朘 區域合作計畫一覽表

非洲地區
布吉納法索
巴格雷（Bagré）右岸墾區

開墾右岸墾區 1,200 公頃農地，興築墾區區外排水浚渫、灌溉系統、農路運輸系統維修及

訓練推廣暨保養維護計畫

曬穀場等工程，並進行稻農產銷班組織之組訓與栽培技術推廣工作。

陸稻開發推廣計畫

開墾第永格列（ Dionkélé ）陸稻墾區 1,800 公頃農地開墾，另與布國農部地區經理處合
作，共同於全國各地推廣陸稻栽培 4,200 公頃，合計 6,000 公頃。

食品加工技術協助計畫

協助食品加工產業之發展，輔導與改善食品加工技術，使能延長農產品保存期限及增加農
產品之附加價值，創造高經濟價值的市場產品。

農墾公司評估研究案

本會於 2004 年繼續提供種雞飼養與飼料配方改良訓練等，教導利用雞糞廢棄物製作堆
肥，進行家庭園藝蔬菜栽培，協助蒙古家庭發展小型農牧業，以達農牧綜合經營之目的。

醫療合作計畫

於古都古（Kougougou）市地區醫療中心的友誼醫院（CHR de Kougougou L'Hopital de
l'Amitie）執行門診與臨床教學等醫療合作，藉以技術移轉，提升友誼醫院之醫療水準。

鄉村貸款計畫

透過國家農業銀行扶植鄉村農民及婦女投入生產或商業活動，增加就業人口機會，以減緩
布國鄉村貧窮問題，並進而促進該國之經濟發展。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4 名，從事水利、環保、手工藝、醫護等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6 名，從事水利工程、農機、醫療等相關工作。

查德
稻作增產計畫

於彭哥（Bongor）墾區開闢陸稻田 600 公頃並輔導設立水稻、陸稻生產專業區，改善灌
溉排水系統設施及農路。培訓當地農機具維修技術員，並輔導繁殖良種與指導農民稻作栽
培技術，另設置肥料及農藥等生產資材基金供循環運用，以使墾區農民能自立運作。

蔬菜產銷班計畫

輔導首都恩加美納（N'Djamena）市附近賈得亞（Djadeya）地區設立之蔬菜園，並協助
當地農民成立蔬菜產銷班，指導其蔬果栽培技術，並輔導共同運銷，以提高利潤。

醫療合作計畫

在首都恩加美納之自由醫院（L'Hopital de la Liberte）駐診，提供內科、婦產科、外科、
檢驗科、超音波等診療服務，並針對自由醫院之醫師及醫護人員進行手術臨床指導及培訓
工作；醫療團亦辦理定期或不定期之義診活動，以擴大服務效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5 名，從事水利工程、農藝、醫療等相關工作。

甘比亞
稻作增產及農機中心計畫

與甘國政府推廣單位合作推廣水、陸稻栽培共 500 公頃，並輔導農民設立稻種採種田 40
公頃；另與非政府組織 Action Aid 合作開發潮汐灌溉區 80 公頃，並擴建碾米廠，加強分
級包裝之技術與觀念，以輔導農民生產與銷售高品質白米。

蔬菜綜合經營推廣計畫

成立數處綜合農場並輔導其蔬菜產銷班，提供所需之開發資材及技術諮詢服務，協助改善
農場運作之問題。另於首都大班竹（Banjul）地區設立農產品物流場，以改善該區蔬果運
銷體系。

食品加工技術協助計畫

本會與甘國農業部合作協助甘國發展食品加工產業，改善穀類（高粱、小米、玉米）及芒
果加工技術，以增加農產品之附加價值，創造高經濟價值之市場產品。

微額貸款計畫

協助甘國改善微、中、小型企業，發展私部門和農業部門之經濟活動，以降低貧窮，增加
就業。本計畫除協助強化甘國微額貸款機構之體質，亦包括強化鄉村儲貸推廣中心
（VISACA Promotion Centre ， VPC），助其成為全國微額貸款教育訓練中心，另提供甘國
微額貸款資金，使計畫主要受益人（女性、農民和青年）得有公平取得經濟資源的管道。

外交替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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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 3 名，從事土木、園藝及行政等相關工作。

附錄五

馬拉威
糧食發展推廣計畫

完成推廣玉米栽培計 4,000 餘公頃，並訓練玉米栽培技術及農民組織運作管理之推廣人
員。在稻米推廣部分，技術團生產水稻種子一萬餘公斤供應水稻墾區農民更新稻種，同時
輔導稻米產銷班運作，以提高水稻產量並改良米質，增加農民之收益。

園藝試驗與推廣中心計畫

辦理馬國農業部作物官員及推廣員蔬菜及果樹栽培技術班共 310 人次。進行重點作物之各
項栽培試驗，並協助農民成立蔬菜及果樹產銷班，輔導蔬果生產及銷售。

職訓合作計畫

與里朗威技術學院（Lilongwe Technical College）合作，視其需求擬定各項訓練課程，編
製訓練教材及教具，培訓種子師資及示範教學，協助各項機具、設施之維護，並提供相關
諮詢服務。

小型玉米碾粉廠技術協助
計畫

完成南部省社區示範玉米碾粉廠 5 處，中部省社區示範玉米碾粉廠 5 處，北部省社區示範
玉米碾粉廠 7 處，輔導推廣區農民組織營運及管理。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1 名，從事電腦教學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9 名，從事農藝、行政、醫療等相關工作。

聖多美普林西比
蔬菜推廣計畫

引進台灣優質豐產、適應性強之熱帶果樹，以及耐貯運之蔬菜作物品種推廣予農民種植。
輔導農民成立蔬菜產銷班及設立家庭菜圃，指導其栽培技術，以提升蔬菜生產量，增加農
民獲利來源。

畜產養殖發展計畫

改善養雞示範場之生產設備，建立完整之小型蛋種雞飼養孵化生產模式。設立簡易飼料調
配廠，運用當地原料調製飼料，以降低生產成本；另亦輔導雞農合作社健全經營系統，使
其能全方位經營，並有自負盈虧之能力。

