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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營運部門
應用系統 微奈米研粉機應用系統－微奈米研粉機
材料介紹 新芳微奈米有機肥料材料介紹－新芳微奈米有機肥料

新芳微奈米驅蟲液新芳微奈米驅蟲液
有機肥料/驅蟲液應用（圖例）有機肥料/驅蟲液應用（圖例）
總結



 1943年－創立台灣歷史最悠久，設備最完善的研粉機製造廠

 1978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發明家大展獲金牌獎殊榮

 1987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發明家大展榮獲銀牌獎肯定

 2002年－成立奈米材料研發中心、材料供應公司，及國內首座【專業奈米化加工中心】

 2006年－新芳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SGS瑞士遠東公證集團，和國立成功大

學共同組成【奈米產品製造與檢測研發聯盟 Nano Union】

 2008年－國際專利技術-【抗電磁波、抗靜電、散熱材料及塗料】系列產品問世。

 2009年－總經理張仁鴻先生榮獲日本親王頒授國際學士院－榮譽生技學博士，

表彰多年對生技及奈米產業的貢獻，此學位為【聯合國世界大學總長
會 認 證 首 灣 灣會議】認定並授證登錄；首位在台灣生技界獲此殊榮，實為台灣之光。

 2010年－成立農經科學院，並榮獲日本親王聘任國 際學士院，亞太農經科學院院長

之殊榮 推動國際奈米有機農業政策之殊榮，推動國際奈米有機農業政策。



國際學士院聘書-
亞太農經科學院院長

日本明仁天皇御祝-
農經科學院院長永誌



發明家金牌獎 世界名人錄發明家金牌獎 世界名人錄

參加美國紐約世界博覽會發明家
大展，以特殊超微研粉機榮獲－

獲頒英國劍橋大學傑出人仕獎，
列入世界名人錄

金牌獎



昭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治時代台灣農業剛萌芽的時期，發明播種
器 深受日本帝國皇室肯定頒贈 名譽金牌 奠定農業機械自動化的開始器，深受日本帝國皇室肯定頒贈－名譽金牌，奠定農業機械自動化的開始。



台灣奈米技術產業發展協會與成功大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奈米技術產業論壇 於 月 日在成功大學台灣奈米技術產業發展協會與成功大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共同主辦2010奈米技術產業論壇，於9月17日在成功大學
舉行，邀請產官學研界分享奈米產業及產品開發經驗，並發表奈米技術發展現況；此次論壇邀請中央研究院吳茂昆院
士、成功大學黃煌輝副校長、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林仁輝主任、新芳總經理張仁鴻、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戴友煉副
主任、清華大學、中興大學、金屬中心、宏遠、和成欣業、富鑫、福盈等產研學界發表奈米技術及檢測實驗室現況。



微奈米有機液肥成果展示-新芳公司發表奈米有機肥料應用在精緻創意農業上之成果，於9月17日發表於此奈米技術
產業論壇。當日設攤狀況如上圖，反應熱烈，大受好評，詢問度極高，中央研究院院士吳茂昆先生也對此項產品表達
高度肯定，顯示此種應用方式具有高度發展潛力。



於月 在新芳奈米公司 邀請中央研究院吳茂昆院士及產官學研界分享奈米產業及產品開發經驗 並發表奈米技術發於月日在新芳奈米公司，邀請中央研究院吳茂昆院士及產官學研界分享奈米產業及產品開發經驗，並發表奈米技術發
展現況；



微奈米有機液肥二期水稻成果展示-新芳公司奈米有機肥料應用在精緻創意農業上之成果，於9月17日發表於此奈米
技術產業論壇。當日設攤狀況如上圖，反應熱烈，大受好評，詢問度極高，中央研究院院士吳茂昆先生也對此項產品
表達高度肯定，顯示此種應用方式具有高度發展潛力。



