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好食代
食農教育推動交流會
《政府食農教育推廣》

• 與談人：戴介三助理研究員
• 時間：107年6月20日(星期三)
• 地點：台灣博物館南門園區小白宮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學歷：
 嘉義農專農業經營科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鄉村社會組
 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規劃設計組
經歷：
 崇右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經營系兼任講師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副研究員





北部地區農業科技研發及推廣中心

農業科技應用試驗

研究

農業技術服務

國際農業合作與技

術交流

執行國家農業政策

發展地區農業

台北分場

1) 發展都會型農業

2) 解決山坡地及沿海農
業產業科技問題

• 耕地面積97,072公頃
• 總人口10,147仟人
• 農牧戶數116,475戶

五峰工作站

新埔工作站



組織架構與分工



一. 北部地區農作物品種改良、種原繁殖及栽培管理技術改良。

二. 應用生物技術改良作物品種及檢測與加工技術開發。

三. 北部地區農作物病蟲害調查及防治技術改良。

四. 農業機械及自動化改良。

五. 北部地區土壤肥料及有機農業技巧改良。

六. 北部地區農業推廣、農業經營及農產運銷研究。

七. 研究成果之保護、管理及運用。

八. 北部地區農業技術示範推廣。

九. 北部地區會勘鑑定農業天然災害損失。

十. 其他有關農業改良及調查改進事項。

執行重點



作物育種及栽培技術改進

強化作物育種及栽培技
術改進，以提升作物適應
逆境能力以因應氣候環境
變遷。

西洋南瓜新品系選育

小胡瓜
新品系
選育

草苺「桃園4號-紅冠」 水稻優良品種選育

小白菜新品系選育

莧菜新品系選育 萵苣「桃園3號-綠寶」

1. 水稻耐旱及抗病育種。

2. 甘藷、綠竹及花卉健康種苗生產。

3. 培育具耐熱性、適應設施栽培環境(如小白菜、莧菜、
萵苣西洋南瓜及小胡瓜等)。

4. 適合機械採收之葉菜類新品種(如小白菜、莧菜等)。

建立農業典範



土壤肥力分析與作物營養診斷服務
1. 提供轄區農民免費土壤肥力與作物營養

診斷服務，藉以推薦土壤肥培管理措施

2. 檢測樣品包括土壤、植物體、灌溉水、
介質、堆肥及液肥。

3. 本年服務樣品件數共計8,047件（土壤
4,296件，植體1,771件，其餘灌溉水、
堆肥、介質及液肥等1,980件）。

建立農業安全體系



多元諮詢服務管道

提供農民及消
費者多元諮詢
服務管道，協
助農友解決經
營問題。

LINE諮詢服務

農業行銷

https://www.facebook.com/tydares
https://www.facebook.com/tydares
http://ty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http://ty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農業資訊多重管道傳播
1. 發布農業科技創新研發成果

新聞稿及記者會，建立官方
網站、臉書及line群組及
YouTube頻道。

2. 編製數位教學影片、發行農
情月刊、農業專訊、農技報
導、年報、料理食譜及研究
彙報等刊物，且均全文上網

農業行銷

https://www.facebook.com/tydares
https://www.facebook.com/tydares
http://ty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http://tydares.coa.gov.tw/show_index.php


食農教育的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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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重新建立

人與食物、人與土地
的關係

資料來源：陳美芬，2016，談食農教育的推動與地產地消~兼論日本作法



食農教育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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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校園食農教育宣導
學校名稱 已辦理日期 參加人數 參加對象

新北市桃子腳國中小 106年6月03日(六) 40人 學校老師及學生

新北市育林國小 106年6月13日(二) 12人 學校校長及志工

新北市正義國小 106年6月27日(二) 30人 學校老師及學生

桃園市仁善國小 106年6月21日(三) 4人 學校校長、主任、午餐秘書及營養師

106年11月08日(三)36人 學校校長、主任及老師

桃園市芭里國小、龍岡國小及中
壢國小

106年6月30日(四) 10人 學校校長及主任、營養師

台北市公館國小 106年9月20日(三) 30人 學校校長、主任、午餐秘書及營養師

桃園市僑愛國小 106年9月27日(三) 40人 學校校長、主任及老師

基隆市堵南國小 106年11月16日(四)10人 學校校長、主任及老師

桃園市社子國小 106年11月22日(三)8人 學校主任及老師

共計11校 220人



新北市樹林區桃子腳國中小學

新北市樹林區育林國小

桃園市
大溪區
仁善國
小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小

桃園市中壢區芭里國小、龍岡
國小及中壢國小

桃園市大溪區僑愛國小

台北市大安區公館國小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國小桃園市新屋區社子國小



106年食農教育講座
活動名稱 辦理日期 參加人數 參加對象 活動地點

食農教育講座(新北場)106年9月9日(六)
30人

(包括11位教師)
學校教師、主任、職員及青
農、社區民眾

和禾田邊聊寮
(新北市貢寮區)

