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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 

農業推廣教育訓練 

一、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為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農民所產生之衝擊，積極培育具備

國際觀及現代化經營管理與科技應用能力之優秀農民，以培植優質農業人

力資源，強化我國農業競爭力。 

於 96 年 7 月 23 至 27 日辦理「保健植物之栽培與加工利用進階班」1

班，計 31 人參加，主要課程包括台灣保健植物之開發與展望、適合台灣栽

培之香草植物種類與應用、藥膳保健之運用、利用紅麴研發保健產品與實

作等共 17 種課程及觀摩研習。 

於 96 年 8 月 21 至 23 日辦理「休閒農業經營行銷訓練班」1 班，計 29

人參加，主要課程包括行銷理念與技巧、休閒農業創新行銷策略、休閒農

業的市場需求與遊客消費行為分析、電子商務在休閒農業之應用等共 10 種

課程。 

於 96 年 10 月 02 至 04 日辦理「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技術班」1 班，計

34 人參加，主要課程包括花蓮地區之土壤經營管理、土壤肥力檢定與地力

增進技術、作物營養與診斷技術、堆肥製作與實習等共 10 種課程及觀摩研

習。 

於 96 年 11 月 19 至 23 日辦理「有機農業經營與管理訓練班」1 班，計

26 人參加，主要課程包括東部有機農業之發展與願景、有機農業生產環境

建構與維護、有機農產品通路概況與行銷策略、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與輔

導等共 18 種課程及觀摩研習。 

 

二、推動農民終身學習設置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依據本場農業研發之核心專長，設置農業區域教學中心，作為轄區農

業人力培育及推廣之據點，落實推動農民終身學習目標。本年度完成農業

推廣訓練中心資訊設備共 1 項，並辦理核心資源教育訓練「花蓮區蔬菜有

機栽培管理進階班」及「花蓮區休閒農業經營管理進階班」共 2 班，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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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共計 80 人。製作數位教材－有機栽培概論及有機液肥與堆肥製作技術

各乙套。另農委會為推動數位學習委請臺灣知識庫於本場辦理「農業導入

數位學習－數位人才能力提升訓練」，計有本場同仁 33 位參訓。 

 

三、四健推廣教育 

（一）輔導宜蘭縣 10 個重點鄉鎮農會（蘇澳地區、三星地區、冬山鄉、五

結鄉、羅東鎮、壯圍鄉、宜蘭市、員山鄉、礁溪鄉、頭城鎮），花蓮

縣 7 個重點鄉鎮農會（新秀地區、花蓮市、壽豐鄉、鳳榮地區、光豐

地區、玉溪地區、富里鄉），辦理四健推廣教育工作。 

（二）輔導轄區農會參加農村四健推廣教育優良單位選拔，96 年宜蘭縣農會

獲頒一等獎，基層農會礁溪鄉、蘇澳地區農會、新秀地區獲頒一等獎，

頭城鎮、五結鄉、三星鄉獲頒二等獎，員山鄉、冬山鄉、羅東鎮、壯

圍鄉獲頒三等獎，新秀地區、壯圍鄉獲頒十大作業組獎勵。 
 

四、十大經典神農表揚選拔 

為落實「新農業運動」，強化農業「人之行銷」，建構「活力農民」，提

升農業人力素質及農民社經地位，推動農民觀念革新，為台灣農業注入新

的活力，辦理十大經典神農選拔活動。輔導宜蘭市養蜂產銷班第一班黃東

明班長榮獲 2007 年十大經典神農之殊榮，玉里鎮稻米（有機米）產銷班第

一班曾文珍先生當選模範農民。 

 

五、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 

為積極落實推動新農業運動之漂鳥計畫，吸引青年體驗認識農業進而

築巢留農，並加入農業經營行列成為生力軍，於 96 年 4 月至 11 月共辦理 8

梯次 3 天 2 夜的農業漂鳥體驗畫眉營隊，計有 160 位來自全省各地 18 歲至

35 歲之年青朋友參加。在 3 天 2 夜的農業體驗漂鳥營隊活動中，宜蘭縣梯

次於勝洋休閒農場、庄腳所在休閒農場、綠園有機農場、玉露茶園、蘭陽

盆花運銷合作社、宜農牧羊場等 6 處，花蓮縣梯次於志學農場、兆豐休閒

農場、欣綠農園、嘉茗茶園、立川漁場及鬱金香花園等 6 處，安排設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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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有關有機農業、畜牧、果樹、休閒農業、茶葉、水產養殖及花卉產業

