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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菁英班+政大跨領域人才班+總裁班 

科技農企業跨領域回訓工作坊簡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94 年及 98 年起辦理「農業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訓班」(AMMOT

班)及「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簡稱菁英班)碩士學分班，前者目的在於協助農業從

業人員強化營運創新與智慧財產權管理之觀念運用，培育擁有技術、法律與企業經營等跨

領域整合能力的農業人才，學員來自產官學界等不同領域；菁英班則是遴選農企業經營人

才，接受生產、行銷、人事、研發、財務及資訊等經營管理領域兼具理論與實務之專業訓

練課程，以強化科技農企業及體系之自主運作能力。 

截至 110 年止，AMMOT 班累計已辦理 13 屆，培育超過 490 人，菁英班已辦理 8 屆，

累計培育超過 350 人，另外還辦理 1 屆進階課程-台灣科技農企業領袖人才創新培訓班，

培育 25 人，各屆學員受訓期間熱絡交流互動，結訓後更自發性成立中華農企業發展協會

及臺灣科技農企業發展協會，持續交流互動。 

因應結訓學員對於持續精進農企業培訓課程之需求，且為擴大不同屆次學員交流，

以激發跨界合作火花，創造更多產業助力，爰辦理本次「科技農企業跨領域回訓工作坊」，

邀請歷屆 AMMOT 班及菁英班結訓之農企業學員回流，以「農企業數位轉型策略」及「後

疫情時代行銷趨勢」為主題，由專家分享未來趨勢變化，並搭配知名業師帶領分組實作，

透過三天兩夜互動式演練，傳授創意思考及問題解決手法，促進跨屆及跨領域學員互動，

有助於農企業間彼此學習及建立後續合作關係。 

一、 活動內容 

(一)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二) 場次時間 

回訓工作坊共計辦理 2 場次，每場次為 3 天 2 夜，請擇一場次報名參加。 

場次 時間 上課及住宿地點 

1 11/16(二)~11/18(四) 

 上課地點 

瑞成書局台中教室(台中市東區雙十路一段

4 之 33 號 5 樓，出電梯右轉) 

 住宿地點 

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台中市自由路二段

9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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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4(三)~11/26(五) 

 上課地點 

高雄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住宿地點：同上。 

(三) 參加資格 

歷屆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農業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訓班、台灣科技農企

業領袖人才創新培訓班結訓農企業學員。 

(四) 招生名額及報名限制 

為達到學員最佳互動交流效果，每場次招收 30 人，每位學員僅能參加一場次，

為擴大農企業參與，各場次同一業者至多錄取 2 名(視活動報名情形，由主辦單

位視情況決定錄取順序)。 

(五) 參加費用 

1. 工作坊為 3 天 2 夜課程，課程費用由農委會全額補助（含餐點及保險），學員

須需自行支付住宿費用。 

2. 為確保參與者學習品質、達到培訓交流目的及避免資源浪費，錄取學員需於

開課前期限內繳交保證金 NT$5,000 元，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課程問卷填寫

之學員，主辦單位將於活動後全額退還保證金，作業統一於 12 月 31 日前完

成。開課前 5 天未提出退訓申請與未能全程參與課程之學員，保證金將不予

退還。 

3. 活動採統一住宿，由中衛中心協助事先調查學員住房需求及房間分配，住宿

費用含早餐，學員於入住後自行繳納給飯店並開立發票，若圈選之房型有不

足時由中衛中心統一安排調整後通知。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場次 飯店 雙人房(雙床) 單人房 

1 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台中市自

由路二段 94 號) 
$2,000(每房) $2,000 

2 高雄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

路 801 號) 
$3,200(每房) $2,000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場地修改權利，如有修改將另行通知。  

(六) 報名方式及報名期限 

本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bit.ly/2YS6WaY（可掃描 QR 

CODE），報名期限：即日起 110 年 11 月 7 日。 

 

https://bit.ly/2YS6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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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員甄選與錄取通知 

線上報名完成後將由主辦單位依產業別、單位名額限制等條件進行學員甄選及

分組，於每梯次開訓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報名是否錄取，並公告於科

技農企業資訊網 www.agribiz.com。錄取學員需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上課保證金，

逾期者由備取學員遞補。 

(八) 聯絡窗口 

有關回訓工作坊報名事宜，請洽 02-23911368#8764 中衛發展中心王淑敏小姐。 

二、 工作坊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Day1 

 

14:50-15:30 學員報到  

15:30-15:35 開場介紹 中衛中心 

15:35-17:30 知彼知己，分組破冰  第 1 場次：中衛外聘講

師林惠君總經理 

 第 2 場次：中衛外聘講

師許于仁理事長 

17:30-18:30 晚餐時間  

18:30-21:00 跨屆交流 中衛中心 

21:00~ 休息就寢  

Day2 

 

09:00-11:00 專題分享 I 農企業數位轉型策略 

1. 數位轉型是什麼? 

