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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年中國農業推廣學會會員大會
《臺大農推會》八十七年度中國農業推廣學

民及消費者所敬重。

會於 87 年 12 月 11 日假台灣大學管理學院視
聽教室舉行，本會執行秘書李文瑞教授為該
學會的理事長，為當日會員大會的主持人。

中場休息期間，該會更安排「活力加油
站」，由台大四健會帶領會員帶動唱，曲名
為「牽手」。稍後的論文發表有台灣省農業

上午先進行會務報告與會員聯誼，稍後進行
專題演講，由文化大學環境規劃系吳清輝副
教授主講「土地政策與耕地管理」，其從我
國基本土地政策與不同階段時期之不同農地

試驗所王俊雄會友發表「科層組織結構與農
業創新研究之關係—以台灣省農業試驗所為
例」、行政院農委會輔導處倪葆真會友發表
「農業推廣傳播工作評估」、苗栗縣卓蘭鎮

管理策略，提出農地農有與農地農用在經濟
效率與社會公平等方面之闡述。下午之議程
首先由行政院農委會輔導處副處長邱湧忠博
士進行專題討論的第一位引言，題目為「新

農會張宏政會友發表「探討台灣基層農業產
銷組織自主性發展之因素--苗栗縣卓蘭鎮傑
農合作農場之個案研究」。閉幕前並舉行優
秀農業推廣教育人才頒獎典禮，得獎者有東

世紀農業推廣的角色與地位」，其就新世紀
台灣農業發展的演變與農業推廣將面臨新的

港區漁會的周淑瑛小姐、台東縣農會的李昇
先生、龜山鄉農會的鄭勝芳先生、民雄鄉農

挑戰，認為農業推廣將從發展的推廣到永續
的推廣、從國內推廣轉向國際推廣、從推廣

會的吳光華先生、台糖仁德糖廠的許長仁先
生。會後與會會友更在台大鹿鳴堂聚餐，餐

計畫轉向事業計畫、從農民的參與轉向市場
及推廣專家的專業研究。而農業推廣將朝向
對人文及自然知識系統的建構及傳輸，緊扣
生態的翼，社會的根，先由本土認同出發，
切入生活、人文及環境脈絡，再形塑出自信

後大家離情依依相約明年再見。

與真愛的台灣新世紀人格。接著由台大農推
系蔡宏進教授作第二位專題引言，題目為「邁
入二十一世紀農業發展中農業推廣的角色與
地位」，其認為未來的農業推廣角色將比本
世紀艱難很多，對於能夠演好農業推廣角色
的工作人員應給予較目前為高的地位認定，
這種地位應受政府的認可與贊助，也應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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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瑞理事長主持中國農業推廣學會年會
李文瑞理事長主持中國農業推廣學會年會

加強農漁業推廣教授協助推廣計畫研商會議
詢會與推廣活動；2.選定桃園縣蘆竹鄉蔬菜
產銷班第一班及新竹市農會蔬菜產銷班第五
班為台大農推會主動輔導之產銷班；3.本年
度桃改場預定辦理之農業技術諮詢座談會，

《臺大農推會》87 年 11 月 11 日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於該場二樓會議室舉辦八十八年度加
強農漁業推廣教授協助推廣計畫及農業產銷
訓練計畫研商會議，該會由桃改場宋勳場長
主持，與會人士包括：台灣省政府原住民事
務委員會的黃金祥技士；台北、桃園、新竹
各縣市政府農業局與農會的代表；台大農推
會的李文瑞執行秘書、洪淑彬推廣教授、陳

其地點及產業類別請各縣市政府、農會先行
協商，以鄉鎮或跨鄉鎮聯合召開為原則，請
近期內提報調查表彙整憑辦。

雅美技正及李育才技士亦與會參加。桃改場
宋勳場長於會議開場白中表示感謝本會多年
來協助及配合桃改場在該場轄區內進行的各
種推廣與農業諮詢會議，希望日後繼續一起
為轄區內農業盡一份心力。本會李文瑞執行
秘書亦於來賓致詞時感謝桃改場多年來讓台
大農學院的教師們能有下鄉向農民學習的機
會，使課堂中的理論能有田間實例的印證。
會議中所討論之事項其決議簡述如下：1.桃
改場繼續與台大農推會辦理各項農業技術諮

休閒農場造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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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傳奇生態農場—

《臺大農推會》本會推廣教授陳昭郎教授與
本會李育才技士等一行師生十數人，於 12 月
16 日前往位於台北縣三峽鎮有木里的山中傳
奇生態農場進行戶外教學觀摩。山中傳奇自

