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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農業推廣課

▎◆ 第一節▎編制演進

本場於民國49年成立農業推廣組編制，負責農業推廣及政策推動。民國65年提升

為農業推廣課，民國80年為加強農業推廣教育訓練工作，將農業推廣課擴充為農業推

廣中心，後於民國91年改制回農業推廣課。

▎◆ 第二節▎業務職掌

農業推廣課掌理下列事項：

一、農業推廣教育之研發及推廣。

二、農業企業化經營與休閒農業之研發及推廣。

三、農產品運銷技術之研發及推廣。

四、農業資訊傳播與經營管理資訊化之研發及推廣。

五、農村產業文化與農村生活改善之研究及推廣。

六、農業技術教育訓練、農業產銷班經營及產銷技術推廣。

七、區域性農業聯繫會議之規劃及推廣。

八、國際農業合作。

九、農民暨消費者服務及技術諮詢。

十、農業改良研究成果之保護、管理及運用。

因應任務編組需要，農業推廣課下設教育訓練研究室、農村生活研究室及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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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施政成果

(一)	教育訓練研究室

教育訓練研究室之業務，主要辦理轄區內農民及推廣人員之教育訓練、產

銷班輔導，以及農村青年四健教育等業務。推廣中心備有各項現代化之教學設

備、膳宿及育樂活動設施，每年定期辦理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農業推廣人員在

職訓練，以及輔導農業產銷班等工作，重要成果分述如下：

1.教育訓練

(1)	農業產銷訓練計畫

農業產銷班為臺灣農村地區最基層農民組織，政府為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於民國60年輔導具相同理念或於相鄰地區的農民組織成立農業共同經營

班，後以此農業共同經營班為地區發展基本單位，於74年推動「農地利用綜合

規劃計畫」，81年訂頒「農業產銷經營組

織整合實施要點」，將既有組織進行整合，

並稱為農業產銷班。臺東縣農業產銷班從

81年起由政府宣導開始組織，累計至107年

6月，臺東地區有317個產銷班共5,209人。

本場對於產銷班之輔導偏重於組訓及技術輔

導項目，為加強產銷班幹部之正確認知及班

員向心力，因應未來農業生產所面對之衝

擊，於84~92年辦理產銷班幹部訓練講習。

 ▓ 表1. 產銷班訓練班別及人數

年份 班別 參加人數

84
番荔枝班 96人

果樹班 92人

 ◤ 圖1.92年於知本東遊季神農山莊辦理 
番荔枝產銷班幹部共識營，黃明得場 
長主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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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班別 參加人數

84
蔬菜花卉班 26人

畜產班 18人

85

柑桔班 22人

番荔枝班 53人

梅李班 28人

果樹班 25人

蔬菜花卉班 11人

86

新成立農業產銷班基礎訓練班

新成立良質米產銷班基礎訓練班

良質米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果樹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共計135人

87

新成立農業產銷班基礎訓練班

新成立良質米產銷班基礎訓練班

良質米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果樹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共計120人

88

新成立農業產銷班基礎訓練班

良質米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果樹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共計120人

89
新成立農業產銷班基礎訓練班

果樹產銷班進階訓練班
共計100人

90
電腦網際網路基礎運用班

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訓練班
共計45人

91

電腦網際網路基礎運用班

產銷班經營管理系統訓練班

原住民番荔枝產銷班經營訓練

共計30人

92

電腦網際網路基礎運用訓練班 45人

基礎訓練班 46人

番荔枝產銷班幹部共識營 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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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推廣人員在職訓練講習

為使推廣人員增進專業知識、農業相

關政策瞭解及對環境及自然生態之認識，

以承擔推廣宣導職責，更有利農業發展，

於84~96年間辦理農業推廣人員在職訓練，

其中90年前多開設與生態環境保育相關課

程，90年後休閒農業及有機農業興起，為

充實農業推廣人員對專業領域之認識，始舉

辦相關課程。

 ▓ 表2.	在職訓練講習訓練班別及人數

年份 班別 參加人數

84
自然生態保育講習班

保健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2場次

30人

63人

85
自然生態保育講習班2場次

農業政策宣導班

71人

40人

90 休閒農業與自然生態保育班 60人

96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班有機農業研習班 60人

105 強化農業推廣人員輔導能力訓練 21人

(3)	農村青年農業專業訓練、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為培育農村青年農民，使其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提高農產品品質及

農民收益，故辦理各類別訓練班。期間依據各階段政策方針，針對各方對象開

辦訓練班。

A.	84年辦理果樹經營管理班，共60人結訓。

B. 85~89年、91~92年辦理番荔枝經營管理班，共165人結訓。

 ◤ 圖2.105年辦理強化農業推廣人員輔導 
能力訓練班，陳信言場長與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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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8~90年辦理保健植物栽培管理班，共88人結訓。

D.	89年辦理原生植物與藥用植物栽培班，共30人結訓。

E. 92~93年辦理藥用植物資源之開發與利用講習班，共65人結訓。

F. 94年辦理保健植物資源之開發與利用班，共31人結訓。

G. 95年辦理保健植物栽培利用班、鳳梨釋迦供果品質提升班、有機農產品栽培

技術研習班、休閒農業商品行銷設計班，共120人結訓。

H .96年辦理有機農產品栽培技術研習班，共30人結訓。

I.	97年辦理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研習班、香草及保健植物栽培利用研習班，共96人

結訓。

J. 98~99年辦理有機農場經營管理研習班、保健及香草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共

179人結訓。

K. 99年於關山鎮農會及池上米鄉文化館辦理農園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共

351人結訓。

L. 100~101年辦理農業產銷資訊專員種子班訓練，3場次共90人結訓。

M.	103年辦理農業生產成本學習坊，共40人結訓。

N. 104年辦理小型農場創意行銷應用研習課程、小型農場社群聚落營造與產銷履

歷經驗分享研習課程，共74人結訓。農業推廣體制、設施及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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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3.92年辦理農村青年農業專業訓練- 
番荔枝栽培管理班，黃明得場長主持 
情形。

 ◤ 圖4.98年農民農業專業訓練-有機農場 
經營管理研習班學員合照

 ◤ 圖5.99年農民農業專業訓練-有機農場 
經營管理研習班，於吳金洺班長有機 
釋迦果園授課情形。

 ◤ 圖6.99年農民農業專業訓練-保健及 
香草植物之栽培與利用班合照

 ◤ 圖7.99年辦理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農園 
作物經營管理技術研習班，林學詩場 
長主持開訓情形。

 ◤ 圖8.100年辦理農業產銷資訊專員種子 
班，林學詩場長主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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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農業推廣體制、設施及教育活動

A. 84年興建農業活動及陳列館一棟

B. 86年加強教學設備之添購，興建農業推廣陳列館二樓，提升資訊傳播及農業

推廣。

C. 95年推動臺東區農民終身學習設置農業區域教學中心計畫，整建舊有宿舍，

充實資訊設備及活化空間，使農民及來上課的學員能獲得更好的學習品質。

(5)	山地農事四健推廣教育(93年前)

為改善山地農業經營管理能力，協助山地農產品產銷管道暢通，自86年7

月起於臺東各地區農會辦理產銷班組訓工作。並於臺東縣內轄區農會辦理四健

作業組，依循在地特色、優質產業的方向，透過各農會組織農村教育運動，培

育青少年投入農業及其他多樣領域，建立團隊合作態度及培養農業相關知識及

技能。

 ◤ 圖9.101年辦理農業產銷資訊專員種子
班，吳昌祐課長致詞情形。

 ◤ 圖10.104年辦理小型農場社群聚落營 
造與產銷履歷經驗分享研習課程，綠 
野探索國際有限公司徐彥暉執行長上 
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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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3.	歷年山地產銷班及四健作業組辦理情形

年份 所屬地區農會 辦理情形

86
太麻里地區農會、長濱鄉農會、鹿野地區農會、

東河鄉農會、成功鎮農會、關山鎮農會

農民產銷班3班、四健作業組5組、

示範班1班

87
長濱鄉農會、鹿野地區農會、東河鄉農會、成功

鎮農會、關山鎮農會

農民產銷班5班、四健作業組3組、

示範班1班、資源保護1處

88
長濱鄉農會、鹿野地區農會、東河鄉農會、成功

鎮農會、關山鎮農會

農民產銷班5班、四健作業組3組、

示範班1班、資源保護1處

89

鹿野地區農會、成功鎮農會、長濱鄉農會、臺東

地區農會、東河鄉農會、蘭嶼鄉、大武鄉、達仁

鄉、海端鄉、關山鎮農會

作業組5班、四健班4班、

90
關山鎮農會、東河鄉農會、成功鎮農會、長濱鄉

農會
作業組5組、四健班4班

91
池上鄉農會、關山鎮農會、鹿野地區農會、東河

鄉農會、成功鎮農會
作業組5組、四健班4班

92
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東河鄉、成功鎮、長

濱鄉農會
四健作業組4組、四健班4班

93
池上鄉、關山鎮、鹿野地區、臺東地區、長濱

鄉、成功鎮、東河鄉、太麻里地區

四健作業組37組、四健義指及成長

訓練營班44班

(6)	新農業運動-漂鳥築巢計畫、園丁計畫

95~98年間，時蘇嘉全主任委員提出新農業運動，積極行銷農業政策，重

新定位臺灣農業重要性及永續價值，吸引更多青壯年投入農業。先後配合推動

「漂鳥」、「築巢」及「園丁訓練」等計畫，透過到農漁村體驗及研習實作課

程，讓有志從農者瞭解從基礎體驗至實際農事操作系列過程，奠定務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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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漂鳥計畫

	主要目標對象為18~35歲的青年，總共分為三個階段，「漂鳥營隊」、

「漂鳥築巢」以及「漂鳥圓夢」依序執行，提供各種不同類別的農漁業體

驗，期望透過參與農業的方式，鼓勵年輕人從漂鳥變成留鳥，能夠留在農業

領域，成為農村新動力。

B.	築巢計畫

 目標對象為具漂鳥營隊經歷之學員，課程上以農業技術及專業知識研

習、實作為主，使其深入學習，可更貼近農業實務。築巢營結束之學員可接

續上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班，以及後續圓夢計畫-農業金融貸款及農業經營專家

團隊輔導，讓有志從農之青年可獲得完整圓滿的築夢計畫。

C.	園丁訓練計畫

 自96年9月起由各地改良場辦理，對象為35歲以上對農業體驗有興趣之

一般民眾，期待引入農業生力軍一同留農耕耘。

 ▓ 表4.	新農業運動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名稱 漂鳥計畫 築巢計畫 園丁訓練計畫

