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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揮汗如雨    
一切只在指尖與腦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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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維持一定的勝率

不需揮汗如雨    一切只在指尖與腦袋之間
Chapter 1

有機大豆智慧省工生產技術平台

農業環境早已悄悄地改變了。

極端氣候所帶來的變化，無法只依靠自身經驗或是古老的農民曆來應對了。在此同時，
農業的發展趨勢，也逐漸由機械化，慢慢地轉向智慧化來拓展，因為隨著農業環境的
變化，也必須透過智慧化來解決。

這將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唯有與時俱進，才能在極端氣候中保持勝率。

大豆智慧化團隊
花蓮區農改場深知此一方向的必然性，因
此成立了「大豆智慧化生產研發團隊」，
並建立了「有機大豆智慧省工生產技術平
台」，以進行智慧化栽培所需的作物參數
收集、判讀氣象數據，並以此來調整田間
栽培。

此外，也結合了區塊鏈的技術登載，確保
田間感測器的感應數值及管理紀錄不會受
到人為竄改；再加上田間縮時攝影的運
用，紀錄田間所有狀況來搭配登載，使得
生產過程能夠從頭到尾的透明化。

這一切，都是希望以科技來為產業加值、
為農民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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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農友能趨吉避凶
平台的設置，使用的是蜂巢科技公司之田間氣
象監測設備，而區塊鏈則是與奧丁丁集團進行
合作。同時也在花蓮設置 3 處、宜蘭 1 處的田
間資料收集站，收集田間環境與大豆生育資料，
以此來進行研讀與分析。

實際操作方式是運用田間感應器，來監測雨量、
氣溫、日照強度、空氣濕度、風強、風向、土
壤含水量以及土壤電導度等環境數據。

此外，也於田區架設縮時攝影器材，每一小時
就拍一張照，田區作物生長從無到有的全部過
程，都能完全呈現。同時也想藉由攝影，抓出
病蟲危害的第一時間，讓農友即時掌握。

這些感測到的數據會與大豆相關的生
理研究，以及過去十年的氣象數據做
連結，然後提供給農民一套作物生長
模式、防災曆與田間的操作建議。

平台不僅能引導新進農友逐步完成耕
種栽培，同時也提供給大專業農在不
同栽培期間、各塊不同田區的操作提
醒，降低因管理田區過大，可能造成
部分田區錯過栽培操作時機，讓農友
輕鬆管理分散各地的田區。

簡單來說，就是以科技及數據所打造
出的智能平台，讓農友得以趨吉避凶，
創造穩定收益。

1-1 ｜ 智慧農業是個必然的趨勢，智慧系統將環境大數據，轉化成對農民有益的操作建議將環境大數
            據，轉化成對農民有益的操作建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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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模式的建立
此一平台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大豆生長
模式」的建立。

作物生長情況是與環境條件息息相關的，
溫度、水分、日照 .. 等因素都會直接影響
作物生長。

而作物生長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將這些影
響成長的因素，匯集並建立成一個數學模
型。建立之後，只要農友持續輸入田間相
關數據，電腦便會自動計算出作物的生長
狀態，以及未來的生長預期。

積溫＋光週期
以大豆的作物生長模式來說，需要計算的是它
的「積溫」以及「光週期」。

如果以比喻來形容，積溫有那麼一點類似食物
卡路里的概念，人們吃下越多食物，身體累積
的熱量越高，體重會因而增加了；作物也一樣，
累積了一定的基礎溫度後，才會持續往上成長。

作物在生長遇到溫度合適時，生理代謝就會快
速進行；反之，如果溫度過低或過高，就生長
得慢。因此若以每天的溫度來累積計算，便可
計算出它的預產期。

而除了積溫之外，計算當中還必須加上光週期。

因為大豆是短日照植物，若是日照時數過長的
話就會抑制植株開花。也就是說，生長過程中
即使累積了足夠的溫度，也不會開花。

因此在計算過程中，除了積溫，還必須再加上
光週期的計算，才能準確預測出採收期來提供
給農友，這可以完全取代人為的經驗判斷。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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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便可預估
作物生長模式在實際運用面上，是以足夠的
研究資料去建立一個可信的模式，並進一步
地開發成易讀、好操作的網頁工具。

