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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訊 
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林勇信 
本訓練係藉由農業專業訓練，灌輸農民最新的生產與經營管理技術，以提

昇產品品質與經營效率，並建立受訓學員對農業的信心與興趣，達到培育農村

接班人的目的。參加對象為年齡 18 足歲～55 足歲，從事農業之農村青年、農民

或農學院校畢業之農村青年。 
本年度開辦之農民農業專業訓練班分別辦理 3 天期的施肥原理及堆肥製作

技術班 1 班；4 天期的荔枝栽培管理班 1 班；1 週期的蓮霧栽培管理班 1 班、有

機農產品栽培技術研習班 3 班，共有 222 名學員結訓。各班之辦理目的、主要

課程內容與授課講師如下： 
1.施肥原理及堆肥製作技術班：(開辦日期：6 月 20～22 日；結訓人數：38 人) 

辦理目的： 
本訓練班以介紹高屏地區之土壤特性與提供正確肥培管理資訊，進而改

變農民以往過量施用化學肥料之習慣，並依作物需要量合理施肥，提高作物品

質及減低施肥成本。 
主 要 課 程 內 容 講師姓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合理化施肥之理念與作法 蔡永暭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生物性肥料在作物栽培上的應用 楊秋忠 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肥料特性之認識 林永鴻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固態堆肥之製作與田間應用 蔡永暭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生物性液肥之製作與使用 簡宣裕 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 
作物施肥原理 黃裕銘 教授 國立中興大學 
土壤肥力檢測及作物營養診斷 許哲夫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雄區土壤特性之認識及問題土

壤之改善措施 
張耀聰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屏地區主要果樹肥培管理問題

與對策 
林永鴻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土壤病害發生與防治 周浩平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有機堆肥製作研習參觀 李進生 主任 南州地區農會堆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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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荔枝栽培管理班：(開辦日期：11 月 20～23 日；結訓人數：35 人) 
辦理目的： 

本訓練班屬進階班，課程依荔枝之生長階段配合田間栽培管理技術作主

題式且較深入之探討，並結合經營管理課程，期望結訓後學員能應用課程中有

關荔枝生理特性、田間栽培及經營管理之知識與技術，以確保水果品質與安全

及提高產期調節之成功率與安全優質果品之比例，進而提昇經營效益與利潤。 
主 要 課 程 內 容 講師姓名 職稱 服 務 單 位 

荔枝產銷履歷制度的推動與落實 李雪如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荔枝產業現況與發展潛力 張哲偉 副研員 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荔枝經濟品種特性介紹與管理重點 張哲偉 副研員 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

荔枝新梢管理與晚梢控制技術 李雪如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固態堆肥製作技術與田間應用 蔡永暭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土壤分析及葉片診斷技術 林永鴻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生產高品質荔枝之肥培管理策略 林永鴻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玉荷包荔枝保果栽培管理技術 李雪如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荔枝病害綜合防治技術 陳昱初 副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荔枝用藥安全與產品安全驗證 段淑人 研究員 藥物毒物試驗所 
荔枝採後處理及保鮮技術 王怡玎 助研員 農業試驗所 
荔枝蟲害綜合防治技術 莊益源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荔枝產銷經驗談及荔枝產、銷經營管

理觀摩研習 
蔡門興 農友 屏東縣高樹鄉 

荔枝栽培管理技術及經驗談 
許樹河 
林進國 

班長 
班長 

旗山鎮績優產銷班 

荔枝產銷經驗談及荔枝產、銷經營管

理技術觀摩 
倪榮城 經理 

屏東縣南州鄉同盟果

生產合作社 
 
3.蓮霧栽培管理班：(開辦日期：8 月 20～24 日；結訓人數：39 人) 
辦理目的： 

本班以具有蓮霧栽培經驗兩年以上之農村青年及農民為對象，因此講習

採單一主題，深入探討之方式為主，並安排學員至傑出農友或優良產銷班研習

參觀提供經驗與學員交流，以兼具理論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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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課 程 內 容 講師姓名 職稱 服 務 單 位 
台灣蓮霧產業趨勢分析 賴榮茂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屏地區農業發展潛力 沈商嶽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生產高品質蓮霧之肥培管理策略 林永鴻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蓮霧經濟品種之認識 黃基倬 助研員 農業試驗所鳳山分所

