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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 

更貼近農民的農業數位分身: IoT大數據 x 農產品價格 

本次比賽的主要目標是建立溫室達人之數位分身模型，對於經驗不足的新農

民，可依據即時環境參數，模擬農業達人的行為來提供適當建議及自動設備操作，降

低其跨入農業之門檻；對於經驗豐富的老農民，可引進自動控制機器，降低務農的人

力負擔，讓老農能專注於作物的生產管理並能擴大經營面積。在過去十年間，有越來

越多的案例嘗試應用機器學習來解決各個領域所遇到的問題，證明只要擁有足夠多的

歷史數據，即使模型不具備該領域的知識，依然能夠提供高準確度的預測。因此本次

競賽我們提出了以機器學習模型為基底的創新服務方式，利用機器學習模型來學習歷

史資料中達人在各種環境狀況下所做出的決策，幫助農民減少人力資源的花費，以及

提供更穩定精準的溫室環境。 

除了數位分身模型這項主要目標外，我們還希望能夠解決農產品價格崩盤的問

題，菜金菜土的價格變動可謂是影響農民收益的最大不穩定要素，且相同案例年年重

演，說明現有政府制度無法解決此問題。因此我們另外提出各項農產品未來價格預測

模型，透過多年的歷史資料及時空環境資料，讓模型學習未來數個月後農產品可能的

價格，讓農民在種植前就預先擁有心理準備，並且可以根據預期價格來對其種植規

模、植栽類別等等做出更好的選擇。 

我們也希望能夠建立數位平台，讓老農的經驗與智慧能夠更好的傳承下去，將

習得達人經驗的模型販售給新農民使用，讓老農民能夠透過其經驗傳承得到金錢收

益，也讓新農民能夠透過支付少量金錢獲得全國老農的經驗傳承，為下一代的農業培

育更優秀的人才。 

 

2. 問題分析 

 關於當前農業發展常遇見的問題，在人力方面，不外乎人手不足，出現世代斷

層，經驗難以傳承累積；在物力方面，農業的生產成本龐大，難以投資新的設備；在

市場方面，價格不穩定，導致收益下降甚至賠錢，此三者互相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示意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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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農業問題的惡性循環 

 而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便是農場的新人經驗不足，若要培養新人學習達人的各

項經驗又得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因此大多數設備的控制還是得依賴經驗豐富的達人農

夫來判斷當下情況，使達人農夫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待在農場，當遇到較突然的環境

變化而達人恰巧不在農場時，設備無人控制又會使得農作物生長環境受到影響，降低

產出的農產品品質(如圖 2所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農業部分的應用大多是採用專

家智慧, 藉由專家本身對於氣候和農產的理解進行管理和控制。雖然具有相當不錯的準

確度和產量表現, 但由於專家知識不容易傳承, 往往難以擴展至大量其他案場。儘管近

幾年在農業方面已有採用人工智慧的案例，但由於其數據導向(data-driven)的性質，雖

然模型的擴展性可能表現得不錯，然而大多這樣的案例卻因為缺乏專家知識的介入，

導致訓練出不合常理知識的模型，反而降低了模型的準確度。可以說專家智慧和人工

智慧,位在擴展性和準確性光譜的兩端,為了越來越多實際應用的需求必須在兩端這找到

一個的平衡點，因此我們更需要模型能夠從數據中模擬出專家行為，而不是純以資料

設計出自動控制模式。 

 

圖 2、農業專家和新手間專業知識的傳承難題 

 除了人力問題之外的重要因素，當屬市場價格不穩定，從心理上來說，人是趨

向於厭惡損失的，當收益和損失等量時，人們對虧損的反應是賺錢的 1.5~2.5倍，如下

圖 3所示，只要運氣不好經歷幾次價格崩盤，很容易將務農的熱情澆熄，進入惡性循

環。以今年高麗菜價崩跌為例，農委會僅提供高麗菜苗銷售量統計做了預警機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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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純的菜苗銷售預警並無法讓農民清楚了解每顆高麗菜最後的售價，因此農民還是

大量種植，最後造成菜價崩盤。故如何改變做法讓農民能夠依據預警避險才是關鍵，

而我們認為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清楚準確的預測數個月後各項農產品的售價，以此解

決市場價格不穩定的問題，如此以來便可以維繫農民務農的熱情，只要農民有想增加

務農收入的意願，我們再來提供數位分身的知識、設備及技術，造成正向循環，下坡

走馬，順風駛船，農業的改良與進步自是水到渠成。 

 

圖 3、賺錢與賠錢的心理效用 

 