辦理年份 95~97年 96~98年
96~97年

98年為進階班

開設班次 翠鳥營

96年：

保健植物、組織栽培、

休閒農業、海水觀賞魚

繁養殖

96年： 

農業入門班、農漁民第二

專長訓練-點心食品班

97年：

保健植物、休閒農業、海

水觀賞魚繁養殖

97年：

農業入門班、保健植物進

階班、農業勞動力調整與

訓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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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漂鳥計畫 築巢計畫 園丁訓練計畫

98年： 

海水觀賞魚類繁養殖實務

班、有機農作栽培管理

實務班、香草及保健植

物栽培

98年： 

保健植物進階班

合作單位
茶業改良場臺東分場、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畜產試驗所臺

東種畜繁殖場、臺東各地區農會

結訓人數

95年：每梯20人，

共6梯

96年：每梯20人，

共8梯

97年：每梯20人，

共8梯

98年：90人
96年：180人

97年：152人

 ◤ 圖11.95年漂鳥計畫-翠鳥營隊進行釋 
迦分級體驗

 ◤ 圖12.95年漂鳥計畫-翠鳥營隊於九孔 
養殖場進行體驗

 ◤ 圖13.95年漂鳥計畫-翠鳥營於臺東種 
畜繁殖場進行養羊擠乳體驗

 ◤ 圖14.96年園丁計畫陳文雄場長主持開 
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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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農業體驗營、產業別進階訓練、農業短期職業訓練

為因應農村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之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98年起

啟動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延續漂鳥計畫，除各項農業體驗營之外，也針對有

意從農的青年，規劃1個月的農業短期職業訓練，並依據各項產業別開設體驗

及進階實作訓練課程。利用階段性的活動，培養自孩童到成人對農業的認識及

專業技術的傳授，加入新農業人力。

 ◤ 圖15.96年漂鳥築巢營-海水觀賞魚繁 
養殖班上課情形

 ◤ 圖16.97年漂鳥計畫學員製茶實作體驗

 ◤ 圖17.98年築巢營-海水觀賞魚費繁養 
殖實務班，學員與水產試驗所東部海 
洋生物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義於小丑魚 
主題館大廳合照。

 ◤ 圖18.98年園丁進階訓練計畫-保健植 
物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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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5.	農業後繼者培育計畫辦理情形

年份 辦理課程 結訓人數

98 保健植物栽培利用實務班-農業短期職業訓練 30

99 保健植物栽培應用實務班-產業別進階訓練 30

99 保健植物栽培利用實務班-農業短期職業訓練 28

99 農業體驗活動 -

(8)	小地主大佃農 

98年配合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為調整農業生產及勞動結構，擴

大經營規模並培養年輕農民投入農業生產行業，促進產業轉型，於轄區所屬各

 ◤ 圖19.98年農業短期職業訓練-保健植 
物栽培利用實務班結訓，王仕賢副場
長頒發結業證書。

 ◤ 圖20.99年農業短期職業訓練-保健植 
物栽培利用實務班，林學詩場長與學 
員合照。

 ◤ 圖21.99年產業別進階訓練-保健植物
栽培應用實務班，陳振義副研究員上
課情形。

 ◤ 圖22.99年農業體驗活動-學童於本場
侏儸紀園區，陳進分副研究員上課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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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辦理教育講習訓練各兩場次，使農友了解其政策內容及推動措施。

(9)	吉園圃及產銷履歷制度講習訓練

94年時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展優質、安全、休閒、生態的現代化

農業目標願景，且因應食安問題及推動臺灣農業永續發展，期許建構一個完整

的健康及安全農產品產銷體系，規劃並推動農產品生產履歷制度，擇以池上有

機稻米為示範，建立一套具可溯性的追蹤制度，方能確保消費者飲食安全。後

於97年開始辦理相關訓練課程，配合政策輔導推動吉園圃及產銷履歷驗證制

度，除讓農民能夠運用現代科技管理經營外，在資訊發達的數位時代，科技化

應用對傳統農業經營益形重要，不僅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亦強化消費者對國

產農作物安全之信心。

 ▓ 表6.	歷年產銷履歷課程辦理情形

年份 訓練課程 參加人數

97 產銷履歷電腦教育訓練10場次 250人

99 枇杷、番荔枝生產履歷講習4場次 160人

100 於東河鄉、臺東市、成功鎮及池上鄉辦理 200人

101 枇杷、番荔枝、柑橘類生產履歷講習4場次 220人

102 枇杷、番荔枝、柑橘類生產履歷講習3場次 130人

103 枇杷、番荔枝生產履歷講習2場次 120人

104 水稻、果樹類生產履歷講習場次3場次 161人

105 果樹類生產履歷講習2場次 95人

106 產銷履歷推動講習及E化實務操作演練 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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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23.100年辦理杭菊合理化施肥、產
銷履歷及安全用藥講習會，茶業改良
場臺東分場吳聲舜分場長宣導情形。

 ◤ 圖24.100年於成功鎮農會辦理柑桔類
產銷履歷制度宣導說明會，陳信言副
場長主持情形。

 ◤ 圖25.101年辦理枇杷產銷履歷制度、
合理化施肥及安全用藥宣導暨與民有
約座談會，陳信言副場長主持情形。

 ◤ 圖26.104年辦理田媽媽班養成與培育
研習暨產銷履歷講習會，城市農家有
限公司林俊男總經理講授食安及產銷
履歷相關課程。

 ◤ 圖27.102年辦理產銷履歷制度講習
會，盧柏松分場長於枇杷果園解說情
形。

 ◤ 圖28.105年辦理輔導產銷履歷制度講
習會，屏東縣農業發展協會黃國領總
幹事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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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農民學院

為提升農業人力素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0年成立「農民學院」訓

練場域，102年2月21日本場農民學院正式揭牌，專注轄區各項農業教育訓

練課程規劃及開辦，從對農業有興趣之一般民眾到已從事農業的專業農民，

開設入門、初階、進階及高階班的課程，透過完整訓練制度的建立，培育優

質農業人才，提升農業競爭力，並舉辦返場座談會，邀請學員交流及經驗分

享，追蹤學員從農情形及協助相關服務，提供有意從農者及在職農民終身學

習進修之管道。

 ▓ 表7.	農民學院開課班別及人數

年份 開設課程 結訓人數

100

1.園藝入門班

2.保健植物栽培利用食物初階班

3.保健及香草植物之栽培與利用進階班

4.有機農業研習進階班

29人

30人

30人

30人

101

1.農藝入門班

2.園藝入門班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4.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進階班

5.有機農業進階班

6.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高階班

29人

26人

24人

30人

26人

27人

 ◤ 圖29.106年辦理產銷履歷講習會，陳
信言場長與學員互動情形。

 ◤ 圖30.106年辦理產銷履歷系統E化實務
操作演練，陳昱初副場長主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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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開設課程 結訓人數

102

1.農藝入門班

2.園藝入門班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4.有機農業進階班

5.果樹有機栽培進階選修班

6.保健植物農場管理高階班

30人

30人

29人

28人

29人

28人

103

1.農藝入門班

2.園藝入門班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4.番荔枝栽培管理進階選修班

5.果樹有機栽培技術進階選修班

6.有機農業進階班

7.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進階選修班

30人

28人

30人

29人

29人

23人

30人

104

1.農藝入門班

2.園藝入門班(一)、(二)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4.有機農業進階班

5.番荔枝栽培管理進階選修班

6.果樹有機栽培技術進階選修班

7.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進階選修班

30人

59人

29人

30人

25人

27人

30人

105

1.農藝入門班

2.園藝入門班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4.有機雜糧技術進階選修班

5.有機果樹栽培技術進階選修班

6.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進階選修班

30人

29人

30人

20人

30人

29人

106

1.農藝入門班

2.園藝入門班

3.保健植物栽培與利用初階班

4.有機蔬菜栽培技術進階選修班

5.有機果樹栽培管理技術進階選修班

30人

30人

30人

18人

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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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31.100年園藝入門班結訓，謝進來
秘書頒發結業證書。

 ◤ 圖32.101年有機農業進階班於吳金洺
班長有機果園觀摩情形

 ◤ 圖33.102年林學詩場長於本場農業區
域教學中心進行農民學院揭牌

 ◤ 圖34.102年果樹有機栽培技術進階選
修班於賓朗果園合照

 ◤ 圖35.103年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進階
選修班於保健植物園區合照

 ◤ 圖36.104年保健植物栽培與管理進階
選修班於佳芳有機茶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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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農業學習護照制度

102年本場首創全國推動「農業學習護照制度」，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推動創新產業加值服務政策，規劃農業系列學習課程，建立民眾參與本場農業

訓練完整紀錄，增進其知識及農業技術，實踐農業終身學習的精神。截至106

年底，已辦理實體課程169場次456小時，共計865人完成申請。

(12)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百大青農)、青年農民訓練

為協助青年從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整合各項輔導資源，提供為期兩年

的個案式陪伴輔導，提高青農創業及從農的穩定性，進而能擴大規模或創新發

展，進而吸引更多青年返鄉，改善農業人口結構。於102年開始辦理，目前已

遴選四屆百大青農，臺東地區共有24位百大青農，經營成果相當豐碩。除個案

輔導外，也定期辦理青年農民講習會，提升轄區內青年農民專業知識。 

 ▓ 表8.	臺東地區百大青農資料

屆數 名字 栽培作物種類

1

范呈豪 花卉

何明遠 花卉

吳皇慶 花卉、果樹

魏匡立 花卉、果樹、蔬菜、茶

 ◤ 圖37.105年農藝入門班開訓，陳信言
場長與學員合照。

 ◤ 圖38.106年有機蔬菜栽培技術進階選
修班於本場試驗田間實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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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數 名字 栽培作物種類

