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談會中提出問題計有 226 項，其中以農業政策類最多 38.5％，其次為農

業補助類 32.7％，農業推廣類 8.8％、作物改良類(含品種改良及栽培技術改

進)5.3％、植物保護類 4.9％、農產加工類 1.3％、土壤肥料類 0.9％，如表 5。 

表 5. 100 年「與民有約」提出之問題分類及各產業次數統計 
稻米 果樹 蔬菜 花卉 合   計 

問題分類 
次數 次數 次數 次數 次數 ％ 

農業政策 17 50 11 9 87 38.5 
農業補助 16 46 7 5 74 32.7 
農業推廣 1 14 4 1 20 8.8 
作物改良 3 9 0 0 12 5.3 
植物保護 0 11 0 0 11 4.9 
農產加工 0 2 1 0 3 1.3 
土壤肥料 0 2 0 0 2 0.9 
其它 3 11 2 1 17 7.5 
合計 40 145 25 16 226 100 

農業產銷班幹部訓練 
林勇信 

為提昇農業產銷班幹部之領導能力使之成為產銷班主力，進而帶動各產銷班

的經營管理能力，以發揮產銷班功能，提升經營效益，因此規劃辦理產銷班幹部

訓練。 

100 年度分別辦理 2 天期的合理化施肥及健康管理種子講師培訓班 1 班，2

天期的產銷班幹部訓練-基礎班(高雄場次、屏東場次)各 1 班，農村農業資訊專員

訓練－蔬菜、果樹、花卉及水稻產業農業資訊專員培訓班各 1 班，計辦理 7 班，

結訓 283 人。各班主要課程內容與授課講師如下： 

表 6. 合理化施肥及健康管理種子講師培訓班 

(開辦日期：100 年 3 月 23、30 日，結訓人數 68 人) 

主要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務單位 
作物健康管理生產體系之實施與推動 黃昌場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藥的管理及安全使用 黃昌場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屏地區重要作物主要病害概論 曾敏南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病害非農藥防治應用及綜合管理技術

與宣講重點 
曾敏南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土壤及植體採樣方法、營養診斷介紹

與宣講重點 
張耀聰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屏地區重要作物主要蟲害概論 莊益源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蟲害非農藥防治應用及綜合管理技術

與宣講重點 
莊益源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長期作物合理化施肥實例介紹與宣講

重點 
林永鴻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短期作物合理化施肥實例介紹與宣講

重點 
蘇博信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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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產銷班幹部訓練－基礎班 

(屏東場次開辦日期：100 年 7 月 26～27 日，結訓人數 41 人；高雄場次開辦日

期：100 年 8 月 2～3 日，結訓人數 53 人)。 

主要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務單位 

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黃昌場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問題的分析與解決 李俊賢經理 中國生產力中心 
產銷班的組織運作與輔導 林勇信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產品商品化設計與行銷規劃 林豐瑞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系 
經營管理在產銷班的應用 蔡文堅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產銷班組織運作--經驗分享(花卉) 陳文懃班長 竹田花卉產銷第 3 班 
產銷班組織運作--經驗分享(果樹) 蔡順得班長 南州果樹產銷第 1 班 
經營計畫書的撰寫 蔡文堅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業產業整合 林勇信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班組織運作的問題與改善 林勇信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如何提升產銷班經營績效 林勇信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表 8. 農村農業資訊專員訓練－花卉產業資訊專員培訓班 

(開辦日期：100 年 11 月 17 日，結訓人數 30 人) 
主要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務單位 

批發市場運作及資訊解讀 
1 批發市場交易價格決定因子 
2 批發市場資訊分析與解讀 

陳根旺課長 台北花卉產銷股份 
有限公司 

花卉產銷資訊介紹與應用 
1 產銷資訊系統介紹 
2 花卉交易行情站資訊應用 

翁一司助理研究員
黃雅玲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本會網站農業資訊介紹 
1 田邊好幫手網站功能及服務說明 
2 花農會員申請說明 

