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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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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創造附加價值；推動品牌行銷，目前銷往大陸、上海、香港皆用波飛品牌；

100 年度總營業額 3,200 萬元，通路以拍賣市場為主，積極拓展外銷市場，日本

約 3 公噸，中國大陸 20 公噸。落實產期調節，分散風險，建立果樹健康管理之

觀念，班長邱瑞斌以此實務經驗參加 100 年度創新農業經營管理競賽榮獲生產

管理組冠軍；該班參加 100 年度績優產銷班評選，榮獲全國十大績優產銷班。 

二、高雄市阿蓮區蔬菜產銷班第 7 班 

為 100 年新提送計畫，該班成立於 89 年 7 月 1 日，班員 11 人，班長張太

平，全班面積 17.55 公頃，主要作物番茄(配合其他蔬菜輪作)。本年度輔導重點

為加強產品品質及降低人力成本，提高自動化程度，改善病蟲及鳥害對產品所生

為害，提升班員栽培管理能力。本年度輔導成果如下：輔導新增設施面積 0.7 公

頃，降低露天栽培之病蟲害問題，提高產品質量之穩定度，並輔導班員參加本場

舉辦之講習會，學習病蟲防治技巧；輔導購置選果機 8 台，降低過去以人力選果

造成人力浪費之情況，並提高選果品質及效率達 5 成以上；輔導試搭防鳥網，以

減少過去露天栽培鳥害為害情況，試用效果可 100%防止鳥害；為提升班員栽培

管理能力，帶領班員前往十大經典產銷班-嘉義縣太保市蔬菜產銷 13 班進行標竿

學習，以精進栽培技術及組織運作，提升班未來潛力。 

三、高雄市燕巢區果樹產銷班第 24 班 

為 100 年新提送計畫，該班成立於 92 年為高雄市吉建合作社轄下之產銷

班，班員 17 人，經營面積：18.77 公頃，主要作物：番石榴、印度棗，年產量

131 公噸，年產值 3,144 仟元。 

本年度輔導重點及成果如下：生產管理方面雖然執行產期調節，但仍會與其

他產區的採收期相衝突，造成整體市場產量過剩，價格偏低。本年度申請補助款

300 仟元，建構 10 坪冷藏庫，在價格偏低時，適量冷藏番石榴，並增加學校營

養午餐的供應量，100 年番石榴營養午餐供應量增為 6 公噸(99 年約 4.5 公噸)。

行銷管理方面，過去通路侷限於台北果菜批發市場，今年繼續拓展外銷市場，包

含廈門、香港、新加坡等地，100 年番石榴外銷出貨量約 20 公噸(99 年約 16 公

噸)。在 組織發展上，積極配合農試所鳳山分所、高雄區農業改良場與吉建合作

社的輔導，辦理果品健康安全栽培管理講習會，除運銷鮮果外，增加番石榴加工

的產品線，本年度番石榴加工供應量約 2 公噸，班員已全數通過吉園圃認證。 

四、屏東縣東港鎮農會果樹產銷班第 2 班 

為延續 98、99 年輔導計畫，該班成立於 82 年 6 月，班員現在人數 26 人，

主要作物蓮霧，經營面積 20 公頃、年產值約 30,000 千元。 

本年度輔導重點及成果如下：新購碎枝機 4 台，增加代工班碎枝速度，減少

農民燃燒枝條造成空氣汙染。碎枝作業面積 95 年 18.5 公頃，96 年 28 公頃、97

年達 40 公頃，100 年達 70 公頃(占東港蓮霧面積 54％)，並持續推動草生栽培，

以永續經營作為該班發展目標。製作集貨場、班場所各項標示牌，妥善規劃運用

空間置放機械、存放資材、分級包裝。規劃班場所為多用途教室，辦理各項講習、

農業政策宣導、提供社區辦理其他活動及接待參訪團體。現行栽種果樹為蓮霧，

品種以南洋種及大粒種為主，產期自當年 12 月至隔年 4 月，為配合 5 至 7 月地

方產業東港「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增加新品種如泰國紅寶石、香水蓮霧調節產

期。該班班員蓮霧參加全國優質蓮霧競賽屢獲冠軍、亞軍、季軍及優勝等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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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更榮獲「果園健康管理冠軍」。 

五、屏東縣枋山地區農會果樹產銷班第 9 班 

為延續 99 年輔導計畫，該班成立於 87 年 6 月 1 日，班員 14 人，班長戴正

一。全班面積 33.15 公頃，主要作物為愛文芒果。 

運用深入訪談及焦點團體討論方法，引導班員依民主方式做產業分析，充分

掌握產銷班內部問題，再由班員依民主表決方式將問題收歛達成共識，據以決定

產銷班願景及經營策略。 

本年度輔導重點及成果如下：在生產管理因落山風危害，輔導設置 352 公

尺防風網，特級品由 50％提高至 80％，優級品由 45％減少至 17％，良級品控

制在 3％以內。另外芒果乾因未真空包裝，致易褐化不耐儲運，輔導做真空包裝，

並搭配冷藏設備運用，色澤保持鮮黃，儲藏時間由原來半年，延長達 1 年以上，

提高儲架壽命。在組織運作方面，安排農企業經營管理講習訓練及前往台南區農

業改良場與玉井區農會標竿學習，提高產銷班組織運作能力、班員向心力，及提

昇班員專業知識、技術與經營能力。100 年榮獲全國優良農業產銷班。 

高屏地區熱帶果品消費型態之研究—地方消費型態調查 

楊文振 
本研究目的在如何透過在地農會超市或大賣場銷售轄區內熱帶果品，達到農

民與消費者雙贏。因為農產品在地消費，不但產品最新鮮，而且縮短運輸距離，

節能減碳又環保。 

研究方法與結果：設計問卷，調查高屏地區 28 家農會超市主辦人員、超市

熱帶果品消費者，每 1 家農會超市問卷調查 15 位消費者。調查項目包括基本資

料、果品來源、分級包裝、消費特色、消費行為等。 

研究結果顯示，鄉鎮農會超市水果櫥窗面積不大，以 1.1-2 坪最高，達 89

％，其次是 2.1-3 坪，僅占 7％，而水果櫥窗面積占超市面積比率則以 1.1-5％最

高，達 78％，其次是 5.1-10％，比率有 14％。農會超市的國產水果占超市水果

的銷售比率，以 76-90％占比率最高，達 75％，其次是 61-75％，占 18％。進

一步調查熱帶水果占國產水果銷售比率，發現 76-90％最高，達 64％，其次是

61-75％。農會超市水果自購比率以 6-10％最高，達 32％，其次是 5％以下，占

29％，顯示，農會超市自購水果比率偏低。農會超市水果上架時間以 3 天所占

比率 50％最高，其次是 5 天，達 36％，顯示超市水果週轉率良好。至於農會超

市增加熱帶水果銷售之可行性，受訪農會有 39％認為有可能，普通的 43％，亦

有 11％表示極有可能。 

消費者在鄉鎮農會超市購買水果頻率，以 10 天最高，達 29％，其次是 7 天，

占 25％。消費者每次在農會超市購買水果金額以 100 元以內最多，達 38％，其

次是 101-250 元，占 29％。消費者對農會水果品質表示很滿意的有 53％，其次

是普通的有 36％，而且對農會超市水果種類認為很夠的比率最高，達 35％，認

為普通的有 26％，認為不夠和非常不夠的合計 32％，值得農會重視與加強。消

費者對農會超市水果售價認為很合理的達 41％，非常合理的亦達 13％，二者合

計 54％，但是認為很不合理和非常不合理的，合計才 9％。另外，消費者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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