醫療合作計畫

於首都門診中心駐診，並指導各項醫療服務技術及醫療院所管理制度，以提升聖國醫療水
準及服務品質。

瘧疾防治計畫

協助聖國建立並推動適當之瘧疾病媒蚊控制與診療模式，以降低瘧疾之死亡率。另辦理各
類衛教宣導活動，期能提升民眾基本健康知識以及環境衛生意識，以降低瘧疾及各類疾病
之罹患率。

外交替代役

役男 5 名，從事園藝、獸醫及醫療等相關工作。

塞內加爾
稻作推廣計畫

於塞國南部及東南部地區推廣稻作，指導農民栽培技術，以增加生產面積及產量。另在塞
內加爾河谷流域引進新品種及推廣「深水直播法」，並輔導收穫後調製技術，以能增加產
量並提升米質。

蔬菜推廣計畫

本計畫包括 4 項目：(1) 輔導 200 公頃之蔬菜專業生產區，指導農民建立輪作、小農貸款
制度及制定產銷計畫；(2) 輔導農民植蕉，以降低香蕉之進口數量，減少外匯支出；(3) 推
廣蘆筍種植 75 公頃；(4) 試種茶樹，評估塞國發展茶作之可行性。

水產養殖計畫

利用塞內加爾河發展淡水魚類養殖，除選育及推廣優良品種之外，並研發適合之飼養技術
以降低養殖成本。另在中部地區輔導牡蠣人工養殖，發展新興水產養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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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貸款計畫

提供貸款協助塞國中等公立技職學校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環境，以培育未來產業發展所需
之人才，包括加強各中等技術職業學校在電子、電機以及機械等科別之實習設備更新、師
資素質提升、課程架構規劃，以及教科書編撰等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4 名，從事農、園藝及行政等相關工作。

史瓦濟蘭
小農糧食增產計畫

配合史國糧食增產政策，輔導玉米、甘藷等作物栽培推廣及試辦蔬菜產銷班，以逐步發展
其他雜糧作物及蔬菜栽培，提高史國糧食自給率，增加農民收益。

王室農場經營輔導計畫

引進優良稻作、蔬菜及甘藷等作物之品種，繁殖優良種子（苗），以增加單位面積之產
量。協助王室農場訓練經營管理人才，建立作物栽培管理模式，以提高營運收益，另輔導
恩瓜庇西（Ngwempisi）墾區農民組織產銷班、辦理契作及直銷，並指導產品處理及分級
包裝技術，以增加收益，提高農民留農耕作之意願。

技藝訓練計畫

開設手工藝類、縫紉、機工、水電及電腦科訓練班，培訓技術人員及種子教師，另規劃設
立手工藝作品展示販賣中心，朝向教學訓練、創業營利一體化之組織運作，成為財務自足
之示範訓練中心，以能永續經營。

烏蘇杜河（Usuthu）下游
小農灌溉計畫

本計畫為融資計畫，透過與 6 個國際組織（AfDB 、 BADEA 、 DBSA 、 EDF 、
EIB 、 IFAD）之合作，共同開發烏蘇杜河以供區域內蓄水灌溉之用，藉由構築水庫、灌溉
渠道等基礎建設，創造有利的生產環境，協助小農生產經濟作物，進而確保糧食安全並增
加所得，以達扶貧之目的。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園藝及行政等相關工作。

非洲地區區域性合作計畫
發展數位機會國際研討會

配合行政院「協助友邦提升資訊科技應用，協助國際縮減數位落差」之政策，本會分別於
2004 年 3 月及 11 月間派遣資訊科技專家考察團，赴史瓦濟蘭及塞內加爾辦理「發展數位
機會國際研討會」，與友邦分享台灣建立數位社會的經驗，並參訪當地資訊科技有關部門
與學術機構，同時蒐集相關資料，以供本會於 2005 年推動後續相關協助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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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貝里斯
稻種生產及技術轉移計畫

建立優良稻種生產體系以提供農民種植、指導農民現代化栽培管理技術，以及培訓當地推
廣人員。技術團所推廣之香米在當地市場反應良好，並已成功外銷至加拿大。

食品加工計畫

與貝國農部合作，規劃貝國國家食品加工計畫，辦理訓練課程培育加工技術人員，並進行
工廠輔導，協助業者建立各類食品安全標準。另設置食品展售中心，與觀光休閒產業結
合，開發及推廣各式農業特展品。

蔬果及雜糧作物生產改進

本計畫為配合貝國農業多元化政策，引進及發展具市場潛力之蔬果、雜糧作物。技術團

及推廣計畫

除修建與設立大型育苗室，繁殖番茄、甜椒、豆類等種苗（子）供應農民種植，並輔導農
民生產與銷售技術之外，另推廣校園菜圃計畫，輔導學校設置菜圃，訓練學生栽培管理技
術，以提供師生營養來源。

小農貸款計畫

配合技術團的農、園藝作物推廣計畫，設立循環基金，以協助推廣戶增加生產。本計畫由
我駐團及貝國農業部共同篩選符合資格的貸款對象，並將合格農民名單提供予參貸的金融
機構；受薦農民可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購買機器設備、肥料種子等所需生產物料。

觀光發展計畫

本會與美洲開發銀行合作融資，興建馬雅文化主要觀光區域之道路及強化當地的觀光組
織，在兼顧環境保育及馬雅文化遺蹟保存的原則下發展觀光產業，以增加就業機會，並提
升外匯盈餘及政府收入。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6 名，從事園藝、電腦教學、醫療服務及藥草研究等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農、園藝及食品加工等相關工作。

智利
資訊合作計畫

於智利北方偏鄉地區設立台灣數位資訊中心，培訓當地資訊教育種子教師，提供學生與居
民電腦網路系統及網際網路資源，並利用資訊設備與語言輔助軟體，降低偏鄉地區文盲
率，訓練居民簡易文書處理及打字技能，以增進其就業能力。

