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教材研究室 

 
▲摘要 
    資訊教材研究室在 96 年度完成兩篇研究報告：「農民生產履歷資訊系統推

廣應用之研究」在 96 年度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的工作上，辦理產銷履歷資訊系

統導入訓練班 11 場次。針對參訓學員的問卷調查顯示，學員對內容、講師及上

課時數等皆有正面評價，明年度將循此模式辦理訓練班。「農業推廣教材數位

化之研究」針對本場研究同仁進行問卷調查，以探討影響研究人員錄製影音數

位教材因素及網路分享意願，以做為數位教材規劃製作之參考。在多媒體影音

教材方面仍略嫌不足，有待繼續開發製作。在例行農業推廣工作方面，編印農

業書刊有台南區農業專訊、台南區農情月刊、農業技術專刊及年報中英文簡介

等。完成「蔬菜害蟲之生態與防治」E化教材影片，剪輯 3分鐘宣導片 2部，

製作活動記錄片 2部，漂鳥營紀錄片 6部。召開記者說明會 2次，發布新聞資

料共 56 則。本場出版品訂購網取得研考會 A+無障礙網頁認證，建置出版刊物

21 本、新聞稿 56 則、活動預告 50 則、招標公告 89 則，一般公告 19 則。協助

5項次文宣案之製作規劃。96 年農友暨消費者服務中心服務件數計有：電話諮

詢 347 件、親自到場諮詢 37 件、信函諮詢 2件、電子郵件諮詢 109 件，合計共

495 件。引導國外來賓參觀 122 人次。 

 

▲農民生產履歷資訊系統推廣應用之研究 
農委會在 2006 年 6 月頒定的「新農業運動方案」中，將「推動農業產銷履

歷，安全產品國際接軌」列為重要農業政策，並訂定「2015 年全面實施產銷履

歷制度」、「外銷農產品與歐美日同步實施」、「國內三年內在量販店及連鎖

超市都買得到」施政目標。台南區農業改良場在 96 年度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的

工作上，完成制訂一般作物－花椰菜、大蒜、蘆筍、瓜果類；有機作物－綠

豆、蘆筍、瓜果、花菜類等 8 項產業作物之農產品良好農業規範(TGAP)，實地

輔導追蹤及收集示範農戶紙本紀錄，協助資料建檔及上傳，辦理 78 場產銷履歷

相關之宣導講習與實地輔導，辦理農產品產銷履歷教育訓練 6 場次，辦理產銷

履歷資訊系統導入訓練班 11 場次。針對資訊系統參訓學員的問卷調查顯示，學

員對內容、講師及上課時數等皆有正面評價，因此明年度將循此模式辦理訓練

班。96 年雲嘉南地區計有 16 個單位取得產銷履歷驗證。本研究建議之改進方

向包括：開放「農產品產銷履歷系統」練習用網頁區讓尚未申辦農民也能上線

練習、持續辦理制度宣導及電腦系統操作等講習訓練、各單位應加強工作小組

成員的橫向聯繫以便掌握推動進度等。 

 

▲農業推廣教材數位化之研究 
     95、96 年已建置完成影音及數位教材即時全記錄系統，並完成 10 部不同

主題之教材，已上網供民眾點閱學習。在多媒體影音教材方面仍略嫌不足，有

待繼續開發製作。針對本場研究人員所進行的調查結果顯示，多數人想獲得較

詳細、完整的課程講授資料，如簡報電子檔或現場實況錄影，但願意提供簡報

電子檔或現場實況錄影的比例則較少，相差了 10％以上，以願意提供紙本講義

者佔多數，或許是方便考量，而現場錄影因完整紀錄會場實況，在隱私權的考

量之下，多人持保留態度，就算有現場錄影的情況下亦不願意提供，而不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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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或索取資料，只有少數人會選擇錄音。因此，要提高研究人員電子資料的

提供意願，或許應從嚴謹的著作權規範及法令執行面著手。調查本場網站所提

供數位教材使用情形，於網站設置計數器統計瀏覽人數，進入首頁點選的人次

每月約 7000 人次，點選下載區的每月約 410 人次，下載區被點閱使用的情形不

甚理想，應加強廣告宣傳。農業電子報的發行，是以主動提供的方式，將即時

訊息傳送到讀者手中，是農業推廣的一大利器，97 年度擬規劃發行電子報，以

主動積極的態度推廣農業知識。 

 