農推活動

農場巡禮，相信知性與感性的生態藝術之旅
應是叫好又叫座。

早期專業虹養殖場逐漸發展成今日以魚食
文化及魚類生態教育為主題的生態教育農
場，農場內飼養有若干國寶級珍貴冷水性魚
類。此外山中傳奇生態農場引進歐洲超集約
高密度養殖系統，並自行開發若干自動化、
工廠化的機具，目前飼育歐洲鰻高經濟魚
類，為台灣現代化養殖開創新紀元。山中傳
奇生態農場除豐富的魚類資源外，其更於園

高密度養殖鰻魚肥育室

—中部酪農村飛牛牧場—

區中開闢有蕨類園區、觀光果園、土雞場，
並提供有渡假小木屋，假日更有飆比賽，
趣味十足。另外自行開發的農特產品「彩虹
醃」、「七葉蔘茶」、「浦燒鰻」等伴手
禮盒，為饋贈親朋好友的佳品，此外農場臨

《臺大農推會》農推學系蕭崑杉教授與本會
技士李育才等一行師生 8 人，於 11 月 30 日
前往位於火燄山西側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
166 號的中部酪農村---飛牛牧場參觀與訪

近若干旅遊勝地，如滿月圓森林遊樂區、蜜
蜂世界等，近期該農場更將開發與鶯歌的陶
藝文化相結合，搭配陶瓷之旅後再進行生態

問。飛牛牧場與山中傳奇生態農場均屬台灣
休閒農場聯誼會的成員，台灣休閒農場聯誼
會是由全省 9 家休閒農場業者聯合組成，其
２

成立之目的除了作為業者溝通經營理念及經
驗的橋樑外，也希望透過農場結盟方式，讓

要地。牧場中除飼養乳牛外，也圈飼若干家
畜禽，如南非黑肚綿羊、迷你馬、雞、鴨、

民眾能輕鬆得到休閒農場的旅遊資訊，而在
真正體驗田園之樂後，能進一步支持休閒農
場的發展。飛牛牧場有一望無際的放牧草
原，一群群黑白斑荷蘭乳牛跑跳其間，在加

火雞等，此外，通霄地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自
然資源---蝴蝶，因此飛牛牧場設有蝴蝶培育
室，並有專人解說其生態與保育之重要，更
精心策劃配合臨近九華山闢有環區步道。據

上美國西部造型的木屋，令人宛如置身美、
紐、澳等國牧場風光中，因此臨近鄉、鎮、
市的婚紗攝影業者均以飛牛牧場為取景重點

場方表示，早晨在飛牛牧場醒來，喝杯熱香
自產牛奶，感覺很好，不信您來試試看。

北區農漁會網站：『網路超市』簡介
岳修平

農業新知

助理教授---本會推廣組長

《臺大農推系》北區農漁會網站是由行政院

照片、說明、生產者等各項說明，未來還會

農委會輔導，而由桃園縣農會與桃園縣各級
農會資訊共同處理場來執行，並與 IBM 台灣
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及英特格瑞資訊

提供食譜與生產過程的內容。
目前『網路超市』的服務範圍只限於桃
園及台北縣部份地區，銷售農產品乃以產銷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所設置的網站。其網站於
87 年農民節正式上網，同時發表媒體共同服
務站（KIOSK），且在同年七月份，網站內所
設置的『網路超市』正式接受客戶訂購，開

班為單位，購買者只限社區或團體等大宗消
費者。若要在網路超市消費，則必須先在農
會開戶。當客戶進入網站使用網路超市功能
時，網路超市會要求客戶先登入帳號及密碼

啟了台灣網路超市的先例。
北區農漁會網站主要服務內容包括：農
漁會消息、農漁特產品介紹、農漁民專訪、
農漁會業務、農漁會新知、農漁會之旅、一

方可進入；若瀏覽者僅為參觀者，網站亦提
供了參觀者所使用的帳號及密碼，以方便瀏
覽。進入網路超市後，網路超市提供「購物
指南流程圖」，讓使用者可以清楚的知道如

週農漁業氣象、農漁業小常識、市民農園、
活動報導、週休二日何處去、意見箱及網路
超市等 13 項重點。此網站可增進桃園地區的
民眾對當地農漁業的認識；對其他地區的民

何使用此網站的各項功能。使用者欲採購
時，可直接在網頁中的「產品列示欄」輸入
購買數量，之後點選產品項目中的「放入菜
籃」，並可隨時選取「檢查菜籃」，以了解

眾而言，網站內的資料亦具參考價值。
整個網站中最引人矚目的可說是『網路
超市』，它是台灣目前唯一可以在網路上購
買農漁產品的網站。其中提供了農漁產品的
最新訊息，讓民眾可以透過網站訂購，並以