哥斯大黎加
農業綜合發展計畫

本計畫包含果樹、花卉、香蕉、根莖類作物，以及番石榴果漿加工等各項子計畫。其計畫
目標為生產各式高品質種苗及番石榴果漿，以供應哥國農民及消費市場需求。

漁業綜合發展計畫

本計畫包括引進高效能的漁釣法，透過陸上漁撈講習訓練，指導漁民使用羅盤及手提式導
航等沿岸航儀；指導偏遠山區原住民飼養吳郭魚，解決山區居民缺乏攝取動物性蛋白問
題；以及試驗海水箱網養殖，漸次輔導漁民飼養高經濟價值魚種，以提高收益。

公路建設貸款計畫

透過本項融資，於聖卡洛斯（ San Carlos ）地區興建全長 40 公里的雙向道公路，路寬
10.9 公尺，全線共有 11 座橋樑。本公路興建完成後可為當地山陵地區提供便捷的聯外運
輸系統，便利農牧產品的出口，促進該地區的發展。

摩映港（Moin）建設計畫

提供貸款擴建摩映港，除增加既有碼頭長度外，亦維修及增添碼頭運作之設備機器，以改
善從大西洋岸進入哥國內陸之交通。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13 名，從事華文、電腦等教學以及花卉產銷指導、園藝、醫療等相關工作；另有短
期志工 1 名，協助台哥建交歷史檔案整理。

外交替代役

役男 3 名，從事園藝及行政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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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
蔬菜計畫

指導生產單一作物（玉米、稻穀）之貧窮小農轉作蔬菜，進行多元化栽培，以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另輔導農民開墾新地及成立蔬菜推廣區，指導其栽培管理技術及輔導銷售。

稻作計畫

引進新品種及生產優良稻種，提供輔導戶栽培使用，以增加農民每公頃純收益，另辦理採
種及栽培技術講習班，提升農民採種及水稻栽培技術。

竹栽培暨竹工藝計畫

與厄國農部及天然資源保護基金會合作推廣種竹，以作水土保持之用。技術團除辦理竹栽
培訓練班，指導竹苗繁殖栽培、竹園管理等技術之外，亦成立竹工藝訓練中心，開發及生
產竹傢俱及藝品，並培訓竹工藝人才。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農藝、園藝等相關工作。

薩爾瓦多
蔬菜生產推廣計畫

協助薩國農試所建立示範苗圃及培訓技術人員，著重於開發具市場潛力作物及改良種苗繁
殖與栽培管理技術，並指導農民組織產銷班及興建簡易育苗室，改善產銷運作方式及育苗
技術，以提升產量與收益。

果樹生產改進計畫

本計畫乃協助薩國農試所設置示範田、訓練並提升推廣人員果樹栽培及嫁接技術。技術團
除積極輔導農民有關熱帶果樹（番石榴、蓮霧和棗子等）的栽培管理技術之外，並引進溫
帶果樹（如荔枝、碰柑等），進行多樣化栽培。

水產繁養殖推廣計畫

協助薩國漁業司培育魚苗以穩定供應養殖戶養殖。技術團除輔導漁民生產技術及銷售魚貨
之外，亦致力增加養殖面積及規劃開發商業化養殖，以增加水產品的附加價值，進而帶動
漁業永續發展。

降低危險地區環境污染

提供貸款協助薩國建立全國公害防治策略架構（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治及廢棄物

計畫

處理條例等項）
，協助地方政府進行各項廢棄物處理，並整合國內各相關環保機構。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養殖、園藝、行政等相關工作。

瓜地馬拉
竹發展計畫

協助瓜國農牧部設立竹栽培及竹材利用發展中心，引進適合加工材質之品種進行栽培及推
廣，除可減少林木的過度砍伐外，亦可達到水土保持之效。另定期辦理竹傢具製作、竹
屋、竹製溫室及竹材處理等加工技術培訓課程及觀摩會，以推廣成本較低的竹材利用。

外銷作物產銷發展計畫

輔導農民有關外銷作物產銷及栽培等知能，提供技術輔導及相關設備貸款；運銷部分則與
當地外銷通路商建立合作關係，以協助產銷班拓展外銷市場。其中果樹以木瓜、番石榴為
主要作物，外銷美國及鄰國；蔬菜則以歐盟及美國為主要外銷市場。

水產養殖及農產加工改進

於聖卡洛斯（San Carlos）大學設立淡水產繁養殖中心，作為瓜國淡水產研究及訓練中

計畫

心，並提升其繁殖技術，以達增產之目標。在農產加工方面，協助農科院改建原有老舊加
工廠，增購新型設備，進行農產加工技術訓練及技術轉移，並且配合研發新產品，推廣作
物生產多元化。

茶作暨製茶技術改進計畫

派遣短期技術專家赴瓜地馬拉輔導茶農茶園栽培、管理技術，並援贈 1 台茶袋包裝機，以
及指導當地茶農製茶機械修護技術；另安排 2 位茶農來台接受為期 4 週的製茶技術培訓課
程，返國後擔任種子教師，訓練其他茶農茶園管理及製茶技術。

投資推廣計畫

推動工業投資合作及策略聯盟，對欲前往瓜國投資的我國廠商給予具體協助，提供瓜國土
地水電成本、稅務法務資料，以及現行法令等細部規定參考；另協助當地業者分析投資風
險，擬訂投資計畫，發掘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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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推廣計畫

協助我國進口商了解瓜國產業狀況，提供商機及採購等服務。另針對中美洲各國出口現況
分析市場趨勢，協助瓜國廠商制訂出口策略，加強產品競爭力及業務行銷能力，並另透過
研討會、座談會及訓練班等方式，分享我國實際輔導經驗，以提升當地企業人力之能力。

中小企業座談及研討會

與瓜國經濟部合作，就中小企業與大企業關係及政府金融協助兩大主軸，提供瓜國官員、
商會代表及企業主諮詢建議；亦透過研討會方式，以產業合作與金融協助兩項議題進行深
入解說，擴大參與人數及層級。

技職教育貸款計畫

配合瓜國未來經濟及產業發展之需求，提供融資設立一所 3 年制中等技職學校（ITGS），
使其成為瓜國的示範技職學校。計畫內容包括校舍工程、教學課程及教材規劃、教師訓練
及設備購置等。

貧童認養計畫

與財團法人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合作，於瓜地馬拉設置「台灣認養專區」，認養 400 位
貧童。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園藝及行政（中美洲投資貿易團）等相關工作。

