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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函 
 
學會秘書處地址：40227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轉) 
電 話：(04) 22858570   傳 真：(04)22852790 
聯絡人：徐以芸  秘書 
 

受 文 者：如行文單位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休農秘字第 108000010 號 
附件：如附件 

主旨：辦理 108 年度「休閒農業區組織管理與創新經營分級輔導」在職訓練

活動，請查照。 

說明： 

一、 本學會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 年度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與

組織管理、經營行銷輔導計畫」(編號：108 農再-2.2.3-1.1-輔-002)，
為強化休閒農業區組織運作，提升營運績效與行銷能量，優化休

閒農業區服務量能及品質，故辦理「休閒農業區組織管理與創新

經營分級輔導」在職訓練活動。 

二、 參加對象：以北、中部之縣市政府、輔導單位及休閒農業區核心

幹部為主；因場地有限，一單位最多 2 人報名參加。 

三、 本次在職訓練參與狀況將列為休閒農業區評鑑評分參考。 

四、 檢送 108 年度「休閒農業區在職訓練活動簡章」，詳如附件一。 

五、 聯絡窗口：04-22858570 徐以芸 秘書。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臺北市內湖區農會、臺北
市木柵區農會、新北市淡水區公所、基隆市農會、宜蘭縣員山鄉農會、宜蘭縣冬
山鄉農會、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宜蘭縣羅東鎮農會、宜蘭縣壯圍鄉農會、宜蘭
縣礁溪鄉農會、宜蘭縣頭城鎮公所、宜蘭縣蘇澳地區農會、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桃園市觀音區公所、桃園市龍潭區公所、桃園市蘆竹區公所、桃園市大溪區公所、
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新竹縣峨眉鄉公所、新竹縣峨眉鄉農會、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新竹縣新埔鎮公所、新竹縣竹東地區農會、新竹縣橫山鄉公
所、新竹縣橫山地區農會、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苗栗縣西湖鄉公所、苗栗縣三義
鄉農會、苗栗縣三義鄉公所、苗栗縣大湖鄉公所、苗栗縣大湖地區農會、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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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鄉農會、苗栗縣通霄鎮公所、苗栗縣三灣鄉公所、苗栗縣公館鄉農會、苗栗
縣卓蘭鎮公所、臺中市大甲區農會、臺中市東勢區農會、臺中市新社區公所、臺
中市新社區農會、臺中市太平區農會、臺中市石岡區農會、臺中市外埔區農會、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臺中市后里區農會、彰化縣二水鄉公所、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南投縣水里鄉農會、南投縣水里鄉公所、南投縣信義鄉農會、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南投縣國姓鄉公所、南投縣集集鎮公所、南投縣中寮鄉公所、南投縣竹山鎮公所、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南投縣鹿谷鄉公所、南投縣鹿谷鄉農會、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宜蘭縣員山鄉大湖底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員山鄉橫山頭休閒
農業區、宜蘭縣員山鄉枕頭山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大同鄉玉蘭休閒農業區、宜蘭
縣冬山鄉中山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冬山鄉珍珠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冬山鄉冬山河
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冬山鄉梅花湖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冬山鄉大進休閒農業區、
宜蘭縣三星鄉天送埤休閒農業區、宜蘭縣羅東鎮羅東溪休閒農業區、宜蘭縣壯圍
鄉新南休閒農業區、宜蘭縣礁溪鄉時潮休閒農業區、宜蘭縣頭城鄉新港澳休閒農
業區、宜蘭縣蘇澳鎮大南澳休閒農業區、宜蘭縣五結鄉蘭陽溪口休閒農業區、基
隆市七堵區瑪陵休閒農業區、新北市淡水區滬尾休閒農業區、臺北市內湖區白石
湖休閒農業區、臺北市文山區貓空休閒農業區、桃園市觀音區蓮花園休閒農業區、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休閒農業區、桃園市蘆竹區大古山休閒農業區、桃園市蘆竹
區坑子溪休閒農業區、桃園市大溪區月眉休閒農業區、桃園市大園區溪海休閒農
業區、桃園市大園區台七桃花源休閒農業區、新竹縣峨眉鄉十二寮休閒農業區、
新竹縣尖石鄉那羅灣休閒農業區、新竹縣新埔鎮照門休閒農業區、新竹縣橫山鄉
大山背休閒農業區、新竹縣五峰鄉和平部落休閒農業區、苗栗縣西湖鄉湖東休閒
農業區、苗栗縣三義鄉雙潭休閒農業區、苗栗縣三義鄉舊山線休閒農業區、苗栗
縣大湖鄉薑麻園休閒農業區、苗栗縣大湖鄉馬那邦休閒農業區、苗栗縣南庄鄉南
江休閒農業區、苗栗縣通宵鎮福興南和休閒農業區、苗栗縣三灣鄉三灣梨休閒農
業區、苗栗縣公館鄉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苗栗縣卓蘭鎮壢西坪休閒農業區、臺
中市大甲區匠師的故鄉休閒農業區、臺中市東勢區軟埤坑休閒農業區、臺中市東
勢區梨之鄉休閒農業區、臺中市新社區馬力埔休閒農業區、臺中市新社區抽籐坑
休閒農業區、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坑休閒農業區、臺中市石岡區食水嵙休閒農業區、
臺中市外埔區水流東休閒農業區、臺中市和平區大雪山休閒農業區、臺中市和平
區德芙蘭休閒農業區、臺中市后里區貓子坑休閒農業區、彰化縣二水鄉鼻仔頭休
閒農業區、彰化縣二林鎮斗苑休閒農業區、南投縣水里鄉車埕休閒農業區、南投
縣水里鄉槑休閒農業區、南投縣信義鄉自強愛國休閒農業區、南投縣魚池鄉大林
休閒農業區、南投縣魚池鄉大雁休閒農業區、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頭社活盆地休
閒農業區、南投縣國姓鄉糯米橋休閒農業區、南投縣國姓鄉福龜休閒農業區、南
投縣集集鎮雧雧休閒農業區、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休閒農業區、南投縣竹山鎮富
州休閒農業區、南投縣埔里鎮桃米休閒農業區、南投縣鹿谷鄉小半天休閒農業區、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休閒農業區、雲林縣古坑鄉華山休閒農業區、台灣大學張教授
育森、南開科技大學許助理教授勝程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學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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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在職訓練 
活動簡章 

