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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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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 6 月 5 日至 95 年 6 月 9 日辦理「保

健植物栽培及加工利用班」1 班，計 30 人參加，主要課程包括台灣保健植

物產業之發展與潛力、機能性保健植物面面觀、保健生藥功能與運用等共

15 種課程及觀摩研習；於 95 年 8 月 14 日至 95 年 8 月 18 日辦理「有機蔬

菜栽培技術研習班」1 班，計 25 人參加，主要課程包括有機蔬菜產業現況

與發展、有機作物生產規範、有機農產品驗證制度及 CAS 有機農產品標章

評審作業程序之介紹等共 19 種課程及觀摩研習；於 95 年 10 月 06 日至 95

年 11 月 10 日辦理「休閒農業經營管理訓練班」1 班，計 30 人參加，主要

課程包括全球休閒農業的發展概況、休閒產業的產業競爭分析、休閒農場

財務管理與分析等共 16 種課程及觀摩研習。另於 95 年 4 月 25 日至 95 年 5

月 28 日假富里鄉農會辦理「花蓮區水稻有機栽培教育訓練」(花蓮縣)1 班，

計 88 人參訓；於 95 年 6 月 1~2 日及 95 年 6 月 8~9 日在蘭陽分場辦理「花

蓮區水稻有機栽培教育訓練」(宜蘭縣)1 班，計 45 人參訓。 

 

二、推動農民終身學習設置農業區域教學中心 

為發展保健作物、有機及休閒農業之核心專長，本場設置農業區域教

學中心，以強化現有農業推廣訓練中心教學、生活相關設施及設備，建構

成現代化及資訊化教學中心，本年度完成強化改善農業推廣訓練中心資訊

設備共 2 項，學員生活設備共 3 項。辦理核心資源教育訓練「花蓮縣蔬菜

有機栽培管理訓練班」、「宜蘭縣蔬菜有機栽培管理訓練班」、「花蓮縣休閒

農業經營管理訓練班」及「宜蘭縣休閒農業經營管理訓練班」共 4 班，參

訓人員共計 159 人，另產銷履歷制度宣導教育訓練－「山蘇」、「青蔥、金

柑」、「有機米」教育訓練共 3 班，參訓人員共 73 人，且完成製作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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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蔬菜採收後處理技術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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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個重點鄉鎮農會（新秀地區、花蓮市、鳳榮地區、玉溪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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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宜蘭縣農會獲

頒二等獎，基層農會礁溪鄉、新秀地區獲頒一等獎，羅東鎮、五結鄉、

蘇澳地區、三星鄉獲頒二等獎，員山鄉、冬山鄉獲頒三等獎，新秀地區、

羅東鎮、五結鄉、礁溪鄉、壯圍鄉獲十大作業組獎勵，蘇澳地區農會嚴

旭璋先生獲頒傑出服務獎章。 
 

四、中華民國傑出農民及農家婦女(神農獎)選拔表揚 

為配合農業施政，培育核心農民，選拔對農業、農村與農場經營有特

殊成就及貢獻的傑出農家婦女，並努力創新研發且用心經營於農產業，帶

動農業發展與農村社區建設。95 年度輔導宜蘭縣陳游珍女士及花蓮縣黃玉

花、羅桂英女士榮獲神農獎傑出農家婦女。 

 

五、花蓮區休閒農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之研究 

本研究係針對轄區休閒農業相關業者之訓練需求進行調查，另於本年

度辦理休閒農業經營管理訓練班時進行訓練反應意見調查。本計畫重要工

作係蒐集文獻資料及設計問卷，文獻搜集方面共歸納八大類 42 項課程及八

項授課方式。 

(一)訓練需求調查方面： 

1.課程訓練需求：分別針對「人力資源管理」、「安全管理」、「環境管理」、

「行銷管理」、「服務管理」、「財務管理」、「生產管理」、「其他」等 8

大類經營管理課程進行調查，其中以『行銷管理』排名第一(30.23%)。 

2.訓練辦理方式：以觀摩研習（43.75%）為效果最佳的授課方式，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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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46.51%）為最適宜訓練天數。有近八成以上認為需要針對主題