宏都拉斯
作物栽培計畫

選育及推廣種植台灣芭、木瓜及東方蔬菜等作物，協助農民拓展外銷市場。技術團輔導並
協助農民設置產銷班，提供種苗及技術輔導，另引進熱帶果樹苗成立示範圃，並生產種苗
以供推廣種植。技術團亦定期辦理各類作物栽培講習觀摩會，訓練宏國技術人員及核心農
民種苗繁殖技術。

水產養殖計畫

設立吳郭魚苗示範繁養殖工作站，提供貸款供漁民購置資材，並指導漁民組織箱網養殖技
術，以提升產量及漁獲品質；另籌組吳郭魚產銷合作社，以拓展外銷市場競爭力。定期舉
辦水產養殖短期訓練班，培訓各級養殖技術人員及漁民。

養豬計畫

維持中部卡馬亞瓜（Comayagua）種豬中心營運，並開拓新養豬場，生產優良仔豬提供
產銷班農戶飼養；定期舉辦產銷班農民講習會，指導生產技術及疾病防治觀念。另與當地
大學及國際援助組織合作，輔導核心種豬推廣戶改良品種及提高產能，以增加農民收益。

奇美（Quimistan）山谷灌溉

提供貸款於宏國北部奇美山谷地區興建灌溉及農業系統，包括建造白河（Blanco）及奇基

貸款計畫

拉（Chiquila）兩河攔水堰、兩條導水渠、建造連接道路及維護設施，以及一座 50 公頃示
範農場。

吳郭魚箱網養殖小漁
貸款計畫

配合技術團之水產養殖推廣業務，提供大湖區（Logo Yojoa）漁民組織原物料周轉金以及
箱網設備融資，以協助其發展水產養殖事業，促進附近區域之經濟活動發展。

稻種小農貸款計畫

配合技術團之稻作推廣業務，提供原物料周轉金予優良推廣戶，協助生產優良稻種，以提
高宏國稻種品質及產量；技術團並進一步指導稻農建立稻種產銷系統，擴大經濟效益，增
加農民收入。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2 名，從事電腦教學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4 名，從事農藝、園藝、畜牧、行政、獸醫等相關工作。

尼加拉瓜
油脂暨稻作生產計畫

與尼國政府及國際研究單位合作進行稻作品種改良，並興建稻作訓練中心，辦理水稻栽培
訓練班，並教導農機操作員正確的操作及維修技術，以減少機械損耗。輔導農民生產雜糧
（黑豆）及油脂作物種子，並指導其產銷運作模式，以拓展外銷並增加農民收入。

園藝作物生產改進計畫

輔導蔬菜品種改良、採種及產銷技術，以擴大生產面積及提升品質。協助農民成立蔬果生
產運銷班，輔導其於首都大型連銷超市銷售產品；另與尼國政府及當地國際援助組織共同
合作輔導小農蔬果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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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綜合生產計畫

生產優良種肉豬與種羊，提供優良豬隻予推廣戶並指導其飼養技術；設置種豬精子銀行，
以期逐年完成豬隻品種改良。辦理訓練課程以培訓禽畜生產人才，並有效運用廢棄物製作
有機堆肥，兼顧環保及成本效益。另分析尼國現有蛋雞品種之生產效益，作為未來推廣計
畫之參考。

水產加工技術協助計畫

醫療功能提升計畫

本計畫係由美洲開發銀行日本計畫（Japan Program ， IDB）委託辦理，本年度為第 2 階
段，由本會遴派 2 位水產加工專家赴尼國指導當地漁民加工技術，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
配合短期醫療志工巡迴義診，捐贈當地 4 間衛生所迫切需要之醫療儀器、器械與藥品，以
協助其提升醫療功能。

稻米小農貸款計畫

本計畫係配合技術團之技術指導，提供貸款協助 Omar Torrijos 合作社解決資金問題，並改
善其行政、財務管理制度，提升稻作栽培技術並改良品種，以提高生產力，增加社員收入。

農產復甦第二階段計畫

本會提供融資興建生產性基礎建設，並擴大農產品的支援服務，例如生產方式的重建、水
利工程、種植技術、倉儲的基礎工程建設，以及自然災害的保護措施等，以提升中小型農
民或農民組織的生產技術與管理技能，提高鄉村地區低所得農民的收入，最終達到促進尼
國農業增產之目標。

第二期房屋重建貸款計畫

延續第 1 階段房屋重建計畫成效，本會提供貸款協助尼國中北部地區低收入無適當住所之
居民，以集體參與的方式，建造簡易而適於居住之房屋，改善該區貧戶生活，並助其透過
參與建造房屋之過程，取得相關技能，增進居民就業機會。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9 名，從事華文、電腦、舞蹈教學、音樂教學及醫護等相關工作。另派遣短期醫療志
工 3 名，進行尼加拉瓜馬拿瓜省四市巡迴醫療義診，為期 1 個月。

外交替代役

役男 5 名，從事畜產、農藝、獸醫行政等相關工作。

巴拿馬
蔬果計畫

於巴拿馬東、中、西區各成立一種苗繁殖場，提供農民所需的優良種苗，並推廣簡易設施栽培
台灣番薯、番石榴及藥草等作物。另組織農民成立蔬果產銷班，輔導其生產與銷售技術。

食品加工計畫

協助巴國設立食品加工中心，並研發多項食品加工方式及流程，包括蔬果加工、營養食品
及藥用食品等，另協助培訓各農校食品加工教師。

漁村發展計畫

組織並輔導漁民成立合作社，共同經營產銷，另提供漁民小額貸款，協助漁民購買自有漁
船及設備，減少中間商對漁民的剝削，增加受益。

漁船小農貸款計畫

配合技術團的技術輔導，成立漁貨基金辦理個別漁戶貸款，以協助其取得生產資材；另
漁民合作組織提供貸款，協助購置設備，強化合作社功能。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20 名，從事華文、英文、電腦、美術、體育等教學，以及農業推廣、醫護、電腦硬
體維修等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4 名，從事園藝、食品加工、行政等相關工作。

