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麗農業臺灣探索研習營》 

青農培力，種一個永續的力量 

活動日期：10月 26日至 10月 29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臺灣農業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臺灣農產品生鮮處理調配 

 臺灣優良農產品 CAS 認證 

 臺灣農業組織-功能與運作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農場 

 農村小旅行 

 兩岸青農大躍進計畫(人才、產業、自然) 

農業學堂 

參訪機構 

成果發表 



研習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美麗農業臺灣探索研習營－青農培力，種一個永續的力量 

活動目的 

農業為國家的發展基礎，工業發展快速，全球化經濟逐漸改變人類日常生活習

慣。在自由貿易興盛的時代，臺灣傳統農業首當其衝，產業轉型及永續發展成

為當今農業迫切課題。研習營帶領兩岸學子從不同面向了解臺灣農業發展現

況，包含:政策環境、學界研究、產業技術及銷售、民間社團理念推廣，帶領青

年挖掘臺灣先天優勢條件，思考臺灣農業如何建立人才永續、產業永續及環境

永續之理想。 

主辦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7年 10月 26~29日 

活動對象 
18歲~28歲就讀臺灣大專院校之兩岸學生(臺灣學生、短期研修陸生、修讀學位

陸生)，不包含港、澳學生，共計 50位。 

活動地點 雲林縣 

活動內容 

一、 臺灣農業新藍圖 
【農業學堂】 
1. 臺灣農業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2. 臺灣農產品生鮮處理調配 
3. 臺灣優良農產品 CAS認證 
4. 臺灣農業組織-功能與運作 
【農業生產與創意行銷】從人與土地，讓農產品會說話 
1. 稻米生產與銷售 

2. 蔬菜生產與銷售 
3. 醬油觀光工廠 
【農業體驗之旅】 
1. 拜訪西螺鎮農會-農作實務體驗 
2. 農村小旅行 
二、思辨與反饋 
  【永續農業】兩岸青農大躍進計畫(人才、產業、自然) 

預期效益 

一、增進兩岸青年對臺灣農業發展之認識，了解臺灣農產品優勢。 

二、樹立兩岸青年對土地關懷。 

二、透過農村小旅行，帶領青年世代學習刻苦耐勞、腳踏實地之農家精神。 

三、開拓兩岸青年視野，鼓勵其主動關心農村議題。 

活動費用 

免費，(包含課程、住宿、飲食、保險)，但為了確保資源不被浪費，學員收到

錄取通知後指定日期內劃撥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整；逾期繳交者，將視同棄

權報名，學員須全程參與活動並於結束後繳交心得報告後退回。 

報名資訊 https://www.cyio.org.tw/ 

 

  



 

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 研習目的 

    農業為國家的發展基礎，工業發展快速，全球化經濟逐漸改變人類日常

生活習慣。在自由貿易興盛的時代，臺灣傳統農業首當其衝，產業轉型及永

續發展成為當今農業迫切課題。研習營帶領兩岸學子從不同面向了解臺灣農

業發展現況，包含:政策環境、學界研究、產業技術及銷售、民間社團理念

推廣，帶領青年挖掘臺灣先天優勢條件，思考臺灣農業如何建立人才永續、

產業永續及環境永續之理想。 

 

二、 實地走訪與觀摩 

【環境理念】 

疼惜土地，守護健康-西螺鎮農會農業

體驗小旅行 

  研習營帶領兩岸學子前進雲林西螺

鎮農會農場，透過課程了解台灣農業現

況，進一步與農友直接面對面互動學

習，從中了解西螺農特產品與農場經營

管理模式；體驗當季農產品採收及加工

過程，讓學子們親身體驗農事以及農友

耕種時的辛勞，懂得珍惜食物。 



  

  

三、 研習課程 

【農業與創意行銷】從人與土地，讓農產品會說話 

  長期以來臺灣農民較為倚重農業生產技術，忽略的農產品行銷所能創造的商機及

價值，在臺灣農業迫切追求轉型、升級的時代，以文化創意注入農產品行銷，探索

重新甦活的可能，成功且具創意的行銷，將會是農產品將會是提高優良農產品價值

的重要推手。研習營以西螺農特產出發，針對稻米、蔬菜和醬油等，從生產製造和

銷售，藉由農會的整合。 

【農業學堂】臺灣農業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為兩岸學員講述臺灣農業發展、政策環境以及未

來展望。課程內容著重於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農

業政策，包括建立農業新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

系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包括推動對地綠色給

付、穩定農民收益、提升禽畜產業競爭力、推廣

友善環境耕作、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科技創新強

勢出擊、提升糧食安全、確保農產品安全、增加

農產品內外銷多元通路及提高農業附加價值等

等。 

【農業學堂】台灣物流

生產與銷售 

 