的體驗學習課程，並藉由實際參與農業操作之體驗活動，讓參加營隊的青

年朋友認同喜愛本土農業。另於 96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7 日針對已完成農業

漂鳥體驗營之學員，辦理 1 梯次 3 天 2 夜的漂鳥築巢營之訓練活動，課程

以休閒農業經營管理為主，提升學員對休閒產業專業知識之認知。 

參加漂鳥體驗營學員結訓前的問卷調查乃是畫眉營活動品質提升及未

來改善設計的重要參考指標，八梯次 160 位學員的問卷調查經彙整統計分

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 

參加的 160 位學員中男性佔 73 位，女性 87 位，年齡分布在 31-35

歲者 94 位最多。學員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 126 位佔多數，其次為

研究所 18 位。參訓學員目前的職業共有 22 類別，其中以服務業 56

位最多。 

（二）活動滿意度： 

1.學員參加完體驗營之後，有 96.8％的學員表示很有興趣投入農林漁

牧產業，而參加漂鳥營後希望獲得協助是實習及參加專業農民訓練

課程。 

2.學員對體驗營活動安排的課程滿意度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者平均

達 99%，在課程安排及在體驗營活動服務方面對工作人員態度及整

體活動氣氛方面，受到學員一致最高的評價，有 100％的學員表示

滿意及非常滿意。而場地設施方面，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平均達

98.9％，另食宿方面，有 99％的學員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 

3.學員對體驗活動安排滿意度方面，以茶葉體驗最高，表示喜歡及非

常喜歡者佔 99.3％。其次依序為休閒農業佔 99％。規劃課程瞭解

程度方面，有 98.7％的學員表示同意在農村生活體驗學到非常多，

農業經營經驗分享次之佔 98％；有 96.2％的學員表示體驗後學習

到更多的農業生產與技術。 

 

六、新農業運動園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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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農業經營人才，針對 35 歲以上對農業經營有興趣，但未曾經營

農業者之人士辦理園丁訓練，透過農業產業概況介紹，使其瞭解產業發展

機會及潛力，以引進農業新血與新觀念。本場 96 年度「園丁計畫」共辦理

3 梯次 5 天 4 夜的訓練，每梯次 30 人結訓學員共計 90 人，課程設計內容以

提供農業主要產業之整體概況及發展潛力介紹，以利學員衡量自身條件，

選擇從事經營之產業，內容包括通識課程 4 小時，產業介紹與現場研習 20

小時，產銷班觀摩 8 小時，成功農民經驗分享 8 小時，綜合座談 2 小時，

總計 42 小時。 

 

七、新農業運動深耕計畫 

為協助現有從事農業經營之農民，加速養成現代化經營管理技能，提

升農業經營效率，促進農業經營企業化，本場 96 年度「深耕計畫」共辦理

為 8 場次，其中辦理經營管理初級班 4 場次及經營管理專職班 4 場次。有

關經營管理初級班部分，於花蓮縣及宜蘭縣分別辦理蔬菜經營管理初級班

及果樹經營管理初級班各 2 場次。經營管理專職班部分則分別就產業別辦

理有機農產品經營管理專職班 2 場次，花蓮縣及宜蘭縣各 1 場次。休閒農

業經營管理專職班 1 場次、保健作物經營管理專職班 1 場次，總計強化 298

位農民農企業經營理念與策略手法，以提升轄區農民經營管理知能及產業

競爭力。 

 

八、花蓮區農業經營者對產銷履歷制度之認知、接受度及執行成效意見調查之

研究 

本研究係針對宜蘭縣農業經營者進行調查，瞭解對產銷履歷制度之態

度、認知及接受度，另對已採用產銷履歷制度者進行成效意見調查。調查

有效問卷 303 份，其中尚未實施者有 200 份，已實施者有 103 份。調查發

現，僅有 31％未實施產銷履歷之生產者願意參與產銷履歷輔導，主因以配

合政府政策最高達 16.96％，迎合市場消費趨勢次之有 15.63％，另對經費

補助、品牌行銷、運銷方面、生產者輔導與驗證申請協助、電腦及周邊設

施等 5 項協助認為最需要；有 36.90％已實施者表示 TGAP 的標準過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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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政機關輔導或協助的措施或項目以經費補助、品牌行銷、病蟲害防治、

生產栽培技術、電腦及周邊設施等 5 項之需求較高。結果顯示，未實施產

銷履歷之生產者對產銷履歷的接受度與認知度偏低，應加強產銷履歷宣導

教育訓練及相關配套輔導措施；另本年度規劃實施之生產者經積極推動輔

導後已有相當成效，但仍有部份須依受訪者之反應意見適當調整與輔導，

方能使政策達到效益。 

 

