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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以色列高科技農業之智慧化系統參訪 

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 
Taiwan Israel Chamber of Commerce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2015以色列高科技農業之智慧化系統考察團 
2015 ROC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system delegation to Israel 

 訪團簡介 

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的快速發展，透過市場數據分析、科學化管理生產因子，調整生產計畫降低

耕作成本與風險、整合應用各項資通訊技術、串聯農業生產物流乃至銷售管理各端能量，為未來提昇

農業競爭力與產值重要趨勢。 

政府今年起更推動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以發展低耗水農業並鼓勵業者建構省水、節

能及跨域（如光電、能源）結合的農業產業價值鏈。台灣具有良好農業生產技術，農業發展方向朝向

經濟農業、科技農業、環境農業、國際農業等四大特徵發展，因應國內水資源日漸匱乏、旱象頻傳及

各標的用水需求日增之壓力，農產品產量及品質面臨嚴峻考驗。土地為台灣 2/3的以色列，過半國土

屬乾燥缺水地區，在不利農業生產的條件下，發展出具以先進科技管理、密集生產特色的智慧化農業，

造就棉花單位產量世界第一、供應歐洲 40%番茄品種、每頭乳牛平均年產奶將近 1萬公斤之沙漠農業

奇蹟。 

本(104)年 4月 28日至 4月 30日以色列智慧城市特拉維夫將舉辦第十九屆以色列國際高科技農

業博覽會(Agritech 2015 Israel)，來自各國優良農企業家將齊聚一堂展示最卓越、最先進的農業科技，

為全球重要的農業技術領域展覽之一。 

本中心與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及台灣植物工廠產業發展協

會共同籌組「2015以色列高科技農業之智慧化系統參訪團」，以以色列智慧化管理及節水科技在農業

的應用為主軸，行程安排會展交流及標竿學習，透過實地走訪以色列瞭解國際農業經營智慧化管理模

式及創新科技技術，並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系主任方煒教授擔任隨團顧問，參訪科

技管理在育種、蔬菜生產、滴灌節水灌溉設備、漁業、花卉生產到農產品分級設備、物流等農企業，

觀摩智慧化系統及高科技生產模式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及成效，探討全球農業發展趨勢以及如何將其智

慧化管理經驗和技術用來創新國內農業生產管理，作為我國欲布局智慧化農業的單位或農企業在降低

生產成本、提高品質、保育環境、提升價值、拓展市場、創造收益之參考。 

以台灣農業生產技術及生產條件利基，結合以色列智慧化管理在農、漁、牧、農產運銷等各農業

領域的成功經驗，創新提升生產管理模式，奠定台灣農企業往全球市場發展契機。 

 訪團日期 

104年 4月 26 - 5月 3日 

 招商對象 

農企業、農產品貿易商、農業設施、高科技、資通訊、創投、研發等欲布局智慧化農業、提升農

業價值之產業(參訪行程將依據產業需求安排)。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協辦單位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 

http://bime.ntu.edu.tw/people/bio.php?P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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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介紹 

方煒 顧問 

經歷： 

美國羅格斯大學 生物資源工程學系博士 

美國羅格斯大學 尖端環控農業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暨系主任 

協助『植物工廠產業發展協會』與『中華植物工廠協會』之成立 

『台灣農業工廠化產業聯盟』之無給職榮譽會長 

日本植物工廠協會之國際諮詢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系主任方煒教授為國內唯一的留美

溫室工程博士，研究範疇聚焦於廣義的設施與環控農業；其在多方資源的整合，對產業界的協助，理

念的廣宣與推廣工作上亦不遺餘力，並在 2011 年經台大生農學院的推薦參加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之

