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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來⾃

供應鏈效率降低

Agriculture An industry where demand is increasing while supply is declining



After COVID-19, 
Increased cost of travel 
It’s more difficult to get real-tim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n the farm

The way the industry operates will usher in a change



智慧農業可以達成的⽬標⽅向：

>資訊：快速預測、感知與反應各項狀況變化 

>成本：減少農場的成本⼈⼯、⽔、肥料、農藥的使⽤ 

>產量：增加產量、減少損失 

>品質：⼀致化、成分管控



世界各地的農⺠和⽣產者都在迅速採⽤數字農業技術，以提⾼食品供應鏈的效率。增長機會是巨⼤的，
到2024年，農業物聯網市場預計將達到210億美元，幾乎是2019年⽔平的兩倍2。同時，市場對農業AI的
解決⽅案，預計到2025年在2019年將達到US $ 30億，超過三倍⼤⼩    form 淡⾺錫＆彭博社研究報告

⼤觀點研究：到2025年，農業市場上的⼈⼯智能價值29億美元

市場和市場：到2024年，農業物聯網市場價值209億美元

越來越多的農場開始採⽤數據解決⽅案/智慧農業市場正在成長

https://www.bloomberg.com/press-releases/2020-01-08/artificial-intelligence-in-agriculture-market-size-worth-2-9-billion-by-2025-cagr-25-4-grand-view-research-inc
https://www.bloomberg.com/press-releases/2019-10-16/agriculture-iot-market-worth-20-9-billion-by-2024-exclusive-report-by-marketsandmarkets


非洲⼤部分國家還以農業為主，農業產值約占全非洲GDP的五分之⼀，農業

產值比重超過30％的有21個國家；農業⼈⼝約占總⼈⼝的2/3，有1/2的國家

農業⼈⼝占80％以上；農產品出⼝約占出⼝總額的1/4

非洲農業的關注議題：

議題⼀、氣候變遷的應對： 

議題⼆、年輕勞動⼒接棒：



非洲3/4的⾯積都分布在南、北回歸線之間，⾚
道更是穿其⽽過，全洲年平均氣溫在20℃以上
的地⽅約占全洲⾯積95％，其中⼀半以上的地
區終年炎熱，有著炎熱的暖季和溫暖的涼季。
其特點是⾼溫、少雨、乾燥，氣候帶分布呈南
北對稱狀。 

在北部撒哈拉地區和⻄南部，年降⽔量在250
毫米以下，這兩處乾旱區⾯積占全洲⾯積的
4O%。因此降⽔量成為農業發展的最⼤限制因
素。⼀般降⽔充沛且地勢非低窪的地區，具有
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但是這樣的地區⾯積非
常⼩。

氣候對農業的影響巨⼤

三個重要的議題： 

• 歷年氣候變化的確認 

• 作物的適種分析 

• 氣候的預報與應對



非洲農業勞動⼒老化

非洲農業具有很⼤發展潛⼒。 

非洲可耕地⾯積⼟地之比例⾼達60%，但其中僅27%耕作中，⽽非洲農業產出亦

僅全球之4%。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指出，非洲農夫平均年紀達60歲，且許多時

候當非洲農夫要退休時無法說服孩⼦接⼿農業，且如果政府無法吸引年輕⼈投入

農業領域，非洲農業產出將更減少，糧食安全備受挑戰。

農業已經越來越被視為能提供非洲年輕⼈⼯作及續留在

非洲之關鍵，農業新科技發展可以吸引年輕⼈投入農業

領域，在農業創新應⽤上扮演重要⾓⾊



2017~2021 
>134座氣象站, 701個⽥間感測器 
>1350萬筆的⽥間數據累積

我們在機遇的浪潮中奔跑

奠基於台灣，在熱帶緯度中，具備領先農業
研究能量以及軟硬體整合能⼒的絕佳位置：

稻米 茶葉 …39 種作物

氣象數據 416,593 hr 54,998 hr

⼟壤數據 225,395 hr 1,082,855 hr

Data link change agricultural  system 
>持有三個發明專利 
>品牌知名度與150個農場客⼾基礎 
>已證明的軟硬體開發能⼒ 
>農業研究能量的鏈結：台⼤⽣農學院/茶業改良場



Coming

Weather＆Soil Sensors Time-Lapse Camera Aerial ImageryCrop Models

Crop Recording Weather Forecast Irrigation ManagementCloudfarm

Platform Overview

USD 3/Month USD 1/Month USD 10/Month USD 10/Month

Integrate Taiwan’s advanced agricultural research 
capabilities to establish Asian crop models and plant 
growth data in high-temperature areas



Use case：Fruit - Pomelo Using climate analysis and soil sensors to reduce unnecessary 
irrigation and improve the consistency of soil conditions



導入氣象站與⼟壤感測器

⽥間⼟壤感測器 

⼟壤⽔分/溫度/肥⼒

⽥野微型氣象站 

雨量/⽇照/風速風向 

空氣溫溼度/

不同設備之需求數量、裝設地點不同 

>氣象站：廣泛區域裝設⼀隻；裝在開闊不遮蔽地點 

>⼟壤感測：密度⼤、易移動；裝在果樹樹冠之下



在南非的番⽯榴



並沒有太多⼩規模的農夫們能夠負擔得起這些

⾼科技的設備。還有更經濟實惠的選擇嗎？

規模⼩、資源少的地⽅⼩農由於缺乏風險管理與預警經驗，比起經濟化農場更

容易受到氣候與病蟲害影響。為了增加農⺠因應農業災害的時間，提升風險管

理能⼒，此時可以建立微服務數位農業平台，以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標⽰農場位置，可搭配氣候分析、天氣預測、共⽤

性的設備、雲端雲農場計算，低成本幫助農⺠提⾼產量與增加收入

Wide range but low cost？

https://cse.google.com/cse?cx=015647102617943626696%3Anqmpdpf8fpc&ie=utf-8&hl=&q=%E9%A2%A8%E9%9A%AA%E7%AE%A1%E7%90%86
https://cse.google.com/cse?cx=015647102617943626696%3Anqmpdpf8fpc&ie=utf-8&hl=&q=%E9%A2%A8%E9%9A%AA%E7%AE%A1%E7%90%86
https://cse.google.com/cse?cx=015647102617943626696%3Anqmpdpf8fpc&ie=utf-8&hl=&q=GPS


Use case：Rice and Tea 

Coope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R.O.C.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R.O.C.

Establish a large-scale production area management platform 
to serve a large number of users

Buyers are inquir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technology in their production areas



產地管理案例：⾼雄美濃農會

從⽩⽟蘿蔔季到⽔稻契作管理，陳其邁市長、邱議瑩立委、鍾清輝總幹事到場聽取執⾏報告

結合氣候分析以及作物模型建構產期、產量以及作業曆管
理⽀援服務，降低⼈⼒消耗、提升集團產區效率與收入



農⼾服務

總部掌握

預測產期 戰情地圖作業提醒

履歷紀錄氣候預報 勞務代⼯

龐⼤管理需求之困難

350公頃契作⽥，含450名農⺠、2168批插秧耕作批次，

過去依靠農⺠回報與農會員⼯聯繫各項資材、收割排程，

⼈⼒吃重，期待導入⼯具輔助農⺠也協助總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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