食農教育講座(桃園場)106年9月23日(六)
31人

(包括21位教師)
學校教師、主任、職員及青
農、社區民眾

好時節農莊
(桃園市大溪區)

食農教育講座(新竹場)106年10月14日(六)
29人

(包括18位教師)

學校校長、教師、主任、職
員及青農、社區民眾、大學
生

無負擔社區
(新竹縣峨眉鄉)



106年食農教育推動資源調查

15

食農教育

資源調查

●非營利組織(人禾基金會)建
構的生態環境場域。
●以模擬歷史空間場域來帶領
訪客體驗古代農村智慧，強調
人與環境的和諧共生，提升對
食農教育的認知程度。

●休閒農場(環境認證
場所)。
●大灶料理體驗從認
識作物來進行採集，
串聯傳統農業文化知
識。

●在地社區組織型態。
●不僅提供消費者新鮮
安全，也作為食農教育
的媒介平臺。

新北市
貢寮水梯田

桃園市
好時節農莊

新竹縣
無負擔社區

完成

完成



106年食農教育推廣
主辦單位 主題 時間 人數 對象 活動地點

臺北市政府
環保局

106年度食農及環
境教育課程

106年8月09日(三) 約100人 一般民眾
玄奘大學善導教育
中心

農糧署北區
分署

106年度桃園市食
農教育與有機消費
推廣講習會

106年10月26日(四)約80人
桃園區、龜山區、八德區、大溪區、大園區、
蘆竹區、復興區的推廣人員、產銷班員、青
年農民及家政班員

桃園市農會401視
聽教室

106年11月2日(四) 約80人
新屋區、楊梅區、觀音區、龍潭區、平鎮區
及中華民國農會中壢辦事處的推廣人員、產
銷班員、青年農民及家政班員

大溪區農會
106年度在地青年
農民通識技術講習
訓練-食農教育

106年11月15日(三)約25人 大溪區青年農民及轄內農友 大溪區農會

桃園區農業
改良場

106年度都會樂活
園藝暨試驗農場開
放參觀日活動-食
農教育推廣活動

106年11月18日(六)
約130人
次

社區民眾及親子
台北分場園藝大樓
一樓會議室

106年度食農及環保教育課
程推廣活動

106年度106年度桃園市食
農教育與有機消費推廣講習
會

106年度在地青年農民通識
技術講習訓練-食農教育

106年度都會樂活園藝暨試驗
農場開放參觀日活動-食農教育
推廣活動



106年度食農及環保教育課程推廣活動 106年度106年度桃園市食農教育與有機消費推廣講習會

106年度在地青年農民通識技術講習訓練-食農教育

106年度都會樂活園藝暨試驗農場開放參觀日活動-食
農教育推廣活動



食農教育教學活動設計類型

• 依學校實際資源與需求

–學校教育型(學校教師為主要執行者，納入正式
課程或特色教學，場域為校園菜圃或鄰近農場、
社區菜圃)

–學校教育支援型(各類團體組織或農場人員為主
要執行者，利用課餘配合學校提供長期或短期
的課程，場域為鄰近農場、社區菜圃)

–社區組織型(各類團體組織或農場人員為主要執
行者，短期課程，場域為鄰近農場、社區菜圃)

18

資料來源：董時叡、蔡嫦娟，2016，當筷子遇上鋤頭：食農教育作伙來，台灣農業推廣學會。



建立區域性輔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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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所面臨的技術問題

不同季節要種什麼作物？那些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環境？
有蟲要怎麼防治？栽種什麼作物可以防治蟲害？如何堆肥？搭棚？

在地組織
(如產銷班、協會)

改良場退休
技術專家

(如植物病蟲害、蔬菜等)

在地農會
(農事、四健、家政)

在地專業農民
(如老農、青農)

區域輔導平台

整合相關資源

各地區農業改良場
例如：中央部會、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等 藉此，強化學校

與在地人、事、
物的連結。



嘗試將食農落實在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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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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