遴選，獲選為當年度十大農業專家之第一名。本團特別邀請方煒顧問隨團專業解說，團員對於以色列

智慧化農業的發展與特點有不同的視野和更深入的了解。 

 參訪重點 

 以色列國際高科技農業博覽會(Agritech 2015 Israel)：全球最重要的農業技術領域展覽之一，展

示農業綜合領域之先進技術。2012年舉辦時近 250家廠商展出，齊聚約 350,000位業者及專家參

與盛會。展覽品項涵蓋農業各領域，例如設備、農業機械、生物科技、養殖技術、水資源管理、

整體解決專案與技術轉移等領域之科技成果。行程有以色列農業專家導覽剖析重點，精準獲取最

新資訊及媒合機會。 

 智慧化系統及節水科技應用：智慧化系統涵蓋環境監控管理以及資源規劃，妥善發揮能達到節水、

環保、增產、損害控制的效果。以色列智慧化管理已應用在家禽、畜牧、養殖、作物且發展成熟，

至標竿企業參訪觀摩應用成果： 

1. AKOL Co. 軟體技術及資料庫建立：以 IT系統整合農業資訊，建立農業電子化創新管理模

式，為以色列頂尖的企業軟件公司。現有的軟體可以管理包括畜牧、作物、溫室、食品加工

例如釀酒及榨油等農業領域。其近 40年發展歷程及經營模式可為國內企業參考。 

2. Netafim滴灌硬體設備：滴灌為以色列造就農業奇蹟之關鍵技術，Netafim為全球滴灌技術

之領導企業。近年來拓展至溫室環控系統與作物管理技術，實地參訪其結合先進設備發展之

管理技術及應用成果。 

3. AGREXO：由國營事業轉型之私人企業，其建立的「Ecofresh系統」結合農產與包裝，生

產符合國際出口規範的農產品，搭配其強備的物流將生鮮農產成功銷往歐美各國、俄國、日

本、香港，讓以色列成為全球生鮮蔬果供應方，為以色列最大的農產出口貿易商。 

 未來趨勢及農業加值策略：除了節水與智慧化管理，農產品加工以及採後包裝處理也為近年來發

展加值策略重點，參訪環保資材公司以及現代食品加工廠機械設備，例如生產包括光電分級和品

質控制系統企業，架構異業結盟之橋梁。 

 

  

http://bime.ntu.edu.tw/people/bio.php?PID=13
http://bime.ntu.edu.tw/people/bio.php?P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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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本中心保留變更部分行程之權益） 

天數 日期 預定行程 內容說明 

1 
4/26 

(日) 

啟程：桃園中正機場→香港→

以色列 

國泰航空 CX475→香港(11:05-12:55) 

以色列航空 LY 76→特拉維夫(16:30-23:20) 

抵達以色列特拉維夫進駐飯店 

2 
4/27 

(一) 

上午-Netafim 

中午-當地風味餐廳 

下午 -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zation-Volcani center 

晚上-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招待晚宴 

 

 Netafim 

以色列頂尖滴灌設備廠商。 

主題：技術性─溫室灌溉設備關鍵技術最新發展及應用成果。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zation-Volcani center 

以色列農業研究組織，涵蓋了全方位的農業科研活動。特別

進行「以色列在智慧化管理的研發和推展」演講。 

主題：前瞻性─以色列農業最新科技研究成果及發展方向。 

3 
4/28 

(二) 

上午-Ha’carmel Street market 

& TIPA corp.參訪 

中午-當地風味餐廳 

下午-以色列國際高科技農業

科技博覽會 

 

 Ha’carmel Street market 

特拉維夫最大露天市場，主要銷售食物、家居飾品、鮮花和

物品。每週二和週五有創意市集展售獨特的工藝品、藝術品

和珠寶。 

 TIPA corp. 

成功開發出填裝食品與飲料的 100%生物可分解塑料。 

主題：前瞻性─因應環保趨勢，生物塑料開發成果以及未來可

應用之方向 

 以色列國際高科技農業科技博覽會 

展覽涵蓋農業全面向，將參觀並安排以色列農業專家導覽 2

小時，觀摩最卓越、最先進的農業科技。 

主題：前瞻性─全球高科技農業發展趨勢 

4 
4/29 

(三) 

上午-Eshet Eilon 

中午-當地風味餐廳 

下午-Danziger - “Dan” Flower 

Farm & Evogene Ltd. 

 

 Eshet Eilon 

成立於 1935年，生產與輸送系統相結合的蔬果電子化分級技

術及採後處理設備設備。 

主題：技術性─科技管理提升採後處理效率，簡化蔬果採後處

理流程之技術。 

 Danziger - “Dan” Flower Farm 

以色列頂尖花卉生產商之一，供應當地市場及全球六十個國

家花壇景觀植物及切花。 

主題：應用性─智慧化科技在花卉產業經營管理之應用與發展 

 Evogene Ltd. 