2. 組織如何規劃轉型策略？ 

3. 如何有效展開? 

 第 1 場次：虎尾科技大

學農業科技系戴守谷副

教授兼系主任 

 第 2 場次：屏東科技大

學農企業管理系劉芳怡

助理教授 

11:00-12:30 午餐時間  

12:30-18:30 工作坊 I 腦袋轉彎幫助企業轉型-

創意思考工具學習 

創新和突破框架是經營者的重要

課題，數位轉型也是協助企業創

新做法之一，本場工作坊將教導

學員如何利用創意思考工具解決

企業現存問題，讓數位工具能真

正有效協助提升經營效率。 

 上課方式 

-講授 

 第 1 場次：中衛外聘講

師林惠君總經理 

 第 2 場次：中衛外聘講

師許于仁理事長 

http://www.agrib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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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實作演練+發表 

-講師回饋 

18:30-21:00 晚餐與跨屆交流 中衛中心 

21:00~ 休息就寢  

Day3 

 

09:00-11:00 專題分享 II 後疫情時代行銷趨勢 

1. 零接觸時代客從哪裡來？ 

2. 行銷 5.0 成功的五大要素 

3. 案例分享 

第 1 場次：吳秀倫 

第 2 場次：朱國光教授 

11:00-11:10 中場休息  

11:10-17:00 工作坊 II從動腦到動手-由問題發

掘與解決找出行銷解方 

農企業非常看重行銷，但規劃的

行銷方案不見得都有很好效果，

究竟問題出在哪?本場工作坊將教

導如何辨明問題及確認問題

(MECE 分析法)，進而擬定解決方

案，學員將藉由操作練習，找出農

企業在行銷 5.0 下的推動作法。 

 上課方式 

-講授 

-分組實作演練+發表 

-講師回饋 

中衛外聘講師林志成總

經理 

12:30-13:30 午餐時間  

17:00~ 賦歸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修改權利，如有修改不另行通知。 

三、 講師介紹 

 

戴守谷 

 虎尾科技大學農業科技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 

農業經營管理、農業人力資源發展、有機農業、農業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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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芳怡 

 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專長】 

農企業數位轉型、區塊鏈、社群口碑、行銷資料科學、智慧旅

遊 

 

吳秀倫 

 智策慧品牌顧問公司總經理 

【專長】 

品牌公關、國際行銷、品牌接觸點管理、整合行銷溝通、品牌

行銷管理 

 

朱國光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所）暨連鎖加盟管

理碩士班教授兼學務長 

【專長】 

行銷決策模型、流通業管理、創新設計與管理 

 

 

許于仁 

 國際引導技術學會理事長 

 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專長】 

擅長以體驗遊戲、桌遊來引發學員學習興趣，並於做中學後，

引導學員收斂自我的省思和對話，提升學習內化層次。 

【授課經歷】 

台灣積體電路、日月光集團、嘉義基督教醫院、統一集團、美

商輝瑞藥廠、康軒文教、青年職涯發展工作站等 

 

林惠君 

 太一顧問(股)有限公司總經理 

【專長】 

擅長以神經語言程式學（NLP）和科學催眠技術，協助人的思想

和行為調整改造，達到提升溝通技巧、有效表達、問題解決等

目的。 

【授課經歷】 

中華電信、中華海洋生技、和緣餐飲集團、中國信託、亞洲大

學創意領導中心、中山醫學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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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成 

 新眼光行銷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日本經營士會經營士(No:4596) 

【專長】 

擅長企業內部管理規章與訓練機制建立、人員及幹部培訓、門

市經營銷售等 

【授課經歷】 

遠傳電信、神腦國際、全聯社、美廉社、SOGO 百貨、鬍鬚張、

田季發爺餐飲集團、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等 

四、 場地地圖 

★台中場上課地點：瑞成書局台中教室 (台中市東區雙十路一段 4 之 33 號 5 樓，

出電梯右轉，門口會有指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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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場住宿地點：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台中市自由路二段 94 號) 

 

★高雄場上課與住宿地點：高雄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