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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有機農業產業體驗研習暨援農小旅行 
 

一、 目的：有機產業除了生產技術的精進、產品驗證標示包裝及通路推廣外，面對消
費者食安意識抬頭，更多生產者對永續生產及友善環境的認同，形成社區
支持型與休閒產業發展及方式都是正向的能量，擬透過北、中、南、東多
元類型的有機農業產業推廣專業研習、現地體驗，讓農會推廣人員及轄內
有機農民與在地農民面對面分享經營理念及實務經驗，充實推廣輔導工作
職能，未來可以勝任有機產業輔導及陪伴工作，共同參與促進有機農業的
發展，並且積極推動。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農會 
三、 協辦單位：彰化縣農會、臺南市農會、三星地區農會 
四、 輔導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五、 辦理日期及地點： 

   (一) 106 年 11 月 29 日(三)～30 日(四)，宜蘭縣下。 
   (二) 106 年 11 月 09 日(四)～10 日(五)，臺南市。 
   (三) 106 年 11 月 13 日(一)～14 日(二)，桃園市。 
   (四) 106 年 11 月 23 日(四)～24 日(五)，臺中市。 

六、 參加對象：農會推廣人員、由農會輔導推薦之有機農民。 
七、 課程內容： 
   (一) 宜蘭縣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第 
一 
天 
11
月 
29 
日 

(三) 

08:50-09:00 報到 中華民國農會 臺北車站東三門出口 

10:30-10:40 開訓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中華民國農會 

三星地區農會 
(宜蘭縣三星鄉義德村中

山路二段 41 號) 

10:40-11:30 破冰活動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1:30-11:40 休息一下 

11:40-12:30 從有機找商機 
有機新經濟學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2:30-13:30 餐敘 

13:50-15:50 他山之石 
觀摩與實作 

有限責任宜蘭縣有機友善
農業生產合作社-綺香園 

陳帥之 先生 綺香園 
(宜蘭縣三星鄉楓林八路

270 巷 36 號) 15:50-16:00 休息一下 

16:00-16:50 有機農業產業運作 
實務座談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8:30-19:30 餐敘 
頭城休閒農場 

(宜蘭縣頭城鎮更新路
125-1 號) 

19:30-21:30 有機電影院 
&分組討論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21:30-   補充體力 

第 
二 
天 
11
月 
30 
日 

(四) 

08:30-08:40 報到 中華民國農會 

頭城休閒農場 
(宜蘭縣頭城鎮更新路

125-1 號) 

08:40-09:30 有機農業推動的遊戲 
規則與步驟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09:30-09:40 休息一下 

09:40-10:30 有機農業推動的遊戲 
規則與步驟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0:30-10:40 休息一下 

10:40-12:10 動動腦時間-推動區域型 
有機農業發展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2:10-13:10 餐敘 

13:10-15:10 分組報告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5:10-16:00 綜合討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中華民國農會
16:00- 歸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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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南市、桃園市、臺中市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第 
一 
天 
 

08:50-09:00 報到 中華民國農會 
第二梯次-嘉義高鐵站2號出口
第三梯次-桃園高鐵站5號出口
第四梯次-臺中高鐵站5號出口

09:30-09:40 開訓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中華民國農會 

第二梯次-走馬瀨農場  
第三梯次-渴望會館 
第四梯次-東勢林場 

09:40-11:10 破冰活動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1:10-11:20 休息一下 

11:20-12:10 有機農業推動的遊戲 
規則與步驟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2:10-13:10 餐敘 

13:40-14:30 他山之石 
觀摩與實作 

第二梯次 邱建男 講師 
            李俊憲 助理講師 
第三梯次 尹國士 講師 
            李俊憲 助理講師 
第四梯次 巫居訓 講師 
            李俊憲 助理講師 

第二梯次-太康有機農場 
第三梯次-國展茗園 
第四梯次-小瓢蟲有機農場

14:30-14:40 休息一下 

14:40-15:30 他山之石 
觀摩與實作 

第二梯次 邱建男 講師 
            李俊憲 助理講師 
第三梯次 尹國士 講師 
            李俊憲 助理講師 
第四梯次 巫居訓 講師 
            李俊憲 助理講師 

15:30-15:40 休息一下 

15:40-17:10 有機農業產業運作 
實務座談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7:10-18:10 餐敘 

18:40-19:30 有機電影院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第二梯次-走馬瀨農場  
第三梯次-渴望會館 
第四梯次-東勢林場 

19:30-19:40 休息一下 

19:40-20:30 分組討論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20:30- 補充體力 

第 
二 
天 
 

08:00-08:10 報到 中華民國農會 

第二梯次-走馬瀨農場  
第三梯次-渴望會館 
第四梯次-東勢林場 

08:10-09:00 
動動腦時間- 
推動區域型 
有機農業發展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09:00-09:10 休息一下 

09:10-10:00 
動動腦時間- 
推動區域型 
有機農業發展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0:00-10:10 休息一下 

10:10-11:00 從有機找商機 
有機新經濟學 

臺灣有機農業技術促進會 
賴俊銘 秘書長 

11:00-11:10 休息一下 

11:10-12:00 從有機找商機 
有機新經濟學 

臺灣有機農業技術促進會 
賴俊銘 秘書長 

12:00-13:00 餐敘 

13:00-13:50 分組報告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3:50-14:00 休息一下 

14:00-14:50 分組報告 拾壹品文創 李俊憲 老師 
王均菱 助理講師 

14:50-15:30 綜合討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中華民國農會 

15:30- 歸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