂企業有限公司 包裝袋、花套、蔬菜袋 官方網站 

康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垂直水耕種直系統、智慧型雲端水耕養液監測控制設

備 
官方網站 

http://www.energypro.com.tw/home.html
http://www.hunkun.com/
mailto:tw@anp.com.hk
http://www.ledlights.com.tw/
http://oas.en.taiwantrade.com/
https://hydroponicslin.shopage.org/
http://www.ils.com.tw/zh/home
https://www.kawagoe.com.tw/
http://www.nhr.com.tw/
http://www.takahala.com/
http://www.nfu.edu.tw/
http://cyniuto.com/
http://www.biat-invent.com/
http://www.softchef.com/
http://www.simpler.com.tw/
https://h2agric.com/
http://www.makerwisdom.com/index.html
http://www.chiensleeve.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E5%BA%B7%E8%94%AC%E7%BE%8E-%E8%BE%B2%E5%A4%AB%E8%80%81%E7%88%B8%E8%80%95%E6%B0%B4%E8%BE%B2%E3%81%AE%E5%A0%B4-18977836836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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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櫃有限公司 
溫室資材、園藝資材 

官方網站 

台灣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花卉出口外銷之資訊平台 

官方網站 

農產加工整合服務館 

佑昇雷射股份有限公司 
LASER MACHINE CO2、YO4 雷射雕刻機、Fiber 雷

射雕刻機 
官方網站 

安和衡器有限公司 
電子磅秤、精密天平、精密砝碼、藍牙電子秤、不鏽

鋼防水秤、電子吊秤、數位計數秤、計重磅秤、計價

秤、無線磅秤、電子天平、吊秤、地磅、藍牙無線傳

輸磅秤、條碼標籤印表秤、油壓托板車秤及不定尺全

電子地磅 

官方網站 

勇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雷射雕刻機；自動化雷射生產線規劃 官方網站 

海億食品有限公司/ 

多利多貿易商行 
養生蔬果片 官方網站 

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超臨界流體設備、超音波洗淨設備 官方網站 

仁美資訊有限公司 ImSM 智慧型標示系統 官方網站 

亞比斯包材工場股份有限公司 冷鏈運送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風尚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歐霖榨油機 官方網站 

家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各式手工皂/台灣原生種植物手工皂 官方網站 

長壽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苦茶油,黑麻油, 南瓜籽油, 官方網站 

天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農商用蔬果保鮮袋 官方網站 

農業冷鏈館 

漢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農業冷鏈自動化設備 官方網站 

天眼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冷鏈物流溫度管理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萬連物流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棧板 官方網站 

富儀有限公司 塑膠棧板、SS316 電磁閥、氣動比例式控制閥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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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品項目 網站 

儒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ptBee 冷鏈溫度監控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嘉仕通豐業有限公司 節能寶隔音隔熱墊 官方網站 

達因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感測、記錄、預警 官方網站 

啟源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凍工作服；熱泵熱水系統 官方網站 

台灣冷鏈協會 產業協會 官方網站 

冷研科技有限公司 
氣泡水機、清洗機、保溫箱、乾冰、黑麥汁、大麥啤

酒 
官方網站 

侯門行股份有限公司 溫度記錄器 官方網站 

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農產品冷鏈服務方案 官方網站 

聖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冷鏈物流及產品加值服務 官方網站 

新創冷鏈股份有限公司 整合冷鏈服務 官方網站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農業科技產業化及新創事業化的發展平台 官方網站 

智慧水產養殖及育苗科技區 

二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熱泵式乾燥機 官方網站 

三詠開發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耐酸鹼塑膠管路閥門 官方網站 

大聯合環控股份有限公司 除菌電解水生成設備 官方網站 

川源股份有限公司 離心泵,沈水泵,耐酸鹼泵,廢水處理機械 官方網站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 水產種苗/魚及蝦飼料/水車/漁類養殖設備/魚類/其

他水產品/真空泵/離心泵 官方網站 

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具產銷履歷及水產品溯源QR Code之水產及加工品、

魚類、蟹及蝦、貝類、海帶、其他水產品、教育服務 
官方網站 

水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過濾設備 官方網站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虹吸引流式水力發電系統、抽水原之驅動輪結購、YK-