吳聲昌 花卉、稻米

余典 花卉、果樹、蔬菜

2

王婉璇 花卉、金針、果樹

高世忠 雜糧

吳正忠 雜糧

謝謹鴻 果樹

施保朗 果樹

呂宏文 花卉

3

林張凱耀 稻米

黃漢忠 果樹

林俊維 蔬菜

廖家助 番茄

古志明 茶、咖啡、蔬菜瓜果

4

李俊儀 果樹

郭明哲 果樹、蔬菜

郭怡君 雜糧、蔬菜

陳祥介 果樹

蔡禮闈 稻米、雜糧

林建中 雜糧、花卉

樊永忠 雜糧

 ◤ 圖39.106年農糧署郭瑞郎主任、臺東
縣農會李俊德主任、陳信言場長及陪
伴師等於青農陳祥介田區輔導視察情
形。

 ◤ 圖40.106年臺東地區青年農民講習會
陳信言場長與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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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原住民族農業教育訓練

為提升臺東縣原住民從農者相關職能，並引導其運用部落特色培養在地

新農民，於101~102年辦理提升原住民農業技能研習班，其中包括針對原生

作物及雜糧作物開設之班級，共91人結訓。後因應原住民族地區及地方產業

需求，103年成立「原住民族農業行動學堂」，104年改為「農業行動學堂」

，由場內研究人員親自到部落上課與田間實際操作，就近協助原住民農友學

習，免除其舟車勞頓，提供原住民族部落更有效率之農業協助。

 ▓ 表9. 原住民行動學堂辦理地點及人數

年份 辦理地點 參訓人數

103 海端鄉霧鹿村、池上鄉地方文物館、金峰鄉正興村及達仁鄉土坂村 共130人

104
關山鎮米國學校、鹿野鄉瑞源多功能活動中心、海端鄉霧鹿村、海端鄉布

農族文物館及長濱鄉公所
共417人

105 金峰鄉公所、太麻里地區農會及海端鄉公所 共53人

106 鹿野鄉立圖書館 共44人

 ◤ 圖41.105年第三屆百大青年農民專案
輔導見面座談會，百大青農、農委會
李振錩技正(前左四)、謝進來秘書(右
四)與相關人員合影。

 ◤ 圖42.106年農糧署郭瑞郎主任、臺東
縣農會李俊德主任、陳信言場長及陪
伴師等於青農郭怡君田區視察輔導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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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43.102年提升原住民農業技能-雜
糧作物研習班於豐里試驗地授課情形

 ◤ 圖44.102年提升原住民農業技能-原
生作物研習班林學詩場長與學員合照

 ◤ 圖45.103年於達仁鄉公所辦理原住民
族特色作物農業專業訓練

 ◤ 圖46.104年於鹿野鄉辦理農園作物經
營管理技術研習班

 ◤ 圖47.105年於太麻里鄉辦理特色作物
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班

 ◤ 圖48.106年與金峰鄉公所辦理臺灣藜
及小米有機栽培管理技術研習班結訓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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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學生暑期職涯探索

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學生暑期職涯探索及農業體驗，104年辦理

「農工職校學生職涯探索與農業經營體驗試辦計畫」、105年辦理「高級農

工職業專科學校學生職涯探索計畫」等，本場配合辦理多項計畫，供年輕學

子參與農事體驗，積極培育年輕人才，透過計畫執行，引領青年逐步加入農

業行列，創造臺灣農業永續發展。

 (15)	農業師傅農事服務團

106年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策 「

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2.0措施-農業專業

技術團訓練」，始辦理農業師傅教育訓

練，目前(107年)已成立30人之農業師傅

農事服務團，為農村季節性缺工提供相

關農事服務，僱主對農業師傅所提供之

技術服務皆感滿意，農業師傅之派工率

每月皆達100%以上。

 ◤ 圖49.104年學生於臺東清亮生態農場
實習情形

 ◤ 圖50.105年高級農工職業專科學校學
生職涯探索計畫

 ◤ 圖51.106年農業專業技術團(臺東團)實
務訓練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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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輔導

(1)	十大神農獎

李登輝前總統於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致力於培養專業核心農民，以

利穩定農業發展，遂指示前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於72年始辦理十大傑出專業農民

選拔及表揚，即為「神農獎」。73年擴增辦理，每年進行十大傑出青年農民及

十大傑出農家婦女選拔。89年因組織變動，改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90

年配合「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青年農民年齡調整至上限45歲，故將專業

農民及青年農民合併為傑出農民獎項共24名，另頒傑出婦女獎項12名。96年

年開始改為每兩年舉辦一次，表揚10位神農獎得主及12位模範農民，持續至

今。臺東地區從84年至106年止，獲選為專業農民、青年農民及傑出農民共有

15位；農家及傑出農家婦女共有13位；模範農民有3位；神農獎有6位，總計

37位農民獲獎。

 ▓ 表 10. 神農獎歷年名單

年度 獲獎項目 得主 地區 類別

84
專業農民 傅錦福 關山鎮 養豬

農家婦女 王富子 關山鎮 -

85 專業農民 張明通 卑南鄉 果樹

86 農家婦女 魏玉蓮 鹿野鄉 -

 ◤ 圖52.107年農業專業技術團(臺東團)
實務訓練班合照

 ◤ 圖53.107年準農業師傅於江鴻牧農場
主田間實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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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獲獎項目 得主 地區 類別

87
青年農民 張芳連 鹿野鄉 蔬菜

農家婦女 郭春月 鹿野鄉 -

88

專業農民 吳文耀 卑南鄉 番荔枝

青年農民 張江龍 太麻里 果樹

農家婦女 阮碧珠 關山鎮 -

89
青年農民 陳幸琴 臺東市 花卉

農家婦女 胡蓮嬌 臺東市 番荔枝

90
傑出農民 曾東峰 鹿野鄉 有機米

傑出農家婦女 李麗珠 卑南鄉 枇杷

91

傑出農民 楊招信 卑南鄉 枇杷

傑出農家婦女 田金月 卑南鄉 番荔枝

傑出農家婦女 黃玫玲 鹿野鄉 -

92

傑出農民 范曲斌 關山鎮 水稻

傑出農家婦女 潘秀梅 太麻里鄉 番荔枝

傑出農家婦女 楊美雪 臺東市 番荔枝

93

傑出農民 朱榮昌 臺東市 花卉

傑出農家婦女 潘豐玉 東河鄉 -

模範農民 李寶村 - -

模範農民 張金英 成功鎮 -

94

傑出農民 涂進榮 鹿野鄉 水稻

傑出農民 吳映卿 卑南鄉 番荔枝

傑出農家婦女 賴桂妹 關山鎮 水稻

模範農民 李成忠 成功鎮 臍橙

95

傑出農民 戴文賓 池上鄉 水稻

傑出農民 王金發 東河鄉 番荔枝

傑出農民 施建忠 臺東市 番荔枝

傑出農家婦女 周王美玉 太麻里鄉 番荔枝

96 神農 林龍星 池上鄉 水稻

98 神農 廖坤郎 卑南鄉 果樹、農產品加工

100 神農 陳麗雪 卑南鄉 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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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獲獎項目 得主 地區 類別

102 神農 詹明崇 卑南鄉 有機咖啡、有機蔬菜

104 神農 莊政雄 卑南鄉 番荔枝、鳳梨釋迦

106 神農 陳添麒 卑南鄉 薑黃

 ◤ 圖54.89年傑出農家婦女-胡蓮嬌  ◤ 圖55.89年傑出農家婦女-胡蓮嬌

 ◤ 圖56.89年青年農民-陳幸琴  ◤ 圖57.90年傑出農民-曾東峰接受黃明
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58.91年傑出婦女-黃玫玲接受黃明
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59.91年傑出農民-楊招信接受黃明
得場長頒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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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60.91年傑出婦女-田金月接受黃明
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61.92年傑出農家婦女-楊美雪接受
黃明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62.92年傑出農家婦女-潘秀梅接受
黃明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63.92年傑出農民-范曲斌接受黃明
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64.93年模範農民-李寶村接受黃明
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65.94年傑出農民-吳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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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66.94年傑出農民-涂進榮  ◤ 圖67.94年傑出農家婦女-賴桂妹

 ◤ 圖68.94年模範農民-李成忠  ◤ 圖69.95年傑出農家婦女-周王美玉接
受黃明得場長頒獎情形

 ◤ 圖70.96年十大神農林龍星農友與蘇
嘉全院長合照

 ◤ 圖71.98年廖坤郎農友榮獲十大神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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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臺灣省政府農林廳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頒定之「農業產銷經營組織

整合要點」，84年輔導整合全國農業產銷班，並於84~88年辦理農業產銷班全

面考評，挑選出100個運作最優良的班，再從中選拔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進行表揚，之後6年中斷辦理。為落實產銷班輔導及運作，加強輔導農業產銷

班組織邁向企業化、資訊化，促進產業經濟發展，有效提升農業競爭力，於93

年重新修訂發布「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94年始恢復停辦6年之十大

績優農業產銷班選拔及表揚，96年起改為每兩年辦理一次。臺東地區農業產銷

班歷年獲獎情形如表11。

 ◤ 圖72.100年十大神農-陳麗雪農友接
受林學詩場長頒獎情形

 ◤ 圖73.102年十大神農詹明崇農友接受
林學詩場長頒獎情形

 ◤ 圖74.104年十大神農-莊政雄賢伉儷
與陳保基主委合照

 ◤ 圖75.106年陳添麒農友(中)榮獲十大神
農，陳信言場長(左)及蘇炳鐸課長(右)
代表曹啟鴻主委前往祝賀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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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11.	臺東地區農業產銷班歷年獲獎名單

