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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推廣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根據農業發展條例中對農業推廣之定義，試舉出相關農業推廣案例並詳細說明可與那三項聯

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對接？（ 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SDGs之內容闡述，並且能延伸到農業推廣案例 

【擬答】： 

SDGs 之起源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 17 項目標(Goals)及 169 項細項目標(Targets)。當時有 193 個國家共同決定

在 2030 年前，努力達成 SDGs 17 項目標。 

SDGs 目標(Goals)內容多元，其中有關農業或與國民飲食安全項目為： 

消除飢餓，達成糧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福

祉。 

確保所有人都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理。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保育及永續利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保護、維護及促進領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理森林，對抗沙漠化，終止及

逆轉土地劣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與 SDGs 對接之農業推廣案例 

桃園高榮野生動物保護區面積約 1.11 公頃，為臺灣面積最小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區內生

存著第二級珍貴保育類野生動物「臺北赤蛙」。桃園市持續進行棲地環境改善、移除水

池內肉食性魚類、結合當地社區發展協會進行巡護，並宣導當地居民發展無毒農業，改

變農作習性，營造適合臺北赤蛙的生長及繁殖環境，確保生物多樣性。在桃園高榮野生

動物保護區內亦以探索、體驗及認識等方式推廣食農教育，藉此保護陸地生態，桃園市

透過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稽查及山林巡護隊巡護，來遏止森林及山坡地的不當開發行

為，並以推動植樹造林、臺北赤蛙棲地復育、環境教育等方式，遏止生物多樣性喪失，

提倡生物多樣性價值觀→即上述的 SDGs 目標中的第(5)點目標。 

水田調洪蓄水的功能：水稻田如人工濕地，可大面積蓄水，具顯著之調洪功能，在休耕

時期可有效提供調蓄洪水之功能。曾有學者研究台北市洲美地區水田特定區之調洪蓄水

功能，推估出國內水稻田所具有之調蓄洪水容量約為 3.3 億噸，約等於 1 座翡翠水庫之

有效蓄水容量，此為農業在生產面以外之顯著功能→即上述的 SDGs 目標中的第(2)點目

標。 

海洋資源保育:我國沿岸海域日照充足，營養鹽類豐富，基礎生產力高，向為魚類產卵及

哺育之重要棲地，而臺灣拖網漁業，大部分屬底拖網，底拖網之網具對海洋底棲生態之

破壞大，加以底拖網具對魚種較無選擇性，極易產生誤捕及棄獲等狀況，因此亟需加強

管理。考量距岸 3 海浬內近海屬於魚種復育重要區域，因拖網對生態破壞甚鉅，政府遂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地方政府特考) 

共 6 頁 第 2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公告「台灣地區拖網漁船禁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規定全台距岸 3 海浬內禁止拖

網漁船作業，以保育及永續利用海洋資源→即上述的 SDGs 目標中的第(4)點目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 

 

二、請論述在臺灣地區之農業推廣機制中，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 

PPP）的機制如何運作？（ 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了解公私協力意義並且透過不同模式與農業推廣連結 

【擬答】： 

公私協力之意義 

基本精神：公私部門彼此互動、合作，發揮比較利 益，共同合夥推動公共事務。 

內容：除了有建構為夥伴之意思外，也存在著以契約架構彼此互助互信的合作關係，公

部門與私部門間相輔相成，共同推動公共建設或促進社會福祉的興建、營運模式。私部

門藉由提供設施、資產或公共服務等資源，參與公共建設以換取合理報酬。 

公私協力與農業推廣 

公私協力的建置-公私協力與網路化機制的建置:鼓勵以創新的方式，促進公私部門的整

合，穩定公私協力合作關係。公私協力下，風險與任務清楚分工，政府能從私部門獲得

資金、技術與效率，私部門可獲得法規鬆綁調和、政府資源取得，而農民（農業）則可

在兩者協助下提升獲益、改善經濟品質，消費者則享受到高品質、安全、價格合理之產

品。 

在農企業價值鏈範疇以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推動之方法，包括有：Design, Bulid, Finance, 

Operate & Transfer（DBFOT）、Build, Own & Operate（BOO）、管理合約（3-5 年期短

合約）、特許權（8-15 年長期合約）或策略聯盟等，講座並說明各種合作模式其營運主

體、資金來源、商業風險及合作效期等差異處。另推動合作時農企業本身仍需對目標、

工作內容不斷檢視，適時提出修正，確保合作關係永續。 

公私協力與農業推廣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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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 2019 年開始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希望透過政府與民間公私協力合作，挖掘地方特