巴拉圭
農園藝作物推廣計畫

內容包括輔導蔬菜產銷中心運作及協助棉花與甘蔗種苗生產。技術團除指導農民各項栽培
管理及種苗生產技術外，亦於各推廣區輔導設立市集，或協助受輔導農民之蔬果農產品至
超市銷售。

花卉計畫

培訓農部技師生產花卉組培苗及花農栽培技術，以生產高品質花卉，並透過花卉展售中心
及花卉市集等運銷方式，協助花農拓銷。

養豬計畫

成立養豬中心，提供市場高品質無病菌之優質豬肉，並訓練養豬戶種植飼料玉米，以降低
採購飼料成本，另一方面改良現有豬群品種，配合人工授精技術，改善種豬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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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出口區經營輔導計畫

為協助巴拉圭紡織業拓展南錐市場，並利用該國加工出口區增進經濟活動，派遣專家進行
加工出口區經營管理及紡織成衣業進出口貿易人才培訓，並赴當地紡織業者及東方市進行
工廠輔導。

資訊合作計畫

依據巴拉圭省長委員會所提之需求，協助巴國 4 省設立資訊中心，強化現有資訊中心設備
及網路系統，並培訓當地資訊教育種子教師，提供學生與居民電腦網路系統及網際網路資
源，並利用資訊設備與語言輔助軟體，降低偏鄉地區文盲率，訓練居民簡易文書處理打字
技能，以增進其就業能力。

貧童認養計畫

響應呂秀蓮副總統辦公室發起之「哈拉運動——拉丁情、台灣意」運動，與巴拉圭第一夫
人辦公室合作，提供 500 名巴國成績優秀的貧童第一年之獎助學金，使其能夠安心求學，
免於失學之疑慮。

亞松森超市大火災後復原

響應呂秀蓮副總統號召，透過駐館協助與巴拉圭緊急救難委員會合作，援助亞松森超市大

計畫

火受創之災民。

外交替代役

役男 5 名，從事畜牧、農藝、園藝相關工作。

秘魯
資訊合作計畫

本計畫結合秘魯教育部之資訊教育計畫，由我國提供首都利馬（ Lima ） Edelmira del
Pando 學校電腦設備，強化該校資訊設備機能，另並促進智利人民對我國資訊品牌及設備
的認識，協助我國資訊廠商進入秘魯市場。

多明尼加
工業技術合作計畫

配合多國工業發展政策，派遣專家進行策略產業輔導、廠商個案診斷、辦理產業技術研討
會及人才培訓工作，以提升企業競爭力。 2004 年執行金屬與食品加工 2 項產業之輔導。

稻作品種改良及增產計畫

繁殖新品種稻種，純化並選育水稻優良品種，以供推廣及品種更新；另協助各主要水稻生
產區建立生產模式及技術，落實稻種繁殖以及生產三級制度。

園藝栽培、竹工藝及熱帶
果樹計畫

本計畫包括 3 部分：(1) 引進蔬菜新品種，推廣有機農法，製作有機堆肥；(2) 示範竹屋建
方式並培訓種子教師，加強學員自行設計開發商品的能力，以提升竹工藝品品質；(3) 引
進熱帶、亞熱帶果樹新品種，設立母樹採穗圃和繁殖圃，選拔適合推廣之品種，訓練農民
栽培及田間管理技術。

水產繁殖暨養殖推廣計畫

協助多國發展水產養殖產業，包括淡水魚類魚苗的培育、復育及養成，並開發研究新魚種
的繁養殖技術，繼而進行示範、訓練並推廣予漁民運用。

國會現代化貸款計畫

與美洲開發銀行合作融資，協助多國政府強化國會辦公室的功能，以提升國會立法功能，
強化執行監督效率。本計畫分為 2 部分：(1) 諮詢服務及現有設備系統的更新擴充；(2) 提
供法案設計與推動的諮詢訓練，並以技術協助方式，加強預算與財務的規劃管理、專業人
員的訓練、預算控制系統的技術，以及相關資訊系統的設置。

外交替代役

役男 1 名，從事農藝相關工作。

格瑞那達
園藝作物示範推廣計畫

配合格國農業發展政策協助園藝作物推廣及技術支援工作。組織花卉產銷班，配合觀光消
費需求輔導花農生產高級切花，並提供花卉技術諮詢服務。另改善示範農場的生產環境及
設備，以示範農企業經營的效果。

農產加工推廣計畫

協助格國農部成立「蔬果乾燥處理中心」，並辦理水果加工講習班，推廣加工技術，實習
項目包括木瓜乾、脫水木瓜蜜餞、楊桃乾、香蕉乾等。

經貿計畫

蒐集格國及東加勒比海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及產業發展趨勢，輔導我國廠商於當地投資，並
提供格國及東比 3 友邦當地廠商貿易諮詢，以拓展全方位雙邊經貿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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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加勒比海三友邦醫療

每年提供東加勒比海 3 友邦每國 10 萬美元的醫療設備援助。 2004 年為因應伊凡颶風災後

設備功能提升計畫

醫療設備缺乏之情況，用於添購一般醫療設備（例如：移動式 X 光機、血庫冰箱、病房監
視器、冷凍庫、製冰機、電擊器等）。

小農貸款計畫

配合技術團園藝計畫推廣業務，成立 10 萬美元小農循環基金，提供推廣戶初期投資所需
資金，以協助農民增加生產，提升收益。由我駐團及格國農業部共同篩選提薦合格農民予
參貸金融機構（格國工業發展公司），農民可透過該金融機構申請貸款，購買機器設備、
肥料種子等所需生產物料。

微額貸款計畫

與格瑞那達國家發展基金會（NDFG）合作，提供微小企業融資資金，以協助微小企業部
門發展及強化貸款機制，協助解決微小企業資金不足的問題，以間接達到增加就業率以及
降低貧窮的目的。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2 名，從事社工及電腦網路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1 名，從事農藝相關工作。

海地
稻作生產計畫

建立病植圃，針對引進之水稻品系進行抗病品種篩選，培植適地適作之高產良質水稻品
種，以避免產生品種退化之現象。另加強稻種採種純化工作，並指導農民改進耕作技術及
提倡合理施肥，以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稻米產量。