年度 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班長 地區 類別

84 卑南鄉頂岩灣高接梨產銷班 陳義郎 卑南鄉 果樹

87 鹿野鄉大原蔬菜產銷班 張芳連 鹿野鄉 蔬菜

94 卑南鄉斑鳩番荔枝產銷班 吳文耀 卑南鄉 果樹

95 鹿野鄉有機米產銷班 涂進榮 鹿野鄉 有機米

96 關山鎮毛豬產銷班第1班 羅偉倫 關山鎮 畜產

98 海端鄉水蜜桃產銷班第1班 余馬提 海端鄉 果樹

100 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 莊政雄 卑南鄉 果樹

102 卑南鄉明峰梅子產銷班 廖坤郎 卑南鄉 果樹

104 太麻里鄉金針山枇杷產銷班 康崇熙 太麻里鄉 果樹

106 金峰鄉正興番荔枝產銷班 吳朝宗 金峰鄉 果樹

年度 全國優良農業產銷班 班長 地區 類別

84 延平鄉松林梅李產銷班 何介臣 延平鄉 果樹

85

卑南鄉斑鳩番荔枝產銷班

鹿野鄉大原蔬菜產銷班

延平鄉松林梅李產銷班

吳文耀

張芳連

何介臣

卑南鄉

鹿野鄉

延平鄉

果樹

蔬菜

果樹																																																																															

86
卑南鄉斑鳩番荔枝產銷班

鹿野鄉大原蔬菜產銷班

吳文耀

張芳連

卑南鄉

鹿野鄉

果樹

蔬菜

96 太麻里鄉金針山枇杷產銷班 康崇熙 太麻里鄉 果樹

98 太麻里鄉大王番荔枝產銷班 蔡仁格 太麻里鄉 果樹

100 太麻里鄉大王番荔枝產銷班 蔡仁格 太麻里鄉 果樹

102 關山鎮養蜂產銷班 劉建國 關山鎮 養蜂

104 關山鎮蔬菜產銷班第3班 溫昌寶 關山鎮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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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76.84年卑南鄉頂岩灣高接梨產銷
班獲省十大優良產銷班，班長陳義郎
夫婦合照紀念。

 ◤ 圖77.87年鹿野鄉大原蔬菜產銷班獲
省十大優良產銷班，省農林廳陳武雄
廳長前往集貨場訪視及祝賀。

 ◤ 圖78.95年鹿野鄉有機米產銷班獲十
大經典產銷班，其生產之「福鹿有機
米」被列為國家級寶島珍品。

 ◤ 圖79.98年海端鄉水蜜桃產銷班第1班
班員得知獲獎情形

 ◤ 圖80.98年海端鄉水蜜桃產銷班第1班
獲選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羅聖賢課
長、林永順課長代表黃㯖昌場長前往
張貼紅榜鼓勵。

 ◤ 圖81.100年卑南鄉美農番荔枝產銷班
獲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該班班員與
黃有才副主委、林學詩場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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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業產銷班整合輔導企業化推廣

為建立現代化經營體系及制度化輔導體系，辦理產銷班組織之整合，86

年起為引導產銷班邁向農業企業化經營，協助產銷班改善經營手法，提升經營

效率，遴選各地區產銷班作為輔導班隊，後更於98年組成「技術診斷服務團」

，更進一步輔導農業技術，成果十分顯著。以下羅列經輔導之產銷班：

A. 86~87年鹿野鄉大原蔬菜班，針對其於集貨運銷之瓶頸，就生產、銷售、組

織、研究及會計制度加以診斷輔導，該班以生產番茄為大宗並全年度生產。

B. 88年太麻里華源番荔枝產銷班、臺東市頂寮番荔枝產銷班、延平鄉松林梅

 ◤ 圖82.102年關山鎮養蜂產銷班獲全國
優良農業產銷班，林學詩場長、陳信
言副場長到場張貼紅榜鼓勵。

 ◤ 圖83.102年卑南鄉明峰梅子產銷班獲
選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陳保基主委
頒予匾額以茲鼓勵。

 ◤ 圖84.104年太麻里鄉金針山枇杷產銷
班獲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班長康崇
熙接受毛治國院長頒獎情形。

 ◤ 圖85.106年金峰鄉正興番荔枝產銷
班獲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陳信言場
長、盧柏松分場長及蘇炳鐸課長到場
張貼紅榜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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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產銷班、卑南鄉枇杷產銷班，以及鹿野鄉鳳梨產銷班，已建立共同經營模

式。

C. 89年鹿野鄉有機米產銷班，針對該班尚停留在生產階段進行診斷輔導，經輔

導後已建立共同經營模式，該班班長並獲選為當年全國十大專業農民。

D.	89年臺東地區農會斑鳩番荔枝產銷班，改善班集貨場之規劃及運銷通路。

E. 89年太麻里大王枇杷產銷班，改善集貨場規劃及班財務之訓練。

F. 89年太麻里地區農會美和番荔枝產銷班，針對集貨場設施，增建班集貨場。

G. 90年共有四班，二班為原住民產銷班，關山水蜜桃產銷班及長濱山蘇產銷

班；二班為平地班，太麻里新吉番荔枝產銷班及太麻里金山金針產銷班，經

輔導建立共同經營模式。

H. 90年臺東地區農會斑鳩番荔枝產銷班，改善班集貨場規畫及運銷通路，以及

冰品部研發與行銷通路。

I.	91年太麻里新吉番荔枝產銷班、卑南鄉東興香椿產銷班以及關山鎮酪梨產銷

班，經輔導已建立共同經營模式。

J. 91年臺東地區農會斑鳩番荔枝產銷班及初鹿枇杷產銷班，改善班集貨場規

劃、運銷通路之研發與行銷通路。

K. 92年卑南鄉東興香椿產銷班及關山鎮酪梨產銷班，接續前年辦理土地利用綜

合規畫並改善班生產資材設備。

L. 93年整合有機米產銷班4班，建立「縱谷有機米」共同品牌，以池上鄉農會作

為資訊窗口。

M.94年整合臺東地區鳳梨釋迦產銷班為供應鏈，建立「翡翠果」共同品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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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東地區農會為資訊窗口，拓展鳳梨釋迦外銷市場，奠定釋迦果品外銷基

礎。

N. 95年卑南鄉斑鳩番荔枝產銷班，輔導進行田間SOP控管生產，集貨場亦經5S

輔導管理，獲選當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

O. 98年太麻里鄉金針山枇杷產銷班，改善產銷技術，協助設計品牌標章，提高

產量及建立品牌行銷。

P. 100~101年太麻里鄉大王番荔枝班，輔導進行品種更新以大目種為主要栽培品

種，增加產量及品質，並改善果園設施。

Q. 101年輔導臺東地區農會辦理中衛計畫，整合臺東釋迦產業，使農民、農會及

貿易商之間能保有合理且穩定的交易。

R. 101~103年成功鎮富榮晚崙西亞產銷班，協助增加供貨量及提升品質，改善果

園防疫設施。

除了進行產銷班組織整合及診斷經營輔導外，同時也舉辦農業產銷班幹

部座談會，聚集各地區產銷班幹部一同討論臺東主要農業發展項目及宣導重

要農業政策，經面對面溝通交流，更能對當前地方農業發展及問題有更明確

的瞭解，以便讓政府機關能確實解決農民的疑惑。

 ◤ 圖86.92年於鹿野地區農會農特產品
展示中心辦理產銷班幹部座談會，與
會者有黃明得場長、鹿野地區農會潘
永豐總幹事及相關長官。

 ◤ 圖87.89年於本場農業推廣中心辦理
梅李產銷班聯誼暨農業發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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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東番荔枝產業整體發展示範

95年完成8個集貨場標準化及自動化流程與設備，整合臺東、太麻里、鹿

野及東河等四個鄉鎮地區農會，建立「臺東釋迦」共同品牌拓展通路，統一窗

口。建立商品形象，增加國內市場競爭力，並對產業永續發展極為有利。

(5)	休閒農業輔導轉型

94年起輔導傳統生產型果園、關山鎮農會轉型，並進行相關之研究。於

同年12月舉辦「臺東2005釋迦節」活動，聯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相關駐縣單

位、臺東縣農會、臺東縣政府及各鄉鎮地區農會，展示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成

果。活動以釋迦產業為主軸，結合休閒農業產業，整合並推動本縣相關農產

 ◤ 圖88.89年臺東良質米生產與輔導記
者會黃明得場長主持情形

 ◤ 圖89.93年關山鎮辦理產銷班幹部座
談會，黃明得場長、農委會農糧處廖
進芳科長及關山鎮農會劉立田總幹事
共同主持情形。

 ◤ 圖90.93年東河鄉辦理產銷班幹部座
談會，黃明得場長主持情形。

 ◤ 圖91.106年於東河鄉北溪柚子產銷班
輔導，東河鄉公所連月蘭課長主持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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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提升農民收益並帶動地方旅遊。後續也輔導地方發展農業產業文化，如臺

東縣農會辦理之「2007我釋贏迦系列活動」釋迦產業文化活動、成功鎮農會

辦理之「2007三仙臺橙香之旅」、「2011枷橙有約知性之旅」，以及關山鎮

農會於96年辦理之「愛米一生玩米樂」等活動。

(6)	傾聽人民心聲、與民有約

98年起於各場座談會或班會場合舉辦「傾聽人民心聲」及「與民有約」

等座談會，除向農民講解災害防範及復育相關技術、病蟲害防治等說明會，也

同時依照作物別協助解決農民相關問題。

 ◤ 圖92.「2005臺東釋迦節」-釋迦果品
展示

 ◤ 圖93.「2005臺東釋迦節」-萬仕(釋)
皆佳(迦)活動

 ◤ 圖94.「2005臺東釋迦節」-百萬釋迦
名畫展出

 ◤ 圖95.「2005臺東釋迦節」-農業產業
文化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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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2.	傾聽人民心聲及與民有約座談會辦理情形

年份 辦理場次 參加人數

98 8 935

99 12 1080

100 10 375

101 9 500

102 11 795

103 13 970

104 15 1568

105 9 894

 ◤ 圖96.98年於太麻里地區辦理傾聽人
民心聲-果樹颱風災前防範及災後復育
講習及座談會座談會，黃㯖昌場長聽
取農友發言情形。

 ◤ 圖97.98年成功地區傾聽人民心聲-柑
桔合理化施肥及臍橙病蟲害防治技術
講習暨座談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陳
子偉科長講授情形