九、花蓮區消費者對有機及吉園圃農產品信賴度與滿意度之研究 

本計畫係針對有機與吉園圃農產品，消費者對其驗證的信賴度及食用

該類農產品之滿意度進行調查研究，共完成 407 份有效調查問卷，其中曾

購買者有 239 位，而未曾購買者有 168 位。曾購買者調查結果顯示：購買

種類以蔬菜類為多數。購買方式以在生鮮超市或大賣場最多，而最主要的

購買原因是安全衛生。會相信所購買的安全農產品絕對安全可靠乃因為信

任驗證或把關單位，並以兩～三天購買一次安全農產品居多，而每一次購

買的消費價格平均以 201～300 元最多。未曾購買者調查結果顯示：未購買

的主要原因是價格太高，且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只可接受安全農產品高出 3

成以內的價格，並認為安全農產品必須在確實安全方面改進後，才願意購

買。故由本計畫之問卷調查顯示，安全農產品於消費者心目中，在品質、

外觀、穩定性及安全性仍須持續加強與提升，在價格及價值感方面則有待

改善及檢討的空間，另對安全農產品在消費者的認知及宣導行銷上，政府

輔導單位責無旁貸須更加努力。 

 

 

農業經營管理 

一、推動本區農業產銷班之整合、組訓及輔導 

（一）輔導辦理蔬菜、果樹（水果）、花卉、雜糧、稻米、有機農產品、香

草、毛豬、肉雞、蛋雞、乳牛、羊、鴨、鵝、蜂、特用作物、菇、養

殖水產品、休閒農業等產業之產銷班整合工作，96 年度共計輔導整合

花蓮縣 188 班、宜蘭縣 209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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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加強本場地區及農民團體聯絡人員隨時與縣政府、公所、農會及產

銷班幹部保持聯繫，參與產銷班班會，以瞭解及掌握地區之植物疫

情、天然災害訊息，公所、農會相關業務與活動之資訊，產銷班業務

及需求反應，於每月填寫「地區及農民團體聯絡人員工作月報表」，

並依相關規定提報。 

（三）為確實掌握轄區重要產業即時產銷資訊，就水稻、雜糧、蔬菜、果樹、

花卉之產業，派任專門技術人員收集，以下列方式提供相關資訊。 

1.以電話或訪問方式，隨時調查農作物產銷資訊之情況並建立資料。 

2.每月填寫「花蓮區農作物產銷資訊月報表」，並依相關規定提報。 

（四）輔導宜蘭縣與花蓮縣「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營造優質農業環境」計畫

之研提、審查工作，配合中央及縣府共同辦理，總計補助宜蘭縣三星

地區農會及農業產銷班共 305 萬元、花蓮縣花蓮市農會、壽豐鄉農會

及各農業產銷班分別 153 萬元及 126 萬元，改善基本生產環境及產銷

設施，以輔導產銷一元化，降低生產成本建立具有特色、高度競爭力

的優勢產業。 

（五）96 年推動農業經營企業化營造優質農業環境（中衛體系）計畫，本場

轄區三星地區農會獲得農委會審查通過為責任輔導點，由本場經營管

理顧問專家及中國生產力中心專業顧問團隊，針對三星地區農會農企

業組織核心產業進行盤點，積極輔導該農會轄區上將梨、蔥、銀柳、

茶等核心產業，建立產業價值鏈提升農產品品質，訂定衛星廠與中心

廠的品管流程及行銷策略，建立完整的中心衛星供應鏈體系。 

 

二、全國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及優良農業產銷班表揚 

為強化農業產銷班運作功能與企業化經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全

國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選拔，將其成功經驗與事蹟，做為所有產銷班經營

農業之借鏡，進而提高台灣農業整體競爭力。選拔工作係透過鄉鎮、縣市、

區域和全國等 4 階段進行評選，由全國 6 千多個產銷班中選出 30 個班參加

全國性評選，再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聘請學者、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以

嚴謹、公正、公平方式評選出全國十大經典農業產銷班及 20 班優良農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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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班。96 年度本場轄區輔導之花蓮縣玉里鎮文旦產銷班第 1 班榮獲全國十

大經典農業產銷班，花蓮縣鳳林鎮蔬菜產銷班第 7 班榮獲優良農業產銷班。 

 