性辦理訓練活動，並須規劃階段性訓練，師資來源以產業界（35.59%）

需求較高。另學員建議上課地點能就近為宜，並建議室內課程與室外

課程比重相同。 

(二)在訓練反應意見調查方面： 

1.在訓練課程方面：有八成以上的學員表示課程安排、訓練日數、講師

陣容、研習對工作之助益表示極恰當(極助益)及恰當(助益)；七成以上

的學員表示訓練教材內容、訓練方法表示極恰當及恰當。 

2.在行政工作方面：有八成以上的學員表示訓練設備與環境、生活輔

導、伙食方面、住宿設施表示極佳及佳；七成以上的學員表示康樂輔

導表示極佳及佳。 

3.在整體滿意度方面：有八成以上的學員在整體滿意度表示極佳及佳。 

4.其他相關意見或建議：針對反應佳之課程應加長授課時間，並多邀請

實務強的講師。 

調查分析之結果與建議，提供未來規劃實際符合需求之休閒農業訓

練課程，以有效改變農民之觀念與態度，進而提升其知識與技能，強化

我國休閒農業之競爭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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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於 95 年 8 月至 12 月共

辦理 6 梯次 3 天 2 夜的農業漂鳥體驗畫眉營隊，計有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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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志學農場、兆豐休閒農場、欣綠農園、舞鶴茶區、立川漁場及鬱金香花園

等 6 處，安排設計一連串有關有機農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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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學員結訓前的問卷調查亦是畫眉營活動品質提升及未來改善設計的

重要參考指標，六梯次 120 位學員的問卷調查經彙整統計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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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參加的 120 位學員中男性佔 62 位，女性 58 位，年齡分布在 31-35

歲者 72 位最多。學員的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 88 位佔多數，其次為研究

所 21 位。參訓學員目前的職業共有 22 種類別，其中以服務業 41 位最

多，製造業次之有 15 位。 

(二)活動滿意度： 

1.學員參加完體驗營之後，表示覺得最大的收獲以尊敬自然大地的

34.7%最高。在實際體驗過親近大地的生活後，有 55.8%的學員表示很

有興趣投入農林漁牧產業，另 120 位學員全數表示有興趣參加日後相

關的進階輔導返鄉實作課程，而希望參加的進階專業訓練類別以休閒

農業最多佔 22.3 %。 

2.學員對體驗營活動內容的課程內容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者平均達 93.3 

%，對解說員平均有 95.0 %的學員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在流程安排

方面，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平均僅達 81.8 %，而場地器材方面，表示

滿意及非常滿意平均達 94.6 %，另食宿方面，有 94.3 %的學員表示滿

意及非常滿意，在體驗營活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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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員對六處體驗活動的喜好程度方面，以嘉茗茶園的茶葉體驗最高，

表示喜歡及非常喜歡者佔 96.6 %。其次依序為欣綠農園的休閒農業佔

95.8 %。在學習程度方面，有 76.6 %的學員表示在茶葉體驗上學到非

常多，休閒農業次之佔 70.0 %；另在是否有用方面，以休閒農業體驗

最高，有 48.3 %的學員表示非常有用，茶葉體驗次之佔 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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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花蓮縣農會於 95 年 11 月 17

日及 95 年 12 月 15 日假吉安鄉農會及壽豐鄉農會辦理蔬菜及果樹經營管理

深耕計畫班各 1 梯次；協助宜蘭縣農會於 95 年 11 月 10 日及 95 年 12 月 8

日假三星地區農會及員山鄉農會辦理蔬菜及果樹經營管理深耕計畫班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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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計強化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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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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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共計輔導整合花蓮縣

196 班、宜蘭縣 207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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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營改善暨產銷班輔導」、「推動農業經營企

業化營造優質農業環境」等二項計畫之研提、審查工作，配合中央及縣

府共同辦理，總計補助宜蘭縣蘇澳地區農會及農業產銷班共 318.4 萬

元、花蓮縣花蓮市農會各農業產銷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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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及優良產銷班表揚 