 ◤ 圖98.98年傾聽人民心聲-有機村營
造、農村生活改善及合理化施肥技術
座談會張繼中助理研究員授課情形。

 ◤ 圖99.99年林學詩場長主持傾聽人民
心聲-杭菊與洛神葵合理化施肥及安全
用藥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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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00.100年謝進來秘書主持傾聽人
民心聲─柑桔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藥
技術講習暨座談會

 ◤ 圖101.100年林學詩場長主持傾聽人
民心聲─番荔枝合理化施肥暨安全用
藥講習座談會

 ◤ 圖102.101年林學詩場長主持番荔枝
產銷履歷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講習
會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 圖103.林學詩場長主持102年番荔枝
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
約座談會。

 ◤ 圖104.103年陳信言場長主持番荔枝
及鳳梨釋迦健康管理－安全用藥及合
理化施肥講習會暨與民有約座談會

 ◤ 圖105.104年陳信言場長主持番荔枝
安全用藥及合理化施肥講習暨與民有
約座談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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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復健輔導專案-災後技術服務團

因應颱風所造成之農業災害，本場於98年成立災後技術服務團，為轄區

受災相關產業及作物復育技術提供支援及輔導，包括果樹與農園作物兩個組

別，協助指導作物復耕措施。

A.莫拉克風災

98年莫拉克颱風席捲過後，臺東縣農業災情最嚴重的是農地流失、埋沒

總計653.81公頃，流失部分，番荔枝（釋迦）350公頃、荖花、荖葉30公頃、

水稻194.81公頃、西瓜3公頃、其他2公頃、結球白菜1公頃，合計485.81公

頃；埋沒部分，番荔枝165公頃、水稻1公頃、其他2公頃，合計168公頃。其

中以太麻里地區、卑南嘉豐及鹿野和平等地區受災最為嚴重。

B.尼伯特風災

105年尼伯特颱風造成臺東縣農業損害嚴重，其中以果樹類最為嚴重，包

括番荔枝及鳳梨釋迦被害面積達4,178公頃以上，香蕉也達291公頃以上；另

薑受損面積達68公頃，其中太麻里鄉占50公頃。

 ◤ 圖106.105年太麻里地區「番荔枝災
後復耕技術及安全用藥講習暨與民有
約座談會」，劉櫂豪立委回應災後復
建補助相關問題。

 ◤ 圖107.105年陳昱初副場長主持紅龍
果果園地被植物栽培示範觀摩會暨與
民有約座談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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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08.98年莫拉克颱風後黃㯖昌場長(
前右)詢問農友災損情形

 ◤ 圖109.98年莫拉克風災-馬英九總統(
右一) 到臺東、黃㯖昌場長(左一)及鄺
麗貞縣長(右二)一同於太麻里地區勘
災。

 ◤ 圖110.98年莫拉克颱風後，太麻里
精華農業區遭沖毀成河道，漂流木滿
布。

 ◤ 圖111.98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太麻里溪
暴漲使沿岸果園損失慘重

 ◤ 圖112.98年莫拉克颱風後，釋迦果園
泡在水中。

 ◤ 圖113.105年尼伯特颱風曹啟鴻(左一)
主委下鄉勘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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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農業張老師輔導諮詢

106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村再生計畫，整合各農業試驗改良場所及大專

院校農業推廣部門之諮詢服務窗口，建立即時性的農民服務網絡。本場亦建置

農業人才資料庫，由場內退休研究人員及臺東地區專家學者擔任，提供農民定

時定點及實地輔導的諮詢服務。本場106年服務案件共549件。

(二)	農村生活研究室

農村生活研究室之業務，主要為推動臺東地區農村婦女終身學習，辦理家

政教育及推廣活動，輔導田媽媽班經營管理，輔導社區及部落發展在地料理與

休閒產業，同時也負責本場刊物之彙編及寄送、新聞媒體聯繫，以及新聞稿發

布等作業，重要成果如下：

 ◤ 圖114.105年尼伯特颱風造成太麻里
鄉薑田損失慘重

 ◤ 圖115.105年尼伯特颱風導致臺東縣
番荔枝落果及折枝嚴重

 ◤ 圖116.106年於農業推廣課諮詢情形  ◤ 圖117.106年李恵玲、廖坤郎陪伴師
及盧柏松分場長於卑南鄉輔導在地青
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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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家政教育及推廣活動

(1)	農民營養保健與家政輔導計畫

84~89年辦理「農漁民營養保健與家政輔導計畫」，輔導各鄉鎮農會執行

工作內容，包含高齡者生活改善、營養保健教育、提升農婦女能力、農村生活

環境改善等，於87年輔導計畫顯示在高齡者生活改善方面50%老人罹患慢性疾

病以骨疏症、高血壓、心臟病為主，配合飲食控制、改善膳食習慣可獲得改

善率35%；營養保健教育方面經輔導後對於預防保健知識、烹飪調理技術、飲

食設計、預防保健均能實踐應用獲得改善率達30~80%；提升農村婦女能力方

面，發展農村婦女人力資源投入營農行列，紓解農忙高峰期，輔導農村婦女對

農業經營知識觀念與技術，在推動實施自家農場互助代工制度以鹿野採茶、製

茶，太麻里、臺東之高接梨、釋迦運作最為完善務實。另辦理農村婦女副業技

能研習班如東河鄉農會、長濱鄉農會月桃、拼布編織，臺東地區農會與東河鄉

農會辦理自家梅加工如梅酒、脆梅，臺東地區農會與太麻里地區農會開發釋迦

露、釋迦冰淇淋，運用釋迦乾果創作藝品。與中華花藝研究推廣基金會於本場

舉辦「花卉技藝應用研習訓練」，提升學員精神生活，改變花卉之應用及消費

型態，增加農民收入。另為倡導社區或居家環境美化提升農村生活素質，推動

農村生活環境改善，由鄉鎮農會辦理成立環境保護教育班、庭院綠美化班，指

導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並推行實用性本土化之藥用植物美化環境。

 ◤ 圖118.86年鄉鎮農會辦理高齡者生活
改善研習

 ◤ 圖119.87年由臺東縣農會辦理拼布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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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20.86年度農村生活改善計畫高齡
者生活改善教育訓練-手工藝研習班

 ◤ 圖121.86年度農村生活改善暨家政推
廣教育計畫成果研習

 ◤ 圖122.86年家政班研習梅酥製作情形  ◤ 圖123.86年高齡者生活改善健康檢查

 ◤ 圖124.86年提升農村婦女營農能力教
育訓練講習

 ◤ 圖125.86年農委會陳秀卿技正(左2)暨
南區家政人員觀摩建東家政班技藝研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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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村婦女副業經營及田媽媽輔導

90年代除了關注於「在地老化」議題外，強化農村婦女第二專長與技

能，輔導農家婦女發揮經營潛能及提升團隊經營能力，利用農業資源開創新的

經濟收入。輔導臺東地區農會家政班成立「初鹿黃金果班」及鹿野地區農會家

政班成立「鹿Q茶品班」，成為臺東縣第一家以「農產加工」為主要經營項目

的田媽媽班。

 ◤ 圖126.90年輔導臺東地區農會家政班
成立「初鹿黃金果班」，成為臺東縣
第一家以「農產加工」為主要經營項
目的田媽媽班。(已於107年6月取消
資格)

 ◤ 圖127.90年輔導鹿野地區農會家政班
成立「鹿Q茶品班」，成為臺東縣第
一家以「農產加工」為主要經營項目
的田媽媽班。(已於100年11月取消資
格)

 ◤ 圖128.青山農場是臺東縣海拔最高的
田媽媽班

 ◤ 圖129.102年核定通過的青山農場田媽
媽班由班長鄭淑芬與先生蔡政銘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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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輔導太麻里地區農會德其里家政班，配合場內辦理「金針栽培利用

及周年生產觀摩」推出十道金針風味餐，提供農民與業者農特產多元化利用之

參考，協助解決農特產滯銷及發展產品多樣化。

92年輔導關山鎮農會家政班成立「田媽媽米香園班」，成為臺東縣第一

家以「田園料理」為主要經營項目的田媽媽班。同年輔導臺東地區農會豐年家

政推出文旦餅、翡翠餅、洛神餅、香椿餅、美梅餅及養生餅等6款特色月餅。

 

 ◤ 圖130.101年核定通過的池農養生美
食餐坊經營項目以便當為主

 ◤ 圖131.100年核定通過的正一茶園餐
坊，班長傅錦英為人和善。

 ◤ 圖132.96年核定通過的東遊季養生美
食餐館結合溫泉，提供遊客養生風味
餐。

 ◤ 圖133.100年核定通過的臺11線花田料
理餐館，無敵海景與百花爭艷提供遊
客一個舒適的用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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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年與在地業者共同研發與推出梅

餅、洛神餅、金針餅、刺蔥酥、柴魚酥及金

針酥等6款臺東區農特產月餅。

 ◤ 圖134.92年輔導關山鎮農會家政班成
立「田媽媽米香園班」，成為臺東縣
第一家以「田園料理」為主要經營項
目的田媽媽班。(已於106年1月取消
資格)

 ◤ 圖135.105年核定通過的田媽媽米國
學校餐廳，以經營大碗公飯為主

 ◤ 圖137.95年與在地業者共同研發與推出梅餅、洛
神餅、金針餅、刺蔥酥、柴魚酥及金針酥等6款臺
東區農特產月餅。

 ◤ 圖136.92年輔導臺東地區農會豐年家政推出文旦餅、翡翠餅、洛神餅、香椿餅、美
梅餅及養生餅等6款特色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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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結合在地烘焙業者，以臺東特色作物─小米、樹豆、臺灣藜、洛神

等為主要材料，舉辦「創新作物烘焙展示、品嘗與票選活動」，活動創新具吸

引力，提升業者使用在地食材之意願。

100年輔導東河鄉農會柑桔林家政班以柚子膜花飾品獲得「全國十大特色

家政班」冠軍，讓柚子除了食用外，也可以將欲廢棄之柚子膜，製作農村手工

藝品，進而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

102年輔導臺東地區農會馬蘭家政班以自然素材種子研發各式手工藝品，

獲得「全國十大特色家政班」冠軍，讓農村婦女運用靈巧雙手發揮創意，具文

創價值的手工藝品讓消費者愛不釋手。

 ◤ 圖138.95年與在地業者共同研發與推
出臺東區農特產月餅

 ◤ 圖139.99年結合在地烘焙業者，以臺
東特色作物主要材料，製作各式烘焙
點心

 ◤ 圖140~141.102年臺東地區農會馬蘭家政班以「種種有趣」，獲得「全國十大特色家
政班」冠軍(左)。102年輔導馬蘭家政班以銀葉樹種子製成名片夾，造型可愛，具商
品價值(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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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農村產業文化計畫

