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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農業推廣

(一)教育訓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本場辦理
農民學院課程，並於本場設立農民學
院臺東區農業訓練中心，本中心自開
辦相關課程以來，訓練課程主題均依
對象需求及程度適當區分，課程內容
著重於農業經營實務訓練及農場見
習，除將充分運用現有豐富資源外，
更秉持既定的原生特色、早熟豐產及
有機樂活核心研究技術，持續推動各
項試驗研究及教育推廣工作，並積極
強化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活化農業
人力，期為傳統農業注入新活水，加

速農業經營的多元與創新發展。
101年度農民學院臺東區農業訓練中
心辦理農業入門班2班、保健植物栽
培與利用班（初階、進階、高階各
1班），及有機農業進階班1班等，合
計6班，另為協助原住民部落農業發
展，本場自行辦理開辦「原住民-提
昇農業技能研習」共1班，以上合計
辦理7班次，結訓學員共計197人（詳
如表1）。各班別訓練成果簡述如
下：

1.農藝入門班

於101年4月24-26日舉辦「農藝入
門班」課程，本研習是以農藝作物為
主的農業基礎課程，包括現階段農業
政策及未來發展、農藝作物產業概
述、農藝作物種類與農機介紹、農藝
作物市場概述、臺東地區水稻、雜糧
作物與特用作物栽培利用、加工實作
與行銷策略觀摩、有機農業、作物合

理化施肥與病蟲害防治概述、農業資
訊、諮詢單位介紹等，希望讓新進與
年輕的農友在為期3天的訓練課程
裡，學習農業的通識課程及獲得簡易
的田間實作技能，將有助於學員未來
選定從事農業工作的方向與領域，透
過此次研習相互認識及交流，並建立
聯繫管道。

林場長主持「農藝入門班」開訓儀式 「農藝入門班」學員全神貫注的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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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園藝入門班

於101年5月8-10日舉辦「園藝入
門班」課程，課程著重於提供學員園
藝入門的相關基本知識，包括現階段
農業政策及未來發展、園藝作物產
業、種類及農業機械概述、園藝作物
市場概述、果樹園藝作物簡易栽培管
理、農場與產銷班等現場參訪、花卉
設施栽培管理介紹、蔬菜簡易栽培管
理技巧、有機農業概述、作物病蟲害

防治、農業資訊、農業諮詢單位及農
民團體介紹等，藉由課程引導，培養
學員們對農業工作的興趣，強化從農
的意願，同時也期許未來學員們能善
用此次研習所獲得的相關知識及栽培
技術，在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學以致
用，並累積未來從農的能量，並成為
農業的生力軍。

於101年5月21日至6月15日舉辦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課
程，研習重點在於強化學員們從農的
意願，並引導初次接觸或規劃從事保
健植物產業的學員們，進一步接觸及
認識相關的技術及知識。課程內容除
安排本場相關專業領域研究人員授課
外，也特地邀請國內學術單位、機關
的專家學者前來擔任講座，講授農業
倫理與農業政策、保健植物認識、分

類及保健植物在傳統中醫上的應用與
其在生物技術上發展趨勢、農場休閒
規劃、農場設立、經營理念及規劃、
產銷及物流管理成本、有機農業及在
地行銷、達人經驗分享等，同時亦安
排戶外教學及現場參訪，藉實地觀摩
讓學員們瞭解保健植物產業的實際情
況，及未來可應用於保健植物栽培與
休閒農場經營等相關的知識與實務。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林場長主持「園藝入門班」開訓儀式並
親自講授現階段農業政策及未來發展

「園藝入門班」學員參訪斑鳩釋迦產銷班
陳進憲先生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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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學員們
於本場保健植物園區學習植物辨識

本場林場長及農委會輔導處倪簡任技正
共同頒發結業證書予「保健植物栽培與
利用初階班」學員長李侑青先生

4.保健植物栽培利用進階班

於101年7月9至27日期間，以隔
週上課的方式，在本場舉辦為期10天
的課程，內容針對臺東擁有的原生保
健植物資源及優美無污染的自然環境
之在地優勢，進而將保健植物與有機
農業結合而設計，除了傳授保健植物
的各種栽培管理知識，也配合實際操
作及見習，讓內容豐富多元又實用，
授課講師除本場相關專業領域研究人
員外，也包括國內學術單位及機關的
專家學者，講授香草植物之產品開發

及應用、保健及特用作物植物護膚產
品之應用、保健植物有機栽培管理技
術與病蟲害、農業相關政策推動與輔
導及達人經驗分享等，同時亦安排戶
外教學及現場參訪課程，藉實地觀摩
讓學員們瞭解臺東當地的保健植物產
業的產銷實際推動情況，並提供學員
們最新的產業及技術資訊，未來可運
用於保健植物栽培、農場管理及產品
研發。

「保健植物栽培利用進階班」學員開訓合照 「保健植物栽培利用進階班」學員
實地參訪達魯瑪克原住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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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機農業進階班

