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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農業行政 

科  目：農業推廣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王榕老師 

一、 根據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請說明「農業推廣」的範疇為何?(20 分) 
 

(最難 5 顆星) 

藉由農業發展條例闡述農業推廣之範圍。 

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二章頁 32 

【擬答】： 

農業推廣(Agricultural extension)之意義：係指農業推廣機構整合農業推廣資源，應用資訊傳播

、人力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式，提供農業推廣對象終身教育機會及促進農、林、漁、牧產

銷業務與農村社區發展之計畫活動。狹義則指農業相關學系或農業改良試驗場，將研究改良結

果移轉給農民或團體公司，讓他們獲取新技術與知識，投入農業生產，提高品質數量，收益上

升並改善收益之行為。廣義則是指農事改良外，還要教育、組織、培養農民團體，輔導其他與

農事經營等相關活動，基本理念為協助策變者與策變對象間的農業知識、資訊與資源間的有效

移轉，藉由改善農業問題來提升農村福祉。 

農業推廣在早期的範圍狹小，對象僅限一般農民，目的不外乎改良種子品種或是農耕技術，

以提升產能收益為考量。近期則推至農村中各個組成份子，皆為推廣教育之對象，課業也擴

及農民生活有關之主題。 

以法條而言：農業推廣意義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八款規定，指利用農業資源，應用

傳播、人力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式，提供農民終身教育機會，協助利用當地資源，發展

地方產業之業務。 

從定義而言，農業推廣核心目標為產業與農民，為農業發展的次級系統，連結其他相關次系

統(行政、研究、教育、供應、市場等)，適度依據情境或場所，發揮傳播、改革、促進等效

能，藉此改善與進化農業發展體系，但因其他次系統對資源競爭下，使農業推廣長期處在弱

勢困境當中。 

歐美對農業推廣所下定義 

美國學者  

Kelsey 和 Hearne（1949） 

認為「農業推廣藉由工作中學習之概念，啟發農民，讓成人與

青年能夠獲取需要之服務與教育，是政府授田大學與人民間的

合作業務」 

荷蘭農業推廣學者 

A.W.Van Den Banc

（1988） 

認為：「推廣是將資訊傳述給大眾，讓人民思維出好的想法與作

出有利決策之工作稱之。」 

Niels Roling（1988） 

認為「推廣是為了達到預定公共效用，一個機構應用專門性傳

播干預方法來促成自願性行為改變的計劃活動。為了特定社會

利益，政府相關機構應傳送正確資訊方式，促進社會大眾自發

性改變，是一種協助的工作。」 

德國學者 

Ｈ. Albrecht（1995） 

認為諮詢工作含有下列幾項解釋意義： 

推廣目的是幫助農民自願改變行為以解決其問題。 

推廣方法是對話和溝通。 

推廣關係是互相合作或伙伴關係。 

 

二、請詳細說明我國鄉(鎮、市、區)農會之農業推廣業務的服務對象以及工作重點。(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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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 5顆星) 

農會農業推廣內容的條列闡述 

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二章頁 56 

【擬答】： 

農會(Farmers' association)乃具台灣特色之農民社團法人組織，具有經濟、社會、教育特性之綜

合性事業體，業務雖與國外常見之農業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類似，但本質則有所不

同。台灣農會，歷經日據時期以合作原理為基礎而設立的「農會」、「農業會」，光復以後，

融入自中國具有職業團體性質之「農會」思潮及民國四十二年接受美國社會學家安德生(W.A. 

Anderson )的農會改組建議等多次演變，型塑出台灣農會，其成立法源來自中華民國《農會法》

成立，主管機關原為內政部，2000 年 7 月 19 日《農會法》第 3 條修正公布後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地方則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受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指導、監督。 

基層農會推廣工作之服務對象及內容 

個別農民：農事推廣教育輔導其農民有關農業方面各項產銷，培育等之推廣；為了配合政府

政策，輔導適地適作，發展經濟作物而成立產銷班，並輔導以共同及委託經營方式，發表精

緻農業以提高農民收益為宗旨。其進行農業計畫的推廣，工作重點包含協助地區農特產品展

銷、鼓勵擴大經營規模(如小地主大專業農政策、稻米契作集團產區等)、受理各項政府計畫

委辦(如農作物保險補助、設施興建補助、肥料補助等)、青農貸款等。 

農民教育與農村幹部之培育，以利於合作事業推廣之推展及服務工作之落實。 

加強經濟性、服務性的推廣工作與組織活動，回歸會員農民為本之推廣體制。 

提供農業生產資材補助，降低農業管道生產成本，擴大農產共同及委託經營規模，增加農

場經營效益。 

建立網路資訊連線，加強推廣服務層面，傳播農情資訊，加速農業企業化經營。 

統一包裝建立自我品牌，拓展銷售管道，整體之運銷推廣服務，解決農業產銷問題。 

農業產銷班：進行農事業務的推廣，工作重點包含地方特色蔬菜產銷輔導與推廣、輔導班員

安全用藥及吉園圃標章推廣、提供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情報及農業資訊、水稻及其它作物之良

