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教學增能計畫成果表單 

計畫/主題/ 

主軸名稱 

■A 主軸：提升學習成效 

□B 主軸：教師教學增能 

□C 主軸：實務課程強化 

□D 主軸：厚植國際移動力 

分項計畫名稱 A3：職涯發展與業界回饋 

執行方案 A3：職涯發展與業界回饋 

成果名稱 
(活動、研討會、會議、

競賽、培訓…) 
我國雜糧產業政策與未來發展 

舉辦日期 105 年 12 月 21 日 舉辦時間 13:20~15:10 

主辦學校 嘉義大學 舉辦地點 蘭潭校區國際交流學園國際會議廳 

執行成果 
(以約1,000字描述概況 

新聞稿方式) 

    本次活動邀請前農委會副主委陳文德先生講述【我國雜糧產業政策與未來發

展】，參與對象為農藝系大一到大四同學 182 人參加，有效問卷填答人數 140 位。

系主任特別希望在陳文德先生的分享中，同學能對農藝系的多元產業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從中找尋自己適合、喜歡的產業，以利往後的發展。 

    陳文德先生透過介紹我國雜糧產業政策，簡介台灣從民初對雜糧作物生產的推

動與改善，可以對增加糧食產量有很大影響，並說明台灣是經歷了非常多的改變才

走到現在，裡面也很多錯誤的政策使的雜糧產量一度銳減，改善政策之後，雜糧開

始以高經濟價值來推銷，讓雜糧的重要性上升，也成為我國雜糧未來發展趨勢，在

最後陳文德先生建議同學有興趣可朝此產業發展，未來還無可限量。 

    講者在演講結束後，學生於問答時間踴躍發問，希望能更了解未來台灣對雜糧

的政策會如何發展與推動，讓全場圍繞在腦力熱絡交流的氛圍當中。 

  同學反應熱烈，收穫良多。讓同學了解我國雜糧產業政策，希望可以成為在校生

專研的其中一個選項。 

   活動滿意度調查問卷共 7 個項次及 4 題開放式問句。依統計結果顯示，參與者

對「對本次講座講者的整體表現滿意度」、「對本次講座分享內容滿意度」與「整體

而言，本次活動讓我覺得滿意」等 3項次，感到非常同意及同意者達 85%以上，「對

本次講座時間及地點的安排滿意度」，感到非常同意及同意者亦達 83%。 

   另外，在開放式問句部分，參與者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包括政府政策，國際趨

勢與農民心態之間關於「糧」的關係、雜糧專區的發展，雖然推廣有許多障礙 

、雜糧作物的發展和未來發展、雜糧產業面臨問題、國家糧食歷年概況、農業雜糧

的歷史及雜穀類的增加計畫。而感到最有收穫之處，包括國內雜糧產業所面對的問

題、印尼雜糧部分技術不錯，千萬別小看東南亞國家、國際雜糧發展了解雜糧的優

劣勢與發展新的構念、台灣貿易(糧食)的發展、雜糧作物在台之演變歷史、雜糧未

來發展、70 年的雜糧發展、需加強國際交流，台灣雜糧技術不足、糧食作物除了

稻米、雜糧亦有其多方面可探討、應用的價值、宣導雜糧的優點及政府針對糧食環

境制定的政策。再者同學希望講座可再增加內容為雜糧政策推動者的想法&立場、

為雜糧(種類)作介紹、可舉出種植/加工應用雜糧成功之例、農委會、公部門的公

職資訊、雜糧的利益、氣候變遷、農業知識及農情介紹、整理大綱，可在邊聽時，

邊掌握整體內容方向等。 



 

 
     同學簽名報到情形踴躍 

 
系主任介紹講師 

 
           講師精闢演講 

 
           同學發問問題 

 
           發問問題 

 
合照 

 

附件資料 
(議程、海報、簽到表、

活動問卷/結果、手冊

等…) 

海報、問卷分析、簽到表、活動問卷 

參加對象 
主辦學校 

參加人數 
182 人 

夥伴學校 

參加人數 
 

其他 

參加人數 
 

參與人數 

成功大學  名 中正大學  名 南華大學  名 

嘉義大學 182 名 臺南大學  名 金門大學  名 

臺南藝術大學  名 真理大學(台南校區)  名 康寧大學  名 

長榮大學  名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名 台灣首府大學  名 

中信金融管理

學院 
 名 雲嘉南區域合作高中 ○○高中、○○高中  名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講座活動成果表 

(我國雜糧產業政策與未來發展講座) 

 

 
 

活動海報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講座活動成果表 

 (我國雜糧產業政策與未來發展講座) 

 

 

 

問卷分析表 

  



一、本次活動參與人數：182 二、問卷回收數：140 

三、滿意度調查 

施測題目 

非常滿意 

(人數) 

(5 分) 

滿意 

(人數) 

(4 分) 

尚可 

(人數) 

(3 分) 

不滿意 

(人數) 

(2 分) 

非常不滿意 

(人數) 

(1 分) 

平均 

分數 

對本次講座講者的整體表

現滿意度 
49 74 17 0 0 4.23  

對本次講座分享內容滿意

度 
54 65 21 0 0 4.24  

對本次講座時間及地點的

安排滿意度 
51 65 19 5 0 4.16  

認為本次講座對於增進個

人職涯規畫知能滿意度 
34 67 38 0 1 3.95  

整體而言，本次活動讓我覺

得滿意 
46 73 19 2 0 4.16  

四、施測項目之分析圖 

  

  

非常滿意 

35% 

滿意 

53% 

尚可 

12% 

1.對本次講座講者的整體表現滿意度 

非常滿意 

39% 

滿意 

46% 

尚可 

15% 

不滿意 

0% 

2.對本次講座分享內容滿意度 

非常滿意 

36% 

滿意 

46% 

尚可 

14% 

非常不滿

意 

0% 

3.對本次講座時間及地點的安排滿意度 

非常滿意 

24% 

滿意 

48% 

尚可 

27% 

不滿意 

0% 

4.認為本次講座對於增進個人職涯規畫知能

滿意度 



 

 

五、本次活動參與者建議及改善作法 

 本次講座最讓我感興趣地方... 

