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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目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為強化科技農企業及體系之自主運作能力，針對國

內科技農企業及體系業者，遴選中高階管理人才，從數位應用、創新加值、產業經營與國際

化領域，提供生產、行銷、人事、研發、財務、資訊等兼顧實用性及應用性之經管專業訓練

課程，協助提升業者經營量能，促成產業人脈交流，創造國際競爭優勢。 

二、 報名資格 

（一） 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公民，目前服務於農業科技研發、推廣、行銷之公民營企業、

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農漁會、農業相關學/協會與農業產業鏈相關其他行業者。 

（二） 凡具教育部認可之學士(含)以上的學位或經認定合於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者(請自

行上網查詢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5 條，如三專畢業滿 2 年以上，二

專或五專畢業滿 3 年以上）。 

（三） 若學歷未符上述學力資格，但為高中職畢業具 5 年以上農業經營管理經驗者，或曾獲農

業特殊事蹟（如農委會十大神農獎、模範農民、傑出轉業農民、青年農民及農家婦女

等）之業者亦可參與報名，經承辦單位同意得以隨班附讀方式就讀。 

三、 課程規劃 

（一） 上課內容 

分為科技農企業數位應用與創新加值、科技農企業產業經營與國際化二門課程，共 6 學

分，合計 90 小時，本年度課程設計著重於協助學員掌握不同領域之重要經營趨勢，包含

數位應用、創新加值、產業經營與國際化，以作為經營決策參考，透過專家理論講授搭配

業者經驗分享及小組互動討論等多元上課方式，強化學員間彼此互動，提升學習意願與

學習成效，師資及課程內容如附件 1。 

（二） 上課時間 

111 年 7 月 1 日起，每週五上午 9:30～12:30 及下午 13:30～16:30，每週以授課 6 小時

為原則，共進行 90 小時課程。 

（三） 上課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07 號)，此為實體課程上課地點，若

受疫情影響將視實際狀況調整，詳見本簡章【十一、防疫方案說明】 

（四） 結業證明 

學員依排定課程受訓，上課出席時數達 72 小時以上，通過學習評量並繳交研習報告

者，由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核發國立臺灣大學「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推

廣教育證明書及學分成績證明。未具報考研究所同等學力資格者，課程完成後僅核發研

習證明書，但不發給學分證明。  

（五） 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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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委會部分補助，受訓學員需自行負擔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於規定日期內一次繳納，

學員於 111 年 5 月 20 日前報名且錄取者可享早鳥方案，學費為新臺幣壹萬參仟元。 

四、 招收人數 

預定招收1班，人數50名，承辦單位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五、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4 日前截止（以郵戳為憑）。 

（二） 報名方式：採通訊報名及線上報名同步，書面報名表及相關附件資料以掛號方式郵寄                                                                                                                                                 

★報名網址 https://bit.ly/3uDI7wz 。 

★郵寄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1 號 3 樓 中衛發展中心農業創新組徐俊麟先生收 

請於信封上註明「報名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 

（一） 報名檢附資料 

1. 報名表1份（如附件2，包括基本資料表、工作經歷資料表、自傳及預期學習成果，請

以電腦繕打或以正楷清楚填寫，並務必簽名或蓋章）。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1份。 

3.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3）。 

4. 二吋相片二張（請於背後書寫姓名，其中一張貼於報名表上） 

5. 現職工作名片一張（請以迴紋針併同二吋照片夾在報名表第一頁） 

6. 農業特殊事蹟佐證資料（無特殊事蹟者免附） 

7. 其他相關資料如重要論文著作、相關重要發明、相關特殊榮譽、推薦函、相關證照/證

書等佐證資料，每類別提供一項即可，無則免附）。 

8. COVID-19疫苗接種證明影本(接種紀錄卡（小黃卡）或疫苗接種數位證明) 

9. 所提供資料內容，如有虛偽不實陳述，將取消錄取資格。 

（二） 簡章及附件電子檔可至科技農企業資訊網專區下載（https://bit.ly/3F7C5b0）或掃描以下

QR CODE 進入連結： 

 

六、 評選原則 

審查委員將依下列條件評選學員： 

（一） 形式要件：符合報名資格及繳交文件齊全。 

（二） 學經歷、工作內容與農業經營管理相關性、自傳、服務單位規模、相關資料等。 

https://bit.ly/3uDI7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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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區別及產業別整體考量。 

（四） 曾參與農委會相關計畫且績效良好者(如菁創獎得主)得酌予優先考量。 

（五） 因應防疫需求，完成 COVID-19 疫苗第 3 劑接種並出示證明者得優先納入考量，若

因健康或特殊因素無法完整接種 3 劑疫苗者，得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供審酌。 

七、 錄取通知 

預計正取50名學員備取若干名，111年6月中旬公告於「科技農企業資訊網」 www.agribiz.tw，

並寄發錄取通知。 

八、 註冊及報到 

（一） 正取者於 111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註冊繳費，逾期棄權，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二） 備取遞補者於 111 年 6 月 25 日前完成註冊繳費，逾期棄權。 