三、羅山有機村之推動及輔導 

發展有機農業、推動農業生態旅遊、加強休閒農業輔導項目，是我國

目前農業重要的議題。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於民國 91 年起在花蓮縣富里鄉羅

山村進行有機村可行性之調查評估及有機產銷制度的探討，羅山村位於東

部海岸山脈的西麓，土壤肥沃，水源獨立且純淨，無任何工業的污染，具

有全面發展有機農業的潛力，並經過在地的行政、農業機構及村民的認同

與努力，建構了全國第一個有機農業村。本年度於「東部永續花東縱谷優

質農業推動方案計畫」的工作項目之執行營造富里羅山有機村計畫，成果

如下： 

（一）地產地銷有機產業之輔導 

1.活化休耕農地－配合中草藥示範及栽培經濟作物與利用，輔導 5 個

農戶種植仙草、地瓜、枸杞、黃豆、豇豆、杭菊，共 34.1760 公頃。 

2.落實加強零級和初級有機產業教育輔導－協助輔導有機米第四班

（33 戶）、有機桂竹 10 公頃、家禽類（放山鷄）有機產銷履歷資料

之建構，增加及擴大農畜產品有機驗證，確保生產和管理過程有機

化。 

3.輔導完成 10 品項二級產品的檢驗及成份分析作業，提升產品價值

及公信力。 

4.輔導有機大豆 1 公頃之生產及加工。 

5.開發推出代表羅山有機村地方性的伴手禮有機米香、有機糙米麩、

火山豆腐等 3 品項。 

（二）羅山有機村休閒產業輔導 

1.結合花海活動辦理有機農村市集的慶典活動一場次，透過 15 個農

民市集攤位、有機美食料理及農村技藝展演，吸引遊客，促進休閒

產業發展及農民收益。 

2.舉辦產品包裝設計比賽，提升有機農產品形象及商品力，促進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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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伴手禮之購買力。 

（三）人力培育輔導 

舉辦有機生活各種不同專業課程之研習活動共 20 場次，包括家

庭廢棄物的處理、資源再利用、地方美食料理、伴手禮設計、種植有

機作物、中草藥與雜糧等。 

 

四、推動區內農業策略聯盟 

（一）為落實推動轄區「蘭花文旦策略聯盟」輔導工作，本場成立文旦策略

聯盟推動輔導小組，依研究人員之專業分工，負責文旦產業策略聯盟

之推動及業務輔導工作。 

（二）輔導轄區「蘭花文旦策略聯盟」各項業務之推動，辦理 4 場次講習訓

練，提升栽培管理技術；強化分級包裝管理及品質檢測機制作業，於

花蓮縣瑞穗鄉及宜蘭縣冬山鄉舉辦文旦品質評鑑活動以建立聯盟優

質品牌的形象；結合產業文化及休閒旅遊，於花蓮縣瑞穗、玉里及宜

蘭縣冬山等鄉鎮舉辦柚花季及柚樹認養系列活動以延長行銷週期並

創造文旦之附加價值。 

（三）輔導「台灣文旦聯盟」成為整合台灣主要文旦產區之 8 縣市 34 個鄉

鎮市農會的全國性產業聯盟組織；文旦銷售期於大台北地區舉辦記者

發表會，透過新聞、報章雜誌、電視台及電台之各項媒介，建立聯盟

品牌知名度及市場區隔化；另為提供更佳之客戶服務及加工產品行

銷，中秋節前於大台北地區舉辦 2007 台灣文旦系列活動，透過大型

展售促銷活動以吸引消費人潮，建立聯盟產品之口碑，以增加銷售量。 

 

五、推動安全農業、產銷履歷制度 

面對農產品全球化、自由化競爭的挑戰，消費者對食品安全之關注日

益殷切並加以重視，對於農產品的源頭管理與衛生安全更成為國內外社會

大眾關注的焦點。為順應此國際潮流與消費者需求，進而藉此防堵黑心食

品入侵，並強化拓展農產品外銷能力，農委會近年來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

履歷制度，並將其列為「新農業運動」中重要工作之一。96 年度本場為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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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推動產銷履歷工作，特別成立產銷履歷輔導委員會及推動小組，明確訂

定各委員及各產業推動小組成員之職掌，積極輔導推動轄區產銷組織獲得

驗證標章。為讓轄區農民能接觸產銷履歷制度新知與概念，96 年度共辦理

8 場次產銷履歷之教育訓練，並協助農糧署、宜蘭大學、慈濟大學相關農業

單位辦理 9 場次教育訓練，以提升農民對產銷履歷制度的瞭解與認識。 

96 年度本場輔導花蓮、宜蘭兩縣地區的農民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包括

果樹產銷班 19 班，141 人，通過驗證面積 145.87 公頃；蔬菜產銷班 9 班，

43 人，通過驗證面積 24.7 公頃，有機米產銷班 2 班，105 人，通過驗證面

積 212 公頃，有機蔬果通過驗證面積 4.96 公頃，通過場數 1 場，總計共輔

導 31 個生產單位，輔導 290 位農民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實際生產產銷履歷

