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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推廣

（一）教育訓練

99年度本場辦理各項農民教育訓

練課程，無論在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產業別進階訓練、農業職業訓練、農

業體驗活動等，都非常受到歡迎，受

訓期間除了課程安排外，也積極宣導

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及認識產銷履

歷認驗證，希望學員未來務農時，尤

其在病蟲害的防治，能夠適時、適

量、適藥，並符合安全採收期採收，

以免濫用或過量的施用農藥，增加生

產成本，又影響消費者健康；另有外

銷農產品，輔導取得產銷履歷認驗

證。並安排介紹臺東地區發展休閒農

業現況、小地主大佃農、精緻農業、

農村再生與農業ECFA等重要農業政

策。本年度共辦理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2班、產業別進階訓練1班、農業職業

訓練1班、農業體驗活動2梯次、農園

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2班（關山

鎮農會、池上鄉公所），受訓人數達

555人以上。

保健植物栽培利用實務班結訓學員於本場
農業區域教學中心合照。

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研習班學員戶外教學觀摩
於斑鳩分場合影。

(1)從5月17日起至5月21日止，為期

5天的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課程，參

訓學員在結訓時，取得本場所核

發的結訓證書。研習課程包含有

機農產品認驗證法規及輔導措

施；有機農產品產銷履歷；有機

作物肥培管理技術；有機作物病

蟲草害管理技術；有機農產品行

銷管理；有機農場經營管理實務 

等內容。除安排本場相關專業領

域研究人員（如病蟲害防治、果

樹與蔬菜有機栽培、土壤肥培管

1.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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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授課外，也特地邀請各大

學、機關的專家學者前來擔任講

座，講授有機驗證與申請、有機

農場特色營造、經營管理與有機

農產品行銷等課程，同時將安排

至卑南有機果樹金洺自然農場及

我自然生態農場實地觀摩，讓學

員全方位學習有機栽培與有機農

場經營相關知識與實務。

(2)為推廣保健與香草植物的栽培與

利用技術，於 99年 6月 21至 6月

25日，在區域教學中心，舉辦

「99年農民農業專業訓練－保健

及香草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

學員有半數以上來自全臺各地。

本次課程內容包含：健康食品管

理法規介紹、有機農業發展願景

與相關技術、臺灣保健及香草植

物現況與展望及栽培與利用技

術、藥用蕨類植物的栽培與利

用、中草藥炮製技術、保健植物

加工、利用與製作（如保健及香

草 飲 品 與 保 健 酒 品 的 製 作 方

法）、原生保健植物調查、採集

與標本製作、養生藥膳藥理及製

作方法等。

為推動保健植物的栽培應用與產

業發展，開辦99年度農業產業別訓練

－保健植物栽培應用實務班。30位來

自全臺各地的學員。從8月16日起至

8月20日止，為期5天的農業產業別訓

練課程。本次研習課程包含保健與香

草植物栽培技術與應用（包含教授香

草植物精油萃取與精油香皂製作方

法）；保健植物病蟲害診斷與防治要

領；保健產品現況與產品開發；保健

植物與護膚產品之應用；保健植物產

品行銷；蕨類植物栽培技術與應用

（包含介紹具潛力保健蕨類植物）；

保健植物休閒農場規劃；夏季養生保

健等內容。同時將安排至延平鄉利嘉

林道與臺東原生植物園，進行原生保

健植物實地調查、標本教學與經營等

實習觀摩行程，讓學員全方位學習保

健與香草植物的栽培應用與休閒農場

經營等相關知識與實務。

2.產業別進階訓練

農業推廣/教育訓練

陳副場長信言頒發結訓證書給學員代表前
海端鄉鄉長余夢蝶先生。

保健植物栽培應用實務班結訓，由謝秘書進來
頒授證書給學員長謝朝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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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9月7日上午起，於本場區