3. 解決方案設計 

為了解決人力資源、經驗傳承、以及未來農產品售價不穩定的問題，我們提出

了兩個機器學習的模型，其一為學習農業達人經驗的數位分身模型，另一為預測各項

農產品未來數個月售價的價格預測模型。 

我們所提出的農業數位分身模型主要將採用機器學習領域中的「隨機森林分類

(Random Forest Classification)」；而農產品價格預測模型則是採用「隨機森林迴歸

(Random Forest Regression)」。相較於傳統統計學的分類方法，此機器學習的方法可更

大彈性的涵蓋大量的輸入值，且無論是連續或非連續變數，皆可做為此模型的輸入，

因此非常合適農業龐大的 IoT資料、氣象、歷年農產品價格等資料輸入的模型建構，

接著可根據重要程度篩選出重要的特徵值帶入模型，並由模型自行學習輸入值間的交

互作用，將可訓練出具有涵蓋多特徵輸入的農業數位分身模型。此外，由於隨機森林

迴歸模型本身的強健性，即使 IOT資料偶爾會發生異常，仍不容易因此造成模型預測

的不穩定。綜合以上觀點，本計畫預計採用此機器學習模式進行預測模型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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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機器學習特性與預測模型應用 (以數位分身為例) 

隨機森林迴歸特性 數位分身預測模型的應用 

可同時處理大量輸入

變數 

即使 IoT資料量龐大，模型仍能夠高效率學習輸入變數與輸出結

果的迴歸關係 

模型的穩健性高

(Robust) 

當感測器資料出現不合理的突波或缺值，模型仍能夠有效地保持

其預測準確度 

可處理連續及非連續

輸入 

由於 IoT數據並非完全都是連續變數，但在隨機森林迴歸皆可妥

善處理 

自行學習輸入值間的

交互作用 

影響農業達人實際操作的情況複雜，可由機器學習自行學習變數

間交互關係，更能擬合真實達人之判斷 

 

針對農產品歷年價格浮動資訊、菜苗購買量、天氣資訊、以及溫室現場收集到

的數據，包含室內外的環境監測資訊、設備運轉監測等，我們會先進行模型訓練前的

前處理，包含移除極端值、補齊缺值、資料格式的統一、特徵值的選取等，以確保模

型輸入值的品質；接著根據前述的物理模型及機器學習的方法建立預測模型，持續調

校模型參數及反覆檢討特徵值的選取，直到模型收斂且性能符合預期的門檻為止。在

完成模型訓練之後，將模型套用於預留的驗證資料，確認建構模型的誤差是否能低於

預期門檻，以作為評估模型性能好壞的指標。 

 

 

圖 4、本研究的建模流程(含訓練及驗證) 

 

我們同時也提出了自建的視覺化系統工具，如圖 5，幫助監測每個時間點各項感測

數值的變化狀況，來幫助模型萃取出真正關鍵的影響因子，使我們的模型準確度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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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未來當我們取得農場更多的環境數據後，也能夠透過本系統快速的更新模型

參數與特徵工程，使模型未來的發展性更加可靠。 

 

圖 5、感測數據視覺化系統 

 

由於本服務研發的數位分身預測及農產品價格預測模型採用機器學習，且特別強

調於可應用於溫室設備自動控制應用及實質的價格預測，即使機器學習常被認為是難

以破解的「黑盒子」(Black Box)，但模型本身仍應確保有相當的預測準確度及可解釋

性，足夠讓管理人員信賴機器學習的預測能力、及評估根據預測成果進行決策的風

險，方具備應用於現場的價值，因此本團隊會針對機器學習模型的三個面向進行探

討：(1)是否具有可預測性(Predictable)? (2)是否具有可解釋性(Interpretable)? (3)是否可

提供精確性(Precise)? 

 

圖 6、建構數位分身的不同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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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農場的 IoT數據量通常較為龐大，為處理多特徵及非線性特性的數據，本

計畫利用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的迴歸技術對設備的運轉指標進行預測，首先收集相

關特徵變數：設備相關點位(如出風量、遮蔭網啟動、滴灌量等)及環境變數(如環境溫

度、外氣溫度等)，根據特徵重要性進行篩選，藉由這些重要特徵建立參數最佳化的 AI

智能模型，作為設備異常偵測應用之依據。並根據多項運轉指標基線悖離程度(例如滴

灌量與基線悖離 10% + 出風溫度與基線悖離 2℃)，配合農場紀錄的運作異常紀錄，即

形成了異常偵測到診斷的流程，本計畫藉由即時的設備運轉狀態監測及運算分析，可

於第一時間形成發掘設備異常特徵，同時依據特徵內容指向異常原因及對應解決方案

減少報案，以提升此服務的準確度及性能。 

 

 

圖 7、設備異常偵測及診斷服務 

 