農產品面積達 387.53 公頃。值得一提的是本場協助三星地區農會成為全國

第一位取得集團驗證的農民團體，充分輔導農民取得產銷履歷驗證，共完

成產銷履歷認證三星蔥農43位生產面積24.7公頃，梨農31位生產面積24.56

公頃，茶農 17 位生產面積 18.81 公頃，讓產銷履歷的輔導工作奠定良好的

基礎，更為農會集團認證樹立良好典範，並為地區農業建立良好品牌形象。 

 

六、協助農企業團體發展地區整體性計畫及整合文化產業活動 

在農民活動表揚方面，補助宜蘭縣農會、花蓮縣農會、吉安鄉農會等 3

農會辦理 96 年農民節活動。在展售促銷活動方面，補助玉溪地區農會、宜

蘭市農會、宜蘭縣農會、五結鄉農會、三星地區農會、富里鄉農會等 6 農

會辦理 96 年三星花卉銀柳暨農特產品促銷展售活動、花蓮縣玉里鎮 2007

玉溪迎春彩色花海之旅暨農民節慶祝活動、宜蘭市農會 96 年稻米生態暨米

食推廣、宜蘭縣農會 96 年度米食推廣、五結鄉農會蘭陽五農米品牌行銷、

富里鄉農會應用產業多元化發展休閒農業活動。 

 

七、花蓮區吉園圃農產品超市通路顧客忠誠度之研究 

本研究針對花蓮縣宜蘭縣販售吉園圃生鮮蔬果之農會超市進行實證研

究，除整合消費者所認知之整體服務品質外並針對影響再購意願之構念進

行 SEM（整體方程結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探討，分析結



 

106   九十六年業務年報 

果顯示改善消費者所認知品牌權益有助於提昇顧客滿意度，進而增進其顧

客忠誠度，同時較佳知覺風險管理也是提高消費者再購意願之重要因素，

因此吉園圃農產品超市通路不僅應致力於改進消費者所認知品牌權益、品

牌信任以及顧客滿意度外，並藉由提高消費者所認知之知覺風險管理，以

及長期維繫良好企業形象，方能強化本身競爭優勢。 

 

八、文旦外銷通路及供應鏈管理模式之研究 

本研究發現加拿大超市及量販店與日俱增，因此在農產品包裝、運輸、

冷藏等需求上必需與當地物流業者相互配合，而且加拿大國內大型超市與

跨國集團的發展迅速，文旦策略聯盟應盡力幫助小農面對超市的挑戰，並

輔導農民由「市場導向」轉型為「超市導向」的生產模式。其次加拿大華

人地區對家鄉味仍有濃厚的思鄉情懷，文旦柚屬節慶水果對外銷加拿大市

場仍具有潛在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國人對食品安全要求標準極高，

因此注意農產品與食品的區別，避免誤觸當地法令。第三農產品也是一種

商品，需要促銷，柚農個人可能缺乏適當之管道，去得知消費者所想要的

產品標準、規格、及願付之價格，但可以透過團體組織的力量（如文旦策

略聯盟、區域性農會、合作社等）來蒐集情報，創造利基，也可藉由自創

品牌的方式，來創造利潤與市場。 

 

 

農村生活改善 

一、營造農村健康生活及生產支援體系計畫 

為維護農村居民身心健康，提升農村婦女經營管理知能及經濟能力，

改善高齡者生活品質，輔導轄區農會辦理「強化家政班功能」之工作，宜

蘭縣有蘇澳地區、三星地區、冬山鄉、羅東鎮、五結鄉、宜蘭市、員山鄉、

礁溪鄉、頭城鎮等 9 個農會，共 105 班，花蓮縣有新秀地區、花蓮市、吉

安鄉、壽豐鄉、鳳榮地區、光豐地區、瑞穗鄉、玉溪地區及富里鄉等 9 個

農會，共 109 班。輔導辦理「高齡者生活改善研習班」工作，宜蘭縣有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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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地區、三星地區、冬山鄉、羅東鎮、五結鄉、宜蘭市、員山鄉、礁溪鄉、

頭城鎮等 9 個農會，花蓮縣有壽豐鄉、光豐地區、玉溪地區及富里鄉等 4

個農會，共 4 個班。 

 

二、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 

辦理「花蓮區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及「農家婦女副業經營管理班」

二場次，以充實轄區家政推廣人員在生活管理、農特產品行銷、經營管理

理念導入等專業知能，以協助農村婦女提升生活管理能力及副業經營效

率，活化農村地區家政班班婦女之生命力，促進農村的永續發展，參加人

數共 37 人，課程內容包括經營管理的理念應用於農村生活的營造、時間管

理與效率提昇、台灣農家婦女副業經營現況與發展、策略聯盟理念應用於

農村婦女副業等。 

 