為強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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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績優農業產銷班選拔，將其成功經驗與事蹟，做為所有產銷班經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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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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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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產銷班及 20 班優良產銷班。95

年度本場轄區輔導之花蓮縣玉里鎮有機米產銷班第 1 班榮獲全國十大績優

產銷班，宜蘭縣三星鄉高接梨產銷班第 2 班榮獲優良產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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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富里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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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花蓮縣有機米的主要生

產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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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該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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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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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村之組織運作、整合輔導及人力資源培訓：完成羅山村有機農業推

動委員會之轉型，轉為「羅山村有機農業發展協會」，並預定於 96 年 3

月完成立案。並由本場規劃，透過中國生產力中心執行農委會「推動農

業經營企業化營造優質農業環境」，辦理經營管理教育訓練六場次，參

加人數約 150 人次，課程內容包括：1.共同願景，共同建構，2.導覽解

說技巧、體驗活動規劃與設計，3.有機村體驗農家經營管理實務，4.農

產品展場佈置，5.農產品創意行銷、有機農產品的包裝與設計，6.有機

餐飲經營管理等。 

(二)地產地銷有機產業之輔導 

1.有機桂竹輔導 10 公頃：已完成有機桂竹驗證相關資料，寶島有機協

會已到現場勘驗及取土壤及水質樣品。 

2.完成有機鷄輔導農戶 3 戶之消毒池。 

3.持續推動有機水稻之產銷：推動有機水稻 65 公頃之生產履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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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水稻生產之標準作業流程之實施。 

4.輔導有機大豆 1 公頃之生產及加工。 

5.完成有機梅乾菜、有機梅品系列、有機米香、有機桂竹筍、火山豆腐

等伴手禮之開發。 

(三)規劃及辦理羅山有機村休閒農業產品 

1.於 12 月 28、29 及 30 日完成專家宿村活動。 

2.完成 12 戶民宿服務及設施品質提升輔導工作。 

3.完成有機食譜盤點及製作。 

4.完成有機農村商店 2 戶之規劃、教育訓練及現場氛圍營造。 

5.於 12 月 11－15 日完成有機農村慢遊農耕活動。 

(四)生態環保教育及維護 

1.辦理完成生態教育解說二場。 

2.拍攝二場羅山生態介紹影片二個版本(農會用版，社區用版)。 

3.委請東海大學規劃進行羅山地景前期規劃。 

 

四、推動區內農業策略聯盟 

(一)為落實推動區內文旦產業策略聯盟輔導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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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台灣文旦聯盟辦理登記成立法人業務，及輔導台

灣文旦聯盟申請商標權及專利權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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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花蓮縣壽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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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台東縣東河鄉農會加入聯盟，而成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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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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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及電台之各項媒介，建立聯盟品牌知名度及市場區隔化；為提升銷售

量及銷售價格，於全國 12 處社區辦理走入式行銷活動，另為提供更佳

之客戶服務及加工產品行銷，中秋節前夕於大台北地區希望廣場及榮星

公園舉辦 2006 嬉柚季「柚，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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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農民聲音、建立溝通管道 

為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在環境的大幅改變，政府對於農業政策

的調整與研擬未來發展方向時，皆須深入了解地方基層的現況與需求方能

發揮最大的效用。為能實地瞭解基層推動農業施政時所遭遇的問題，於 95

年分別在花宜兩縣召開「農業產銷班座談會」，共 18 場次計 1,815 人參加，

傾聽農民心聲及反應回答農民提問議題計 176 項，會議中除宣導重要農業

政策、產銷班輔導措施及本場試驗研究成果外，邀請農委會各處室相關人

員與農民座談，以建立政府與農友直接溝通的管道並凝聚地方共識。 

 