竹栽培暨竹工藝計畫

繁殖竹苗及推廣竹種植，辦理訓練班指導學員製作竹傢俱、開發新產品及輔導產品銷售。

微額貸款第二期計畫

由本會提供融資，協助海地微額貸款公司（MCN）引入創新的信用產品，擴充貸款業務；
另加強其內部結構的管理，培訓當地的管理團隊，並尋求與私部門的聯盟。

供水計畫（Lot I）

本計畫共分 4 期工程，由本會與歐洲投資銀行共同融資，協助海地政府進行鑿井工程，改
善海地貝松市（Petion）的供水品質並提升供水服務，以降低水生疾病的感染與傳染。

珍妮（Jeanne）颶風人道

海地遭逢珍妮颶風受創嚴重，本會透過駐海地技術團提供乾淨飲用水桶 1 萬個，以解決因

援助計畫

盛器遭淤泥污染影響居民飲用水品質之問題。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蔬果計畫

協助聖國農民發展鳳梨等果樹之生產技術，輔導有潛力之核心農民，從事企業化栽培管
理。另訓練農民設施栽培技術，以提高作物產量。

設備功能提升計畫

每年提供東加勒比海 3 友邦每國 10 萬美元的醫療設備援助。 2004 年捐贈之醫療款項用於
添購 5 部醫療運輸車，以改善並強化當地社區醫療網絡。

小農貸款計畫

配合技術團之農業合作計畫，成立 10 萬美元小農循環基金，由我技術團及農業部共同篩

東加勒比海三友邦醫療

選合格農民，參貸機構貸予初期投資所需資金，以協助農民增加生產，提升收益。
微額貸款計畫

與聖克里斯多福國家發展基金會（NFD）合作，提供微小企業融資資金，協助其解決因缺乏
抵押品而無法取得貸款的問題，以提升微小企業的收益所得。目前本計畫已進入還本付息
階段。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1 名，從事醫護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園藝相關工作。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園藝作物發展計畫

與聖國相關機構合作培訓技術人員，就鳳梨、花卉等組培技術進行合作交流；輔導農戶蔬
菜育苗及栽培技術，並加強果樹栽培管理訓練及田間指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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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推廣計畫

完成種雞場的雞舍及孵化室，並與聖國農部及民間公司合作成立肉雞公司生產肉雞；另亦
輔導雞農生產肉雞及售予超市、炸雞店。持續協助國家種豬場生產，輔導與監督屠宰場的
衛生條件，以提升豬肉品質與確保食用安全。

微額貸款計畫

與聖文森國家發展基金會（NDFSVG）合作，提供微小企業融資資金，協助其解決因缺乏
抵押品而無法取得貸款的問題，提升微小企業的收益所得。

東加勒比海三友邦醫療
設備功能提升計畫

每年提供東加勒比海 3 友邦每國 10 萬美元的醫療設備援助； 2004 年捐贈之醫療款項用於
購置尿道內視鏡、工業脫水機、初生兒呼吸器、攜帶式超音波掃瞄機、光療機用燈泡、育
兒用保溫箱等。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4 名，從事醫護、電腦、音樂教學、森林保育等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園藝相關工作。

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區域性合作計畫
社會轉型特別基金——社會

本會提供 1,000 萬美元貸款，參與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CABEI）中美洲社會轉型特別基

建設計畫

金，協助其對區域內高度負債貧窮國家（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進行社會轉型的優惠貸款
計畫，以改善貧戶生活水準。子計畫包括尼加拉瓜道路升級計畫以及宏都拉斯鄉村基礎建
設計畫。

MIF 微額貸款投資基金

本會與美洲開發銀行管理之多邊投資基金（ MIF ）合作，協商成立金融機構投資基金
（Specialized Financial Intermediary Investment Fund），協助我中南美洲友好邦交國之市場
經濟與微型、中小型企業發展。

中美洲地區中小企業政策

與 CABEI 合作，邀請台灣專家赴宏都拉斯 CABEI 總部辦理研討會，以中小企業發展政

研討會

策、合作體系及金融協助等為討論主題，分享台灣的發展經驗，以提供中美洲友邦中、高
階官員及企業領袖們思索及研商未來可行策略之參考。

中美洲五國農漁業技術

與 CABEI 合作，邀請中美洲 6 國、貝里斯、巴拿馬及多明尼加等友邦官員及技術人員，參

系列研習班

與本會駐中美洲 6 國技術團所辦理之農業技術研習班，研習項目包括：稻作、東方蔬菜、
養蝦、組織培養及竹加工等 5 項。

拉丁美洲有機農業研討會

為加強我駐外技術團與國際組織合作關係，駐巴拿馬技術團邀請美洲農業合作組織
（IICA）、中美洲農牧衛生組織（OIRSA）及巴農牧部（MIDA）等區域組織共同舉辦區域
研討會，中美洲 7 國與多明尼加及巴拉圭共 9 國皆派員參加，分享我國有機農業之發展經
驗，並討論美洲有機產品認證制度等問題。

發展網際網路教育計畫

有鑒於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巴拿馬、瓜地馬拉及多明尼加等 5 友邦皆將資訊教育列
為教育政策的重點，本會在 2004 年持續與全球併聯社合作，協助友邦國家發展中等學校
網路電腦教學，並在上述國家推動全球併聯計畫，轉化數位落差為數位學習。

發展數位機會國際研討會

配合行政院「協助友邦提升資訊科技應用，協助國際縮減數位落差」之政策，本會於
2004 年 3 月間派遣資訊科技專家考察團，赴瓜地馬拉辦理「發展數位機會國際研討會」，
與友邦分享台灣建立數位社會之經驗，並參訪當地資訊科技有關部門與學術機構，同時亦
蒐集相關資料，以供本會於 2005 年推動後續相關技術協助計畫參考。

InfoBiz 青年創業計畫

鑒於中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區國家商務資訊交流貧乏，本會與美洲國家組織美洲青年創業基
金（ YABT ， OAS ）合作，在美洲青年創業基金的推動下，架構網路電子化商業資訊平
台，提供電子化商務之訓練，以鼓勵本區青年從事電子化商業活動。

