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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依據民法相關規定及本基金會捐助章程。 

二、設立目的：本會以促進國際農業交流，協助國內外各地區農村與農業發

展為宗旨。 

三、組織概況：本會設董事長及執行長，另視需要聘組長、專門委員、專員

及組員等。 

  董事會 

董事長 

執行長 

副執行長

ˋ 

行政組 業務組 

組長 

專門委員、專員 

組員、辦事員 

組長 

專門委員、專員 

會計、組員 

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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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時值國內農業結構改變、勞動力調整、農村社會功能轉型之際，農村發展

基金會以農為中心，致力於打造新農業知識與支援之平臺；並積極連結各方，

一同為臺灣鄉村發展、農業多功能價值之開展，及振興農鄉主體性等目標，貢

獻心力。 

106年度之各項計畫執行，除前一年度已補助計畫外，也朝向由基金會規劃

主題，尋找合作組織之方式進行，並透過開展自辦計畫及農委會補助計畫，強

化基金會在國內鄉村發展轉型階段之投入及參與。 

以下以「技術整合、農村人力、城鄉連結、國際交流、農識推廣」等五個

面向來含括說明 106年度各項計畫之執行成果。 

一、 工作計畫 

面向 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成果摘要 

技術整合 

自己的菌自己

養，自己的土地

自己救-現地土

壤微生物菌種萃

取及應用 

臺灣大學生物

能源研究中心 

進行施行自然農業農場之土壤現

地菌種採集與研究。並教導農民

培養自製的菌種，落實現地現用

概念，讓土壤中的營養物質，充

分提供給植物或動物生長利用。 

臺灣電子商務發

展概況與未來農

產品電子商務發

展策略初探 

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針對臺灣目前農產品電子商務平

臺的經營模式及其主要問題進行

探討，並初步提出農產品電子商

務未來可能的發展策略。 

建立園藝治療用

植被模型及考察

美國園藝治療產

業發展 

臺中區農業改

良場 

建立園藝治療用植被草氊模型，

並進行美國園藝治療之參訪學

習，希冀為臺灣休閒產業發展導

入新機。 

農村人力 

媒合高職農校學

生農企業見習與

就業計畫 

財團法人豐年

社 

建立策略聯盟，幫助岡山農工及

內埔農工 2 所高職農校學生瞭解

農業生產上下游脈絡以及當中的

發展機會，讓學生對從農有更寬

廣與務實的認知；增加學生到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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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農場見習及工讀的人數，

提升學生未來從事農業上下游企

業工作或自行從農的意願。 

新住民，新農業-

屏東新住民友善

農耕學習計畫 

屏東縣好好婦

女權益發展協

會 

透過友善農耕及加工之學習、舉

辦食農教育活動，及新住民農業

專刊之採訪編輯，陪伴及培力屏

東縣新住民婦女，使其更有力量

參與並受惠於農村之發展。 

城鄉連結 

促進食與農交流

-農村體驗旅行

推動及專管中心

建置計畫 

臺灣農文化與

實踐協作社 

與地方農友形成協力夥伴，尊重

地方與農民為主體、活用地方人

力資源，並以促進城－鄉、食－

農之交流活動為設計原則，期望

建立以在地農民為主體之永續農

業體驗模式。 

舉辦 2017年彎腰

生活節 

社團法人臺灣

農村陣線 

本年度之生活節乃響應「國際永

續旅遊發展年」目標，除市集活

動外，並舉辦九場次相關主題之

論壇及產地拜訪活動，帶領消費

者從關心自己的餐桌出發，進而

實際走進農鄉、體驗農事勞動，

與生產者有更多互動及連結。 

花蓮地區原鄉農

產品及農產區深

度體驗小旅行 

花蓮區農業改

良場 

透過原鄉部落特色農業旅遊資源

盤點、體驗及解說活動設計與遊

程規劃、舉辦數場次小旅行活

動、收集與分析消費者意見回饋

等工作，建立可操作之原鄉部落

農業體驗行程，推動原鄉部落地

產地消及產業六級化。 

頭社活盆地農村

景觀改善工程暨

老菜脯產業推動  

南投縣日月潭

頭社活盆地休

閒農業區促進

會 

進行活盆地體驗區及金銀花園區

之環境改造，及社區老菜脯產業

推動，創造社區遊憩活動特色及

衍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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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韓國自然農業

「養豬技術」專

門講習暨交流計

畫 

 