色並發展加值產業，吸引產業進駐，讓人口回流帄衡城鄉發展。試圖尋找創新的元素，

希望讓產業深化及永續，留住在地青年。 

在工業和農業之間創造合作模式裡，如有許多契作農戶提供香蕉、芒果等水果及蔬菜，

並有加工廠、研發中心、食安檢測實驗室等投入合作，共同研發生鮮產品或加工加值後

食品，銷往國內外市場。在這合作關係中，除土地國家提供外，資金方面也有各自出資

比例，當然最重要的是契作農戶與 R&D 技術、集貨運銷、產品檢驗等服務提供。發展

農企業之政策主要從生產、運銷及加工關連產業為主，並說明透過合作可以引進技術和

提升生產力，激勵農民投資改善他們的生產方式；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中找到自己的定

位，創造利基市場。 

以牡丹鄉為例：牡丹鄉公所決定以林下經濟作為地方創生的主軸，透過屏科大社區林業

中心的輔導和協助，發展林下養蜂和段木香菇栽培、山林畜牧養雞等三項深具部落特色

的事業項目。這項計畫獲得國科會和林務局的支持，朝第一級的農業生產進行。一旦林

下經濟基礎技術建立，將進一步帶動二級、三級產業發展。 

 

三、隨社會變遷，農村面臨諸多挑戰，說明如何在農業推廣訓練計畫擬定階段確認訓練需求，並

規劃設計適合的農業推廣訓練計畫？（ 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了解農業推廣計畫之制定程序，藉此分析訓練需求確認項目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90-92。 

【擬答】： 

計畫之觀念：計畫在現今社會工作中，是普遍且必要使用之名詞，如社福計畫或經濟計畫

等，各領域計畫雖內容與制定不同，但基本原則與觀念則大同小異，計畫簡單的說明為

「在有限資源與時間有效率運用要求下，依據個人或組織需求而制定一套有程序性工作方

案，達到預定目的之行動過程稱之」。 

農業推廣計畫發展意義：此意義為農業推廣人員在特定社會環境下，依據農民或社會大眾

需求制訂工作目標，設計有次序內容活動來達到工作目標之過程與決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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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問題分析 

確認問題的領域：先確認問題的範圍、層次與農業推廣是否相關聯。 

定義問題的範圍：討論關於問題的概念與意義，將相同概念問題予以整合才更方便分

類。 

確認問題優先順序與應用技術：針對問題來決定解決次序及使用的決策工具。 

確定需要：問題優先順序決定後，再將待解決問題報告送至推廣委員會，開始進行長期

推廣計畫製作。 

農業推廣訓練計畫編制 

目標決定與描述：完成問題分析後，並確立計畫需求，則可以依據需求制訂目標，即在

確定解決問題後擬定的預期成果。其中目標特徵、敘述、標準等都應有明確規範。 

目標決定與應用技術：此階段是利用各種方式來協助定義各級計畫與目標的內容。 

長期農業推廣訓練計畫目標之制定：將推廣計畫決定之需求編成計畫目標，通常需要注

意的是工作策略選用，資源估計分配。 

農業推廣計畫擬定分【由上而下】、【由下而上】與【上下聯合擬定】，而上下聯合擬

定則為全面而兼顧，能接受地方農民意見而又能承認推廣人員重要性，可滿足地方需求

與政策目標，充分表現民主自由，使農民擺脫外力支配，符合農業推廣教育之理念。 

農業推廣訓練計畫之事例 

例如農業推廣機構或教學單位，想要將智慧農業相關措施導入甘藍種植，則如下所述 

問題分析 

分析如何降低美生菜種植成本 

概念與量化美生菜栽種與面臨問題之因果關係 

估計現有可用資源與歸納整理 

甘藍栽種導入智慧農業所需設備與知識 

訓練目標決策 

設定長期目標，藉由智慧農業提升種植甘藍效率與品質，擴展市場 

分析政府與民間可用資源來建構智慧農業與甘藍栽種 

分析甘藍栽種農民與相關資訊人員能否達到智慧農業導入可行性與執行力 

確立各項智慧農業導入種植後的目標與方式，如提升生產數量與品質，相關成本降低

如肥料使用下降，與後端市場監控並排序出適當收成時機 

訓練需求 

藉由問題分析與訓練目標來擬定訓練需求 

檢視訓練機構擁有的師資與設備，必要時請外部資源投入訓練計畫 

為了讓土壤更為適合甘藍栽種，以及為了量化甘藍栽種品質與效率，則有需要了解與

訓練使用感知技術與辨識技術之設備與器材。 

為了與市場需求脈動做連結，排入認識市場相關栽種數量與適當時程資訊網站，並教

導農民熟稔大數據分析輸入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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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論述受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農業推廣工作推動主要受到那些挑戰？試擬可行之替