六、協助相關團體辦理教育訓練及研討座談會 

95 年 7 月 7 日中華民國物流協會邀請 3 位日本專家於本場推廣訓練中

心教室舉辦「長宿休閒先進國之現狀」專題報告研討會，參加人員共 60 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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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農民節活動。在展售促銷活動方面，補助宜蘭縣三星地區農

會、花蓮縣藥用保健植物生產合作社、宜蘭市農會、五結鄉農會、玉溪地

區農會等 5 農會及合作社辦理 95 年三星花卉銀柳暨農特產品促銷展售活

動、花蓮縣玉里鎮歡喜心璞石情農特產展示促銷嘉年華活動、宜蘭市農會

九十五年蔥蒜料理發表品嚐及促銷系列活動計畫、水稻新品種推廣成果發

表暨品嚐展售促銷活動、優質良質米行銷活動計畫等促銷活動。在農業文

化活動方面，補助宜蘭縣水稻育苗協進會、羅東鎮農會、三星地區農會等 3

農會辦理全國水稻育苗技術研習暨農業文化體驗活動、羅東鎮農會慶祝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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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90 週年系列活動－羅東鎮安全優質農特產品展示、展售行銷推廣、協助

本場辦理 2006 農業科技成果展示與體驗活動活動組補助費等。在創意料理

活動方面，補助宜蘭縣各級農會百合地方料理參賽得獎獎勵費用及百合地

方料理創意獎獎補助費。 

 

八、花蓮區吉園圃農產品超市通路服務品質之研究 

政府推動整合 CAS 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制度已屆 1 年，消費者對於販

售 CAS 吉園圃生鮮蔬果專櫃之農產品超市通路是否因標章制度整合改變其

購買行為，及對於吉園圃農產品超市通路所呈現之消費者認知價格、服務

品質、顧客滿意度、服務價值以及企業形象等構念是否對於再購意願產生

相當程度之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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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結構模式探討，分析結果顯示改善消費者所認知服務品質有助

於提昇服務價值以及滿意度，進而增進其再購意願，同時較佳企業形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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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認知價格以及服務滿意度外，並藉由提

高消費者所認知之服務價值，以及長期維繫良好企業形象，方能強化本身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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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品是民生必需品，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者對健康養生

特別重視，為提升國產品形象與消費者對相關農產品的購買意願，應健全

農業體制，落實優質農業推廣與輔導策略，以強化優質安全農業形象。 

本年度計畫重要工作係收集文獻資料並設計問卷，訪查花蓮縣市曾經

購買吉園圃及有機農產品的民眾，瞭解其購買行為、信賴度與滿意度，並

探討未曾購買的原因。問卷調查訪問地點主要選定為傳統市場、超市、大

賣場或其他適合場所，而訪問的對象則為家庭中主要採買者，本年共完成

494 份有效調查問卷，其中曾購買者有 296 位，而未曾購買者有 198 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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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地點以超市或大賣場占最多，訪查對象中，以女性居多且多已婚，而受

訪者的年齡以 41~50 歲最多，教育程度則分布於高中職居多，在職業類別

方面以家管人數最多有 202 位。 

由本計畫之消費者對安全農產品購買行為、信賴度與滿意度研究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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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國人對安全農產品的信賴度及滿意度，進而增加安全農

產品的競爭力及銷售量，並達到發展安全農業，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目標。 

 

 

農村生活改善 

一、營造農村健康生活及生產支援體系計畫 

輔導轄區農會辦理「強化家政班功能」之工作，宜蘭縣有員山鄉、羅

東鎮、冬山鄉、三星地區等 4 個農會，共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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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班。輔導辦理「高齡者生活改善研習班」工作，宜蘭

縣有宜蘭市、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壯圍鄉、五結鄉、冬山鄉及蘇澳

地區等 9 個農會，花蓮縣有吉安鄉、壽豐鄉、光豐地區及富里鄉等 4 個農

會。輔導辦理「農家有機廢棄資源化處理班」，有宜蘭縣員山鄉、冬山鄉等

2 個農會，花蓮縣鳳榮地區、瑞穗鄉、玉溪地區、富里鄉等 4 個農會。期由

本計畫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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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 