農企業國際視訊會議

本會與世界銀行全球發展學習網路（GDLN ， World Bank）及美洲國家組織美洲青年創業
基金合作，分別於 5 月及 12 月各辦理一場農企業國際視訊會議，將我駐中南美洲地區技
術團農企業推動成果與拉丁美洲國家與會代表交流分享，參與國家共計 12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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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亞塞拜然
歐銀—台北特別投資基金∕
中小企業貸款計畫

透過本會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所設立的特別投資基金（Financial Intermediary Investment
Special Fund），在亞塞拜然進行融資計畫，提供中小企業貸款，促進私部門發展。

巴林
園藝發展計畫

景觀計畫

協助巴林市政農業部發展休閒旅遊事業之相關都市規劃及建設，並推展都市公園之綠化及
美化建設工作，進而提升巴林的居住品質。此外，協助巴林市政農業部建立草花生產體
系，以減少對進口觀賞植物苗盆之依賴及外匯支出，並輔導巴林苗圃業者生產草花，以增
加就業機會及農民收入。

斐濟
非產期蔬菜及果樹栽培推廣
計畫

引進及篩選適合斐濟農業環境的蔬菜及熱帶水果品種，並進行推廣。除輔導農民蔬果栽
培技術之外，亦加強農民產銷班功能，使其產銷合一，並輔導分級包裝技能，協助高級產
品外銷至紐澳或供應觀光旅館及超市，以提高農民收益。

外交替代役

役男 1 名，從事園藝相關工作。

喬治亞
歐銀—台北特別投資基金∕
微小企業銀行

本會提供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所設特別投資基金，貸款予喬治亞微小銀行，用於分行之擴充
及進行微、小型企業轉融資，以有效提供私有微、小型企業專業融資服務，紓解資金需
求，並能善用歐銀特別投資基金之資源，拓展參與亞西地區私部門發展的合作計畫。

印度
南印度藏人社區公立醫院醫
療硬體設備改善計畫

與台藏基金會合作，協助西藏流亡政府改善南印度藏人社區所屬公立醫院之醫療硬體設備
並提升醫療照護能力。

協助整建西藏難民自助中心
所屬醫療診所計畫

協助西藏難民自助中心整修及興建基層醫療診所，藉以改善當地人民就醫水準。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3 名，從事醫護、華文教學及電腦教學相關工作。

印度尼西亞
農業綜合經營計畫

建立園藝作物農企業經營體系，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調整作物種植制度；強化農民組織，
輔導成立蔬果產銷班，增加農民合理收益，並引進我國相關產業赴印尼投資，建立兩國互
利互惠的合作關係。

畜產計畫

藉由專業的經營管理模式，開發 PE 山羊乳肉用事業，並使達到產乳與產肉雙重功能的目
標；另建立良好的羊奶產銷制度，以提升農民收益，改善農村經濟。

水產養殖計畫

利用生物淨化原理改善飼養池生態與池水水質，降低污染源，以提高養蝦之成功率，並邀
請台灣水產養殖專家指導對抗蝦病變的有效方法。輔導我國養殖業者赴印尼投資，以引進
最新的養殖技術及管理概念，提升印尼養殖技術水準。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1 名，從事華文教學相關工作。

外交替代役

役男 1 名，從事畜產相關工作。

吉里巴斯
水產養殖計畫

與吉國漁業司合作開發虱目魚苗人工繁殖，指導農民養殖技術，並且加強示範與推廣，以
提升農民收益。

園藝計畫

協助農民發展經濟蔬菜作物，改進果樹栽培技術，以提供當地居民營養蔬果多樣化的選擇。
輔導農民開闢家庭園圃以能自給蔬果，同時引介美化環境之作物，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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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計畫

與吉國農業畜牧司合作輔導種豬生產並改善飼養環境與廢水排放系統；研發配料供應養豬
及養雞戶使用，以減少對於進口飼料的需求，並定期為推廣人員舉辦養豬技能訓練。

海外志願服務

短期志工 2 名，從事烹飪及營養教學。

吉爾吉斯
歐銀—台北特別投資基金∕
吉爾吉斯微小企業金融
計畫

本會投入 1,250 萬美元於歐銀設立特別投資基金（FIISF），以股權投資或融資方式協助中
東歐至亞西地區之微中小型企業發展。吉爾吉斯微小企業金融計畫於 2002 年 4 月開始執
行，主要由歐銀、 US 、 IFC 及 SECO 共同出資並由 US 及 EU 提供協助資金，建立機構貸
款業務。

馬紹爾群島
園藝作物發展計畫

積極進行選種試作，發展適合之蔬果栽培管理技術，並培養農民專業技能，以建立多方
位、小而精實的農業生產力。於首府推動農民組織分工制度，建立良好的分工合作產銷體
系，以使生產專業化、產品普及化。

畜牧計畫

於示範農場內的種豬場繁殖仔豬提供當地農民飼養，並指導建立正確飼育技術。技術團以
仔豬售出所得成立計畫專戶，以循環運用，供購飼料原料以及新計畫所需資金。另規劃於
馬國農業發展條件優良之島嶼生產飼料作物供飼養之用，以降低生產成本。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4 名，從事醫護及電腦教學相關工作；另有短期志工 2 名，從事烹飪及營養教學。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畜產及園藝相關工作。

緬甸
眼科醫療人道援助計畫

與台灣國際奧比斯防盲救盲基金會（ORBIS）合作，透過眼科飛行醫院之方式，赴緬甸進
行眼科醫療服務，並進行示範教學，培訓當地專科醫師。

蒙古
家庭農牧推廣計畫

本會於 2004 年繼續提供種雞飼養與飼料配方改良訓練等，教導利用雞糞廢棄物製作堆
肥，進行家庭園藝蔬菜栽培，協助蒙古家庭發展小型農牧業，以達農牧綜合經營之目的。

歐銀蒙古合作基金

設立歐銀蒙古合作基金（Mongolia Cooperation Fund ， MCF），協助蒙古進行經濟與制度
革新，轉型為市場經濟，並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支持私部門發展；並將與蒙古政府、捐
助國及國際金融機構合作，提供相關技術協助。此基金捐助者包括荷蘭、日本、盧森堡以
及本會，目前額度已超過 1,000 萬歐元。