鄭文吉助理研究員
翁一司助理研究員
黃雅玲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表 9. 農村農業資訊專員訓練－果樹產業資訊專員培訓班 

(開辦日期：100 年 11 月 18 日，結訓人數 32 人) 
主要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務單位 
農糧產銷資訊系統介紹與應用 林勇信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田邊好幫手網站介紹與應用 林勇信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田邊好幫手網站實習操作 李雪如助理研究員
陳明昭助理研究員
朱堉珺助理研究員
黃基倬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試所鳳山分所 

芒果產銷資訊分析與應用 李雪如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印度棗產銷資訊分析與應用 陳明昭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蓮霧產銷資訊分析與應用 黃基倬助理研究員 農試所鳳山分所 
番石榴產銷資訊分析與應用 朱堉珺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批發市場運作及資訊解讀 路全利主任 台北農產運銷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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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農村農業資訊專員訓練－蔬菜產業資訊專員培訓班 

(開辦日期：100 年 11 月 29 日，結訓人數 27 人) 
主要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務單位 

蔬菜生產與市場資訊介紹 劉敏莉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蔬菜批發市場運作及資訊解讀 賴榮茂分場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委會網站農業資訊介紹 蘇博信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蔬菜產銷資訊分析 蔡文堅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表 11. 農村農業資訊專員訓練－水稻產業資訊專員培訓班 

(開辦日期：100 年 11 月 30 日，結訓人數 32 人) 

主要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務單位 

稻米市場介紹 張芳瑜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公糧濕穀收購 張文怡視察 農糧署糧食儲運組收購科 

田邊好幫手 鄭文吉助理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業產銷班經營管理診斷輔導 

李賢德、林勇信、蔡文堅、陳明昭、朱雅玲 
「強化產銷班隊企業化、健全農民組織」為馬總統 97 年提出之 12 項重要

農業政策之一。98 年起在「推動農業產銷班企業化經營輔導，提昇經營效率」

之輔導措施下，由各區農改場選擇果樹、蔬菜、花卉等重點產業產銷班為示範點，

農委會培訓之經營管理顧問專家就選定示範點之生產、行銷、組織、品質、財務

等經營管理活動進行個案診斷及輔導，以強化產銷班企業化經營管理理念及能

力。本年度計輔導果樹產銷班 4 班及蔬菜產銷班 1 班，班別、輔導重點與成果如

下： 

一、高雄市六龜區農會果樹產銷班第 26 班 

為延續 98、99 年診斷輔導計畫。該班成立於 94 年，班長邱瑞斌君，以生

產台農二號網室木瓜為主，97 年班員 32 人，面積 35 公頃，98 年導入診斷輔導

計畫確立產銷班發展方向後進行組織重整，班員 25 人，面積 25 公頃；爾後再

歷經莫拉克及凡那比颱風，至 100 年班員 22 人，面積 21 公頃。 

98 年起導入經營管理診斷手法，先就組織面、生產面、行銷面進行現況盤

點、診斷分析討論產銷班發展方向及提出解決方案，逐年推動實施。並依團隊組

織發展程度與需求，導入組織運作、生產管理、品質管理、現場管理、顏色管理、

數字管理、集貨場管理、風險管理、標竿學習等不同經營管理內容，提升其經營

管理理念與能力。另外也結合本場合理化施肥示範計畫、健康管理栽培技術，以

落實田間管理、品質管控。 

本年度未申請補助經費，輔導重點為逐年持續強化及落實班組織運作、推動

健康管理與風險管控栽培技術、改善集貨場營運管理及現場作業流程與拓展市場

通路。主要成果如下：班員增加 3 人達 25 人，面積增至 25 公頃，核心班員由 6

人增加到 8 人。集貨場採共同選別、分別計價，有效提昇集貨場之利用率，減輕

班員在採後處理分級包裝之工作負擔；利用集貨場周邊設施，行銷六龜優質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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