作物育種公司，採用科技運算植物基因方式進行育種，主要

研究糧食作物抗逆境育種研發。 

主題：技術性─種苗保存、科技育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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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日期 預定行程 內容說明 

5 
4/30 

(四) 

上午-AGREXO 

中午-當地風味餐廳 

下午-AKOL Co.& Kibbutz 

Ma’agan Michael AquaMaof 

-Aquaculture Technologie 

 

 

 

 AGREXO 

成立於 1956年，以色列最大的農產出口貿易商，參觀全球貿

易標準的農產包裝系統。 

主題：策略性─建構台灣農產品行銷全球之物流發展策略。 

 AKOL Co. 

以色列頂尖的企業軟件公司，整合生產資訊提供農業電子化

創新管理模式。 

主題：整合性─全方位農業資訊整合系統、資料庫建立流程。 

 Kibbutz Ma’agan Michael AquaMaof - Aquaculture 

Technologies Ltd. 

提供室內循環水產養殖技術設備與服務，展示養殖漁業節水

技術。 

主題：應用性─節水及水質環控技術，造就沙漠中養魚奇蹟。 

6 
5/01 

(五) 

安息日-耶路撒冷、死海文化

參訪 
 景點：拿撒勒、聖母報喜教堂、死海(暫定) 

7 
5/02 

(六) 

耶路撒冷聖城之旅 

返程：以色列→香港→桃園中

正國際機場 

 景點：客西馬尼花園、萬國紀念教堂、舊城傳統市集、

聖墓教堂(暫定) 

以色列航空 LY75→香港(22:00-13:50+1) 

8 
5/03 

(日) 
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國泰航空 CX472→桃園國際機場(15:55-17:40) 

 考察方式 

1. 由 CPC專業人員與旅行社一同舉行考察行前說明會，事先了解考察行程重點與行程相關注意事

項。(日期另訂) 

2. 顧問隨團解說，藉由實地考察與參觀體驗，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考察時程與團費 

 2015年 4月 26日～5月 3日 

 每人總計新台幣 135,000元整(含稅)，二人(含)以上團報，每人總計新台幣 125,000元整(含稅)。 

 團費包括 

1. 機票、考察期間交通安排、餐費、全程司機、領隊小費、參訪景點門票費用。 

2. 四星級以上豪華飯店雙人房，住宿安排以兩人一房為原則。（若欲住宿單人房者，請事先告知，以

利安排，所增加費用悉由個人支付。） 

3. 業務管理費：顧問費、行程企劃、聯絡、資料編製及行前講習會等費用。 

4. 保險：除了責任保險及履約保險（200萬+10萬）以外，每人投保旅遊平安險新台幣 5,000,000元

整，包括意外傷害、疾病住院醫療給付及事故救難給付，新台幣 500,000元整。 

5. 行程除參觀、拜訪各企業外，另安排當地深度之旅。並有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於行程

中安排招待一晚的交流晚宴，促進團員情誼。 

6. 團費不包含：護照費、洗衣費、電話費、飲料費、逾重行李費或其他屬個人性質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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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資訊 

 報名方法 

1. 下載報名表後傳真報名：(02)2698-9072 農業創新組 陳思昀小姐收或陳璽聿小姐收。 

2. 電子郵件報名：將報名資訊傳送至 2776@cpc.tw。 

3.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接受報名至 2015年 3月 27日(五)截止(早鳥報名至 2015年 3月 3日截止)。 

4. 報名時，請繳交報名費。 

 費用繳交方式： 

1. 銀行匯款／ATM：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松山機場分行（銀行代號 017），帳號：05520800001。請註

明繳款通知單號碼及展覽名稱，並將劃撥/匯款/ATM轉帳收據傳真至（02）2698-9072陳思昀小姐

備查。若以信用卡繳費，須自付 2%手續費。 

2. 即期支票：抬頭為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請劃線及加註「禁止背書轉讓」，並註明考察團全名

-2015以色列高科技農業之智慧化系統參訪團。投遞地址：2210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2樓。收件人：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農業創新組 陳思昀小姐 