代工研磨：國內首座專業奈米化研粉示範工廠，比照GMP規範，受理各產業代
工研磨業務。

機械設備：銷售奈米級特殊超微研粉機，製程電腦精控，品質嚴格控管，設備
整廠輸出，產能大，成本低。

粉體檢測：奈米產品製造與檢測研發聯盟粉體檢測：奈米產品製造與檢測研發聯盟

材料供應：-肥料：微奈米有機肥料製造及銷售、微奈米有機液肥

驅蟲液：有機抑菌驅蟲液 自然生物有機驅蟲液-驅蟲液：有機抑菌驅蟲液、自然生物有機驅蟲液

-功能性材料：各項奈米化粉體材料供應，如遠紅外線材料、光觸媒

抗菌材料、導電材料、散熱材料、抗電磁波材料。

-生技產品：如奈米化珍珠粉、奈米化樟芝子實體、奈米化冬蟲夏草

子實體、奈米靈芝子實體、奈米竹炭、奈米離子鈣、奈

米膠原蛋白等粉體材料。蛋

-其他有機/無機材料：均可依需求提供生產。



 主要特色： 主要特色：
平均顆粒粒徑(D50) 可研磨至100nm以下，無重金屬汙染：
研粉機採用特殊超硬合金製成，確保研磨過程中，無重
金屬成分進入研磨材料金屬成分進入研磨材料

可研磨材料範圍廣:

包括各種研磨礦物材以及一般植物纖維材料、化學藥品類

高產量

採乾式低溫研磨，成分不易流失，冷卻系統自動調節，
確保粉體的原品質
採用電腦化數位控管系統(提高奈米化生產的精確度) ，

無網無篩、細度由空氣自動分離自動變換調節迅速

無公害符合GMP環保衛生要求，震動小、噪音小、粉塵不外揚



英國 日本 美國 德國英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台灣 韓國 中國



材料介紹－新芳微奈米有機肥料材料介紹－新芳微奈米有機肥料
新芳微奈米驅蟲液新芳微奈米驅蟲液



主旨:藉由粒徑控制肥料分解吸收時效

★微米等級 (< 1 μm~20um)
微米尺寸之基礎肥/可製成顆粒狀

微米等級不規則顆粒

微米尺寸之基礎肥/可製成顆粒狀
其粒徑較大，肥料需藉由土壤自然代
謝轉化養份進入根部，經由輸水系統
分部至葉面進行光合作用，因粒徑較微米等級不規則顆粒

長效型顆粒(<1um~20um)
分部至葉面進行光合作用 因粒徑較
大停留在土壤內分解養份時間較長；
故名長效型顆粒。

★奈米等級~微奈米 (<50~1000 nm)
奈米尺寸之追肥-葉面噴霧或灌根吸收

奈米等級、次微米衛星顆粒

即效型顆粒(<50nm~1000nm)

高比表面積超小粒徑之特性，可在最
短時間，以最快之速度進入植物細胞，
即時補充農作所需之各項養分。



奈米粒子經由葉面氣孔及根部表面吸收

＊可見光之光合作用
導電材料接收光譜之電磁波 促導電材料接收光譜之電磁波，促
進光合作用，微量元素呈現小分
子或原子云狀態，極易受陽光之
電磁波啟動，快速進行光合作用電磁波啟動 快速進行光合作用