▲編印農業推廣書刊 
1.編印「台南區農業專訊」季刊 

(1)分別於 95 年 2 月 7 日及 8 月 3 日召開台南區農業專訊編輯委員會議，由

各委員審查各期農業新知與技術及產銷活動的文章題目，由編輯人員按進

度執行編輯工作，確保專訊的品質及時效。 

(2)台南區農業專訊有農業新知與技術、農政措施、產銷活動及推廣活動等 4

大專欄，每年 4 期每期編印 3900 本，寄送轄區內農業產銷班班長、本場結

訓青年農民及農業機關學校等相關單位人員。 

2.編印「台南區農情」月刊：台南區農情月刊每月 10 日出刊，內容偏重新農業

政策、新品種、新技術、作物病蟲害防治及用藥、推廣活動訊息，每月出刊

3,500 份，寄贈轄內產銷班及農業相關單位。 

3.編印農業技術專刊 4冊： 

(1). 優質文旦柚栽培管理技術(2500 本) 

(2). 台灣蘆筍品種與栽培技術(3000 本) 

(3). 柑桔類病蟲害防治(修訂版) (3000 本) 

(4). 設施栽培蔬菜害蟲之生態與防治(修訂版) (3000 本) 

4.出版 95 年年報。 

 

▲視聽傳播與新聞發佈 
1.拍攝土壤肥培管理數位教材影片 

2.拍攝設施栽培土壤鹽化改善技術影片。 

3.拍攝十字花科採種技術影片。 

4.拍攝「2007 台灣西瓜節活動」照片及紀錄片。 

5.拍攝漂鳥營及園丁營活動紀錄片。 

6.支援農委會拍攝家政班會示範觀摩影片。 

7.錄製文心蘭及洋桔梗產業經營管理串流影片 2部，共 6小時。 

8.與國際土地改革中心合作委外開發「設施栽培土壤肥培管理」及「設施栽培

蟲害管理」等 2部數位教材，分別完成影音錄製及進行動畫後製作業。 

9.錄製剪輯「2007 繽紛雲嘉南台灣農業亮起來」紀錄影片。 

10.配合各項觀摩會、演講及競賽，錄製拍攝相關成果及推廣活動等影片及活動

照片。 

11.本場中文簡報更新修訂剪輯製作。 

12.農業新聞 

(1) 辦理西瓜節活動記者會(5 月 2 日)1 場次，本場開放日記者會(11 月 29

日)1 場次。 

(2) 本年度發布農業新聞 56 則，提供各大報紙、廣播及電視等各媒體，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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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傳達新政令與新技術。 

▲農業科技資訊與網頁製作 
1. 本場參加 95 年度農委會網站評獎活動，榮獲第二組金網獎，並於 4 月 26 日

假公務人員發展中心舉行頒獎典禮，由李副主委頒發獎座與獎品，黃場長代

表領獎。 

2. 本場出版品訂購網於 10 月通過申請為 A+無障礙網站，取得認證。 

3. 進行「農業新聞」、「活動預告」、「招標公告」、「一般公告」網頁改

版、樣板製作與測試。 

4. 建置 96 年發布之新聞資料 56 則。 

5. 本場出版品：台南區農業專訊 59～62 期、台南區農情月刊 127～138 期、研

究彙報 48～49 號、95 年年報、技術專刊 2冊，上網提供全文圖瀏覽。 

6. 建置活動預告 50 則、招標公告 89 則，一般公告 19 則。 

7. 首頁增加「政府公開資訊」單一窗口，建置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出國報告

、招標、補助、預算等資訊。 

8. 持續本場全球資訊網、「出版品訂購網」及「芒果產業資訊網」之維護更

新。 

9. 本場出版品訂購網 96 年計有 70 筆訂單、銷售金額 34,980 元，從 94 年 8 月

下旬截至目前總銷售績效為 188 筆訂單、銷售金額 72,630 元。 

▲推廣相關文宣工作 
1. 編印「95 年研究發展成果研討會」邀請卡(300 份)及會議手冊(250 本)。 

2. 推廣大樓 1樓海報重新製作更換。 

3. 編印及發送「2007 台灣西瓜節」活動之邀請卡(1500 份)、海報(800 張)、

DM(1000 張)及西瓜節料理果雕競賽海報(250 張)，製作感謝狀、獎狀、獎

牌、工作人員名牌、選手證、比賽用標籤貼紙等。 

4. 編印「2007 繽紛雲嘉南台灣農業亮起來」活動邀請卡(1500 份)、海報(300

張)、導覽手冊(2000 張)。 

5. 編印及寄送「健康優質米之產銷推廣與研究利用展望研討會」邀請卡(300

份)，編印米食展示海報及文宣。 

▲農友暨消費者諮詢服務 
96 年農友暨消費者服務中心服務件數計有：電話諮詢 347 件、親自到場諮

詢 37 件、信函諮詢 2件、電子郵件諮詢 109 件，合計共 495 件。 

▲國外來賓參觀 
96 年國外來賓參觀人數計 122 人次，包括日本、東帝汶、甘比亞共和國、

菲律賓、馬來西亞、泰國、甘比亞、美國、韓國、加拿大、印度、巴布紐幾內

亞、沙烏地阿拉伯、紐西蘭、巴拿馬、海地、印尼、瓜地馬拉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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