118-T 系列實驗型真空冷凍乾燥機、YK-112R 多用途

食品低溫冷風乾燥機 

官方網站 

北斗七星實業有限公司 魚池、泳池、生態池、地下水、冷卻水、過濾；農業

-灌溉用水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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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工智慧協會 智慧養殖系統 官方網站 

公司名稱 展品項目 網站 

正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魔法生物發酵機、農發 EM(由乳酸菌、酵母 菌、放線

菌、光合成細菌、線狀菌等 10 屬 80 種以上的有益微

生物組成，成功運用在自然農耕、土壤中和、水質淨

化、污水處理、廚餘堆肥、花卉園藝、居家環境及寵

物生活等方面)、Pristine 有機原棉 

官方網站 

全拓科技有限公司 進口代理歐、美、日環境檢測設備、生化分析儀器、 

理化設備、材料測試設備、實驗室各項檢驗器材、冷

凍乾燥機、濃縮機 

官方網站 

旭東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養殖箱網 官方網站 

艾普水產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型水產飼料添加物與優格水產 官方網站 

佑傑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飼料餵食機, 資訊發報機  官方網站 

利統股份有限公司 安喜培 官方網站 

志杰實業有限公司 釣魚衣  官方網站 

和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產種苗,其他農業機械,管理顧問服務 官方網站 

昇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酵素及淬取物,智慧養殖系統 官方網站 

非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P66~IP68 塵密水密電氣控制箱 官方網站 

哈鈉儀器有限公司 

海洋監測,漁類養殖設備,廢水處理機械,智慧養殖系統,

水生態循環系統,酸鹼分析儀,折射計 / 糖度計 / 鹽

度計,液體分析儀 

官方網站 

奕思水產養殖有限公司 白蝦苗 官方網站 

思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iGOAL 養殖雲解決方案 官方網站 

炬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產、畜產飼料添加劑 官方網站 

相同企業有限公司 傾斜管 ABS、接觸石材 ABS、PVC、HDPE、曝氣盤 官方網站 

夏爾特拉太陽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漁電共生系統 
官方網站 

峰漁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水產養殖、種苗繁殖、微藻、浮游生物、餌

料技術培養提供、金目鱸、水產養殖模組、活菌瑩養

劑系列、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系列 

官方網站 

耿快股份有限公司 輸送網袋、乾燥網帶、浮游生物濾網 
官方網站 

高豐機械有限公司 魯氏鼓風機 官方網站 

國立中山大學_南臺灣 

國際產學聯盟 

中山大學智慧養殖管理系統 
官方網站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智慧養殖系統 官方網站 

富宸自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養殖系統 官方網站 

瑞展動能股份有限公司 水車/漁類養殖設備/ DC 高效節能變頻增氧機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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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盈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DP-750 噴射式增氧機 官方網站 

漢神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鮮度顯示 (4T) 官方網站 

公司名稱 展品項目 網站 

綠長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產養殖、檢驗、機能飼料、服務 官方網站 

綠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直流馬達,馬達控制器,馬達驅動器 / 變頻器,永磁直

流無刷馬達 
官方網站 

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 

同業公會 

污水處理服務 
官方網站 

儀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物聯網應用之智慧農漁業水質環境感測器水質檢測儀

錶 
官方網站 

寬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養殖系統/酸鹼分析儀/ 水質監測系統 官方網站 

慶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農漁業物聯網 官方網站 

蘭芯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蘭芯系統 官方網站 

Oversea  Exhibitor 

Exhibitor Products Website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 TAIPEI 

Agrifood 
Official Website 

Papi New Guinea Trade Office in Taiwan Agrifood Official Website 

CropX Farm Management Official Website 

Consumer Physics Instant dry matter analysis Official Website 

Grow Director Ltd. Automation in Agriculture Official Website 

Bermad Irrigation Control System Official Website 

U.S. Soybean Export Council Soybean protein Official Website 

Eco Energy Corporation 

Solar Energy,  Energy Storage System 

Container, General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GEMS) 

Official Website 

Milling and Grain (MAG) Media Official Website 

Silver Sea Media Myanmar Livestock & Fishery Industry News Official Website 

AGRI MECH MAGAZINE Media Officia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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