歐銀蒙古中小企業研習班

本研習班由歐銀蒙古合作基金（MCF）委託辦理，旨在借重並吸取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
經驗，提供轉型中的蒙古實際的技術協助，以提升當地中小企業高階管理人員的管理技巧
與中小企業發展效能。

貧童獎學金計畫

與蒙古世界展望會合作，資助蒙古部分地區貧戶學童所需教育費用。每年資助 1,000 名小
學一年級至四年級貧童（蒙古籍且家庭收入低於低收入標準）每人 100 美元。資助內容包
括書籍、文具、伙食費、交通費、衛生用品、禦寒衣物等。

烏蘭巴托市口腔醫療照護
計畫

與牙醫師公會合作，本會負擔有關醫療器材等費用，以提供蒙古烏蘭巴托市口腔醫療照護
服務。

帛琉
園藝及雜作推廣計畫

配合帛琉政府農產品自給自足政策，加速開發新作物與推廣傳統作物。技術團從事相關研
究、示範及農民訓練工作，以加強糧食與蔬果供給體系，逐步改善目前糧食、蔬果匱乏的
情況，進而協助農民自給自足。

外交替代役

役男 2 名，從事園藝及水利工程相關工作。

巴布亞紐幾內亞
糧食生產計畫

配合農業部政策，逐年推廣稻米（陸稻）、蔬菜、玉米及花生等作物生產，定期舉辦農業
講習班，輔導農民栽培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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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蘇比克灣工業區第二期開發
貸款計畫

接續蘇灣第 1 期工業區開發計畫，本會續提供融資開發 40 公頃以上面積，藉由工業區內
完善之基礎設施，提供國內廠商赴海外投資之機會，並為菲律賓政府引進大量外資與生產
技術，創造當地就業機會，並增進地方繁榮。

沙烏地阿拉伯
農漁技術合作計畫

本計畫包括 2 部分：(1)水產養殖：進行魚蝦養殖試驗與市場調查、養殖品種與養殖場地評
估等專案規劃；(2)植物組織培養：以組織培養技術大量生產優良棕棗樹苗及其他作物。

交通技術合作計畫

協助沙國交通部設計並監督橋樑工程，審核工程結構計算書圖及施工規範等項， 2004 年
計完成 10 項工程案；另培訓沙國工程師現場監工技術，並調查研究現有橋樑的維護問題。

印製技術合作計畫

派遣印刷技術專業人才，協助沙國財政部所屬政府印製廠發展印刷技術。

索羅門群島
稻作計畫

與農牧部及各省推廣處合作，輔導小農開墾陸稻，以及公、民營陸稻農場輪作雜糧；辦理
稻作及蔬菜採種，輔導索國實施三級良種繁殖制度，另輔導社區農民組織產銷班，規劃產
銷系統，並籌組農會服務農民。

畜牧計畫

協助農牧部畜牧司強化養豬生產體系，培育優良種豬，並設立豬隻分級制度，以提供良質
種豬予農民；建立種畜及飼料供應中心，另並組織養豬產銷班，依據市場需求規劃內外銷
供應系統，輔導農民生產與銷售。

泰國
泰北園藝及農產加工發展
計畫

技術團與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合作，依照該基金會各山區工作站所處環境，協助規劃果
樹、蔬菜、竹材及農產加工等生產計畫，並分期訓練工作站技術人員推動所屬轄區之農業
工作，以發展山區農業，改善山民生活。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7 名，從事中文、電腦、商科教學等相關工作。

吐瓦魯
園藝作物發展計畫

開墾苗圃並設立實驗農場生產蔬菜及果樹等作物；篩選適合的農民指導栽培技術，以提升
產量與農民收益，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並逐年減少吐國進口蔬菜及水果的需求量。

中小企業融資機構強化計畫

提供貸款協助吐瓦魯開發銀行強化機構功能，提升管理諮詢、業務經營、人員訓練等能
力，以取得國際資金援助，為國內提供品質更佳的金融服務。

海外志願服務

志工 3 名，從事英文教學及電腦維護相關工作。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區域性合作計畫
區域型緊急處理 SARS 疫
情爆發計畫

本會受亞銀邀請參與本項計畫，內容包括：(1) 提供緊急協助，強化與改善亞洲開發銀行
會員國衛生體系機能，防制和控制 SARS 與其他緊急疫情（如禽流感）之感染；(2) 提供
公共衛生系統防疫效果，以及疫情對整體經濟情況影響的評估，以作為後續相關援助計畫
的依據，並整合疫情相關知識和經驗分享。本會並將發掘、評估後續有關傳染病防治的小
型技術協助或投融資計畫。

太平洋近海漁業與水產養殖
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於馬紹爾群島舉辦區域研討會，分享台灣的水產養殖業發展經驗，並藉此瞭解馬紹爾群
島、帛琉、吉里巴斯、斐濟、密克羅尼西亞和諾魯等國水產養殖業的優劣情勢與沿海漁業
發展，並作為未來協助該區各國的相關參考。

中亞社區公共衛生與醫療
計畫

與美國美慈組織（Mercy Corps）合作，在中亞烏茲別克、塔吉克與吉爾吉斯等 3 國 12 個
社區，組織及動員社區團體，進行健康與公共衛生教育推廣、改善基礎設施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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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歐洲地區
保加利亞
ProCredit 銀行貸款計畫

提供保加利亞 ProCredit 銀行 300 萬美元融資，以協助小型企業取得貸款，促進私部門發展。

立陶宛
歐銀—台北特別投資基金∕
卓普（Drobe）羊毛公司
私有化投資計畫

本基金由歐銀主導，並由本會及國際金融公司共同參與，提供投資與融資予東歐地區最
大純羊毛與羊毛混紗製造廠之一的卓普公司，協助該公司私有化，並且發揮本會歐銀特
別投資基金效益。計畫執行方式分為投資與貸款，前者以購買公司股份為主；後者則提供
貸款予卓普羊毛公司，進行設備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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