三、輔導農村婦女開創副業 

為開發具地區特色之農特產品及地方手工藝產品，發展副業，創造農

村就業機會，增加農村家庭收入，持續輔導花蓮縣 11 班、宜蘭縣 10 班之農

村婦女創業「田媽媽」田園料理及手工藝班之經營管理，96 年營業額達 4

千餘萬元。 

 

四、花蓮區地方料理研發與推廣 

為推廣食用當歸地區生產及安全優質農特產品，開發當歸獨特創意性

之田園料理，以提高當歸農特產品的知名度，並帶動花蓮東部優質養生保

健產業發展，於 96 年 8 月 17 日舉辦「當歸養生保健創意料理競賽」，邀請

花蓮縣及宜蘭縣轄區各農會參與競技，藉由參賽者的巧思，以｢少油、少糖、

少鹽、高纖｣為烹飪原則，｢衛生、適量、均衡｣為首要，變化出創新具充滿

養生保健的當歸美饌餐宴，發揮當歸獨特之創意性；並且將優勝作品共 37

道集合成冊，編印『當歸養生保健創意料理』食譜，初版印製 1,000 冊，提

供給休閒農業經營者，民宿業者及消費者參考，讓各界瞭解當歸的營養及

烹調手法。 



 

108   九十六年業務年報 

五、發展地方產伴手禮 

為帶動在地消費，促進農村經濟活絡，改進製造及保存技術並注重衛

生與安全，開發精緻高附加價值之產品，發展為地區旅遊之伴手產品，96

年度輔導宜蘭縣冬山鄉農會－白花綠茶、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青蔥麵

餅、花蓮縣農會－刺五加五行茶、欣綠農園－紅糯米紅麴豆腐乳、花蓮縣

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泡好湯、喝好湯、水噹噹系列等五項產品。採

其產品在地自產自銷為原則，結合當地休閒旅遊相關服務事業，以提供休

閒農漁業旅客安全與安心的伴手產品，建立國人對地方特產伴手產品之認

知度與購買度。 

 

六、整合鄉村社區組織計畫 

輔導農會系統深耕地方的優勢，結合社區組織資源共同推動社區發展

工作，以營造優質之鄉村居民生活環境。本年度社區部份，宜蘭縣共有 8

個社區，包括宜蘭市農會北津社區、三星地區農會大隱社區、壯圍鄉新南

社區、礁溪鄉農會林美暨時潮社區、礁溪鄉農會玉光社區、冬山鄉南興社

區、冬山鄉東城社區、頭城鎮二城社區等；花蓮縣有 4 個，包括壽豐鄉豐

山社區、富里鄉羅山、豐南社區、吉安鄉吉安社區、玉溪地區泰昌里社區

等。本（96）年度鄉村社區競賽中，宜蘭縣頭城鎮二城社區獲新辦社區組

特優獎；花蓮縣吉安鄉吉安社區獲續辦社區組優等獎。 

 

七、2007 農村婦女發展論壇 

於 96 年 8 月 31 日舉辦「2007 年農村婦女發展論壇」。這次論壇針對「21

世紀農村婦女之角色與功能」、「新農業農村婦女知能之強化」及「營農婦

女經濟事業之提升」、「花蓮縣、宜蘭縣農村婦女發展之規劃」等四大主題

邀請 18 位國內學者專家發表論述，探討我國目前農村婦女整合與發展的情

況及如何因應未來的發展趨勢；當天共計有 178 位來自各地農村婦女相關

領域的產、官、學界人士與會，最後有一個意見溝通交流的時間進行綜合

討論，並請與會來賓提出建言或與學者專家共同討論相關議題。藉由此次

發展論壇的參與及討論，對我國農村婦女發展的整合及發展方向，更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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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認知及目標，進而作為未來業務執行的參考，且能漸漸提升農村婦女

的角色與功能，進而活絡農村家政婦女之生命力。 

 

 

農業資訊 

一、電視、廣播及新聞等媒體報導： 

為迅速將試驗研究成果及產銷推廣活動訊息提供媒體刊登及播出，本

年度於農委會辦理記者會 1 次，提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聞發佈之試驗研

究成果主題共 16 則，提送地方新聞媒體新聞稿 53 則，經媒體採納發佈共

125 次。 

（一）於 96 年 8 月 23 日至農委會辦理記者會主題為： 

養生保健產品系列與產品研發 

（二）提送農委會新聞稿主題為： 

1.創新銀柳花藝禮盒，新年新希望 

2.寒梅花俏麗，果實保健康 

3.香草精華豐富您的人生 

4.山豬的最愛－花蓮箭竹筍搶鮮上市 

5.花蓮海岸台灣原生百合重現綻放 

6.母親節花后－綠博展英姿 

7.台灣原生龍船花，花開慶端午 

8.韭菜產銷透明化，讓你吃得安心 

9.紅麴養生冰品，清涼一級棒 

10.羅山有機村體驗農家休閒好去處 

11.青蔥生力軍－新品種「蘭陽四號」 

12.水生植物讓你家充滿綠意 

13.台灣當歸的故鄉 

14.小油菊的黃色世界 

15.澳洲茶樹不是茶，精油用途多 

16.羅山村有機大豆－泥火山有機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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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送地方新聞媒體新聞稿主題為： 