辦理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練「鄉村發展與農特產品行銷班」一場次，

以充實轄區家政推廣人員在鄉村發展、農特產品行銷管理及農特產品開發

專業之知能，並強化家政輔導工作之專業水準，以協助農村婦女提升產業

經營潛能及生活管理能力，活化農村地區家政班婦女之生命力，促進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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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永續發展。參加人數為 22 人，課程內容包括人力管理與領導技巧、

農特產品之行銷規劃、鄉村發展的新典範、財務管理、顧客滿意的問卷調

查等。 

 

三、輔導農村婦女開創副業 

持續輔導花蓮縣 8 班、宜蘭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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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本計畫以具地區特色之農特產品及地方手

工藝為產品，發展副業，創造農村就業機會，增加農村家庭收入，95 年營

業額達 1,590 萬元。 

 

四、花蓮區地方料理研發與推廣 

為增加百合的多元化利用，於 95 年 4 月 27 日舉辦「花蓮區百合料理

創意競賽」，邀請花蓮縣及宜蘭縣轄區各農會及休閒農場共 15 組參與競技，

藉由參賽者的巧思，並結合「少油、少鹽、少糖、高纖」的健康烹調理念

及「衛生、適量、均衡」的烹飪原則，發揮百合食材的特性，創出具有新

奇及別具鄉土風情百合饗宴；並且將優勝作品共 36 道集合成冊，編印『百

合創意料理』食譜，初版印製 500 冊，提供給休閒農業經營者，民宿業者

及消費者參考，讓各界瞭解百合飲食的營養及烹調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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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輔導宜蘭縣冬山鄉農會－有機糙米紅麴醋、宜蘭縣五結鄉農會－夢米

香皂、花蓮縣壽豐鄉農會－黑鑽石健康粽等三項計畫三項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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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認知度與購

買度。透過本計畫之執行並擬配合旅遊業之發展，逐年開發更多具有地方

特色之伴手產品，增加農漁產品之附加價值、農漁民在地就業機會及收入，

以促進農漁村之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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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合鄉村社區組織計畫 

為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台灣健康社區計畫」，輔導農

會系統研提及執行「整合鄉村社區組織計畫」，藉由農會系統深耕地方的優

勢，以農會為主體結合既有之產銷班、家政班、四健會及其他鄉村社區組

織組成鄉村社區學習型組織，由造人、造景及造產三方面，結合鄉村社區

生活、產業、生態、文化等資源為規劃方向，共同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以

營造優質之鄉村居民生活環境。本年度新辦社區部份，宜蘭縣共有四個，

包括員山鄉蓁巷社區、宜蘭市北津社區、礁溪鄉林美社區、壯圍鄉新南社

區；花蓮縣有三個，包括壽豐鄉豐山社區、吉安鄉勝安社區、新秀地區北

三棧社區。續辦社區部份，宜蘭縣共有三個，包括冬山鄉南興社區、三星

地區大隱社區、壯圍鄉壯六社區；花蓮縣有三個，包括富里鄉羅山社區、

吉安鄉吉安社區、玉溪地區東豐社區。本(95)年度鄉村社區競賽中，壽豐鄉

豐山社區獲新辦社區組優等獎；三星地區大隱社區及壯圍鄉壯六社區獲續

辦社區組特優獎。 

 

七、「鄉村社區有機休閒農業發展」研討會 

為探討我國目前鄉村社區整合及發展的情況及如何因應未來的世界潮

流，本場於 95 年 7 月 4 日在農業推廣大樓會議廳舉行「鄉村社區有機休閒

農業發展」研討會，會中邀請全省農業機關、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花蓮宜

蘭兩縣的農會及市鄉鎮公所、從事鄉村社區營造、有機農業、休閒農業的

團體等共 110 人參加。本次研討會共邀請了 5 位學者專家，深入探討我國目

前鄉村社區整合及發展的情況及趨勢，並針對推動 Long-stay 對發展有機與

休閒農業之影響、台灣農村社區整合發展現況與展望、現代桃花源－羅山

有機村、台灣鄉村的另一個機會－生質能源、宜蘭縣社區休閒農業創意行

銷等議題和與會來賓進行深入討論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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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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則，提送地方新聞媒體新聞稿 72 則，經媒體採納發佈共