1. 雜糧也是一個不錯的作物選擇 

2. 農業發展 

3. 雜糧在台灣的耕作史 

4. 雜糧未來趨勢 

5. 雜糧的重要 

6. 建議事項 

7. 政策&面臨的問題 

8. 基因改造 

9. 雜糧政策的演變 

10. 雜糧減少 

11. 雜糧產業之建議 

12. 雜糧的應用 

13. 雜糧內容與發展 

14. 開放進口及市場改變趨勢 

15. 台灣農業中雜糧也可以競爭 

16. 經驗 

17. 近年台灣藜、藜麥的興起 

18. 農業發展雜糧專區 

19. 農業的全球觀 

20. 了解農業相關知識 

21. 演講主題 

22. 產業的問題 

23. 台灣藜價格飆升 

24. 國內雜糧產業面臨問題 

25. 政府政策，國際趨勢與農民心態之間關於「糧」的關係 

26. 雜糧生產政策建議 

27. 國內雜糧產業面臨的問題 

28. 特殊的雜糧作業 

29. 雜糧保價 

30. 雜糧種植分析 

31. 對於雜糧與水稻的種植選擇 

32. 開放進口後雜糧產量與價格對我國影響 

33. 國內雜糧產業面臨問題與建議 

非常滿意 

33% 

滿意 

52% 

尚可 

14% 

不滿意 

1% 

5.整體而言，本次活動讓我覺得滿意 



34. 產業發展及面臨問題 

35. 雜穀類的增加計畫 

36. 台灣雜糧價格的起伏 

37. 雜糧產業之介紹 

38. 雜糧的敘述 

39. 關於雜糧的任何方面 

40. 雜糧專區 

41. 對雜糧產業的建議 

42. 雜糧未來可利用方向、大糧倉 

43. 國內雜糧產業面臨問題與建議 

44. 雜糧專區的發展，雖然推廣有許多障礙 

45. 雜糧作物的發展和未來發展 

46. 雜糧產業面臨問題 

47. 國家糧食歷年概況 

48. 雜糧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49. 農業雜糧的歷史 

50. 未來農業有可能的趨勢 

51. 國內雜糧產業面臨問題 

52. 知道了農藝系其實發展無窮 

53. 台灣雜糧作物產業發展演進 

 本次講座讓我最有收穫內容... 

1. 國內雜糧產業所面對的問題 

2. 印尼雜糧部分技術不錯，千萬別小看東南亞國家 

3. 國際雜糧發展了解雜糧的優劣勢與發展新的構念 

4. 台灣貿易(糧食)的發展 

5. 雜糧作物在台之演變歷史 

6. 雜糧未來發展 

7. 70 年的雜糧發展 

8. 大糧倉 

9. 台灣雜糧作物近況 

10. 現行雜糧政策的狀況 

11. 台灣未來之糧況 

12. 主委很認真 

13. 認識雜糧政策 

14. 需加強國際交流，台灣雜糧技術不足 

15. 雜糧問題和改良 

16. 糧食過剩而開始轉種雜糧 

17. 可以種甚麼 

18. 知識 

19. 雜糧產業面臨問題與建議 

20. 糧食作物除了稻米、雜糧亦有其多方面可探討、應用的價值 

21. 雜糧的發展 

22. 從世界觀點看台灣農業 

23. 國際的發展對台灣農業的影響 

24. 了解農業相關知識 

25. 雜糧政策演變 

26. 產業的建議 

27. 基改大豆製油 

28. 多元雜糧推廣 



29. 國內的農業政策 

30. 知道更多有關雜糧的功用 

31. 一些政策問題 

32. 未來搞不好是雜糧的時代 

33. 雜糧歷年統計 

34. 了解糧食生產與人口成長，對農業抱有希望 

35. 雜糧在台問題 

36. 將雜糧種植的優勢講得很清晰 

37. 了解政府政策 

38. 稻米生產過剩，輔導稻田轉作雜糧 

39. 宣導雜糧的優點 

40. 雜糧產業的演進 

41. 雜糧產業的發展 

42. 雜糧法規政策 

43. 政府針對糧食環境制定的政策 

44. 對台灣雜糧政策及未來趨勢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次講座可再增加內容... 

1. 雜糧政策推動者的想法&立場 

2. 為雜糧(種類)作介紹 

3. 可舉出種植/加工應用雜糧成功之例 

4. 農委會、公部門的公職資訊 

5. 雜糧的利益 

6. 氣候變遷 

7. 農業知識及農情介紹 

8. 整理大綱，可在邊聽時，邊掌握整體內容方向 

 希望下次舉辦講座主題 

項目 個數 

創業講座 53 

職場趨勢 65 

名人經驗分享 67 

升學進修資訊 28 

其他類型 4 

 由何種管道得知本次講座訊息 

項目 個數 

電子郵件 1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校園網頁 7 

嘉大職中 FB 粉絲專業 2 

活動海報文宣 9 

系所通知 126 

其他管道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