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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說明會」

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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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資通訊推動辦公室」

開發
多項農業應用系統

推廣
社區生態旅遊

行銷推廣
高雄一日農夫

開發
智慧禽舍

開發
智慧智慧水產養殖物聯網

開發
乳牛健康管理、母豬影像辨識

發展
農業科技服務

農識國際-農業整合服務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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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識國際
農業整合服務
三大領域

創新
農業

科技
農業

樂活
農業

◆輔導農企業數位轉型，建立智慧農業
示範場域

◆擔任農委會「農業資通訊推動辦公室」

◆發展「SmartAgri 智農管家」雲端
服務平台

◆專案開發農業系統解決方案

◆輔導農村、部落發展社區深度旅遊及
小農品牌

◆推廣「高雄一日農夫」體驗活動

農識國際-農業整合服務專家



科技農業 創新農業 樂活農業

農識國際科技農業發展建置經驗 領域
防災與貯量資訊系統 農糧
農民購肥資訊管理系統 農糧
重要農產品價格監控作業系統 農糧
社區生態資源調查資料庫 生態
監控田間微氣象降低蔬菜硝酸鹽含量 作物
應用科技設備發展智慧養豬模式 畜禽
應用AIoT科技之智慧型種鵝飼養管理系統 畜禽
智慧密閉式肉鵝舍標準化飼養模組 畜禽
智能化水禽飼養及自動環控智慧禽舍 畜禽
家禽自動分剁設備及食安監控技術 畜禽
水禽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 畜禽
特色家禽產地及通路資訊串聯平台 畜禽
智慧禽類養殖與生長管理平台 畜禽
應用大數據發展水禽養殖最佳餵飼模型 畜禽
太陽能智慧節源系統在水產養殖產業之應用 水產
漁業養殖區域數位應用整合體系 水產
石斑及白蝦苗魚垂直整合聯盟通路推廣體系 水產

農識國際-農業整合服務專家



科技農業 創新農業 樂活農業

農識國際農企業數位轉型輔導及智慧農業推廣經驗 領域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畜禽) 企業輔導
芳源農牧科技有限公司(畜禽) 企業輔導
彘家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畜禽) 企業輔導
新增丰農畜產有限公司(畜禽) 企業輔導
常青牧場(乳牛) 企業輔導
仁義牧場(乳牛) 企業輔導
皇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水產) 企業輔導
翔禾科技行(水產) 企業輔導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通路) 企業輔導
慢食優鮮股份有限公司(通路) 企業輔導
養殖漁業中小微企業或農民團體數位轉型輔導：輔導養殖漁
業中小微企業或養殖場進行數位轉型

企業輔導

智慧農村整合發展產業化：輔導農村進行智慧化及產業化發
展規劃

智慧農村

從農之道-青農故事行銷工作坊：辦理10場工作坊，邀請大專
院校農業相關科系學生與科技青農進行交流

校園推廣

與農有約-校園交流座談會：辦理10場座談會，邀請農業職校
學生與科技青農進行交流

校園推廣

智慧i-City－智慧城市發展講堂：推廣農企業應用智慧科技成
功案例

農業科技

智慧農業創新暨國際標竿行動學習：推廣農企業應用智慧科
技成功案例

農業科技

農識國際-農業整合服務專家



科技農業 創新農業 樂活農業

農識國際-農業整合服務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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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分享主題

• 如何整合前期政府補助開發之智農成果與本身技術服務以
發展創新服務/商品於後續落地應用。

• 如何協助不同產業之計畫執行單位將前期政府補助開發之
智農成果進一步推廣擴散應用。

智農成果 本身技術
創新技術

/服務
落地
應用

產業需求 智農成果 解決方案

產業服務

產業服務

產業服務





SmartAgri智農管家雲端服務戰情中心



SmartAgri智農管家雲端服務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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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提案服務流程

了解產業需求

盤點企業資源

規劃執行目標

規劃工作架構

建立績效指標

組織專案小組

了解產業或企業的現況，面臨的問題與瓶頸。
EX：缺工、提升品質管理、減少人力、外銷推廣

企業目前發展狀況(營業額、上下游客戶、目前合作關係、產品
項目、既有設備、規劃購買設備、租金、人力、耗材...)