未來的目標是，只要在網頁上輸入種植地點
及種植時間，每天就會跑出作物的生長預測、
採收期以及預估產量，農友便可以此來估算
產量、安排販售事宜。

作物生長模式也可運用在種植管理方面，農
友只要輸入種植日期，隨著每小時田間感測
器所匯入的資料，系統便可幫忙計算出各種
環境數據，包含中耕除草、追肥、特定時期
好發病蟲害防治措施等自動提醒設定，隨時
提醒並做為農友田間的操作參考，是非常實
際的科技運用。

少數的田間實際運用
這是一套與台大農藝系共同合作所開發出來的
演算系統，也可說是為了農友的田間智能管理
所進行的一次官學合作。

對於作物生長模式，其實學界中研究的並不少，
但若是實際放到農民的運用端，例子則是非常
地少。而花蓮區農改場所進行中的系統，正是
台灣少數將系統模式實際用在田間的案例。

「作物生長模式若只放在學術端，那真的有點
可惜了。」蜂巢科技公司專案經理盧安邦表示，
這種收集了龐大的數據資料、歷年研究以及農
友回饋的模式，若能將運用範圍擴大，放在田
間進行實際的運用，才是對農業真正有益的事。

1-2 ｜ 隨著農業環境的變化，必須要透過智慧化來解決
1-3 ｜ 智慧農業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1-4 ｜ 花蓮區農改場所進行中的系統，正是台灣少數將系統模式實際用在田間的案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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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的趨吉避凶
災害的趨吉避凶，也是我們相當重視的一個區塊。

針對作物防災，團隊在大豆這個區塊做了兩件事
情，首先是將不同生長時期所需注意的病蟲害及
田間管理事項，建立出了數據以及圖文資訊，轉
化成智慧大豆的專屬網頁，上網便可查詢到實際
的田間操作建議，這點對新手及青農會有即時性
的輔助。

此外，針對不同地區，則是會出現不一樣的資訊，
在地化訊息的獲得，即使是耕種老手，也可更方
便地獲取精準訊息並進行因地制宜的田間管理。

不同地區 不同的避災防範
另一項重要資訊的揭露，則是環境災害的示
警。

團隊將過去十年的歷史氣象資料全部抓了出
來，並將環境災害建立出一套標準，然後再去
比對警戒值，歸納了在什麼樣的氣候條件下，
警示大豆可能會遭受的災害與逆境。

這樣一來，便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區，環境逆境
及風險的出現時間與次數，以此來預先調整田
間作業，並做好事前防範，因應不良狀況的發
生。

此一防災曆的特點，主要是在於「客製化」，
是以在地化資訊來提醒各個不同地區的農友，
當地田區的災害好發時間，以便有足夠的時間
來因應並調整種植方式。

有別於傳統一體適用的農民曆，這是一個數位
化、且切入在地的「科技農民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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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 維持一定的勝率
在台灣，目前的智慧農業發展，多數仍只單純在收集田間
大數據，對農民的實際協助較不顯著。

為了協助農友有更多的實際運用面，本場團隊因此建立了
此一平台，將病蟲害預警、田間操作時機點的判定、產期
產量的分析…等各項數據分析結果，轉化成對農民有益的
操作建議，讓他們清楚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在氣候
變遷下維持一定的勝率。

這種將紙上數據，轉化成實際的真實運用，對農民來說，
才會是真的有助益，而非只是學術理論的研究而已。

此一平台也獲得外界肯定，榮獲 2021 年國家新創獎之學
研新創獎項，被視為國內的創新研發能量。

看到了農友最實際的需求
「我們看到了農友最實際的需求，因此引進新科技來協助
農友來解決栽培及行銷上的問題。」花蓮區農改場秘書宣
大平指出，新科技若光只設置機器，沒運用也等於沒有實
際效用，「但我們會想，有了工具、有了科技，可以衍伸
出哪些運用來協助農民。」

