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年度智慧農業產銷行動加值應用服務計畫 

農務 e 把抓-基礎訓練課程 課程簡章 

壹、 訓練目的 
本課程係針對農委會開發之「農務e把抓」(https://agrepm.coa.gov.tw) 所

設計之課程，旨在協助農產品生產業者應用本系統，提供農友生產管理作業

資訊化之管道，期能藉由應用農務e把抓資訊服務，達提升農業生產作業管

理與營運效能之目的，進而帶動農業產業資訊化發展。 

本課程內容包括「農務e把抓」之系統概述、功能說明、以及系統整體

實務操作教學（包含Web系統實務操作以及App實務操作），歡迎有興趣之

農產品生產業者自由報名參加。 

貳、 訓練對象 
我國農產品生產業與產業相關業者，包括農產品生產者、生產組織或團

體、驗證機構、輔導單位等。 

參、 課程諮詢 

人員 李斯愉 小姐 楊智翔 先生 

電話 (07)535-3898分機 8646 (07)535-3898分機 8612 

信箱 joycelee@linkchain.tw samic@linkchain.tw 

肆、 訓練日期 

一、 高雄場： 

時間：110年09月22日 星期三 09:00-12:00 

地點：聯成電腦-高雄分校 

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43號 

二、 臺南場： 

時間：110年09月23日 星期四 09:00-12:00 

地點：聯成電腦-臺南分校 

地址：臺南市成功路57號 

三、 雲林場： 

時間：110年09月24日 星期五 09:00-12:00 

地點：聯成電腦-斗六分校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99號 

四、 臺中場： 

時間：110年 09月 29日星期三 09:00-12:00 

地點：聯成電腦-豐原分校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116 號 2 樓 

五、 桃園場： 

時間：110年 09月 30日 星期四 09:00-12:00 
地點：聯成電腦-桃園分校 

地址：桃園市大同路 11 號 4 樓 

六、 花蓮場： 

時間：110年 10月 01日 星期五 09:00-12:00 
地點：巨匠電腦-花蓮分校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180 號 

伍、 課程內容 

一、 課程課表 

時間 課程內容及大綱 講師 

08:50-09:00 報  到 

09:00-09:20 系統說明與概述 

凌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9:20-10:20 APP 功能整體實務操作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40 Web 系統整體實務操作 

11:40-12:00 Q&A 

二、 課程說明 

教學主題 課程範圍說明 

農務 e 把抓 

系統簡介 

◎農務 e 把抓功能概述 

◎實務操作前置設定（系統登入、APP 下載與安裝） 

基本應用 
◎農場設定（基本資料、主要作物） 

◎資源管理（人員、農機具、資材） 

耕地、栽培與 

田間作業管理 

◎地圖（新增耕地）／耕地管理 

◎栽培管理（田間作業記錄、巡查記錄、備忘錄） 

◎田間作業／作業日曆（栽培作業曆應用） 

◎產銷履歷（介接申請、基本資料下載、栽培資訊上傳） 

其他輔助功能 

與 

進階應用 

◎資料查詢／產量管理 

◎栽培警示／備忘錄／田間巡查／環境警示 

◎環境感測紀錄／檢驗管理（環境檢驗、栽培檢驗） 

◎經營管理（簡易進銷存與收支紀錄） 

◎協助工具 

其他課程說明 

Q&A 

◎系統申請流程與輔導服務說明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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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年智慧農業產銷行動加值應用服務計畫 

農務 e 把抓-基礎訓練課程 報名表 

以下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1. 以下個人資料僅供「農務 e 把抓」相關系統輔導與推廣教學使用，不做其他用途，絕
不會提供、交換、出租或出售任何您的個人資料給其他個人、團體、私人企業或其他
公務機關。 

2.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得透過書面或電話保有您個人資料行使下列權
利：閱覽您的個人資料；請求製給您的個人資料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您的個人資
料；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單位名稱  *主要作物  

*學員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報名場次  

(請勾選 

報名場次) 

□高雄場：110 年 09 月 22 日 星期三 09:00-12:00   共 3 小時 

 聯成電腦-高雄分校（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43 號） 

高雄場參加方式：□實體課程  □線上課程 

□臺南場：110 年 09 月 23 日 星期四 09:00-12:00   共 3 小時 

 聯成電腦-臺南分校（臺南市成功路 57 號） 

□雲林場：110 年 09 月 24 日 星期五 09:00-12:00   共 3 小時 

 聯成電腦-斗六分校（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 199 號） 

□臺中場：110 年 09 月 29 日星期三 09:00-12:00   共 3 小時 

 聯成電腦-豐原分校（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116 號 2 樓） 

□桃園場：110 年 09 月 30 日 星期四 09:00-12:00   共 3 小時 

 聯成電腦-桃園分校（桃園市大同路 11 號 4 樓） 

□花蓮場：110 年 10 月 01 日 星期五 09:00-12:00   共 3 小時 

 巨匠電腦-花蓮分校（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 180 號） 

*注意事項 

 我已閱讀下列注意事項並同意遵守： 

1. 本訓練需使用可進行網路連線並下載應用程式之智慧型行動裝置（如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請配合於課前準備並攜帶至現場以利後
續系統操作練習。 

2. 每場次教室員額限制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室內空間總量
管制及各分校規定辦理；報名截止後，將以電話、電子郵件通知是否
報名成功。請以此報名通知為準。高雄場次報名線上課程之學員，將
以電子郵件通知線上課程連結網址。 

3. 為配合防疫管制規定，保護大家的健康，上課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 

4. 課程當天如遇天候狀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辦理，補課日期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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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報名網址： 

地區 時間 報名網址 & QR-code 

1. 高雄場 

*Live 

110 年 09 月 22 日(三) 

09:00-12:00 

  

https://ppt.cc/fOnjux 

2. 臺南場 
110 年 09 月 23 日(四) 

09:00-12:00 

3. 雲林場 
110 年 09 月 24 日(五) 

09:00-12:00 

4. 臺中場 
110 年 09 月 29 日(三) 

09:00-12:00 

5. 桃園場 
110 年 09 月 30 日(四) 

09:00-12:00 

6. 花蓮場 
110 年 10 月 01 日(五) 

09:00-12:00 

 

 課程諮詢 

1. 請洽(07)535-3898 分機 8646 李斯愉小姐、分機 8612 楊智翔先生。 

2. 可至 https://agrepm.coa.gov.tw 網站檢視「農務 e 把抓」之系統服務介紹。 

3. 報名表請回傳至 agrservice@mail.linkchain.tw 或傳真至 07-5353892。 

 

 其他 

1. 每場次教室員額限制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室內空間總量管制

及各分校規定辦理；每單位報名人數不限（同一單位多人報名請自行於學

員姓名欄位依序填寫）；若人數已達上限，將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學員名

單。 

2. 上課當天，請配合各分校防疫管制措施作實聯制登入、量體溫、全程配戴

口罩，並請於09:10前報到完畢。 

https://ppt.cc/fOnju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