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12 年度農情調查培訓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活動目的 

農情調查工作目的在於透過蒐集統計後的農作資訊，提供農政單位訂

定產業發展策略及農企業經營方向，未來針對數據建立相關災害救助機制。

為增進整體農情調查資料時效與品質。 

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112 年度實施「現地作物調查輔助遙

測判釋、產銷履歷面積盤點調查」計畫，農糧作物耕作現況調查遍及全台

各縣市地區，除招募全台各區人員協助農糧作物耕作現況調查，期望透過

培訓工作坊的訓練提升調查人員質與量，培育更多優秀專責調查人員。 

二、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三、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四、參與對象（需自備 Android手機操作） 

（一） 專職調查人員 

（二） 在地(青年)農民或農民團體組織 

（三） 其他有興趣之調查人員 

五、培訓課程場次 

場次 區域 日期 地點 

1 彰化場 3/2 (四) 
彰化縣農會 中型教室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349 號 13樓) 

2 雲林場 3/3 (五) 
雲林縣工業會 2F教室 

(雲林縣斗六市嘉安五街 71號) 

3 臺南場 3/7 (二) 台南文創園區 長壽文創講堂 



場次 區域 日期 地點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號 4樓) 

4 高雄場 3/8 (三)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106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5 臺東場 3/9 (四) 
臺東社福館 研習二教室 

(臺東縣臺東市桂林北路 201號 4樓) 

6 花蓮場 3/10 (五) 
花蓮區漁會 中型會議室 

(花蓮市港濱路 37號) 

7 桃園場 3/14 (二) 
桃園市婦女館 103 教室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147號) 

8 金門場 3/16 (四) 
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 紐約廳 

(金門縣金沙鎮下塘頭 5號) 

※ 因培訓課程含 APP操作情境式學習，為維護課程品質小班制教學名額有

限，每場次人數上限為 30 人，報名錄取將依主辦單位篩選評估過後，

由專案人員通知上課。 

※ 參加對象以今年度欲配合調查人員為主，再開放其他有興趣且具農作判

識與 APP操作能力之民眾參與（最終參與人員將由主辦單位決定）。 

六、活動議程 

培訓課程依照計畫調查項目分為【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

查】、及【重要作物樣區調查】，請依照後續欲調查或有興趣之調查項目選

擇參與場次，亦可兩場皆參與。各場次培訓課程項目時間議程如下： 

(一) 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預定時間 議程內容 預定主講人 

9：30-10：00 報到 

10：00-11：00 
 調查內容、時程及給薪規範等說明 

 APP 前置作業與功能介紹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11：00-11：30  筆試(基本概念、作物辨識) 

11：30-12：00  會後諮詢與調查需求媒合 

12：00- 賦歸 



(二) 重要作物樣區調查 

※僅限彰化場、高雄場、臺東場、花蓮場、桃園場 

預定時間 議程內容 預定主講人 

12：30-13：00 報到 

13：00-14：00 
 調查內容、時程及給薪規範等說明 

 APP前置作業與功能介紹 財團法人中國

生產力中心 14：00-14：30  筆試(基本概念、作物辨識) 

14：30-15：00  會後諮詢與調查需求媒合 

15：00- 賦歸 

七、 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 

1. 請於 112年 2月 24日(五)前進行線上報名，或填妥紙本報名表 E-

mail 至 03007@cpc.tw (呂專員)，或傳真 02-26981595 報名，報名

後請來電確認。確認專線：02-26982989轉 03007。 

(二)注意事項： 

1. 課程免費提供講義及茶水，課程當天務必準時出席，若遲到超過

20 分鐘以上，將納入調查人員派工評核標準之一。 

2. 如已報名因故無法參加者，請盡早通知，最晚請於各班次上課前 2

日來電告知，連絡電話：02-26982989 轉 03007 (呂專員)。 

3. 若遇不可抗拒之天災情事，經政府機構依權責宣佈放假，則延期

舉辦，或另以其他替代方式辦理。 

4. 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報名與會

者，敬請自備口罩及水杯；未戴口罩者請勿入場。 

  



112 年度農情調查培訓工作坊 報名表 

※因培訓課程依照調查項目分為【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及【重要作

物樣區調查】，可以依照調查項目選擇參與上半場或下半場，亦可兩場皆參與。 

*參與場次 

彰化場 3/2 (四) 

(彰化縣農會)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下午：重要作物樣區調查 

雲林場 3/3 (五) 

(雲林縣工業會)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臺南場 3/7 (二) 

(台南文創園區)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高雄場 3/8 (三)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下午：重要作物樣區調查 

臺東場 3/9 (四) 

(臺東社福館)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下午：重要作物樣區調查 

花蓮場 3/10 (五) 

(花蓮區漁會)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下午：重要作物樣區調查 

桃園場 3/14 (二) 

(桃園市婦女館)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下午：重要作物樣區調查 

金門場 3/16 (四) 

(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 
□上午：農糧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土地現地調查 

單位屬性 
□在地農民   □農業組織(____________)   □農政單位(____________) 

□調 查 員(____________)    □其    他(____________) 

*姓名  職稱  

*手機號碼  *E-mail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市(縣)    區(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同上 □    市(縣)    區(鄉)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有無 Android手機 □有(課程當天請自備手機)  □無 



*農作物基本判釋能力評估 
這將會納入調查人員招募參考指標之一，務必如實填寫! 

□完全不熟 □有點不熟 □熟悉 □還算熟 □非常熟 

*可調查區域(鄉鎮) ______市(縣) ______區(鄉)、 ______市(縣) ______區(鄉) 

*個人資料 

 保護聲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下稱「農糧署）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告知您下列事項： 

1.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1) 為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主辦之調查活動、培訓課程及其他依法得從事業

務有關之活動。 

(2) 作為上開活動之後續處理、聯絡、郵寄及紀錄之用途。 

2. 個人資料蒐集之類別如報名表。 

3. 中國生產力中心對於您提供之個人資料，將妥為保存，並遵循以下原則使用您的個

人資料： 

(1) 將於存續期間內於前述第一項目的內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不另做其他用途。 

(2) 將於國內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不會傳輸至其他國家或第三人。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您可以針對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若有個人

資料相關權益問題，請洽（02）2698-2989轉03007 呂小姐 

（02）2698-2989轉03256 王小姐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5. 您可拒絕提供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但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

料，將可能導致您無法參加農糧署所辦理之活動或服務等權益。 

6. 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 

                        親 簽：                    

                        日 期：    年  月  日（未回傳恕不受理報名） 

備註 

1. 於開課前 2天會發「上課通知」至學員手機或 email信箱，未收到訊息

者請來電確認。 

2.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https://www.surveycake.com/s/9qkOP 

(2) E-mail：03007@cpc.tw 中國生產力中心農業創新二組 呂專員 

          03256@cpc.tw 中國生產力中心農業創新二組 王專員 

(3) 傳真：(02) 2698-1595 

*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手續。 

3. 洽詢電話：(02) 2698-2989 轉 03007 呂專員 

(02) 2698-2989轉03256 王專員 
4. 本培訓免費且公開，惟場地空間有限，敬請盡速報名，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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