在此一平台建立之後，農友即使遠距，也能清楚了解各項
田間狀況，不論白天、黑夜皆如此。

除此之外，有了客觀數據做依靠，也很便利於調整工作規
劃，不論是採收交貨、僱工請人或與廠商洽談，都可因掌握
數據而事先進行規畫安排，成為名符其實的「科技農夫」。

而且這些數據，讓農民在種植前便事先進行預測，並了解
種植風險，便更能確定什麼時候應該進行什麼樣的事。「當
農友的這些決策多為正確時，就有更多的機會來維持一個
良好的產量與品質。」宣大平對此相當肯定。

1-5 ｜ 平台中的不少數據是研究人員前往田間調查出來的
1-6 ｜ 研究人員定期前往田間進行調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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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的延伸
上述種種超前佈署的數據、農友持續登打的農務紀錄，以及田間不間斷的縮
時攝影，都會全部被記錄到「區塊鏈」當中。

區塊鏈是一個透明且無法竄改的系統，藉由這個強化資訊揭露的完全透明
性，來取得消費者的信賴及連結，將是農友行銷上的利器。

因為我們對農友的協助不僅止於耕作，而是從種植一直延伸到行銷的。

1-8 ｜ 風速與風向的數據顯示

1-7 ｜ 大豆生長栽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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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氣象資料數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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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農業產銷的面貌

不需揮汗如雨    一切只在指尖與腦袋之間
Chapter 1

區塊鏈

談起區塊鏈（Blockchain），總有那麼點高深莫測的感覺，但若從比特幣談起就很容
易讓人明瞭了。

噢〜原來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就是區塊鏈這個技術，第一個世界性的應用。

簡單來說，區塊鏈是一種資訊技術，可以讓資訊一經
登載，就無法竄改的技術。而比特幣便是以此做為核
心技術，並提供了一個在分散的系統中，取得信任的
解決方案。

不然你看，一個並非由國家中央銀所發行的貨幣，如
何取得外界信任？又如何進行交易呢？比特幣便是透
過區塊鏈這種無法竄改的獨特性為基礎，建立起了一
套交易系統。

簡單來說，它是透過加密技術，用分散式帳本跳過銀
行，讓所有參與的電腦一起記帳、確認。

同時每筆交易的有效性都必須經過區塊鏈檢驗確認，
而交易記錄又被全體電腦所收錄，個人無法私下更
改，因此取得了交易的信任性，全世界都接受。

這便是區塊鏈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說少了區塊鏈為基
礎，比特幣就無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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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沒辦法竄改呀！
因此，比特幣及區塊鏈在運作上有兩個共同的特點，那便是去中心化，以及不可竄改性。

特點一，去中心化
由於比特幣是一民間發行的貨幣，在沒有央行 ( 中心 ) 的情況下，那這帳本由誰來記帳？
又由誰來負責保管？由於信任誰都不對，乾脆人人都是中心，每個人都有一份資料，讓
所有電腦一起記帳、確認，以「共識機制」來決定運作方式。

特點二，不可竄改性
而「區塊」則可比擬為帳本的一個頁面，裡面放的是交易紀錄。「鏈」則是把各頁串成
一整個帳本的機制。

舉例來說，如果有一本存摺，你若想改中一筆帳，不能只單單改那一筆，而是得一路改
下來，這樣大大增加了竄改的困難度。

每個人都有一本帳本的情況下，我即使想單獨想竄改自己的帳也不行，因為別人手上也
有帳本，你不可能全部都改掉。

這就是區塊鏈的思考機制方式，「分散式帳本」；而且每一筆資料一旦寫入就不可以再
改動，只要資料被驗證完就永久的寫入該區塊中，信賴度極高。

1-10 ｜ 區塊鏈能讓消費者更能真實的貼近商品與溯源，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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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面可廣了
其實區塊鏈真的不只是金融界的事而已。

