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系統在產銷履歷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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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銷履歷 B 可以是很簡單的條碼、資料

與農業經營管理，由於人性化系統及無所不在的

表欄位 B 或是降價後的 RFID ，而各階段產品之

網路資訊工具與設施將會深入到生活中的各個層

識別 ID 可能是資料表的欄位 B 或是條碼。 XML

面，因此資料也自然的分散記錄在各地的相關資

或其後續發展的系統，因為能提供機器對機器的

料庫中。由生產到零售各個階段產品在相關資料

網路資料判讀、資料查詢與溝通的機制，將會是

庫中都會有其識別 ID ，而建構了上一層產銷履歷

產銷履歷系統連結各階段資訊的主要介面工具。

產品資訊的資料庫，可接受網路查詢產品田，經

屆時一個農產品或食品在生產環節中如缺漏了一

由其資料表關連紀錄，連結到各產銷階段資料庫

段識別田，則此產品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將是無

法完全追蹤的，也就是缺乏產銷履歷保障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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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條碼甚至 RFID 聯繫各階段資料而達到溯源追蹤機制

圖卜資訊系統在產銷履歷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人性化的農業資訊輸入系統
如圖 1 所示，在產銷履歷體系中，資訊的輸

用手機，因為只需要按幾個鍵，而並不需要對它

入包括生產端的飼養、耕種、施肥殺蟲、收穫，

的功能或結構有所瞭解。農業的人性化資訊輸出

到加工、儲運、包裝、運銷、零售等，都需要建

入系統將包括多層次（ Meta ）架構的資料庫、智

立相關資訊，因此建立產銷履歷體系，資訊化發

能系統、輸入系統、仲介系統，能對遠端不同應

展的進程是極其重要的評估指標。農民或基層人
員往往資訊化程度不足，最主要的是不會使用電

腦，而某些農業從業人員或年紀較大或基本知識
技能不足，要學會使用電腦也並不容易，因此被

許多研究人員誤認為是農業數位落差的主要部

分。此一顯而易見的迷思在於農民需要的是資訊
而不是電腦， 重視的是獲利而不是麻煩的學習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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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學習的困擾。例如絕大多數農民都會使

用系統透過網路提供資料交換協定的規範，可接

受手機、 PDA 、或其它網站資料的輸入與查詢。
如圖 2 所示，應用田間伺服器、 PDA 、無線
手機等多媒體資料括取裝置，經由網際網路連線，
配合代理程式，可對農場、畜牧養殖場等，不間

斷的自動化收集耕種飼養過程相關資訊，包括多

繁瑣的輸入。 若有親切簡易且智慧的農業人機介

媒體影像資料、生產與飼養環境資訊、餵飼方式

面，讓農民可以無線手機、 PDA 、田間伺服器等

與材料、疫病發生與否及行為觀察等。相關資料

自動化的資訊工具，配合預先建置可適合當地農

能自動化的建立在產銷履歷各相關資料庫中，可

業環境的資料輸出入輔助資料庫，上傳與下載資

提供消費者與檢驗者回溯查詢歷史記錄，以及提

料都將因此而簡單，將可大幅縮減農業人員對於

供專家進行遠距的生產安全監督與查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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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式經驗資訊的管理軟體開發，也能協助農業經