＊不可見光之光合作用
藉由遠紅外線生育光線材料成長，藉由遠紅外線生育光線材料成長
適合室內植物生長， 故設計在
4~14um ，是植物細胞生長最佳
的波長

高效能有機肥料:
氮、鉀、磷…等可由葉

表 收

奈米鈣肥有強壯農作根部的功能，缺少鈣肥會造成土壤代謝問題(酸化現象) ，

片表面吸收

奈米鈣肥有強壯農作根部的功能，缺少鈣肥會造成土壤代謝問題(酸化現象) ，
使植物輸水系統供應不良，氮、磷、鉀無法正常吸收，葉面停止成長並造成肥傷。



土壤酸化改質，藉由燒結技術調解PH值(1000 ℃以上) ，離子化

有機廢棄物

氫氧燒結系統氫氧燒結系統
關鍵技術關鍵技術

農神有機肥料農神有機肥料

氫氧燒結系統氫氧燒結系統

快速微細化有機農業栽培

完熟有機肥料完熟有機肥料



★施肥方式簡單、省力(灌根及霧面噴灑)、體積小、方便運輸。

★提高作物產量、縮短生長期。★提高作物產量、縮短生長期。

★改善病蟲害、抑制病蟲繁殖。

★提升農作物香味及口感。

★增加作物維生素及纖維度。

★防止土壤酸化 已酸化之土壤可依施肥次數逐步修復 達到綠化環★防止土壤酸化，已酸化之土壤可依施肥次數逐步修復，達到綠化環

境、保護土壤之功效。境 保護土壤之功效



★微奈米化使植物迅速吸收養分，具有抵抗黴菌與抑制病毒的功能★微奈米化使植物迅速吸收養分，具有抵抗黴菌與抑制病毒的功能
，提昇免疫力，降低化學農藥的使用。

★取代傳統性化學驅蟲劑，是天然無毒無污染的產品，效果比傳統性

化學農藥持久，本身包含多種礦物質，亦可為土壤改良劑既驅蟲又
環保。

★不含任何化學製劑也沒有毒性，在噴灑過程中吸入過多物質，也不★不含任何化學製劑也沒有毒性，在噴灑過程中吸入過多物質，也不

會有任何危險性，對農民及食用者的健康多一份的保障。

★有效防止土壤菌性感染，對自然界生態環境極其有益，分解土壤中

含有農藥之化學機，極適合植物生長之抗氧化保護，增加保存期。含有農藥之化學機 極適合植物生長之抗氧化保護 增加保存期



有機肥料/驅蟲液進行臨床耕作實例有機肥料/驅蟲液進行臨床耕作實例有機肥料/驅蟲液進行臨床耕作實例有機肥料/驅蟲液進行臨床耕作實例



使用奈米有機肥之茶葉一般施肥之茶葉

高山茶大多位於高海拔1200公尺以上至2500公尺之間，因平均日照短，高山氣候濕冷，早晚高山茶大多位於高海拔1200公尺以上至2500公尺之間 因平均日照短 高山氣候濕冷 早晚
雲霧水氣籠罩，空氣中含大量的氮素被葉面組織所吸收成長，形成植物纖維素軟化細嫩且渾厚；
而低海拔之地形沒有優渥的先天條件之下，傳統使用之肥料顆粒大，並且沒有水霧及自然氮素的
供應，直接影響農作生長品質，唯獨運用新芳 1號 奈米有機肥，將氮、磷、鉀、氧化鎂、氧化鈣
之主成份微奈米化呈現小份子吸收，提高植物生長免役力，對葉面疾病有自然修覆功能，進而提之主成份微奈米化呈現小份子吸收，提高植物生長免役力，對葉面疾病有自然修覆功能，進而提
高「葉綠素」、「茶胺酸」及「可溶氮」，沖泡入口甘醇，質香韻醇美，在低海拔條件下使用新芳
1號 奈米有機肥可達高海拔之茶葉品質。



平均重量：680g
平均甜度：12.6

平均重量：350g
平均甜度：9 5平均甜度 6 平均甜度：9.5

此為同期栽種、同品種的梨子，左邊為施用微奈米有機液肥的梨子，右圖為施用一般肥料
的梨子，經採收後兩者比較，發現使用微奈米有機肥料所栽種的梨子平均重量為680公克，
甜度為12.6 ，與施用一般肥料的梨子相比，其肥料用量較少、收成量較多且外觀圓潤飽滿、
口感細緻水份充足。



平均甜度：9 ~12 平均甜度6~8.5 

兩者均為相同條件下所栽種的蓮霧，左邊為施用微奈米有機液肥，右圖為施用一般肥料
，經採收後兩者比較，發現使用微奈米有機肥料所栽種的蓮霧，其光澤度比一般施肥的蓮
霧來的鮮艷，脆度及甜度達9~12度，且每株所結的果實也比一般施肥的多，吃起來的口
感細緻 水分含 也較豐富感細緻，水分含量也較豐富。



左圖為施用微奈米有機肥料之蓮霧，右圖為使用一般肥料之蓮霧，，二者均在相同時間下
採收，經放置於常溫下四天後觀察，使用微奈米有機肥料的光澤度、水份仍與剛採收下來
的新鮮度雷同，證明本肥料之機能性可延長農產品保存期，防止蟲害襲擊及病毒感染，表
面形成光亮包漿 (即蓮花效應蠟面之奈米保護膜) 提昇果實細胞之抗氧化功能 達到有機面形成光亮包漿，(即蓮花效應蠟面之奈米保護膜)，提昇果實細胞之抗氧化功能，達到有機
健康食品的最高品質。