它這種去中心化、不可竄改性可以運用
在非常多方面，農業也是其中之一，創
造出不少新的農業價值出來。

因為這年頭，消費者的要求越來越高了，
農產品要賣到好價格，不能只靠種得好，
而是能否觸動到消費者心的問題了。

而區塊鏈所有的特有的「無法竄改」，
正是一種觸動消費者的利器。

想想看，你若能買到一項生產過程完全
透明化的農產品，會不會讓你食用起來
覺得非常安心呢？對呀，就是這種安心
的感覺，最能觸動消費者的內心深處了。

以下便舉出幾個區塊鏈在農業上的運用，
看完之後便可瞭解區塊鏈對農業的幫助
有多大，簡直就是換了一個新的面貌。

波士頓番茄區塊鏈 數據會說話
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所種植的番茄，長得
跟其他地方的都差不多，但不知怎麼地，
味道就是不怎麼樣，因此一直不是人們購
買的首選。

為了找出並解決品質不佳的問題，波士頓
地 區 進 行 了 一 個「Internet of Tomatoes
專案」，與區塊鏈新創公司合作，在田區
內裝置感測系統，並使用 IOT 設備，監控
現場的溫度、濕度、光照等資訊來提供農
民，這些分析數據讓他們知道番茄該澆多
少水、施多少肥之外，還會知道什麼時候
會出現害蟲來加以預防。

重要的是，農友能夠藉此來預測最佳的採
收時間，如此便能及時採收並在最佳時間
送到消費者手中。

這番茄互聯網團隊還建構了一個雲端分析
平台，藉由收集到的資料，預測番茄的味
道與成熟度。

1-11 ｜ Internet of Tomatoes 網頁 (https://www.analog.com/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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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餐廳 不再只是番茄醬
而加上區塊鏈之後，則可測量跟追蹤番茄從生產、環境到餐廳中的整個生命週期。除
了生產外，整個物流過程都很清楚透明。

區塊鏈新創公司的高級技術顧問 Rob O'Reilly O'Reilly 便這樣形容：「最終，農民將
會專注於他們番茄的質量與等級，這些番茄最後會去超市、餐館等收入更高的商店，
而不只是變成番茄醬而已。」

而對於消費者來說，對手中拿到的這顆番茄，變得資訊非常清楚，就連口味也是，人
人都能對番茄的成熟度、營養度與味道進行瞭解比較，讓整個供應鏈能透明誠實地展
現出來因而創造出一個獨特的市場來。

沃爾瑪芒果區塊鏈 延伸出食物監測平台
美國的連鎖零售量販店沃爾瑪（Walmart），多年來一直想運用科技，做到「食品溯
源」。於是他們與 IBM 合作，發展芒果的區塊鏈運用。

沃爾瑪所賣的芒果是來自中南美洲，運送過程中經歷很相當多的環節，例如裝箱後以
空運入海關，整理後到物流中心冷藏，再分送各店上架銷售，消費者不知道中間經歷
了什麼狀況。於是他們將每個環節過程都輸入到區塊鏈上面去，消費者只要掃描一下，
芒果的所有運送過程都出現了。

由於成效很好，之後沃爾瑪還要求所有的蔬果供應商，通通採用區塊鏈，以便對所有
食物進行即時追蹤。

這個案例後面還有故事，那就是後來越來越多食品業者加入，因此後續還連結了上下
游的食品業者，衍伸出了「IBM Food Trust」平台，有效追蹤食物來源，成為針對食
品監測的區塊鏈平台。

1-12 ｜ IBM Food Trust 網頁 (https://www.ibm.com/tw-zh/blockchain/solutions/food-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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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藍莓區塊鏈 新鮮度全掌握
由於藍莓在採收後會迅速成熟，保存期很短，因
此必須在略高於冰點的溫度下快速進行保存。