九、 結業 

預定課程結束後2個月內寄發推廣教育證明書及學分成績證明或研習證明書。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班為碩士學分班，僅授予學分，不授予學位證書。 

（二） 本班修習之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 

（三） 學員於修習期間應遵守承辦單位相關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及其他學員之學

習，經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銷其修讀資格。 

（四） 患有或疑似患有法定傳染病者，經承辦單位報請委辦單位同意，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五） 學員學習績效不佳，承辦單位經委辦單位同意後，得以退訓。 

（六） 報名者於報名後，若經複審作業或日後發現不符報考資格者，則取消其報名或錄取資

格，報名者不得異議。 

（七） 經確定錄取之學員如經發現報考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

事，即取消錄取資格或退訓，且不發給任何有關學分之證明。如係在取得學分後始發覺

者，除勒令撤銷其學分證明、成績單及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取得學分資格。 

（八） 本班開設課程無法辦理休學及延期就讀，均須於本期修習完畢，且無補課機制。 

（九） 本班與國內外各大學相關研究所學分之抵免，依各校之規定辦理。 

（十） 報名資料表如有不全或填寫不清因而延誤報名，一概由報名者自行負責；報名所繳之文

件不予退還。 

（十一） 學費退費規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

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二分之一；開班上課時間已

逾全期三分之一，不予退還。 

（十二） 如遇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洪水、豪雨)，臺北市政府宣佈停課，當日課程將另擇日

補課，惟時間須與任課老師協商後再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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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簡章權利，修改後逕行公告於科技農企業資訊網 www.agribiz.tw，

不另行通知。 

十一、 防疫方案說明 

本課程以實體上課為原則，因應COVID-19疫情考量，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臺大防

疫小組公告滾動式調整授課方式。若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臺大防疫小組公告停止到

校上課，實體課程將改為居家遠端學習不到校，以同步遠距視訊課程辦理，科技農企業參

訪交流延期舉行或改為辦理室內課程。 

（一） 學員上課規定 

1. 座位實名制且座位間隔坐，上課過程不得隨意更換座位。 

2. 確診或被隔離學員無法實體上課者，須主動通報並出示隔離通知等證明文件後，改

以採視訊方式上課，不須請假。 

3. 若工作人員或學員在集會活動期間出現發燒(額溫≧37.5℃、耳溫≧38℃)及上述與

COVID-19 相關症狀時，請戴好口罩並自行返家或就醫。 

（二） 同步遠距視訊課程注意事項 

1. 依教育部規定，因應防疫期間所為之同步視訊上課視同實體出席，惟需確認學員出

席情況，故助教將於上課過程中隨機點名，同步視訊之有上線學員視同「出席」，

但經助教線上點名無回應者，則視同「點名未到」，記缺席一次。視訊上課過程將

由助教監看並截取畫面，作為課程出缺席之憑據。缺席狀況之影響扣考、扣分等，

均依照本學院規定行之。無法出席者需依規定事先請假，缺席者不另外補課。 

2. 視訊上課將使用 Google Meet (Google Chrome 登入 Google 帳號即可使用該功能)，

學員需先申請 Google 帳號。 

3. 學員設備需求：學員端所需自備硬體設備包括智慧型手機或電腦(或平板)、網路、

耳機及麥克風等，主辦單位將於上課前提供視訊設備規格與設定予學員運用。 

4. 遠距課程講義將先上傳至臺大數位學習網，同學上課前自行下載 

十二、 聯絡人 

如對課程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中衛發展中心詢問詳情。 

聯絡窗口 電話 email 

農業創新組王淑敏 (02)2391-1368 轉 8764 c0764@csd.org.tw 

農業創新組徐俊麟 (02)2391-1368 轉 1577 c1577@csd.org.tw 

  

mailto:c0764@csd.org.tw
mailto:c1577@cs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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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九屆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課程表 

1. 課程名稱：科技農企業數位應用與創新加值（3 學分） 

類別 課程名稱 師資 時數 

創新

加值 

【趨勢】 

農業科技產業全球發展與趨勢 
盧虎生(臺大生農學院院長暨農藝系教授) 3 

【管理】 

綠色創新(含業者分享) 

陳家麟(臺大管理學院學術副院長暨創新創業 MBA 

執行長) 
6 

【研發】 

農企業創新與轉型(含業者分享) 

賴宏鋕(臺大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策略

長) 
6 

數位

應用 

【總論】 

數位時代的經營策略(含業者分享) 
黃俊堯(臺大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教授) 6 

【管理】 

數據驅動的資料經濟與決策管理

(含業者分享) 