域教學中心舉辦為期1個月的「99年

度農業職業訓練－保健植物栽培利用

實務班」， 號召有意願加入農業生

產經營行列，如農業大專院校畢業

生、一般社會及待業等青年，輔以深

度的農業專業訓練與見習課程，傳遞

農業新技術與應用要領，期為傳統農

業加入新的生命力。本次課程特地邀

請各大學、機關的專家學者前來擔任

講座，系統性的介紹我國農業產業環

境、保健蕨類與藥用植物栽培利用繁

殖與實務操作、保健植物病蟲草害管

理技術與田間實習、保健植物園營造

與規劃、保健植物護膚產品之應用、

保健植物加工利用、多樣化產品開發

與實作、保健植物產品行銷管理、香

草及保健茶飲之調配要領與實作、養

生藥膳藥理與中藥草炮製方法、農地

銀行與政策性專案農貸及地區性輔導

諮詢等農業就業的輔導配套措施宣

導，最後一週則實地觀摩轄內保健植

物農場環境並探討經營

管理關鍵成功因素等內

容。課程首先由林場長

講述 「精緻農業健康

卓越方案」的推動策略

與重要措施，指出在行

政院所規劃的六大新興

產業方案中，農委會以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的理念所提出的「精緻

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是希望透過傳統農業與新興科技結

合，讓農業發展由生產走向生活，提

升農業的多元價值，並展現我國的

「軟實力」。該方案以「健康農

業」、「卓越農業」、「樂活農業」

為主軸，以新技術結合新的經營模式

來開拓新市場，重要措施包含推動有

機農業生產面積在民國101年達到

5,000公頃、強化農業生產驗證制

度、保護科技研發成果、產業輔導與

重建與樂活農業深度體驗旅遊等。在

智慧財產權部分，以往國人較無保護

農業研發成果的觀念，因而喪失許多

在國際市場競爭的先機，因此農委會

特別強化農業科技研發成果管理制

度，並推動智財保護與加值運用；目

前，如蘭花、石斑魚、觀賞魚等已成

為我國重要的農業旗艦產業。林場長

期許學員在課程中，能習得並具有保

健植物栽培技術及運用的能力，成為

農業的後繼者。

3.農業短期職業訓練

蘇課長東生講述產銷班經營管理及團隊合作學員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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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業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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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教育訓練

3位原住民小朋友高興的展示作品，完成
蕨類植物播孢繁殖體驗。

45位小朋友參觀本場草食性恐龍的食物
-侏儸紀園區。

於99年9月8日，辦理「農業體驗

活動」，邀請轄內八八風災原住民國

小學童與弱勢團體，分別參加不同主

題的農場導覽解說與農業體驗活動。

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的認識農業、體

驗農業，小朋友們除了驚奇外，更多

的是開心。

體驗活動，首先由特作研究室陳

進分副研究員帶領來自賓茂國小與大

溪國小的五、六年級小朋友，至蕨類

園區進行實地導覽解說，陳副研究員

說蕨類植物是草食性恐龍的食物，本

場目前共蒐集了200多種的臺東原生

蕨類，所以命名為「侏儸紀園區」，

他還特別提醒小朋友聽講時要特別小

心恐龍在身旁出沒，引起現場一片笑

聲，透過解說，小朋友除初步瞭解蕨

類植物的生態環境與栽培過程外，也

領悟到原來身邊隨處可見的蕨類植物

皆具其特殊的效用。隨後帶領小朋友

們親手進行播孢繁殖體驗，小朋友一

個個小心翼翼的將泥炭土置於播孢箱

內當介質，再均勻撒上孢子與噴霧，

看著完成的播孢盆，大家都覺得好有

成就感。

下午的體驗活動，主題是認識香

草植物與精油香皂DIY體驗，來自海

山扶兒家園、牧心智能發展中心、善

牧基金會、臺東家扶中心等團體的大

小朋友齊聚一堂，首先由雜糧研究室

王柏蓉助理研究員介紹香草的歷史、

種類、特性與栽培方法，接著帶領大

家親手製作香草精油香皂，看到各式

各樣製作香皂的工具與材料，讓大小

朋友眼睛為之一亮，迫不及待的想動

手製作屬於自己顏色與香味的精油香

皂，課堂頓時滿室生香，小朋友說完

成的香草精油皂，雖然有點捨不得使

用，但一定會帶回去和家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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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