130 次。 

(一)於 95 年 10 月 19 日至農委會辦理記者會一次主題為： 

1.小米粥產品。 

2.樹豆產品。 

(二)提送農委會新聞稿主題為： 

1.台灣原生觀賞植物之盆栽花利用 

2.鮮食金柑，對人體健康好處多多 

3.有機、生態稻鴨米 

4.水邊的粉紅精靈－圓葉節節菜 

5.又見原生百合盛開美景 

6.青葱也領身份證－生產履歷安心、安全掛保證 

7.山苦瓜創意料理 

8.羅山有機村的生態旅遊 

9.搶先上市的優質紅龍果 

10.具商業潛力的紫蘭繁殖技術開發成功 

11.高溫炭化處理農產廢物變黃金 

12.地方料理伴您休閒旅遊回味無窮 

13.山蘇具保健功效產品多樣化 

14.花蓮當歸重現江湖，養生保健好處多多 

15.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 18 號－優質抗病一級棒 

(三)提送地方新聞媒體新聞稿主題為： 

1.水稻育苗慎防低溫及秧苗立枯病 

2.草莓殺手~灰黴病、菌核病，請注意防治 

3.梨赤星病及梨木蝨防治技術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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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原生觀賞植物之盆栽化利用 

5.95 年農民農業專業訓練開始受理報名，請踴躍參加 

6.耕地土壤年度體檢－農改場免費替農民土壤肥力診斷及施肥推荐 

7.插秧初期慎防水稻象鼻蟲為害 

8.鮮食金柑，健康好處多多 

9.青葱生鏽了~慎防銹病的發生 

10.生產“水水”文旦~把握防治文旦薊馬的最佳時間點 

11.兼具環保有機之稻鴨米 

12.新鮮吃的到－談箭竹筍保鮮方法 

13.氣候陰濕，稻熱病又來了，請農友注意防治 

14.觀賞用四季桔盆栽化 

15.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之推動及產品介紹 

16.水邊的粉紅精靈－圓葉節節菜 

17.水稻分蘗盛期，易引發紋枯病，請農友適時防治 

18.青蔥“管仔蟲”~甜菜夜蛾共同防治 

19.改良場免費為蓮霧果樹辦理健康檢查 

20.95 年度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評選 

21.兼具趣味與知識的農業科技研究成果展暨農業體驗 

22.輕巧型自走式直播機介紹 

23.田蔥不是蔥－台灣稀有水生植物－田蔥 

24.生產高品質稻米迎接未來挑戰 

25.請踴躍報名參加，本場辦理的 95 年度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26.又見原生百合盛開美景 

27.果樹第一大害蟲~果實蠅共同防治 

28.青蔥也領身份證－生產履歷安心、安全掛保證 

29.國產優良品牌水果認證制度推廣與宣導 

30.土壤及植體診斷可上網申請及查詢 

31.夏季番茄殺手~黃化捲葉病毒，請注意銀葉粉蝨的防治 

32.土裏長出來的石油－能源作物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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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山苦瓜創意料理 