目前已選購產品之數量狀況。當所有欲採購
產品都已放入菜籃後，則可點選「櫃檯結
帳」，系統會自動帶出客戶的送貨地址、付
款帳號，當一切確定無誤，再點選「確定購
買」，即可完成採購動作。至於結帳方式乃

最快的速度將新鮮的農漁產品送到客戶家
中，讓客戶不必出門也可購買新鮮的農漁產
品。目前網路超市販售之主要產品共有六大

是由農會帳戶中直接扣除消費金額，而網頁
經過加密處理，可確保線上交易的安全。為
提高服務品質，網路超市也設有申訴專線，

類，包括：蔬菜、水果、花卉、糧食作物、
特用作物及農產品加工類等，而肉製產品則
尚未提供。在網路超市的網頁上，消費者可
以透過查詢「推薦商品」、「新品快報」及
「特惠商品」等獲得詳細產品資料，如產品

讓消費者對這項設施能有更直接的回饋。
桃園網路超市為全台第一個創建以全
球資訊網路方式進行生鮮農產品銷售的超
市，目前雖然仍在試用評估階段，但歡迎各
界上網購物及瀏覽，並給予建議回饋，以助
３

其改進後能有效推廣至全省各地，嘉惠所有
農民及消費者。

參考網址：http://www.ffnic.org.tw

台灣未來農村建築及住宅新貌之再造契機
韓選棠

教授

農工系展

《臺大農工系》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
於 87 年 11 月 11 日至 8 日在農業陳列館展區
舉行「環境、生態、建築」農工七十特展，

系館中庭興建無基礎之 1：1 實體模型，供校
內外師生參觀與全省農民觀摩與推廣，來訪
者幾乎一致對農工系在推動此次展示作正面

並於農工系館中庭之戶外展區建置一座農村
住宅實品示範實驗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彭作奎主委、台大陳維昭校長、農學院吳文
希院長、農工系張翡章主任、農村規劃與發

之評價。鄉村規劃與發展研究中心不僅在農
村生活及生態面之理論研究十分積極，並在
全省各地均有實際建設之成果。農村建築景
觀實體模型除主要作為台大七十週年校慶之

展研究中心主持人韓選棠教授與農工系諸位
教授共同主持剪綵儀式。展出期間吸引了
3000 餘人次參觀室內展場，戶外實品示範屋
亦吸引了 2000 餘人次參觀，期間不但受到媒

展覽並可與原存於農業陳列館二樓之台灣傳
統三合院住屋展示相互參照比較，提供了改
造台灣農村風貌的一種選擇與建築途徑。

體、報社(聯合報)的小幅報導，也受到了農
政主管機關、本校師生以及廣大關心農村建
設的社會大眾的熱情參與矚目以及一致的好
評。展覽期間亦受到許多外地聞訊而來的農
民、一般學校或森林小學的教師、地方退休
職員、水利會、地檢署檢察官、錫塯綠化基
金會、建築師、研究機構、高中學校、甚至
有遠從北京、上海等地特來觀摩農村建設之
大陸人士六人的造訪，他們對本次展覽都投
注了高度的興趣與關切。另本次展覽的室內
外展區亦提供了校方營繕、庶務、教務、農

農工系館中庭農村住宅實品示範實驗屋
農工系藉著此次系慶展，將該系十多年
來之研究成果呈現在社會大眾眼前，在千載

場等教職同仁，農工、農推、農機、園藝、
土木、地理、地質、管理學院---等各系師長
及學生互相學習觀摩的場所。在農村建設理
論學習之餘，並可看到實際的鄉村建設成
果，節省了大家親赴鄉村體驗學習所需花費

難逢的機會歡迎各地有興趣的農政人員、農
友、各地鄉村建築師及師生們繼續前來參
觀，並不吝提供意見作為未來努力的參考。
該項展覽預定作一年長期的對外展出，現場
並有專人負責解說，每週星期六上午皆安排

的寶貴時間。本展覽亦提供了參觀者新式的
建築材料及符合農村實際需求與可視實際狀
況彈性調整的空間規劃。凡關心當下農村生

專人作幻燈片、影帶及模型說明，現場並備
有各項示範住宅資料及住屋型錄供索取。遠
道的朋友及農民為免向隅，可先來信索取各

活與鄉居環境的大眾，無不試圖尋覓一符合
自然與生態考量且適合人居的鄉村建築與環
境。
此次為配合台大七十週年校慶展，農工
系除於農業陳列館作學術展之外，並在農工

項資料或電話預約參觀，以安排專人接待與
解說。
洽詢單位：台大農工系鄉村建築與環境組。
電話：(02)23627632；(02)23631892。
地址：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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