而為了確保整個冷鏈運送過程，於是 Intel 公司進
行了一個計畫，運用區塊鏈將藍莓從田區到加工
過程進行全程追蹤。 

他們將遠程感應器放在卡車的漿果箱中，監測位
置與溫度等實際環境因素，最後再將所有溫度存
到區塊鏈中做紀錄，讓消費者一目瞭然這些不可
竄改的資料，以確定想購買藍莓的新鮮度。

這筆記本…太厲害了
沒想到農業可以變得如此多采多姿吧？區塊鏈是未來智慧生活的趨勢，已經逐漸改變不
少農業的面貌。「區塊鏈其實就是一本筆記本而已。」台灣第一個以區塊鏈技術種植及
販售稻米的魏瑞廷，以非常簡潔的形容詞來描述。

花蓮區農改場決心發展區塊鏈，希望以科技為轄區內農友找到新出路，因此邀請禾穀米
的魏瑞廷前來演講，分享他的實戰經驗。

魏瑞廷開宗明義便鼓勵農民，不要認為很難就退縮，其實把區塊鏈想成是一筆記本就可
以了。在這筆記本中，從稻田、碾米，一直到加工廠等紀錄都可上鏈。

無法竄改是它最大的特性，即使是想做假，事後也可以被追查出來，因此可在最短時間
內，取得消費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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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是國際共通語言
贏得消費者的心有很多方式，魏瑞廷也將田間生態現況，上傳到鏈上，如此一來，
生物多樣性數值便可計算出來，這將會獲得關心生態消費者的喜愛。 

「區塊鏈的不可竄改性，正是與國外買家簽署契約的信任基石。」禾穀米便連結了
區塊鏈、物聯網以及臉書，吸引到外國買家主動上門來。

以往農產想要賣到國外談何容易呢，每進軍一個國家就重新打通認證關卡，關卡重
重，但區塊鏈卻恰巧可以解決這個困難，因為它就如同是一種國際共通語言，是打
入國外市場的利器。

1-14 ｜ 田區攝影也會同步上傳到區塊鏈當中

1-13 ｜ 花蓮區農改場決心發展區塊鏈，希望以科技為轄區內農友找到新出路，
               因此邀請禾穀米的魏瑞廷前來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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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與消費者的雙贏
以上所舉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區塊鏈如果運用得好，不僅是農民與消費者的雙贏，同
時也改變了農村產銷原本的面貌。 

因為消費者可藉由區塊鏈所呈現的內容，獲得了信賴與安心。民眾透過透明的資訊，能從
中自行篩選出生長、運輸甚至加工過程優的農產，挑選出心目中最安全的食物。

而對農民而言，則是有更多機會打開新市場，因為它提供農民一個透明的資訊管道，讓他
們直接與市場及消費者做連結，去掉中間的行銷成本。

此外，區塊鏈上的資訊可同步翻成英文，這也成了行銷國際的利器。未來若是善用此一工
具，想必可加速台灣農產在國際發光的機會。

1-15 ｜ 四位合作農友的區塊鏈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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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中 找到堅定助力
基於對農民及消費者都獲利的立基點上，花蓮區
農改場推廣區塊鏈，因為這也是未來智慧生活的
必然趨勢。

花蓮在有機種植方面投入很多，尤其這兩年搭配
大糧倉計畫，有機大豆的面積達到了全國最大，
許多青農也都一起投入有機大豆的栽種，東部地
區的大豆產業鏈儼然成形。

因此我們以區塊鏈來協助農友來拓展行銷通路，
凸顯他們的透明形象。「有機的發展已經走到一
個階段，若想要更為加值，便需要科技來予以強
化。」花蓮區農改場場長杜麗華認為，區塊鏈能
做到透明、公開，讓人真心信任有機，這將大為
強化農民的利基。

再加上可以讓產品賣到全世界，突破層層的侷限，
「我們所做的，便是希望藉由科技來為農民帶來
加分。」她強調，「唯有農民好，我們才會好，
這就是所謂的共好啊！」

1-17 ｜ 區塊鏈記錄下田間的耕種細節

1-16 ｜ 區塊鏈可強化農友的信任感、
              拉近對產地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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