34.漸入颱風季節，留意颱風的發生與災害的預防 

35.96 年度神農獎選拔，即將開始起跑 

36.休閒農業提供暑夏好去處 

37.手推式播種機之介紹 

38.有機農園的夏日風情－羅山有機村二日遊 

39.十字花科蔬菜第一殺手~黃倏葉蚤 

40.改良場提供白米食味品質免費檢驗及服務 

41.農業知識網的介紹 

42.搶先上市的優質紅龍果 

43.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協助農民復災 

44.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農民的好幫手 

45.色彩繽紛，大地驚艷－另類景觀綠肥作物百日草 

46.葉片分析在作物合理化施肥之應用 

47.二期水稻慎防水象鼻蟲大量為害 

48.具商業潛力的紫蘭繁殖技術開發成功 

49.施用有機質肥料與苦土石灰可提升金柑果樹產量及品質 

50.高溫炭化處理農產廢物變黃金 

51.鳳梨催花前後，細螨最佳防治時期 

52“CAS－吉園圃生鮮蔬果”為您提供安全可靠之蔬果 

53.稻米身份證－生產履歷記錄 

54.台灣原生觀賞植物新書發表 

55.地方料理伴您休閒旅遊回味無窮 

56.抗氧化基因選殖研究進入收割階段 

57.全國滅鼠週~請農友配合防治農田野鼠 

58.避免梨木蝨入侵，請做好梨接穗消毒 

59.優質文旦請選購台灣文旦聯盟品牌 

60.山蘇具保健功效產品多樣化 

61.具有特色的鄉村社區組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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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利用介質栽培高品質洋香瓜 

63.瓜果類白粉病好發時期，請農友注意防治 

64.斜紋夜蛾大量發生，請注意防治 

65.花蓮當歸重現江湖，養生保健好處多多 

66.宜蘭縣家政推廣人員及班員座談會 

67.新育成水稻品種特性介紹 

68.冬季蔬菜慎防小菜蛾及蚜蟲為害 

69.柑桔晚熟品種介紹－越熟越好吃 

70.氣候濕冷，慎防番茄晚疫病發生 

71.番茄新品種－花蓮亞蔬 18 號－優質抗病一级棒 

72.新年薪寵兒，銀柳盆栽讓您荷包滿滿 

(四) 95 年提送農委會電視行銷新聞主題(供台視、民視、非凡三家電視台拍

攝及播出)： 

1.95 年 10 月：(1)山蘇產銷履歷 

(2)漂鳥青年下鄉體驗農業 

2.95 年 11 月：(1)有機農產品系列─參訪有機米的故鄉 

(2)農村新體驗─羅山有機村 

(3)2006 作物產銷安全管理發展研討會暨農業科技成果

展示與體驗活動 

3.95 年 12 月：(1)三星銀柳銀兩來 

(2)帶身分證的黃金金柑 

4.96 年 1 月：(1)景觀作物 

(2)寒梅 

5.96 年 2 月：(1)台北人的後花園—發現宜蘭休閒農業的寶藏 

(2)休閒時多活動 

 

二、發行農業推廣雜誌 

發行農業推廣雜誌：編印「花蓮區農業專訊」季刊 55-58 期共四期，「花

蓮區農情月刊」66-77 期共 12 期及花蓮區農技報導第 67-72 期共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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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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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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上網瀏覽人次累計五萬餘人次。 

 

五、羅山有機農業村聚落產業電子化之規劃研究 

運用電子化的策略及有效的執行方法，以提升產業發展及轉型，勢必

成為未來有機產業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本計畫擬以羅山有機農業

村之生產、生活、生態中與有機產業相關的項目，進行電子化規劃的可行

性評估及逐步電子化，以加強永續經營的效率。預期建立本社區在有機農

業、休閒農業及觀光產業等電子化之規劃及經營模式，以提高本產業之競

爭力，及做為未來類似農產業經營模式結合電子化的策略之參考。本年度

之工作方向在於羅山有機村建構過程中電子化策略之如何擬訂及形成，並

透過電子化標準產銷作業流程，輔導有機村的產銷組織建立生產履歷及應

用經營管理系統建立電子化資料，做為產銷資訊化基礎，另協助設網站，

做為未來業務推廣及建立電子商務經營模式之用途。 

經由 SWOT 分析得到的結論，有機村之形成及電子化的策略，須透過

組織運作力量來達成；並且有計畫的規劃軟硬體建設，加速建立資訊基礎

建設，解決目前仍為撥接上網的模式。有機及休閒產業電子商務的營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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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模式，但在村民的資訊基礎教育上仍須普及與加強。在產業分析上，