  物流生產項目分類：

生鮮、冷藏和常溫；生

鮮商品代工服務(截處

理→業務包裝切)。銷售

對象則是從市場通路、

連鎖餐飲業者、團膳業

者和生鮮專櫃經營等

等。現今社會大多以小

家庭或個人開伙方式居

多，生鮮農產品物流業

成為更重要產業鏈之

一。 

 

 

【農業學堂】台灣農民

組織功能與運作 

 

  農會是台灣特有的農

民組織，類似農民的代

言人，也是保障農民權

益的壓力團體，是政府

與農民溝通的重要媒

介，並傳播農事法令，

接受政府農業行政相關

計畫委辦執行。 

 

【農業學堂】台灣優良

農產品 CAS認證 

 

  CAS認證提升國產農

產品及其加工品之品質

安全，增進國農產品附

加價值，提高農民收

益。CAS標章的認知度

和信賴度均大幅增加，

同時也多能在日常生活

中加以選購，對於國人

飲食生活品質和農產附

加價值的提昇，以及國

產農產品的消費助益良

多。 



 

  
 

七、研習營預定成效 

1. 增進兩岸青年對臺灣農業發展之認識，了解臺灣農產品優勢。 

2. 樹立兩岸青年對土地關懷。 

3. 透過農務工作假期，帶領青年世代學習刻苦耐勞、腳踏實地之農家神。 

4. 開拓兩岸青年視野，鼓勵其主動關心農村議題。 

 

六、邀請合作機構 

1.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五、 圖片來源 

1.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四、成果發表 

【永續農業】兩岸青農大躍進計畫(人才、產業、自然環境) 

  兩岸學員藉由分組模式分別針對臺灣農業的人才永續、產業永續及自然環境

永續三大面向提案簡報，結合三天的課程、參訪、農務實作與專家對談，激發

兩岸青年創意能量。 



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0月 26 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學員報到 斗六車站 

11:00-12:00 【開幕式】 
1.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介紹 

2. 營隊課程介紹 

雲林縣 

西螺鎮農會 

12:00-13:00 午餐 

13:30-15:30 【西螺名產】 

西螺醬油觀光工廠 

(醬油生產簡報→醬油製成時光文物導

覽→醬油製成蒸煮、製麴、曝曬、裝瓶、

包裝→甕廠參訪) 

16:00-17:30 

【在地農產】 

認識在地 

農產品 

儲存包裝 

稻米生產 

(參觀稻米製成：風乾→碾米→包裝) 

18:00-18:20 辦理入住 

米都商務 

飯店 

18:20-19:20 晚餐 

19:20-20:00 破冰活動 

20:0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二天 10月 27 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7:50 起床、盥洗 

雲林縣 

西螺鎮 

7:50-8:30 早操、早餐 

8:30-15:00 

【農業 

體驗之旅】 

疼惜土地，守

護健康 

農作物介紹(火龍果、溫室蔬菜) 

1. 耕種環境(裸地栽培、溫室栽培) 

2. 水源 

3. 農作生長週期 

4. 農務實作： 

農作物採收、農產品加工 

(含午餐時間) 

15:30-17:30 

【在地農產】 

認識在地作

物產銷過程 

蔬菜銷售 

(批發市場→蔬果加工→副產品處理) 



18:00-19:00 晚餐 

19:00-20:00 小組時間 
米都商務 

飯店 
20:00-22:00 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三天 10月 28 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30-8:00 起床、盥洗 
 

8:00-8:30 早餐 

9:00-10:00 

【農業學堂】 

題目:臺灣農業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雲林縣 

西螺鎮農會 

10:10-11:10 題目：臺灣農產品生鮮處理調配 

11:20-12:20 題目：臺灣優良農產品 CAS認證 

12:30-14:00 午餐 

14:00-15:00 【農業學堂】 題目：臺灣農業組織-功能與運作  

15:00-17:00 
【農業學堂

Q&A】 
農業學堂 Q&A 

18:00-19:00 晚餐 

19:3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米都商務 

飯店 22:00 晚點名 

第四天 10月 29 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8:00-09:00 早操、早餐 
米都商務 

飯店 

9:00-09:30 

【永續農業】 

成果發表準備 

雲林縣 

西螺鎮農會 

9:30-11:00 兩岸青農大躍進計畫 

11:10-11:40 評審講評 

11:40-12:3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12:30-13:30 午餐 

13:30 賦歸 

 

講師陸續邀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