代方案並說明其優缺點。（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從農業推廣各面向來分析新冠肺炎之挑戰與替代方案分析 

《命中特區》：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頁 205。 

【擬答】： 

新冠肺炎使得農業推廣中的相關環境或生態教育旅遊受打擊 

新冠肺炎造成旅遊產業重大衝擊，所以政府應介入輔導補助，進而營造休閒農業友善旅遊

環境，創新農業六級化加值整合成體驗遊程，提升人力素質及服務量能，朝向主題化、特

色化、區域化、國際化及智慧化發展，其替代方案如下。 

遴選規劃農漁村行程 

109 年累計劃定休閒農業區 96 區、輔導 478 家休閒農場取得許可登記證及成立 114 班田

媽媽料理班，遴選農業旅遊伴手 41 項，豐富在地農遊特色。推廣漁產、花卉、農村廚房

等主題遊 74 條及自由行套票路線 280 條，結合農業節慶發展區域亮點旅遊活動，善用網

路社群及跨域整合，與 22 家虛實通路合作行銷 33 場，便利遊客選購並享受農漁村精彩

行程。 

輔導社區規畫旅遊路線 

因受新冠肺炎出入境管制衝擊，以拓展國民旅遊市場為重點。109 年以行銷推廣遊程為

主軸，輔導 13 社區 14 條旅遊路線，加強通路媒合上架至可樂旅遊、山富旅遊等，並於

旅遊帄臺成立優遊農村專區。 

推動農遊振興 

另因應疫情趨緩，配合振興三倍券、農遊券政策，推出「優遊農村 夏日遊購送」活動，

整體帶動約 4,037 萬元經濟效益，吸引 2,586 萬人次遊客參與農業休閒旅遊，其中國外遊

客 3.9 萬人次，創造產值 102 億元，帶動地產地消、吸引人力回流及促進農村永續。 

以上措施優點為提振農業生態旅遊，藉由政府來鼓勵民眾消費與參加農業推廣活動，但

缺點為政府支出暴增，且僅有短期支持作用，難以長期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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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 

新冠肺炎使得農業推廣教育訓練停滯 

新冠肺炎對農業推廣教育造成影響，轉變教育場域的教學模式與學生學習樣態。造成多

數實體課程取消，相關推廣教育進修或實習也被迫暫停，研究單位更可能實施遠距工

作。 

替代方案：推動機構發展與投入新的線上課程資源。可看到教育機構中已有部分課程轉

為線上或是部分線上，應用線上教學的模式進行，此方式優點為避免人潮群聚，增加推

廣教育的安全性，但也意味受教育者必頇有實體設備與熟悉度，所以若為年長農民就有

可能在此線上教育風潮中，使得農業推廣教育權利受損害。 

新冠肺炎造成食安教育與推廣受阻 

全球百萬人因新冠肺炎死亡，大部分主要國家實行鎖國，不僅人群流動停滯，物流，民

生消費皆受到重大衝擊，如餐飲、旅遊、一般消費等，使得農漁牧產品也連帶受牽連，

新冠肺炎使得經濟下滑與收入減少，使有機農產與農產品履歷等較高單價農產品銷售更

加困難 

替代方案：現今國內市場雖然實體消費下滑，但網路購物業績上升，所以強化網路購物

行銷，提振消費信心與需求上升，先藉由產銷調節如暫時休耕，滋養土力，待疫情穩定

後，才重新耕作出發，並補助農業電商帄台，協助農場與有機耕作農產由實體走到線

上，除作為農場轉型的契機，藉由多媒體進行多元推廣，提高農場知名度與特色農產品

的曝光率，增加民眾購買的便利性及回購率。此方式優點在於能夠拓展食安教育之延伸

觸角，更為深入社會大眾與網路媒體中，但缺點在於需投入網路行銷費用才能持續長

久，對相關食安教育及概念，難以長期推廣，仍頇與相關食安教育活動與扎根相互搭

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