兩者均為一期栽種的稻米，左圖為施用微奈米有機液肥的稻米，右圖為施用一般肥料的稻米，
經過兩個月後，使用一般肥料的稻米在成長過程中(有病蟲害)施用了三次化學農藥，而施用微奈
米有機液肥的稻米則是完全無病蟲害，且每一株的稻穗成長很健康又飽滿；其枝幹呈淡青色，藉
由控制適量氮肥提昇免疫力， 直接影響稻作健康防止病變及蟲害防制的重要性；氮肥若過量，碳由控制適量氮肥提昇免疫力 直接影響稻作健康防止病變及蟲害防制的重要性；氮肥若過量 碳
水化合物消耗在蛋白質（氮化物）之形成，減少纖維素、木質素，進而無效分蘗，枝桿及葉鞘之
機械組織發育不良，導致植株衰弱。



使用奈米有機肥之稻米般施肥之稻米

一般稻米之農作極易感染紋枯病、稻熱病、二化螟蟲，使用奈米有機肥料證實對此疾病防治
有極大改善 因無化學肥料 農藥對植物纖維細胞 氧份代謝系統之傷害 作物免抑力大幅

使用奈米有機肥之稻米一般施肥之稻米

。
有極大改善，因無化學肥料、農藥對植物纖維細胞、氧份代謝系統之傷害，作物免抑力大幅
提昇、增加農產量，土壤中的PH值均保持在6~7，其根部及葉面生長強壯，故不需使用農藥。



使用奈米有機肥之稻作 清澈見底施用化肥之稻作-水面混濁

一般使用化肥之稻作因土壤酸化 環境汙染水一般使用化肥之稻作因土壤酸化，破壞土壤中自然代謝的功能，造成病蟲滋生、環境汙染水
質混濁，是白鷺絲覓食的最佳環境；而使用奈米有機肥料之稻作，發現作物之水面清澈見底，

使用奈米有機肥之稻作-清澈見底施用化肥之稻作 水面混濁

；
無青苔及蟲害細菌滋生，對綠化環境衛生有極大幫助， 且與一般有機肥相比可增加產量30 ％
以上。



有機水稻施作 生產履歷有機水稻施作 生產履歷有機水稻施作-生產履歷有機水稻施作-生產履歷



★ 將有機質材料微奈米化，可加速肥料之機能性成份分解及釋放，供
應作物養份；植物細胞之組織架構非常精密，養份之分子量大小直
接影響根部細胞及葉面組織之生長與光合機制之進行，利用奈米研
粉技術，使其有效分解較大分子之成份，呈現單體或小分子幫助植粉技術，使其有效分解較大分子之成份，呈現單體或小分子幫助植
物吸收。

★ 植物性有機質材料與自然界取得之有機礦物(牳蠣殼、貝殼、海洋中
之自然礦物)，皆可利用奈米研粉技術改變微結構，分解顆粒中共
架成份之合成分子 降低粉體顆粒所含之分子量 增加農作吸收之架成份之合成分子，降低粉體顆粒所含之分子量，增加農作吸收之
比表面積，如肥料中之微量元素氮、磷、鉀、鈣、鎂、錳、鐵、矽
、硼及有機所含蛋白質、胺基酸、維生素等快速釋放吸收；亦可添、硼及有機所含蛋白質、胺基酸、維生素等快速釋放吸收；亦可添
加適量奈米化碳酸鈣及有機質碳化物(如竹炭、穀炭、木碳、纖維
質碳化物)，快速改善土壤構造、防止酸化、增進通透性與保水力，
幫助植物健康生幫助植物健康生長。



★ 製肥技術需考慮人體因吸收農作物所含的成份 是否與人體細胞有★ 製肥技術需考慮人體因吸收農作物所含的成份，是否與人體細胞有
相容性，關係農民與消費者使用之健康問題；簡言之，肥料製造需
考量 從植物吸收進而被人體吸收之循環現象與嚴重性 國際文獻考量，從植物吸收進而被人體吸收之循環現象與嚴重性，國際文獻
一再證實，無機化學肥料及農藥所含成份，諸多影響人體健康。

★ 藉由奈米化研粉技術生產有機肥料，大幅減少化學肥料及農藥使用

量，提昇農作產能及品質，解決糧缺問題，增加農作之經濟效益。

★推動奈米有機技術，促進地球綠化環保、防止草木山川因及化學汙

染，土壤酸化造成樹木崩枯形成土石流，改善地球暖化效應及酸雨染，土壤酸化造成樹木崩枯形成土石流，改善地球暖化效應及酸雨

傾襲，延續臭氧層對大地萬物的自然保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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