首先，以預測性而言，需確保模型是否有足夠的預報數據或預設值，並確認數據

接口是否能順暢的與預測服務介接，以達成動態調整溫室設備開關、未來價格預測之

服務目的；為保有模型預測的解釋性，將繪製各個變數的影響趨勢圖，確認模型學習

內容的合理性(例如: 天氣溫度越高，達人開啟某些功能的可能性越大；菜苗購買量越

高，未來售價可能越低)；最後，模型預測的數值應給予對應的變異程度，在相當的信

心水準下，告知管理人員預測的趨勢範圍，以便人員評估決策風險。 

 

除了模型建置之外，有鑑於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我們的推廣方式以手機上的

App作為方案的平台，倘若成功便能夠以最快速的普及開來。作為初始下載誘因，我

們可以免費提供農作物的歷史價格，並以視覺化的方式顯示，方便農夫觀察，這是因

為農作物的價格有時候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直覺。以今年工研院人工智慧共創平台的

「香水百合價量預測」比賽為例，要預測十種百合花在過年前後一段時間內的價格，

因為按常理看，過年期間對花卉的需求增加，所以價格會產生變動，然而價格是漲是

跌，那可就不好說了，因為有可能農夫預期過年期間花卉需求增加會導致價格上漲，

所以集中在過年前採收，結果因為集中採收的供給遠大於增加的需求，反而使價格下

跌，導致收入不如預期，如下圖 8所示；觀察歷史數據可以或多或少避免這種情形，

且歷史數據的建置成本低，非常適合作為初始下載誘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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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香水百合過年前交易狀況(交易日 25是過年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在吸引農夫使用我們的 App後，接著要解決的是搶種導致價格崩盤的問題。我

們要建立菜苗的預警機制以及未來價格的預測機制，讓農夫使用 App查詢欲耕種的作

物時，能夠即時示警，為避免重蹈農委會的覆轍，如同大禹治水，不能用防堵的方式

處理，而是必須採用疏浚導引的做法來引導農民自己避免搶種。心理學上有個著名的

阿萊悖論，如下圖 9的賭局 A和賭局 B，絕大多數人選擇 A而不是 B。即賭局 A的期

望值（100萬元）雖然小於賭局 B的期望值（139萬元），但是 A的效用值大於 B的

效用值，這是因為當有收益時，人對風險是厭惡的，會希望趕快落袋為安；反之針對

C和 D，絕大多數人選擇 D而不是 C，這是因為當有虧損時，人對風險是偏好的，會

願意承擔更多風險。依據該悖論，當遇到搶種情況時，我們應該給予農民其他不同的

選擇；若執意要種該作物，透過模型預測未來收成時預計可獲得多少收入，但按照預

測結果有多少機率會遇到菜價崩盤造成多少虧損；若改種另一種作物，預計可多獲得

多少收入，遇到菜價崩盤的機率降低多少。由於農民選擇作物時主要考量的是收益，

對風險則是厭惡，藉由給予這樣的選擇，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農夫會以較高的機率

以自己的意願避免搶種，進而解決價格崩盤的問題，且推薦的作物可搭配輪作，保持

土地肥力同時增加產量，可謂雙贏。 

 

圖 9、阿萊悖論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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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期成果與效益評估 

依據本團隊發展出來的農業數位分身模型預測及產品價格預測兩種模型，預計可

發展以下服務功能及對應的預期量化效益： 

表 2、本計畫量化效益之評估 

功能項目 功能服務規格 預期效益 

數位分身 根據輸入因子(ex.溫度、濕度、土

壤等)進行動態的設備開關調控： 

(1) 比較模型預測趨勢, 評估與達人

的相似度 

(2) 可產出具信賴區間的設備調控 

預計減少至少 70%人力控制需

求，使農場維持更穩定的環境 

設備異常偵

測及診斷 

當設備數值迥異於基線趨勢, 可分

析異常來源, 並輸出警報訊號, 有效

管理用異常事件的發生及來源 

預計減少 50%的設備損壞率。透

過比對基線發現的異常, 可有效

預先判斷設備異常, 減少設備損

壞對於農場的影響 

農業商品未

來價格預測 

根據爬取的多樣化資料及歷史價格

預測種植的農業商品之未來售價。 

可幫助農夫預先判斷該次種植的

可能收益，來提前決定是否種植

該作物及其種植量 

 

在數位分身上的應用，可透過本團隊研發的模型，估算該情境下的設備最佳化

啟動策略，以往溫室栽培完全仰賴管理人力根據當下情況進行運轉決策，也就是說相

當依賴達人的設備運轉經驗，但在模型預測和推薦控制的輔助下，可大量減少人為監

控及判斷的負荷，積極面上，更可以達成更細緻的運轉策略，使得植栽能夠在更完美

的環境下生長，產生更大的商業價值，即使在無人的狀況下也能根據預測成果達成自

動的設備控制。 

 

 