蓮霧產期調節技術之應用與評估 賴榮茂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蓮霧枝梢管理技術 賴榮茂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高品質蓮霧管理經驗談(屏北) 黃順發 班長 
屏東縣里港鄉果樹產

銷第 18 班 
蓮霧土壤分析及葉片診斷技術 許哲夫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植物生理在蓮霧生產的應用 賴榮茂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東方果實蠅之區域共同防治技術 莊益源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蓮霧栽培管理技術經驗談及觀摩研

習(六龜地區) 
林益生 班長 

高雄縣六龜鄉果樹產

銷 第 13 班 
蓮霧企業化經營經驗談及觀摩研習 王瑞平 理事主席 高雄縣輝光福臨農場

葉片培養及整枝修剪技術觀摩研習

(屏北地區) 
黃順發 班長 

屏東縣里港鄉果樹產

銷第 18 班 
高品質蓮霧管理技術經驗談及觀摩

研習(屏南地區) 
黃進文 班長 

屏東縣東港鎮果樹產

銷第 2 班 
蓮霧病蟲害防治管理技術 藍啟倩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糧產品驗證制度與輔導措施 林銘洲 技正 農糧署農業資材組 
環境變遷下蓮霧栽培技術之因應策

略 
賴榮茂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產銷班導入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經

驗談 
蔡順得 班長 

屏東縣南州鄉果樹產

銷第 1 班 

蓮霧網路行銷案例說明 倪榮城 經理 
屏東縣南州鄉同盟果

生產合作社 
蔬果品牌之建立 楊文振 副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農產品行銷規劃與果品商品化設計 林豐瑞 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蓮霧行銷經驗談 王瑞雄 理事主席
大屏東果菜運銷合作

社 

蓮霧國際市場之開拓 邱耀瑞 董事長 
中國實味企業(股)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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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機農產品栽培技術研習班(開辦日期：第一班 5 月 28 日～6 月 1 日，第二班

9 月 17～21 日，第三班 11 月 5～9 日；結訓人數：分別為 31 人， 40 人，

39 人) 
辦理目的： 

讓參加學員透過本教育訓練及相關活動的安排對於有機農業之意義、有

機農業經營之理念、有機資材的認識與製作、有機農產品栽培及經營管理技

術，有正確的認知與態度及實務操作技能。期望結訓後，學員能應用課程中習

得之知能，提昇其經營效益與利潤。 
主 要 課 程 內 容 講師姓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有機農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林銘洲 技正 農糧署 
有機農業經營理念與實踐 黃山內 場長 台南區農業改良場 

有機產業的現況與發展趨勢 董時叡 主任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
推廣暨經營系 

有機農法之地力增進 蔡永暭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固態堆肥製作技術與田間應用 蔡永暭 課長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TOAF 有機生產驗證實施準則與申請
作業 黃文吉 查驗員 (財 )慈心有機農業

發展基金會 
微生物肥料在有機農業上的應用 楊秋忠 主任 中興大學 
FOA 有機生產驗證實施準則與申請
作業 張成發 查驗員 台灣寶島有機農業

發展協會 
水稻有機栽培管理技術 吳志文 副研究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蔬菜有機栽培管理技術 黃祥益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果樹有機栽培管理技術 王鐘和 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 

自然農法常用資材的介紹與應用 徐華盛 理事主席
荖濃溪有機農產運
銷合作社 

有機果樹產、銷經驗談與觀摩研習 王乾坤 班長 乾坤有機農場 
有機水稻產、銷經驗談與觀摩研習 古文錦 班長 廣福有機農場 
有機農場經營與固態堆肥製作技術研
習 

韓青梅
吳純宜

主任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旗南分場 

有機蔬菜產、銷經驗談與觀摩研習 蔡華山 場主 華山有機農場 
有機產品行銷策略與網路資源應用 黃璋如 教授 國立宜蘭大學 
TOPA 有機生產驗證實施準則與申請
作業 張書銘 檢定員 台灣省有機農業生

產協會 
MOA 有機生產驗證實施準則與申請
作業 楊順弘 檢定員 (財 )國際美育自然

基金會 
非農藥病害綜合防治技術 陳昱初 副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非農藥蟲害綜合防治技術 莊益源 助研員 高雄區農業改良場 
生物性液肥作與使用 簡宣裕 研究員 農業試驗所農化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