 其他事項 

1. 本團團員預定 15人成行，本中心將於報名截止日後 3日內通知已報名團員本團是否成行，未達此

人數致無法成行時，所預繳之報名費用悉數退還。 

2. 本團確定成行後，因事退出者所繳報名費恕不退還。 

3. 團員於本團行程開始後，未能及時參加排定之行程項目或未能及時搭乘飛機、車、船等交通工具

時，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得向本中心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4. 為適應各地交通時間表或政治變動及其他特殊狀況，基於維護團員之最高利益，本中心保留本團

預定行程表之更動權。 

5. 旅行中各航空公司及其他運輸公司自有其個別條例，直接對乘客及行李負責，行程如有交通延誤、

行李損失或意外事件等情事時，悉由各該運輸公司依其所訂之條例直接對團員負責。 

 行程釋疑請連絡服務專線： 

陳思昀小姐，Tel：02-26982989 ext.2776  Fax：02-26989072(註明：農業創新組)   

E-mail：2776@cpc.tw 

 若有參展意願或欲知以色列相關商情請連絡： 

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 洪恩惠小姐，Tel：02-87867511  Fax：02-87867512  E-mail：

ticc101@gmail.com 

 其他參考資訊 

 參考航班 

航班 起飛日 起飛地點 時間 抵達地點 時間 飛行時間 

CX475 0426(日) 桃園 11:05 香港 12:55 1小時 50分鐘 

LY076 0426(日) 香港 16:30 以色列 23:20 12小時 50分鐘 

LY075 5/2(六) 以色列 22:00 香港 13:50+1 9小時 50分鐘 

CX472 5/3(日) 香港 15:55 桃園 17:40 1小時 45分鐘 

 

mailto:2776@cpc.tw
mailto:2776@cp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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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單位/企業 

編號 商標 公司 主題 官方網站 

1 
 

Agritech 2015 

Israel 

以色列國際高科技農業科技博覽會，全球優

良農企業家將齊聚一堂展示最卓越之農業

科技，為全球重要農業技術領域展覽之一。 

http://www.agritec

h.org.il/ 

2 

 

AKOL Co. 

以色列頂尖的企業軟件公司，提供農業電子

化創新管理模式。整合生產資訊，提供包含

家禽、乳牛、蜂、釀酒、製油、作物等農企

業生產計劃評估、生產問題解決方案。 

http://www.akol4u.

com/ 

3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zation-Volc

ani center  

以色列農業研究組織，涵蓋了全方位的農業

科研活動，尤其側重於乾旱區農業，使以色

列成為世界上農業產出最高的國家之一，除

了機構介紹，特別進行「以色列在智慧化管

理的研發和推展」主題演講。 

http://www.agri.go

v.il/en/home/defau

lt.aspx 

4 

 

Evogene Ltd. 

作物育種公司，採用科技運算植物基因方式

進行育種，主要研究糧食作物抗逆境育種研

發。 

http://www.evogen

e.com 

5 

 

TIPA corp. 

成立於 2010年，成功開發出填裝食品與飲

料的 100%生物可分解塑料。了解生物塑料

的研發和產業調整的過程和發展及應用領

域。 

http://www.tipa-co

rp.com/  

6  

Kibbutz Ma’agan  

Michael 

AquaMaof - 

Aquaculture 

Technologies Ltd. 

提供室內循環水產養殖技術設備與服務，展

示養殖漁業節水技術。 

http://www.aquam

aof.com  

7 
 

Netafim 

成立於 1965年，為以色列頂尖滴灌設備廠

商，提供灌溉器材與控制系統、溫室環控系

統與作物管理技術等服務。  

http://www.netafi

m.com/  

8 

 

Danziger - “Dan” 

Flower Farm 

成立於 1953年，是以色列頂尖花卉生產商

之一，擁有自家的育種場並供應當地市場及

全球六十個國家花壇景觀植物及切花。 

http://www.danzig

er.co.il/ 

9 

 

Eshet Eilon 

成立於 1935年，生產與輸送系統相結合的

蔬果電子化分級技術及採後處理設備，包含

接收、傾倒、熱水處理、清洗、打蠟、烘乾、

分類、分級以及包裝。 

http://www.eshet.c

o.il/ 

 

 

AGREXO 

成立於 1956年，以色列最大的農產出口貿

易商，參觀全球貿易標標準的農產包裝系

統。 

http://www.agrexc

o.com/ABOUT_C

AR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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