企業執行計畫，應該要有一個長期目標，計畫執行是為了達到
這個長期目標的階段性作為，這樣才有衍生性發展

在長期目標的願景下，規劃階段性計畫目標。
配合該目標，再來規劃工作主軸、工作內容、工作細項。

依照產業特性，要規劃績效指標，以具體量化計算投資效益。
EX：飼料轉換率、用電量、育成率、換肉率、單位產量…

計畫執行有非常多的行政業務，例如：工作紀錄簿、期中審查、
期末審查、會計查核…，計畫結束還會持續追蹤效益，所以需
要有專人來協調、執行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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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提案服務流程

智慧養鵝產業生態鏈之整合服務

種鵝繁殖 肉鵝養成 產業服務 屠宰加工

智慧化種鵝場包含：
• 種鵝掛RFID腳

環。
• 搭配智慧鵝龍，

監控種鵝產蛋狀
況。

• 淘汰寡產鵝，提
高產蛋率。

智慧化肉鵝舍包含：
• 環境品質監測
• 自動秤重系統
• 水質用電監測
• 排送風扇控制
• 自動給水監控
• 自動餵飼系統
• 自動排水沖洗
• 提高換肉率、育

成率。

智慧養鵝服務推廣包含：
• 環境品質監測
• 環境場域監看
• 設備維護
• 監測數據分析判讀
• 提供飼養最佳化建議
• 提供智慧型鵝場飼養管

理系統及雲端資料庫
• 肉鵝產銷鏈管理服務

（提供雛鵝銷售、肉鵝
屠宰物流、飼料共同採
購等服務）

芳源希望可以從種鵝繁殖、肉鵝養成、產業服務到屠宰加工，建立臺灣養鵝產業生態
鏈整合服務，帶動台灣養鵝產業數位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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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服務案例-乳牛產業

服務企業 農識國際

合作智農成果 臺灣大學-乳牛熱緊迫健康監測智慧化管理系統
新竹分所-乳牛熱影像辨識技術

本身技術 熱像儀+SmartAgri智農管家

計畫目標 建立乳牛智慧健康管理服務平台

創造效益 每年因為乳房炎造成的產業損失將近15億元，本計畫可以有效
防範乳牛乳房炎、熱緊迫、牛流行熱等疾病，推廣到民間乳牛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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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服務案例-鴨鵝產業

服務企業 芳源畜牧場

合作智農成果 彰化種畜繁殖場-AIoT科技之智慧型鵝場

本身技術 種鵝、肉鵝飼養繁殖技術+SmartAgri智農管家

計畫目標 智慧養鵝產業生態鏈之整合服務

創造效益 種鵝產蛋率提高、死亡率降低；肉鵝換肉率提高、育成率提高
用電量減少、人力工時減少
每年創造/節省價值達200萬元以上，推廣到契約養殖場

https://icpdas.apps.exosite.io/#/kiosk/639545f4-42b1-4d86-ac66-1f7c41ddce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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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服務案例-土雞產業

服務企業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智農成果 家禽自動分剁設備及食安監控技術開發

本身技術 土雞飼養繁殖技術+SmartAgri智農管家

計畫目標 建立禽類智能養殖產業創新生態圈

創造效益 土雞換肉率提高、育成率提高、避免禽流感、
用電量減少、人力工時減少
每年創造/節省價值達100萬元以上，推廣到契約養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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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服務案例-養豬產業

服務企業 永隆畜牧場

合作智農成果 農識國際-熱影像辨識技術

本身技術 肉豬飼養技術+SmartAgri智農管家+熱影像辨識

計畫目標 應用科技設備發展智慧養豬模式

創造效益 提高肉豬換肉率、降低疾病發生率、縮短出欄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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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服務案例-水產養殖

服務企業 皇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智農成果 水產試驗所-水產養殖數位轉型應用雲端服務平台

本身技術 種苗繁殖、成魚飼養技術+SmartAgri智農管家

計畫目標 建立種苗繁殖、成魚飼養、初級加工、品牌行銷供應管理體系

創造效益 提高種苗育成率、提高成魚飼料轉換率，建立水產品牌
發展契約養殖聯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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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業成果擴散計畫推廣服務案例-田間作物

服務企業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通路)

合作智農成果 水產試驗所-多功能監測通訊紀錄器

本身技術 硝酸鹽檢驗+SmartAgri智農管家

計畫目標 降低蔬菜栽培的硝酸鹽含量

創造效益 輔導主婦聯盟契約合作農場，透過田間微氣象監測及土地地力
檢測，給予農民栽培建議，協助農民降低蔬菜栽培的硝酸鹽含
量，以達到主婦聯盟A級品的收購標準，提高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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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預祝各位提案順利

歡迎計畫申請意見交流
陳炤堅/馬克
LINE ID：agrimark
Mail：markchen1204@gmail.com
電話：0935-30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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