為縮小城鄉差距，均衡城鄉文化的發展，農委會稟持此一政策，於

79~100年間辦理農漁村文化發展計畫，每年縣內各鄉鎮(地區)農會舉辦各項文

化研習與活動，如池上鄉農會辦理地方農特產加工、關山鎮農會與成功鎮農會

辦理傳統手工藝編織、長濱鄉農會辦理原住民傳統服飾刺繡、鹿野地區農會辦

理茶藝文化與多元利用等。結合觀光與休閒輔導，農會辦理產業文化活動，有

關山鎮農會及東河鄉農會辦理賞梅、採梅之旅，池上鄉農會及關山鎮農會辦理

稻米產業文化，太麻里地區農會辦理金針山知性之旅，臺東地區農會辦理釋迦

產業文化活動，成功鎮農會辦理臍橙節活動，增進臺東地區觀光旅遊人潮，

塑造屬於自己的地方產業文化特色，確保農業的永續發展。推動農業產業文化

工作的最終目標，是期望凝聚鄉村居民的共識，共同保存地方產業及文化的特

色。並藉由各項文化活動的舉辦，提高農民精神生活品質並落實鄉土教育的紮

根。另方面藉由結合產業、社區、休閒與文化以促進產業的升級，並激起全民

愛鄉、愛土、愛咱的農產品的情懷。

 ◤ 圖142.89年鹿野鄉農村知性之旅  ◤ 圖143.89年鹿野鄉農村知性之旅採茶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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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44.89年關山鎮農會稻米產業文化
稻之祭活動

 ◤ 圖145.89年關山鎮農會稻米產業文化
稻之祭活動抓泥鰍比賽

 ◤ 圖146.90年池上米香油菜花之旅-參
加遊客親自下田採摘油菜花

 ◤ 圖147.90年與關山鎮農會辦理「關山
梅香饗宴」活動

 ◤ 圖148.90年關山鎮農會-關山梅香饗宴  ◤ 圖149.94年東河鄉農會舉辦美梅列車
採梅之旅民眾挑戰搶美梅活動，限時
拿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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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造農村聚落居民生活照護支援體系

90年輔導各鄉鎮農會執行工作內容，包含強化家政班功能、高齡者生活

改善、農村社區生活服務中心、有機廢棄物處理、義務指導員訓練等。於池

上鄉農會設置農村社區生活服務中心1處，志工約20人，提供農村居民諮詢服

務，協助訪視失能家庭。

2.輔導社區及部落發展在地料理與休閒產業

(1)	型塑臺東地區風味餐

A.	92年以在地農特產品為烹飪主題，舉辦「臺東區地方料理創意菜競賽」，邀

請縣內家政班班員(包含田媽媽)、餐飲業者、民宿業者參加，研發72道創意料

理，為發展地方特色料理，形塑在地餐飲特色。

B.	93年接續以「釋迦」及「柚子」為題，舉辦烹飪競賽，藉以提高地方農特產

品知名度。

 ◤ 圖150.成功鎮農會臍2009三仙台臍橙
節展售活動，臍橙切盤邀請遊客和民
眾品嘗。

 ◤ 圖151.2016成功鎮農會臍橙節暨臍橙
創意料理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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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3.	歷年臺東地區競賽

年度 競賽名稱

92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烹藝競賽

93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柚子、釋迦烹藝競賽

96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烹藝健康盒餐競賽

97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烹藝競賽-養生保健植物餐

98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經典美饌全國A	Bai風味餐競賽

99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臺東區原住民風味餐競賽

100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有機樂活餐競賽

101 臺東區發展地方料理臺東區社區/部落午茶擂臺賽

105 臺東區野餐盒競賽

 ◤ 圖152.93年柚子、釋迦烹藝競賽農委
會陳好臻技正(右2)蒞臨指導

 ◤ 圖153.93年柚子、釋迦烹藝競賽-冠
軍作品

 ◤ 圖154.93年柚子、釋迦烹藝競賽-柚
惑龍王評選創意菜

 ◤ 圖155.96年臺東區農特產健康盒餐競
賽陳文雄場長(中間)與冠軍隊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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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56.96年臺東區農特產健康盒餐競
賽陳文雄場長致詞

 ◤ 圖157.臺東區農特產健康盒餐競賽餐

 ◤ 圖158.97年臺東區養生保健植物餐競
賽

 ◤ 圖159.97年以保健植物為食材辦理「
養生保健植物餐競賽」

 ◤ 圖160.97年選手聆聽評審解析各組烹
調優缺點

 ◤ 圖161.97年關山田媽媽米香園班運用
自然食材不添加任何人工色素製作出
一道既美味又富創意的甜點，一致獲
評審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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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62.98年全國A Bai風味餐競賽黃㯖
昌場長(中間)與冠軍隊伍合影

 ◤ 圖163.98年全國A Bai風味餐競賽冠軍

 ◤ 圖164.98年臺東區原住民風味餐競賽
林學詩場長致詞

 ◤ 圖165.100年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賽
陳信言副場長(左2)頒獎情形

 ◤ 圖166.100年臺東區有機樂活餐競賽-
選手

 ◤ 圖167.101年臺東區社區/部落午茶擂
臺賽林學詩場長與冠軍隊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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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住民家政推廣

為使臺東地區農村原住民婦女能充分運用部落特色食材，於96~105年間

以臺東地區原生特色作物如洛神葵、小米、樹豆、臺灣藜、原生蔬菜為食材，

舉辦「臺東區健康盒餐」、「養生保健植物餐」、「全國A	 Bai風味餐」、「

原住民風味餐」、「臺東區有機樂活餐」、「臺東區社區/部落午茶」、「臺

東區野餐盒競賽」等系列研習與競賽，教導婦女學習認識在地食材及如何烹調

原住民風味料理，有助於強化地方產業特色及飲食文化，更能帶動臺東地區樂

活產業與休閒農業的發展。相關食譜已編印成冊提供地區旅遊、餐飲與民宿業

者參考運用。

 ◤ 圖168.101年臺東區社區/部落午茶擂
臺賽

 ◤ 圖169.105年以在地食材為主題辦理
「臺東區野餐盒競賽」

 ◤ 圖170.105年野餐盒競賽陳信言場長
頒獎情形

 ◤ 圖171.105年野餐盒競賽評審品評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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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74~182.92~105年本場出版一系列以在地食材為主題之食譜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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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以原住民常用作物小米作為主題，出版

「原住民族農耕文化巡禮-小米篇」技術專刊。

(3)	精緻農產品行銷與休閒農業

A. 開放日活動：本場透過開放日活動，結合在地農特產品行銷，為在地農特產

品做行銷與推廣。辦理內容除展示本場歷年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成果外，另

有多項農業DIY體驗與品嘗活動，每場次常常吸引逾千人熱情參與，深獲民眾

肯定。

 ▓ 表14. 歷年本場辦理開放日系列活動

年度 活動名稱

92 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開放參觀日活動

93 「文化、休閒、科技農業」臺東區農業成果展示及展售活動

94 「農業、健康、文化」臺東區農業成果展

95 農業成果展-現代神農創新猷活動

96 新農業運動-三力農業成果展

97 2008臺東農業科技嘉年華暨建場80週年慶

98 全國A	Bai風味餐競賽暨藝品展售－走過風災，關懷原民產業

99 樂活農業體驗趣─農業DIY、創新烘焙暨優質農產品展示（售）活動

 ◤ 圖181.103年「原住民族農耕文化巡禮-小米篇」技術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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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活動名稱

100 農業澎湃ㄧ百-健康、卓越、樂活創新局

101 農業藝起來-101年度臺東地區農業創藝展

104 產地餐桌在地好食

106 農好食光有夠讚

107 傳承90年，創新永續新農業

 ◤ 圖182.92年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開放
參觀日活動-黃明得場長致詞

 ◤ 圖183.92年試驗研究及推廣成果開放
參觀日活動-參觀民眾

 ◤ 圖184.93年「文化、休閒、科技農
業」臺東區農業成果展示及展售活動
頒獎情形

 ◤ 圖185.94年「農業、健康、文化」臺
東區農業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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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86.94年「農業、健康、文化」臺
東區農業成果展-黃明得場長主持開幕

 ◤ 圖187.95年農業成果展-現代神農創
新猷活動

 ◤ 圖188.96年新農業運動-三力農業成
果展

 ◤ 圖189.96年「新農業運動-三力農業成
果展」-保健植物在休閒農業上之應用
研討會

 ◤ 圖190.「2008臺東農業科技嘉年華暨
建場80週年慶」-陳文雄場長頒獎情
形

 ◤ 圖191.「2008臺東農業科技嘉年華暨
建場80週年慶」-陳文雄場長(中間)參
觀卑南椰林休閒農場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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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192.98年「全國A Bai風味競賽暨
藝品展售」-黃㯖昌場長與貴賓分切A 
Bai長龍分享研發成果

 ◤ 圖193.98年「全國A Bai風味競賽暨
藝品展售」原住民雙人歌唱團體-北原
山貓歌唱表演

 ◤ 圖194.100年「農業澎湃ㄧ百-健康、
卓越、樂活創新局」-林學詩場長主持
開幕情形

 ◤ 圖195.100年「農業澎湃ㄧ百-健康、
卓越、樂活創新局」參與民眾踴躍

 ◤ 圖196.農業藝起來-101年度臺東地區
農業創藝展-林學詩場長主持開幕情形

 ◤ 圖197.農業藝起來-101年度臺東地區
農業創藝展-林學詩場長與來賓頒獎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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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因應臺東地區休閒農業與樂活產業蓬勃發展，陸續出版相關刊物供參。100年