目前因有機米以富里鄉農會全收購之通路為主，果樹及蔬菜因目前生產量

少，僅可供應在地休閒觀光之消費，尚無通路的問題。在生產成本上，因

有機水稻栽培已進入第 6 年以上，相關的生產成本與一般栽培相若，但收

益上則增加 20-30％。在建立羅山有機村電子化產銷標準化作業流程知識管

理工作上，完成有機農業產銷班及家政班經管理產銷及業務等電子化資料

之建立共 4 班，73 戶。逐筆羅山村有機農業經營管理資料庫、完成有機水

稻電子化標準作業流程模式之導入，及建立羅山有機村以有機農業為平台

之休閒、旅遊、民宿及伴手禮等介紹及電子商務之專屬網站一式。 

 

六、建立花蓮地區外銷稻米生產履歷管理系統之研究 

我國加入 WTO 後，國外稻米開放進口，對於國內稻米產生相當衝擊，

但也開啟了稻米外銷國際市場之機會。為能持續擴大國外市場，故稻米農

藥殘毒等安全衛生之控制、稻米食味品質之提升與稻米生產成本之降低，

乃是刻不容緩之要務。本計畫擬就建立外銷米安全栽培制度，以標準栽培

模式與稽核技術，建立花蓮地區外銷稻米生產履歷管理系統，生產符合進

口國要求之優良稻米，加強我國稻米進入國際稻米市場的機會及條件，以

提高國際市場產品競爭能力，以促進我國稻米外銷產業之擴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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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析部分差異不顯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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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民服務 

一、設立單一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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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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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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次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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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次，總人數共有 2,117 人。 

(三)本年度共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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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年度春、秋兩季辦理農業科技研究成果展暨農業體驗

活動。 

(一)95 年 5 月 19 日至 5 月 20 日於蘭陽分場舉辦一系列的「青葱產業發展研

討會暨農業科技成果展示與體驗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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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 19 日舉辦「青葱產業發展研討會」，針對「青蔥多元化發展及利

用」、「青蔥研發成果及未來發展展望」及「青蔥產業文化與行銷推廣」

等三大主題邀請國內學者專家發表論述，當天共計有 150 位來自各地

青蔥產銷相關領域的產、官、學界人士與會，藉由本次青蔥產業發展

研討會的交流，提供青蔥栽培業者更新更廣的概念及未來發展之潛

力。 

2.5 月 20 日辦理「農業科技研究成果展示與農業體驗活動」，共規劃設

計 16 項活動及展示區，邀請一般社會大眾參與，當天總計有超過 3,500

人參加各項活動，經由豐富多元的活動內容除引導民眾更接近農村文

化與田園之美，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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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系列活動透過宜蘭有線電視台之傳播，更加擴

大活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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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5 年 11 月 03 日至 11 月 04 日於本場舉辦一系列的「作物產銷安全管理

發展研討會暨農業科技成果展示與體驗活動」，為期二天的系列活動

中，每日皆設定主題並邀請不同對象參加，茲將二天活動辦理成果摘錄

如下： 

1.11 月 03 日舉辦「作物產銷安全管理發展研討會」，邀請 9 位學者專家，

就「農產品產銷履歷與認證」、「農作物安全管理」及「有機農業之管

理」等三大主題作全新的詮釋，當天共計有 300 餘位來自各地作物產

銷安全管理相關領域的產、官、學界人士與會，會議中也探討國內現

階段數項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以提供農友及相關單位最新的農業產

銷資訊。 

2.11 月 04 日辦理「農業科技研究成果展示與農業體驗活動」，於本場內

規劃 18 項活動及展示區，邀請一般社會大眾參與，當天總計有超過

2,5000 人參加各項活動，經由豐富多元又有趣的活動內容，讓民眾親

身體驗農村文化與田園之美，而本場將試驗田區公園化的模式廣受參

觀民眾的激賞，並建立起本場與社會大眾之間互動及宣傳的橋樑，共

同為花蓮地區的農業加油。本次系列活動並透過花蓮洄瀾有線電視台

之傳播，而擴大宣傳活動之意義及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