種繁殖更新推廣、小型農機具等農業生產資材補助。 

農村婦女：家政推廣在改善農村生活品質環境於心靈與生理並重，除辦理各種講習會及實務

研習，以增進農村婦女的知識與技能之外，更是以促進家庭生活的和樂、加速農村生活現代

化、加強推動農村衛生保健、老人服務、營造農村健康生活、生產支援體系（高齡者生活改

善班、強化家政班）及發揮家庭功能等事項為重點工作。另再如文化福利業務方面則提供農

民於各文化及福利之相關業務等。其進行家政業務的推廣，工作重點包含輔導農村婦女辦理

各項研習及訓練活動，諸如食品烘培、中西餐飲、農村婦女第二專長訓練、手工藝製作、盆

栽組合、環境綠美化等各項才藝，以及健康保健、疾病預防、養生、理財規劃等講習活動。 

灌輸均衡飲食觀念，增進食物營養、食品衛生、食品加工等知識，以改善飲食習慣。 

辦理醫療保健工作，教導『預防勝於治療』新觀念，保障個人及家庭成員之身心健康。 

增加生活情趣，培訓烹調手藝、插花、手工藝製作、花卉精緻藝術栽培等副業技能。 

提昇語言能力，辦理外語研習，以增進人際關係及溝通能力。 美化、綠化農村，建立富

麗農村新形象。 

四健推廣：四健會以九歲至二十四歲青少年為主要指導對象，為符合會員多元化的需求及身

心靈發展，以舉辦農村體驗營、鄉土文化教育， 藝術課程等知性活動，將農業及對大地的

尊重深植會員內心，藉以體認農業相關產業，培植農業新血。四健推廣教育則輔導農村青年

之就學與創業之教育；四健教育係以區內農村青年為對象，以增進其身、心、手、腦平衡發

展為目的。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加強新進農民之農業經營實務能力，辦理農場見習計畫。請詳細解釋該計

畫可否視為農業推廣工作?另請說明可申請為見習農場的條件。(25 分) 
 

(最難 5顆星) 

將農業推廣特性來分析農場見習計畫 

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六章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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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農場見習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加強新進農民之農業經營實務能力，辦理農場見習計畫，建立農場見習

甄選及管理查核機制，確保農場見習品質，並保障見習學員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報名資格：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得報名農場見習： 

完成農民學院初階以上訓練結訓。 

五年內參加政府、大專院校辦理或政府委託辦理之相關農業訓練，結訓時數達八十小時。 

農學院校農漁畜相關科系畢業。 

專科學校以上休閒觀光相關科系畢業，以報名休閒農場見習為限。 

申請為見習農場的條件 

領有相關事業許可證或依農場登記規則取得農場登記證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農場、農場

、種苗場、畜牧場、禽畜種原生產場所。 

取得許可登記證或列入專案輔導之休閒農場。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完成登記之農業產銷班。 

農委會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輔導之大佃農。 

取得特定漁業執照、漁業權漁業證照或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經營或作業場所。 

農業企業機構。 

經農委會會完成專案輔導之青年農民。 

符合前項各款之見習農場，且具下列條件之一者，得優先納入農場見習計畫之見習農場： 

通過服務品質認證之休閒農場。 

自九十四年起曾獲選全國十大績優或優良之農業產銷班。 

曾獲選科技農企業菁創獎之農業企業機構。 

曾獲選績優漁業產銷班。 

近二年考核評定優等之農業生產合作社或合作農場。 

農場見習與農業推廣 

農業推廣本質為教育，教育之目的與意義說法多元，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廣義的教育

泛指一切傳播和學習人類文明成果，即各種知識、技能和社會生活經驗，以促進個體社會化和

社會個性化的社會實踐活動，產生於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狹義的教育專指學校教育，即制度化