(1)於99年9月15日起，在關山鎮農會

農民訓練教室，舉辦為期40小時

的「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農園作物

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9月24日

畫下句點，來自臺東縣內的參訓

學員皆順利通過測驗，開心取得

結訓證書。進行結訓典禮時，本

場林場長學詩首先關心並詢問學

員，栽種的作物有無受到「凡那

比」颱風的影響，提醒農友，雖

然這次臺東受損情況較南部輕

微，學員仍不可輕忽且需加強風

雨過後的田間管理與病蟲害防治

作業，以減少損失。這次的研習

課程，除關山地區農友，亦有學

員遠從長濱鄉及鄰近地區（如池

上與鹿野）前來，學員認真學習

的精神另人感佩。場長除恭喜學

員通過測驗取得證書外，同時歡

迎並鼓勵農友，未來遇到有關作

物栽培管理、病蟲害防治、合理

化施肥或安全用藥等技術問題

時，本場各研究室同仁會竭誠為

大家服務。

(2)為服務地方農友，自99年10月7日

起，於池上米鄉文化館辦理「農民

專業訓練─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

研習班」，經過5天40小時由本場

各領域研究人員傳授全方位作物栽

培管理技術課程後，參與訓練的

161位農友，10月15日上午，全數

通過測驗並取得結訓證書。擔任本

次的學員長，也是前池上鄉秘書謝

雲鵬代表全體學員取得結訓證書時

表示，非常感謝本場與池上鄉公

所、池上鄉農會考量地方需求舉辦

本次研習會，讓農友大大免除工作 

、時間、交通往返等不便利因素。

也謝謝所有授課老師熱誠無保留的

傳授有關香草植物、保健與蕨類植

物、原民作物的經濟栽培與利用技

術、果樹及蔬菜產銷與栽培要領、

植栽設計與運用、農園機械與加工

機械原理與應用、病蟲害安全用藥

與防治技術、非化學肥料種類與施

用技術、水稻有機栽培管理與有機

農業深度旅遊等完整內容，豐富實

用且獲益良多。

林場長學詩頒發結訓證書予學員長王寵懿
並與關山鎮農會吳諸昌理事長合影。

周研究員泳成講述有機農業深度旅遊，
參訓學員每個都認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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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農業推廣

陳副場長信言頒發結訓證書給學員代表謝雲鵬先生。

（二）農業推廣

1.影響臺東區農村婦女終身學習因素之探討

現代農村婦女在農家所扮演的角

色已趨於多元化，且婦女終身學習受

成長背景、婚姻家庭、社會及經濟層

面等因素影響甚大，無論是持家的角

色或是務農角色，欲充分發揮各種角

色功能，其所需的知能須進一步評估

與研究。本研究係續辦計畫，研究對

象以臺東地區原住民農家婦女為主，

採用敘述統計分析、卡方分析進行影

響農村婦女終身學習因素分析，結果

顯示原住民農家婦女的「居住地

區」，會影響其「是否參與學習課

程」、「學習時間」、「最適當的學

習天數」；原住民農家婦女的「教育

程度」，會影響其「學習時間」；原

住民農家婦女的「子女數」，會影響

99 年度教育訓練參訓及結訓人數統計表  

日        期 班                     別 訓練天數 參訓人數  結訓人數  

5月17日至21日 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研習班  5天 30 30 

6月21日至25日 香草及保健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  5天 30 30 

8月16日至20日 香草及保健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  5天 29 29 

9月7日至10月7日 短期職業訓練保健植物栽培利用班  1個月 29 29 

9月15日至24日 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 (關山) 5天 190 190 

10月7日至15日 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 (池上) 5天 162 161 

9月8日 
農業體驗活動(第一梯)農業體驗活動 

(第二梯) 
每梯半天 

活動人數  
約 86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