葉神丑(中衛發展中心技研中心研發長) 6 

【生產】 

大數據工具於農業之應用(含業者

分享) 

張宏浩(臺大農業經濟系教授) 3 

【供應鏈】 

以數位工具優化農產運銷供應鏈 
蔡易成(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邀請中 3 

【行銷及社群】 

農企業電子商務實務(含業者分享) 
彭立沛(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3 

校外教學 中衛發展中心代表 6 

期末報告 雷立芬(臺大農業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3 

合計 45 

※承辦單位保留課程安排及師資調整異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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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名稱：科技農企業產業經營與國際化（3 學分） 

類別 課程名稱 師資 時數 

產業

經營 

【總論】 

新農業科技政策與執行成果 
王仕賢(農委會科技處處長) 3 

【行銷】 

農企業策略行銷規劃與管理(含業

者分享) 

黃麗君(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  6 

【行銷】 

農產品消費市場與購買行為解析 
梁朝雲(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聘教授) 3 

【行銷】 

後疫情時代行銷趨勢與作法 
蔡鴻賢(東方線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3 

【人資】 

農企業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

發展實務(含業者分享) 

王俊豪(臺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 6 

【財務】 

農企業財務分析 
雷立芬(臺大農業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3 

國際

化 

【全球運籌】 

農企業國際化營運策略佈局(含業

者分享) 

陳俊忠(臺大國際企業系教授) 6 

【行銷】 

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與國際拓銷 
林家榮(農委會國際處處長) 3 

【行銷】農企業國際拓銷實務 杜蒼林(華岡茶業執行長)-邀請中 3 

【生產】 

農業淨零碳排政策 
莊老達(農委會企劃處長兼任農業淨零辦公室執行長) 3 

【生產】 

農企業淨零碳排實務分享  

林岳毅(台茂奈米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張喬鈞(在地良品農業科技創始人)-邀請中 
3 

期末報告 雷立芬(臺大農業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3 

合計 45 

※承辦單位保留課程安排及師資調整異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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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九屆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表 

中文姓名 

 

 

請黏貼 

2 吋照片 1 張 
英文姓名 

 

               (姓),                      (名) 

（拼法應與護照一致）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

齡 
歲 

性 

別 
□男 □ 女 

最高學歷 
學校

名稱 
 

系 

所 
 

學 

位 
 

服務單位 
 職 

稱 

 

產業類別 □農業 □林業 □漁業 □畜牧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 

地址 

□□□（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 

 

聯絡電話 
(O) 

(H) 

手

機 

 

E-mail (務必填寫) 

通訊 

地址 

□同服務單位地址 

□其它：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其他 

1. 是否為青年農民(有加入縣市青農聯誼會或百大青農)?  □是    □不是 

2. 是否為承襲家業?  □是    □不是 

3. COVID-19 疫苗注射調查 □1 劑    □2 劑    □3 劑    □未注射 

(有注射疫苗者請擇一提供證明：①接種紀錄卡（小黃卡）、②疫苗接種數位

證明) 

*本人保證所填報名資料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接受取消錄取資格、退訓或撤銷學分之裁決。 

報名編號 

※此欄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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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歷及工作經歷資料表 

*請詳填以下各項資料，本資料僅供審查之用，絕對保密。本表若不敷使用，請另加續頁。 

學
歷 

畢業學校 

(由近至遠填寫) 
系所 學位 畢業年月 

    

    

工

作

經

歷 

服務單位 

(由近至遠填寫) 
部門 職稱 起迄年月 工作內容摘要 

     

     

     

     

農業相關工作年資(至 111 年 5 月底止)      年           月 

重要論著、發明或特殊榮譽摘要 （若有證書、執照及獎項等請附影印本） 

曾參與農委會人才培訓或農民學院課程 （請列舉 5 種以內，並請提供上課證明影印本） 

三、目前工作經歷資料表 

服務單位介紹 

(300 字內) 

 

 

 

 

 

服務單位員工人數 

(以農業部門為主) 
(務必填寫) 

目前工作內容概述

(條列式) 

 

 

*本人保證所填報名資料均屬事實，如有不實，願接受取消錄取資格、退訓或撤銷學分之裁

決。 

 

 

 

 

簽名或蓋章                                 服務機構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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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傳及預期學習成果 

自傳 

（個人簡介） 

 

 

 

 

 

 

 

 

報考動機 

 

 

 

 

希望從課程中

學習事項 

 

 

 

 

課程後預期應

用效益 

 

 

 

 

 

 

其他 

 

 

 

（本表若不敷填寫，請另加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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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中心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中心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辦理「111 年第九屆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碩

士學分班）」，因課程活動辦理等特定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性

別、職業、教育、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

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本中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中心隱私權保護政策，蒐

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中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中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

料。 

五、本中心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

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中心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中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中心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中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中心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中心留存此同

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中心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中心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

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