道 TTL 等級可程式改變輸出入方向的 1/0 ，及 7

營管理的自動化與智慧化發展。例如養雞場之經

通道 0 ～ 5V 類比訊號輸入 10-bits 之 AID 轉換，

營管理，利用的，業者可遠端監控雞場動態、收

乙太網路通訊及 RS-232 連接頭。其中左邊的一

集溫濕度資訊、檢驗保溫系統與降溫系統的效率，

型，是為了配合養雞場環境做整體的監測，因此

甚至配合環境氣象資料，自動化控制遮風避雨及

設計成信箱房子，並漆上該場的標章，裝置在農

通風系統之啟閉等功能，並且適時的回報管理人。

舍外顯得格外美觀。實驗養雞場在雲林境內，其

圖 4 為本研究發展的數種農業無線多媒體感

他幾型 FS 安裝在養雞場內監測雞隻之活動及其與

測伺服器類型，採用高性能 PIC18F 微處理器晶片

環境溫濕度的變化關係。而最右邊一型為感測器

及 RTL8019AS 乙太網路控制晶片，能提供 12 通

與控制器連接模組。

圖 4 、所研聾的 FS

圖 5 所示為實驗雞場環境監測所使用之數種

像，能做到左右、上下視角調整及影像放大之功

感測器，包括溫度、濕度、照度、二氧化碳 C02

能，但是價位卻高了數倍，因此可作為高層的影

與氯氣問3 感測器。影像資料擷取使用經濟實惠

像資訊收集裝置，而目前可偵測熱影像之攝影機

的國產 CMOS 網路攝影機，夜間或昏暗區域可選

價位亦從數年前的百萬新台幣大幅降低到僅需要

用具有夜視功能之攝影機，而高階的 CCD 攝影

十幾萬新台幣之機型，其應用於產銷履歷體系，

機，例如圖 6 所示之 ANC-808G 具有清晰的影

可提供意想不到的農業資訊收集及監測效果。

圖 5 、 C02 、 NH3 、濕廈、溫度、光照、日光感測器

圖 6 、 CMOS ，夜視、 CCD 網路攝影機與熱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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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幼雞的保溫系統

由於噴霧降溫系統使用時機需配合大氣環境溫

度於相度濕度低時使用，因此可編撰電腦程式依據

詢歷史記錄資料的能力，以及提供專家進行遠距

的生產安全監督與查證等工作，會有很大的幫助。

大氣環境及使用後室內溫輝度變化條件來決定噴霧
降溫系統的使用時機，圖 11 為經由遠距控制其設

備的實驗示意圖。而風扇及遮雨棚的使用時機也與
天氣環境有關，例如冬日強風、夏天暴雨發生時，

需要降下遮雨棚保護雞隻。然而透過網路遠端控
制，最大的限制是網路的傳輸時間延遲不穩定，然

而對於像是農業及飼養場的許多工作，包括風扇啟
閉、噴霧系統開關、遮雨棚升降等，能接受少許的
時間變化，甚至對於數分鍾的指令延遲並沒有多大
影響，因此顯示經由網路做遠端農場管理控制，在
適當的設計情形下是相當可行的，尤其是使用 PDA

手機之後更能帶給農民方便性。

圖 11 、潛水降溫系統的還端控制

四、結論

農業生產履歷的建立與應用，除了可提供農
產品的競爭優勢，其完善可追蹤的安全與品質保

證功能，更是提供消費者信心的保障依據，對於
農產品電子商務成功發展也將有很大的影響，而
其結合田間監測伺服器網路即時監測的功能，可

讓農業經營發揮多角化的經營功效，例如休閒農
業經營，透過所生產農產品的生產履歷與網路影
像傳送，可直接達到高品質的訴求，對於消費者

可發揮最大的宣傳效果。
圖 10 、雞隻對應氣溫高時不活躍（左）適溫時活躍（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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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不但是經濟性的產業更是多功能的策略

研究顯示，經由自動化的資料記錄，農業生

性產業，台灣是島國農業經濟，加入 WTO 之後

產、加工、運銷過程可以很清楚的呈現，對於食

面對著國外市場與農產品的競爭，尤其是中國大

品安全查證應用將很有幫助。相信大多數的農

陸，農業發展環境相似，農產品同質性高，土地

場，不會在開始就蓄意違反食品安全的方式飼養

與人工生產成本低廉 ， 其產 品與產量的變化，隨

或預知有疫病發生，因此從其日常作業，消費者

時有可能對我們的農業造成衝擊。因此我們農業

尤其是該領域專家能很容易觀察出該養殖場是否

經營的競爭優勢在於發展小而美具特色且高品質

正常，是否有不連續的異狀發生，何時發生，可

之精緻農業產品。而充分應用資訊與網路通訊技

能的事件等。 因此廣泛運用資訊化的 WMS關系

術，建立產銷履歷資訊體系 ，達到資訊化的生產

統，對於生產 、加工、儲運、銷售等安全與品質

管理與晶質標章，可為我國農業經營建立長遠的

資訊的自動化收集，提供消費者與檢驗者回溯查

發展契機與開拓高水準的消費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