規劃「臺東六大休閒農業區」及「樂活農業體驗趣」提供給遊客與休閒農業

區業者參考運用。102年以在地有機農業旅遊主題，出版「有機樂活米鄉紀行

~臺東池上」技術專刊，同年以自然素材如種子、果實及植物纖維等為主題，

彙編在地家政班媽媽們的手工藝創意擺飾，以利於休閒農業區業者推廣及運

用。

 ◤ 圖198.104年「產地餐桌在地好食」
開放日活動-陳信言場長主持開幕情形

 ◤ 圖199.104年「產地餐桌在地好食」
開放日活動-民眾踴躍參與手工巧藝
DIY活動

 ◤ 圖200.106年「農好食光有夠讚」開
放日活動-陳信言場長主持開幕情形

 ◤ 圖201.106年「農好食光有夠讚」開
放日活動-太麻里大王國小陶笛隊演奏
「月亮代表我的心」曲目，演出獲得
民眾熱情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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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202.102年出版「有機樂活米鄉紀
行~臺東池上」專刊

 ◤ 圖203.100年出版「臺東六大休閒農
業區」

 ◤ 圖 2 0 4 . 1 0 0 年 出 版 「 樂 活 農 業 體 驗
趣」

 ◤ 圖205.102年出版「農業素材手工藝
創意加值」

 ◤ 圖206.105年出版「產地餐桌綠遊趣~
縱谷篇」專刊

 ◤ 圖207.106年出版「產地餐桌綠遊趣~
海岸篇」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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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策畫「產地餐桌」為農業旅遊主題：105~107年結合食農教育以產地餐桌作為

農業遊程主題，規劃採由點至線，出版「產地餐桌綠遊趣~縱谷篇」、「產地

餐桌綠遊趣~海岸篇」、「產地餐桌綠遊趣~南迴篇」等技術專刊，均以在地

農民與餐飲業者為主角，讓遊客能透過專書按圖索驥，到產地拜訪農民，讓

消費者了解栽培與生產過程，進而吃得安心與健康。

(三)	農業推廣研究

從84~106年，農業推廣服務除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及輔導，協助農民產業上

的需求外，本場亦積極因應各階段產業變化而有不同研究方向：

1.	番荔枝、蝴蝶蘭產業研究

番荔枝產業在臺東地區是十分重要的產業，針對農民進行經營情形、加工程

序方法研究、產銷結構規劃及資訊系統運用等研究，藉此改善農民於產業經營上

所遇到之困境，提升農民收益，增加產業競爭力。

(1)	關稅暨貿易協定(GATT)對農產業之影響及因應對策

A.	蝴蝶蘭

85年為探討蝴蝶蘭產業對於GATT之調適及因應策略，透過訪問蘭農之

後，發現加入GATT使業者擴大經營規模及加速邁進企業化，產銷班亦採取因

應對策。於生產經營方面，加強分級包裝提高品質、採自動化管理、資材共

同採購及產品共同運銷等；於政府補助方面，加強輔導生產資材及機械化相

關之補助，以降低生產成本；於資訊方面，加強產銷資訊網絡之建立及行銷

管道，刺激市場之需求。

B. 番荔枝

85年為探討番荔枝果農對於GATT之調適及因應策略，針對臺東地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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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番荔枝之果農，逢機選取137人進行問卷訪問調查，結果顯示番荔枝為果樹

產業中較具競爭力之產業，然進口水果種類增加亦會影響消費者之選擇，所

因應對策為提升品質及加強分級包裝、降低生產成本；政府補助方面則由生

產資材及機械化為大宗；資訊方面則注重市場資訊之提供及完善行銷網路建

立。

(2)	番荔枝果實分級制度及包裝方法之研究

85~89年針對番荔枝果實分級制度及包裝進行研究，當時番荔枝分級標準

尚無經國家訂定，多由地區農會或產銷班自行訂定。為提升產品售價，增加農

民收入，及建立商品信譽，降低交易糾紛，進行果實分級包裝銷售。果實分級

分成整齊及畸形外觀兩種，利用果實細小鱗目數量作為基準，超過10以上歸

類為畸形果。同時也利用果重進行分級。包裝方法改為分級平底之包裝法，採

用透明蓋包裝較受消費者喜愛，且特級以上產品以每箱20斤左右較符合市場需

求。

(3)	番荔枝產銷結構規劃

87年根據番荔枝產業進行評估及規劃，結果顯示番荔枝為高經濟價值作

物，但屬較低消費量之水果。分級清楚之包裝型態以及單層或雙層的小包裝禮

盒頗受都會地區歡迎。銷售方面則由直銷為主要努力目標，品種以粗鱗種及軟

枝種銷售為主，然鳳梨釋迦有逐步增加之趨勢。總結番荔枝漸成為高所得消費

者喜好之水果，維持高產品品質及良好分級包裝為未來努力方向。

(4)	蝴蝶蘭產銷之研究

89年針對蝴蝶蘭產業進行研究，蝴蝶蘭為受WTO影響較小之產業，然因

雇工費用造成之成本偏高，亦會造成一定衝擊，於北中南等都會地區消費者為

調查對象，結果發現蝴蝶蘭價格常受季節性影響，盆花從6月價格開始上漲至

年底，春節後逐漸降低。臺灣蘭花銷售情形，切花以石斛蘭銷售量為最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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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從泰國進口，國產切花以蝴蝶蘭最多，外銷亦是。

(5)	番荔枝產銷班經營探討

90及92年針對本區番荔枝產銷班共77班進行問卷調查，臺東地區栽培面

積達4800公頃以上，而產銷班分屬四個農民團體輔導，以臺東地區農會輔導

所占面積最多，生產以個別生產及消費導向為主，行銷以共同運銷及統一品牌

為主，臺東地區農會所屬產銷班大多有共同之集貨場，其他鄉鎮大多無班集貨

場所。另外市場資訊之取得為較弱之一環，故之後為各級輔導單位較需重點項

目。班主要需求已輔導購置分級機為最迫切。

(6)	鳳梨釋迦產銷之研究

95年針對本區鳳梨釋迦，探討有關國外及國內產銷概況及調查運銷通

路、消費行為。結果顯示臺東縣鳳梨釋迦於國內栽培面及產量最高，國內產銷

以農民送至行口轉售比率最高，直銷可作為未來努力目標。分級為控制品質重

要的基準，根據消費者習性，小包裝品質為佳，可吸引高收入客群，另發展外

銷是突破番荔枝產銷困境的方法，最後採共同運銷控制貨源及品質是鳳梨釋迦

產銷最優良的方法。

2.休閒農業相關研究

90年以後逐漸增加休閒農業、地方特色產業等研究主題，因應國人旅遊需

求，進行臺東地區自然景點及農特產品等資源、產業經營模式管理及農會轉型休

閒農業等相關研究。

(1)	景點及農產品資源整合

90年起開始於臺東各地區調查各社區聚落之人力、文化、產業、土地資

源，整合當地自然農業資源並結合當地農特產品，增進農民對鄉土產業文化之

認同，進而促進農村整體發展並提高遊客來玩意願。同時也整合社區資源，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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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盤點地區性的農村文化及景觀特色，建構獨特的休閒農業旅遊路線，活化農

村，以達永續發展目的。除增加當地工作機會，提升能見度，亦促進臺東縣觀

光產業發展。

 ▓ 表15. 盤點90~103年臺東地區自然景觀、農特產品及部落文化資源表

年份 地區

90
金峰鄉嘉蘭休閒農業區

關山鎮、海端鄉之農特產品

91 太麻里鄉大王村金針山

92 鹿野鄉龍田高臺

94
長濱鄉長光社區、成功鎮重安社區、東河鄉興昌社區、卑南鄉泰安社區及利嘉社

區、池上鄉萬安社區、鹿野鄉龍田社區

97 成功縣濱海鄉鎮地區

100 池上米鄉休閒農業區

101 鹿野鄉永安村

102 卑南鄉東興村達魯瑪克部落、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之部落文化

103

長濱鄉永福社區、鹿野鄉永安社區、太麻里鄉香蘭社區、東河鄉北源社區、關山

鎮新埔社區、海端鄉崁頂社區、太麻里鄉多良社區、大武鄉南興社區之部落廚房

特色風味餐、東河鄉泰源地區

(2)	經營管理策略

96~101年間根據不同地區之休閒資源及各地區管理策略模式進行調查，

縱谷區如關山、池上及鹿野永安皆有優異的自然資源及產業，建議調整組織架

構及整合套裝旅遊行程，能有更進一步發展；針對大武鄉山豬窟個案為研究對

象，提出以地方資源為基礎之未來休閒農業遊憩發展的方向與策略；卑南鄉高

頂山休閒農業區調查則以問卷調查及深入訪談形式分析，研擬出發展策略供參

考，結果顯示健全的組織型態及居民共同認知為最主要的因素；以池上米鄉休

閒農業區為研究對象則建議以居民之發展意圖作為基礎，共同參與政策制定；

以關山鎮親水休閒農業區調查結果為整合各項休閒農業資源及運用創新方法結

合周邊設施為發展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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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會轉型休閒農業效益研究

94~97年進行針對農會角色調整轉型成經濟休閒農業的研究，每年根據不

同農會進行調查，評估各農會資源條件，加強資源整合與定位，並與業者存在

良好合作關係，多數業者對於農會經營休閒農業持正面態度，並認同農會轉介

遊客及協助介紹景點之角色。

 ▓ 表16. 94~97年臺東地區各農會轉型情形

年份 農會

94 太麻里地區農會-日昇之鄉會館

95 關山鎮農會-米國學校休閒農業旅遊中心

96 臺東縣農會-東遊季溫泉渡假村

97 鹿野鄉農會-鹿鳴溫泉酒店村

3.生產履歷制度研究

93年起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施政主軸，進行農產品生產履歷制度之研究，

透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農民皆由基層農會得知相關政策的推動，諮詢也多向農

會洽詢，對於相關推廣教育訓練的意願性佔七成以上，且多數農民對產銷履歷有

一定程度了解並具期待性。大多農民及消費者對於經驗證的產銷履歷農產品在食

用安全、品質及信任度有八成的認同，若法律執行面可確實落實，在推動產銷履

歷會有正面的進展，對於農民收益及消費者對產品的支持亦有利。

4.	農村婦女終身學習

95~101年間進行農村婦女終身學習主題之研究，調查臺東地區農村婦女於農

業貢獻度及影響其終身學習、生活素質之因素，在終身學習方面，課程內容及時

間為顯著影響，生活技能相關課程，皆可提升農村婦女及原住民農村婦女參加意

願，而一般農村婦女則以3天內的學習時間為佳，此研究結果可供未來規劃課程

之參考。推廣教育對農村婦女生活素質之影響，結果則顯示生活規劃及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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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標的選定對於提升個人或家庭的生活素質有代表性，有助於擬定相關課程之