於（ 101）年 8月 20-24日及 9月
10-14日開辦「有機農業進階班」
10天的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有機產業
政策與發展願景、有機作物肥培管理
與病蟲害防治等技術、氣候異常對水
稻生長的影響、有機產業驗證實務及
市場行銷分析及達人經驗分享等，同

於101年10月1-5日辦理「保健植
物栽培利用高階班」5天的課程，本
次高階班內容有別於以往農業入門、
初階及進階班等課程，採用主題式教
學，並配合加強產業案例分析為主
軸，本次講授著重於保健植物農場之
經營管理及實務運作，除安排學員分
組討論外，課程內容也著重在經營管
理、問題分析等能力訓練，包括在地
知識及原住民植物、保健植物栽培技
術(雜草、病蟲害管理)改善及農企業
行銷策略等針對個案研討、品管管理

時亦安排有機農園實務觀摩參訪課
程，藉實地觀摩讓學員們瞭解臺東當
地的有機產業的實際情況，未來可應
用於有機農業的栽培實務工作，以提
升農友在作物栽培及管理上的技巧，
增進有機農產品之生產品質並有利拓
展行銷通路。

與 問 題 分 析 解 決 、 策 略 規 劃 -
SWOT分析、輸出植物及相關法規與
實務、有機農產品行銷案例、保健植
物農場參訪及實務觀摩等。從學習成
果評鑑簡報中可以看出每位學員的努
力及用心，堅持以專業簡報的方式呈
現每組實地觀摩及體驗心得報告，並
以農場觀摩及課程中所習得之分析與
規劃工具，來了解目前各農場的營運
概況，並與農場負責人交流分享，成
果更可作為學員們在農場實際經營時
學習對象或借鏡。

6.保健植物栽培利用高階班

吳金洺班長以實際經驗告訴「有機農業
進階班」學員們有機栽種釋迦的方法

本場林場長頒發研習合格證書由「有機
農業進階班」學員長黃雪綾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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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住民-提昇農業技能研習班

林場長主持「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高階班」
開訓儀式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高階班」學員
開訓合照

於101年3月20-22日辦理「原住民
提昇農業技能研習班」課程，由於原
住民夥伴大多從事農業栽種工作，在
農業資訊與技術的各種訊息接收來源
鮮少，本場利用場內各項人力及資源
辦理農業技術推廣，希望學員可直接
吸取專家的豐富知識與經驗，授課講
師未來都可成為學員專業諮詢對象。
研習課程內容，包括現階段農業政策
及未來發展、原住民農業產業資源面

面觀、農（園）作物產業概述、合理
化施肥與病蟲害防治技術、臺東地區
原生作物開發與利用、臺東特色果樹
栽培技術、農業經營達人經驗分享、
作物栽培田間觀摩、森林法及森林主
副產物採取的相關法規解說、農業資
訊、諮詢單位及農民團體介紹等。期
望藉由學習的相關課程，實際解決栽
培與操作上所面臨的困難，進而提升
農業技能。

「原住民提昇農業技能研習班」學員與
林場長學詩開訓合照

「原住民提昇農業技能研習班」學員與
謝進來秘書結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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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場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協助進
行農民學院臺東區訓練中心相關
「農業職能評估與輔導」專案，結
案報告除增加農業職能之相關背景
說明，也建立職能基準的資料架
構，更依據農業基礎技術、應用技
術及產業管理等課程規劃建構職能
基準及學習地圖，也針對本場保健
植物、有機農業課程規劃架構、時
數需求，建立初階、進階及進階選
修（有機果樹栽培）及增加行銷、
加工及衛生等之建議課程及師資，
供本場課程檢討參考。又本場於
101年10月18日召開「101年農民學
院課程檢討暨 102年課程規劃研
商」會議，除檢討年度課程執行績
效外，並參考101年農民學院各班
學員之建議及中國生產力中心、資

源盤點結案報告，進行102年農民
學院本訓練中心之課程規劃，以不
同階段等級之需求及區別性，配合
農業政策或趨勢性課程，進行整體
性課程調整及補強，並建議自
102年度起增加實習課程，如初階
班可增加農場實際操作、農機操作
及維護、堆（液）肥製作、行銷、
加工、防疫概念課程等，高階班則
可加強加工、行銷及檢疫等實務案
例分享等更為深入之課程。另本場
於 101年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課
程，學員反應熱烈，足見有開辦本
課程之需要。102年課程內容將因
應原住民農友實際需求，增開班
次，課程時數安排方面，將增加農
機具操作課程，並納入實際操作或
維修等內容。

表1.101年度辦理農民學院臺東區農業訓練中心及本場自辦各項農業專業訓練班一覽表

日  期 班  別 結訓人數 時 數 

3 月 20-22 日 原住民-提昇農業技能研習班  35 24 

4 月 24-26 日 農藝入門班 29 22 

5 月 8-10 日 園藝入門班 26 22 

5 月 21 日-6 月 15 日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24 160 

7 月 9-13 日至 7 月 23-27 日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進階班  30 76 

8 月 20-24 日至 9 月 10-14 日 有機農業進階班 26 76 

10 月 1-5 日 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高階班  27 37 

合 計 197 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