圖 10、數位分身控制系統導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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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的設備自動開關控制外，由於農業溫室運轉的數據也可以具備不少的

IoT點位，因此可建構大量點位之間的聚類分析及迴歸模型，一旦設備運轉數值背離模

型，即可依此判斷是否異常，並且可再進一步根據人員對於異常的標籤(label)，發展出

可辨識異常甚至診斷原因的模型服務，除了可以 24小時不間斷的實時監測設備運轉是

否正常，減少人員巡檢設備的負荷外，也可以在設備發生問題前提早得知，減少設備

損壞造成對溫室環境的影響，讓農業植栽能夠更穩定的成長。 

 

圖 11、大數據設備監控導入效益 

 

 農業商品的未來價格預測更可以幫助農民預先判斷農作物未來的潛在收益價

值，讓農民可以選擇種植未來收成時能夠得到最大利益的產品。 

 我們預期結合以上服務來工農並推廣於 APP平台上，讓農民能夠更方便快速的

接觸到我們的服務，並以此來改善其農場效益，提升農產品價值。 

 

5. 商品服務模式  

 我們的創新服務模式將會以 APP為主，首先我們會為 APP提供基本的營運資

金，將歷史農產品價格整理完畢並免費提供給農民使用 APP直接查詢，初步吸引農民

使用我們的 APP軟體。接著我們將在 APP上串接我們的三大功能提供給付費的農民： 

(1.) 農產品未來價格預測 

 我們將提供互動式的介面，當農民輸入預計種植的日期以及種植的作物類別、

數量資訊後，模型將自動推算自該作物可能的收成日期，並預測該日期附近農產品之

價格區間，同時計算出該批作物預期的收益量。若該產品預期收益不佳，將自動搜尋

其他相似但預期收益更高的農產品推薦給農民種植。 

(2.) IOT感測裝置及設備控制系統串接 APP 

 當溫室農場中的各項 IOT設備感測農場中的各項數值後，我們可以在 APP上即

時顯示農場的各項環境狀況，並且可以直接透過 APP操控各項控制系統如天窗、風扇

等等裝置，甚至能連接農場中的監視設備，讓農夫們可以更直接方便的觀察自己農場

的情況並遠端控制各項設備。 

(3.) 數位分身達人服務 

 當農民已經將其各項設備串接自 APP上後，我們便可直接提供數位分身的服

務，讀取該農場各項 IOT感測數值，透過機器學習模型預測個時間點農業達人會設備

的各項操作，自動控制農場中的每項設備，使農民不必再 24小時緊盯農場情況，讓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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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作物可以擁有更穩定的生長環境。並且提供設備異常偵測及診斷服務, 一但發現設備

或感測數值出現異常, 立即通知農民異常狀況及可能的推薦解決方案。 

當我們的 App服務成功推廣時還能得到一定的流量數，有了流量，可望吸引肥

料、農藥、農機等農業相關產業主投放廣告，或可成為 APP進一步的營運資金。同時

我們也能夠在 APP上提供達人農民販售學習了其控制裝置經驗的機器學習模型，如此

一來平台上便擁有各式各樣農作物之數位分身達人，將可降低未來年輕一代的新農民

投入農業的門檻，吸引更多對於農業有興趣的人投入本行業。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將 APP平台發展出影音論壇的功能，讓老農撰寫務農的心

法秘笈，讓新農民付費在 APP上觀看，同時引進如臉書的按讚機制，讓願意讓人免費

觀看心得的老農，也可以獲得正向的回饋，達到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自我實現的需

求；除此之外，我們的 App也可以提供各種農產品的比賽資訊，甚至向農委會提案舉

辦比賽，讓榮耀的桂冠可以加冕於有心的農夫，進一步強化他們前進的動力，為台灣

的優質農業邁出更多寶貴的步伐。 

 

6. 結語 

台灣的農業技術傲視全球，惟受勞動辛苦及各種環境的不良因素影響，導致人

才出現斷層。本次比賽嘗試運用 AI建立數位分身模型以解決勞動人力的相關問題，並

可望藉此生產出更優質的農產品，從長遠來看，絕對是正確的選擇，然而引進數位分

身模型需要一定的成本，在現今的環境下，肯冒險投入者也許不會太多。有鑒於此，

本團隊提供了一個農業相關 APP平台的建置概念，起先藉由簡單的農產品歷史價格視

覺化來吸引人流，再對於未來農產品價格進行預測，然後嘗試以心理學手法來避免農

民搶種，改善整體市場環境，避免菜價崩盤，接著提供農業的數位分身技術，讓有心

更上一層樓的農民獲得進化的鑰匙，最後提供新的商品服務，讓農民達成自我實現的

需求，整體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可望改善台灣的農業環境，為農民創造更好的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