重點方向。

5.	農民訓練學習成效

103~106年則以青年農民及人力活化為主題探討，針對農民學院學員學習成

效及結業後於農業之現況分析，學員們對於生產管理及栽培技術等課程認同感

高，惟對於資訊技術運用及網路行銷等能力稍嫌不足，未來可納入課程。另普

遍反應無法順利投入農業生產工作主因，為耕地取得不易及人力支援不足等，

也提供施政方面的參考。人力活化的部分，亦針對臺東地區番荔枝產業調查，建

置臺東地區完善農業人力所應具之職能基準，並結合相關需求，分析勞動力引進

之利弊及可行性評估。有鑑於人口老化為嚴重問題，應考量如何提升年輕人從農

意願，以充實人力來源；另引進農業外勞是解決方法之一，但需建立完整配套措

施，避免排擠本國勞力。

(四)	視聽傳播及資訊服務

為辦理本場資訊業務之推動，包含資料庫之規劃，建置與維運事項，網

頁資訊維護及更新，資訊系統維護及場區資訊安全等相關事項，本場成立資訊

室，重要成果如下：

1.視聽媒體傳播

84~89年為傳統媒體傳播興盛時期，此時多以教學錄影帶及電視播放宣導影

片方式，將轄區重要農業成果、推廣活動、農特產產銷動態及產銷班運作等傳播

給農會、農民及一般民眾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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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17.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歷年錄製教學錄影帶及宣導影片列表

年份 教學錄影帶 五分鐘電視宣導影片

84 臺東區農特產發展

1.83年全省十大傑出專業農民-傅錦福

2.本土性保健植物之保存與繁殖

3.本土性保健作物之開發利用

4.臺東區高接梨產銷

5.新型自走式鼓風噴霧車

6.臺東區梅子產銷

7.波蘿蜜食用法

8.臺東區番荔枝產銷

9.臺東區百香果產銷

10.蘭嶼蝴蝶蘭復育作業

11.蘭嶼鄉農業技術改進計畫成果-雜糧

12.蘭嶼鄉農業技術改進計畫成果-園藝作物

13.養豬廢水處裡

14.臺東區雜糧生產改進計畫成果及雜糧食品品嚐會

15.本場作物改良課業務成果介紹

16.本場作物環境課業務成果介紹

17.本場斑鳩分場業務成果介紹

18.池上牧野休閒農場業務成果介紹

85

番荔枝果園管理機

械之開發利用、番

荔枝產期調節

1.東河文旦柚產銷

2.臺東縣八十四年番荔枝果品評鑑及品嚐活動

3.太麻里金針產銷

4.番荔枝產期調節

5.番荔枝省工經營

6.東河大白柚產銷

7.臺東番荔枝產銷

8.蘭嶼原生蝴蝶蘭復育計畫

9.蘭嶼鄉農業技術改進示範計畫-園藝作物成果

10.蘭嶼鄉農業技術改進示範計畫-雜糧作物成果

11.臺東的早春枇杷

12.全省十大績優產銷班-臺東縣卑南鄉頂岩灣高接梨產銷班運作

13.美蘭休閒農業規劃區介紹

14.新開發的小米加工食品-雪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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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教學錄影帶 五分鐘電視宣導影片

86

番荔枝果園管理機

械之開發利用、番

荔枝產期調節

1.東河文旦柚產銷

2.臺東縣八十五年番荔枝果品評鑑及品嘗活動

3.太麻里金針產銷

4.番荔枝產期調節

5.番荔枝省工經營

6.東河大白柚產銷

7.臺東的早春枇杷

8.新開發的小米加工食品-雪花片

87

原生保健植物之開

發與利用、臺東枇

杷病蟲害防治

1.發展臺東區少量多樣化之農特產品

2.輔導有機良質米產銷班之經營

3.自走乘坐式割草機

4.臺東區有機良質米集團栽培成果觀摩

5.臺東區早春枇杷

6.裡作稻田變花海

7.枇杷病蟲害防治

8.保健食品之聖品-梅子

9.原生保健植物之認識與保育

10.水蜜桃有機栽培

11.大原蔬菜產銷班之成功運作

12.全省十大傑出農村青年-張芳連

13.臺東區提升婦女營農能力成果

14.蘭嶼原生蝴蝶蘭的復育

15.金針菜軟化栽培

88
青梅採收機、軟化

金針菜栽培

1.洛神花快速去子機

2.掩埋稻草增進肥力

3.番荔枝機械分級

4.品嘗高品質之臺東華盛頓臍橙

5.搶先一步上市之臺東早春枇杷

6.番荔枝有機深層施肥

7.輕便實用之果園中耕施肥機

8.關山米鄉單車自由行

9.花香、果香共賞之臺東晚崙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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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教學錄影帶 五分鐘電視宣導影片

10.青梅採收機

11.青梅去雜分級一貫作業機械化

12.全省十大傑出農家婦女阮碧珠

13.軟化金針菜

14.中國母親花-金針花

15.臺東縱谷平原的良質米

89
鳳梨釋迦、花東縱

谷米鄉之旅

產銷技術:

番荔枝省工經營

太麻里金針產銷

生態旅遊9部

2.發行刊物

本場亦同時發行臺東場相關刊物，提供民眾、學生或農友參考及運用。																																																																																																																																									

(1)	研究彙報(76年發行)為傳遞本場研究人員相關研究試驗成果之正式期刊，每年

發行一次。

(2)	臺東場年報(80年發行)，每年發行一次，主要展示每年重要研發成果及活動展

示。

(3)	臺東區農業專訊(81年發行)，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主要發布本場農業資訊

及新聞活動

(4)	農情月刊(89年發行)，每個月發行一次，主要發布本場即時資訊及當期新聞活

動。

(5)	技術專刊(96年發行)，不定時發行。

(6)	農技報導(100年發行)，不定時發行，主要內容為農業栽培管理、防治技術、

農產品加工食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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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208.研究彙報封面照  ◤ 圖209.臺東場年報封面照

 ◤ 圖210.臺東區農業專訊封面照  ◤ 圖211.農情月刊封面照

 ◤ 圖212.技術專刊封面照  ◤ 圖213.農技報導封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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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業主題館

行政院農委會與各試驗單位及農業改良場建置農業知識入口網，藉此落實傳

遞知識及有效管理，並依據臺東縣農產業特性，96年起陸續建置農業主題館，提

供農民、研究人員、農業推廣及行政人員參考及運用。以下羅列本場所建置之主

題館：

(1)	釋迦主題館，於96年建置，主要提供原產地、品種介紹、栽培技術、災害防

範、產業及行銷等資訊。

(2)	香藥草(保健植物)主題館，於96年建置，主要提供保健及香草藥作物繁殖技術

及應用等消息。

(3)	洛神葵主題館，於98年建置，主要提供原產地、品種品系介紹、栽培管理及採

收、作物特性及加工產品介紹等資訊。

(4)	金針主題館，於97年建置，主要提供作物原產地、品種介紹、栽培管理、料理

及消費相關等資訊。

(5)	小米及臺灣藜主題館，於100年建置，主要提供作物型態特性與品種介紹、栽

培管理須知、加工產品及相關刊物等資訊。

 ◤ 圖214.釋迦主題館網站首頁照  ◤ 圖215.香藥草(保健植物)網站首頁照

 ◤ 圖216.洛神葵主題館網站首頁照  ◤ 圖217.金針主題館網站首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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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路資訊化服務

因應網路時代來臨，自86年起陸續將本場農業資訊傳至網路系統，本場官方

網站於96年啟用，103年起每年1月及7月定期進行網站維護更新，提供民眾最新

相關資訊及服務，並設立「便民服務」專區，主動且迅速解決農民與民眾之疑難

問題。並建置本場相關社群媒體提供給民眾，使其能更方便容易獲取農業新知及

本場訊息。以下為本場已建置之社群。

(1)	臉書粉絲專頁於103年建置，提供本場活動相關資訊、病蟲害與天災防範新

聞，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相關政策宣導訊息。

(2)	Youtube於103年加入，提供本場農業試驗研究及成果示範推廣，藉以落實創新

農業科技知能之實施，發展臺東地區農業。

(3)	Flickr相簿於103年加入，主要上傳本場活動相關照片花絮供民眾瀏覽。

(4)	LINE@生活圈於107年建置，透過讓民眾加入好友的方式，獲取本場活動相關

資訊、病蟲害與天災防範新聞，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相關政策宣導訊息。

5.資訊安全教育

為提升本場同仁對於資訊安全之觀念，及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認識，每年辦

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養成良好的資安及電腦使用習慣，降低資安風險，提升對

於個人資料維護管理及專責人員之能力。

 ◤ 圖218.小米及臺灣藜主題館網站首頁照



第肆篇‧主要業務與研發成果

page 209

 ▓ 表18. 歷年資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年份 辦理課程

100 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101
個人資料保護法概述、農業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應用課程、資訊安全教育訓練2場

次、Apple系列智慧行動數據載具平臺簡報展示及雲端儲存管理技巧初階教育訓練

102 國際農業數位知識交流網絡平臺教育訓練、資訊安全教育訓練2場次

103
新版國際農業數位知識交流網絡平臺教育訓練、年度農業資通訊發展主軸說明會、資

訊安全教育訓練2場次

104
農業行動化平臺推廣說明會、國際農業數位知識交流網絡平臺系統教育訓練、資訊安

全教育訓練2場次

105 國際農業數位知識交流網絡平臺、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106 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