一、 在職訓練目標：強化休閒農業區行銷管理能力，建構休閒農業新趨勢。 

二、 在職訓練時間&場地： 

時 間 場 地 

中部場次 
5/28(二)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BI100 教室(約 80 人) 
地址：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北部場次 
5/30(四)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502 教室(約 50 人)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三、 在職訓練對象：北、中部縣市政府、休閒農業區輔導單位及休閒農業區核

心幹部；因場地有限，一單位最多 2 位報名參加。 

四、 上課流程： 

1. 中部場次 5/28(二)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式-開場致詞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0930-1130 
社群行銷與管理： 

休閒農業區的環境佈局與工具應用 
許勝程 老師 

1130-1150 休息  
1150-1230 綜合討論與詢答 許勝程 老師 
1230-1400 午餐  

1400-1600 
療育農業與解說： 

療育農業的理念與做法 
張育森 老師 

1600-1620 休息  
1620-1700 綜合討論與詢答 張育森 老師 
1700-1730 閉幕式-頒發時數證明與問卷填答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1730 賦歸  
 



2 
 

2. 北部場次 5/30(四)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式-開場致詞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0900-1100 
社群行銷與管理： 

休閒農業區的環境佈局與工具應用 
許勝程 老師 

1100-1120 休息  
1120-1200 綜合討論與詢答 許勝程 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療育農業與解說： 

療育農業的理念與做法 
張育森 老師 

1500-1520 休息  
1520-1600 綜合討論與詢答 張育森 老師 
1600-1630 閉幕式-頒發時數證明與問卷填答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 

1630 賦歸  

五、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5：00 止。 

六、 報名方式： 

1. 傳真：(04)2285-2790。 
2. Email：tlaa9210@yahoo.com.tw。 
3. 掃描 QR-code，1 分鐘填寫表單。 

 
4. 報名後，敬請來電確認：(04)22858570 徐以芸 秘書。 

七、 交通資訊 

1. 中部場次：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100 教室 

mailto:tlaa921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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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部場次：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502 教室(農業綜合館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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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在職訓練活動報名表 

單 位 名 稱 * 
(縣市政府、輔導單位、休閒農業區) 

 

報 名 地 點 * 中 部  /  北 部 

序號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用餐* 

1    葷 / 素 

2    葷 / 素 

1. *請務必填寫。 
2. 傳真：(04)2285-2790。 
3. Email：tlaa9210@yahoo.com.tw。 
4. 掃描 QR-code ，1 分鐘報名 

 
5. 報名後，敬請來電確認：(04)22858570 徐以芸 秘書。 

 

mailto:tlaa921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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