1.天冷陰濕，草莓灰黴病易發生 

2.鮮食金柑，對人體健康好處多多 

3.創新銀柳花藝禮盒，新年新希望 

4.栽種良質米品種水稻，提升稻米品質 

5.縱谷大波斯菊景觀花海 

6.寒梅花俏麗，果實保健康 

7.健康優質小果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 21 號 

8.掌握水稻施肥技術，促進稻株生育健壯 

9.掛身份證的山蘇從花蓮出發 

10.香草精華豐富您的人生 

11.生鏽的青蔥，原來是發生銹病 

12.花蓮地區有機米產銷班簡介 

13.山豬的最愛－花蓮箭竹筍搶鮮上市 

14.水稻分蘗盛期，應注意窒息病的防治 

15.青蔥居家栽培 DIY 

16.花蓮海岸台灣原生百合重現綻放 

17.蓬勃發展的東部地區有機米產業 

18.浮水性水生植物-讓您居家佈置更簡單 

19.母親節花后－綠博展英姿 

20.東方果蠅共同防治，多分準備，少分損害 

21.有機小胡瓜栽培技術研究成功 

22.觀葉植物波斯頓蕨組織培養繁殖技術介紹 

23.台灣原生龍船花，花開慶端午 

24.作物防颱準備應做好，多分準備，少分損害 

25.金絲桃給你好看，也給你健康 

26.韭菜產銷透明化，讓你吃得安心 

27.黃條葉蚤密度高，適時防治以降低危害 

28.二期稻作稻田放流水灌溉，避免高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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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紅麴養生冰品，清涼一級棒 

30.頗富思念遠方朋友的花色繁複色彩鮮豔的百日草 

31.利用有機資材提高食用甜玉米品質 

32.羅山有機村體驗農家休閒好去處 

33.二期作水稻局部地區慎防水象鼻蟲的危害 

34.天皇米－吉野一號之介紹 

35.青蔥生力軍－新品種「蘭陽四號」 

36.紫蘭美化您生活的新夥伴 

37.依據水稻品種特性採行差異化之田間栽培管理 

38.水生植物讓你家充滿綠意 

39.請農民避免種植基因改造木瓜種苗，以免觸法 

40.全國滅鼠週，請農友配合防治農田野鼠 

41.國產文旦水果好吃、營養又健康 

42.台灣當歸的故鄉 

43.搖曳多姿的原生植物吊盆 

44.東北季風盛行，加強水稻白葉枯病防治 

45.小油菊的黃色世界 

46.加強稻穀乾燥調製技術，確保稻米品質 

47.2007 十大經典神農獎選拔開始受理報名 

48.澳洲茶樹不是茶，精油用途多 

49.番茄晚疫病好發時節，注意本病防治 

50.銀柳花開，銀兩進門來 

51.羅山村有機大豆－泥火山有機豆腐 

52.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提供稻米新鮮度快速檢定服務 

53.迷您水草缸－花蓮場教您如何做得輕鬆，看得滿意 

（四）96 年提送農委會電視行銷新聞主題（供台視、民視、非凡、八大、年

代、三立等六家電視台拍攝及播出）： 

1.96 年 05 月：(1)生產有機小胡瓜的背後功臣－稻殼米糠堆肥 

(2)羅山有機村在地米食新風味－有機炒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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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蔥多元化利用發展 

2.96 年 06 月：(1)紅糯米 

(2)美味山苦瓜 

(3)品牌水果～三星上將梨值得信賴 

(4)番茄新品種介紹 

(5)水草的故鄉－訪勝洋休閒農場 

(6)沐浴華清池的珍饡－礁溪溫泉蔬菜 

3.96 年 07 月：(1)溫泉米 

(2)羅東北成里－蓮荷飄香舞仲夏 

4.96 年 08 月：(1)安全第一的吉安韭菜 

(2)東豐有機米 

(3)蘭陽綠與麗～高品質的觀葉盆栽在宜蘭 

5.96 年 09 月：(1)有機蔬菜達人的心路歷程 

(2)瑞穗鄉舞鶴咖啡飄香 

(3)有機文旦柚 

(4)優質蘭花文旦田間品質檢測 

6.96 年 10 月：(1)輕巧便利自走式蔬菜種子直播機 

(2)台灣當歸的故鄉－花蓮 

7.96 年 11 月：(1)健康龍鬚菜有機栽培 

(2)有機農業化腐朽為神奇（東豐廢棄物處理中心） 

(3)花蓮區農業改良場開放日 

(4)高糖度柑桔 Fremont 品種田間成果觀摩會及品嚐活

動 

(5)寒梅保健產品之研發及利用 

8.96 年 12 月：(1)舞動縱谷大波斯菊花海季 

(2)養蜂人家－黃東明 

 