教育。廣義的教育則包含社會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例如家教、禮儀等文明與社會的教育。以

該角度而言，農場見習可以讓學員了解並學習相關農作一切事物，如耕作方式、肥料選用、時

程安排、職務分配、財務規劃、園區管理等事項，可以想見藉由見習活動，讓學員透過實作來

快速上手各項農場工作，故農場見習實為農業推廣一環。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普考) 

共 5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四、請試以「訓練與訪問」推廣法，訂定推廣「病蟲害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

之推廣計畫(內容須含目標、執行步驟、預算與預期成效等)。(25 分) 
 

(最難 5顆星) 

藉由完整的推廣計畫架構來分析此題  

農業推廣講義 A1，志光出版，第四章頁 89 

【擬答】： 

病虫害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簡稱為 IPM，包括三項基本原則：1. 將害物之

族群維持於經濟危害水準之下，而非趕盡殺絕；2. 儘量採用非化學製劑之防治方法；3. 當藥

劑之應用已無可避免時，宜慎選藥劑，將其對有益生物、人類及環境之影響降至最低。在預防

勝於治療的理念下， 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下，以有效管理代替趕盡殺絕。 

訓練與訪問 

使用時機 

農業推廣人力較為充裕時 

對重點農戶(如新技術使用示範農戶)進行農業推廣工作時 

須了解、蒐集 推廣對象(如農家或產銷班)某些重要意見或資訊時，須傳播某一重要策變

內容(如食安問題、農產品標章使用等)時。  

優點 (優點：推廣員經由農場與農家訪問，可認識了解農民，並加強聯絡感情，徹底明瞭個

別農場的實際狀況及問題，獲得最真實的資料。 

缺點：較為耗費人力、時間及經費。 

「訓練與訪問」推廣法下的 IPM 推廣計畫 
 

 分析性工作活動 互動性工作活動 

目標決策 

設定長期目標，提升美生菜生產效率與

品質，擴展國際外銷競爭市場 

分析政府與民間可用資源來推廣病虫害

整合管理 

分析對象栽種農民與相關資訊人員，是

否擁有導入與執行 IPM 之能力 

評估目標決策過程是否恰當 

推廣人員必須築起 IPM 推廣地區之代表

與政府相關機構如農改場的意見交流橋

樑 

由 IPM 專家評估各項目標本益比 

檢定工作策略之達成機率，如利用感測

設備監控害蟲出現頻率數據 

工作方案

編制 

確立各項 IPM 導入農作，如提升生產數

量與品質，相關成本降低如肥料使用下

降，與病蟲害產生頻率之數據研究 

排列出推廣地區人員、地點’、時程、依

循各地作物栽種模式與特性，建立探訪

與輔導機制系統 

排列工作目標並協調農戶相互配合，分

析各工作方案之衝突情形 

與地方領袖或重要在地組織進行商討執

行工作之問題 

藉由各管道宣傳 IPM 之優點，藉以提高

示範地區農民興趣，吸引農民來探詢與

要求 IPM 輔導，  

爭取上級以及各平行機構對工作方案之

支持，彙整工作方案與計畫，進行初步

方案成果之宣傳 

計畫執行

步驟 

整合各地方與中央的相關推廣資源，評

斷了解 IPM 推廣之成效與效率 

檢視農業推廣人員與受訪及輔導農戶之

合作關係 

評估並檢討計畫執行程度，若有進入落

後或重大困難時，必須適時引入外界專

家學者協助與評估 

邀請專家學者來檢視相關成果 

積極爭取上級機關來訪視成果，以利後

續經費補助與相關協助 

收集與徵求適合的農戶進行 IPM 訓練，

給予必要協助 

訓練過程紀錄與審視是否符合計畫目標 

訓練階段完成後，將紀錄彙整分析，給

予上級與相關單位參考 

預算 

列出各項訓練與訪問事務以及人員可能

需要費用 

列出計畫預期目標與成效，向上級或所

屬單位申請推廣機費 

與受訪者說明引入 IPM 所需費用以及政

府補助事項 

輔導受訓農民與相關設備業者之聯繫，

幫助農民能以優惠價格取得 IPM 系統所

需資源 

預期成效 評估是否達到目標成果與經費使用狀況 建立評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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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評估人員人選與標準 

討論各種面向之評估模式 

進行成果資料收集分析 

與上級聯繫來決定評估方法 

收集當地農戶意見反映 

傳送評估報告給各所需機構，如農委會

與各農改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