二、發行農業推廣雜誌及專刊 

發行農業推廣雜誌：編印「花蓮區農業專訊」季刊 59-62 期共四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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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區農情月刊」78-89 期共 12 期及花蓮區農技報導第 72-73 期共二期。 

 

三、拷貝農業電視錄影帶： 

將本場歷年所製作之農業電視錄影帶轉換成 DVD，提供本區內各級農

會及農友應用，本年度合計轉換 15 片。 

 

四、設立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全球資訊網 

本場於民國八十七年起於場內架設網站伺服器，設立「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全球資訊網（www.hdais.gov.tw）」，目的在於藉以網際網路之交流，

推介本場各項試驗研究及示範推廣之成果，並提供各項農業技術資訊，進

而在網站建立良好的資料庫系統及應用系統，以擴大服務層面，提供社會

大眾可共享農業資源。本年度延續往年的作法，首頁之目錄維持十一項，

增加了「政府資訊公開」專欄，及增加無障礙網站（A+等級）之功能以增

加服務範圍，以易以導覽及人性化之編排使上網者可一目了然本場網站重

要內容，並以即時上線及更新的方式報導及提示本場最新消息，加強網站

之功能及與讀者之互動。 

 

五、建立花蓮地區外銷稻米生產履歷管理系統之研究 

本年度工作初步結果如下： 1. 調查美、日及東南亞地區等未來稻米出

口的目標國家，其對進口米之規格及需求，做為規劃外銷米產業參考之資

料共 30 筆。 2. 設置二戶（宜蘭礁溪、花蓮玉里）各 20 及 15 公頃以上之

示範區及一區由 6 戶各經營 5-6 公頃之示範區；並進行稻作相關各項成本資

料登錄及輔導，經濟效益分析及安全管理與品質提升之評估。 3 建立花蓮

地區外銷米生產履歷制度雛形模式。 4 輔導良質米集團栽培區以農委會農

業經營管理資訊系統建立生產栽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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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一、設立單一服務窗口 

為加強服務民眾，本場積極推動「以人民需求為中心」設立單一窗口

服務體系，96 年度執行情形如下： 

（一）農業資訊查詢服務體系：共收到電話服務 73 次及 31 件 E-mail，除會

請本場各研究室答覆外，並由本場單一窗口彙整，以 E-mail 答覆及寄

送相關資料。 

（二）農業技術參訪服務：接待團體及人員共計 23 次，總人數共有 1,141

人。 

（三）本年度共有 32 位農民前來本場索取推廣書刊資料。 

 

二、舉辦「農業科技研究成果暨農業體驗活動」 

本場為將近年來的各項重要研究成果給社會大眾，期使各界能更加了

解農業改良場在因應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下，對於組織功能及發展方向上

的調整與成效，於 9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舉辦「農村婦女發展論壇暨

農業科技成果展示與農特產品展售活動」，為期二天的系列活動中，每日

皆設定活動主題並邀請不同對象參加，二天的活動順利圓滿完成，茲將辦

理成果摘錄如下： 
（一）8 月 31 日舉辦「農村婦女發展論壇」，針對「21 世紀農村婦女之角色

與功能」、「新農業農村婦女知能之強化」及「營農婦女經濟事業之提

升」、「花蓮縣、宜蘭縣農村婦女發展之規劃」等四大主題邀請國內學

者專家發表論述，當天共計有 178 位來自各地農村婦女相關領域的

產、官、學界人士與會，藉由本次農村婦女發展論壇的交流，提供農

村婦女更新更廣的概念及未來發展之潛力。 
（二）9 月 1 日辦理「農業科技研究成果展示與農特產品展售活動」，共規劃

設計 10 項活動及展示區，邀請一般社會大眾參與，當天總計有超過

5,000 人參加各項活動，經由豐富多元的活動內容，除引導民眾品嚐

及參觀花蓮縣農特產品，並藉由體驗活動建立起本場與社會大眾之間

的橋樑，共同為東部的農業打拼。此外，本次系列活動透過媒體之傳

播，更加擴大活動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