臺灣自然農業

協會 

參與韓國自然農業國際研習會，

透過實做課程之學習，及與臺韓

兩地及其他國家與會農友（夏威

夷、馬來西亞）之交流，增進對

自然農業結合畜牧養殖之整體系

統的認識，並深化自然農業之交

流。 

因應氣候變遷高

產值經濟作物設

施栽培技術訓練

班 

亞太糧食肥料

技術中心 

透過研討會交流最新實用之設施

栽培技術，讓與會者能持續在熱

帶及亞熱帶設施栽培領域保有競

爭力，並致力於耕作者、消費者

和環境之未來發展與效益。 

新農業-2017第

二屆臺灣智慧農

業機械國際研討

會 

虎尾科技大學 

希冀透過研討會連結國內農機產

業與國際大廠攜手合作，強化異

業結盟，發展農機智慧與綠能之

整合性技術，使各產業界有相互

展示、媒合之機會，俾利相互合

作拓展新可能性。 

農識推廣 

食農教育專書出

版計畫 
自辦計畫 

本書架構包含三大部分，其中另

類食農網絡及臺灣飲食教育發展

與政策兩部份，希冀提供讀者認

識他山經驗，與瞭解國內推動食

農教育之背景情境。在地實踐案

例的部份，強調呈現國內不同類

型單位之深刻實踐經驗，供有志

投入食農教育之各界參考。 

漁業人物誌專書

編印計畫 

養魚世界雜誌

社 

透過本計畫將前人資料數位保

存，編輯記錄成冊，詳實呈現臺

灣漁業發展演變與成就，為臺灣

漁業留下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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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補

助計畫 

農村廢棄物資源

化實作三年計畫

-先期規劃 

*與臺灣糖業

協會合辦計畫 

以畜牧廢棄物資源化、農作廢棄

資材碳化、氣化等主題進行現狀

盤點，透過重點關係人訪視、焦

點座談會等方式，搭建產官學對

話及技術交流平臺，並嘗試提出

後續示範運行方式、相關法規與

行政措施調適建議。 

二、 計畫執行成果 

 技術整合：支持現地之研究與實踐，據以建立方法、準則及參考案例 

(一) 自己的菌自己養，自己的土地自己救-現地土壤微生物菌種萃取及應用

計畫 

源於「土壤是生命的原動力，振興農業必須先從有生命力的土壤培養開始」

之理念，本基金會補助臺灣大學生物能源研究中心，進行現地菌種採集及運用

之研究。此計畫擷取韓國「自然農業」技術之概念及特徵，教導農民進行不同

地域的資材自然活用，自製天然農業資材，並透過計算生物週期，以「營養週

期理論」來對應作物、家畜，用自然的方式提振農業產值。本計畫之執行成果

如下： 

1. 導入自然農業概念，教導農民培養自製的菌種，落實現地現用概念，讓

土壤中的營養物質，充分提供給植物或動物生長利用。此一作法不僅可

降低農業成本，同時進行現地菌群保種，提高農作物及畜產動物的健康

與營養，並提升農畜作物產量及農業的產值。 

2. 促進「屏東自然農業示範基地」之設立，當地農民透過自發性的「共學

共耕」，學習自然農業之「土著微生物」之製作，後續並將所學運用在

自己的田地中，藉以改良土壤；基地之長期目標是成為民間「自然農業

技術中心」，提供資材、技術和顧問服務，讓自然農業是一個容易操作

的農業，並可守護週邊環境及提升農民的收益。 

3. 本計畫透過現地訪視的方式，取得南投綠生農場、嘉義茶山部落、屏東

大風草原、南投紙教堂及新竹尖石煤源部落等北、中、南區不同土壤肥

力具代表性的樣品土壤。同時將取回後之土壤利用不同的培養基，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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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性培養方式分離、純化與培養土壤中的細菌與真菌，抽取其染色體

DNA，進行核酸序列定序及次世代定序(NGS)，鑑定細菌與真菌群，交

叉比較希望能找出有利於作物生長的土壤微生物。 

4. 菌種採養結果顯示，各地原生土壤差異不大，但經過自然農業方式製作

出的「原種」，即3號土著微生物(IMO3)，在菌相分析結果上顯示南投

綠生農場與嘉義茶山部落的菌相最為接近，差異並不大，為農民提供一

個「原種」是可以異地使用的新概念，亦即「自然農業技術中心」的基

地概念不只可以落實當地，也可以跨地服務，協助其他區域的農民。至

於4號微生物(IMO4)在菌相分析結果則相關性不大，因為IMO4是將

IMO3、各當地田土及各地域內山上的紅土，以2:1:1的比率混製而成的，

因此菌相差異大，相關性也隨之降低。 

5. 本研究將持續收集國內外良好農業教育教材、彙整教材內容及翻譯、教

導農民培養自製的菌種，運用這些菌種改良土壤並製作各種堆肥，降低

農業成本同時進行菌群保種，達成本土保種的目標。 

(二) 臺灣電子商務發展概況與未來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策略初探計畫 

隨著科技與消費市場的發展，全球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簡稱

EC)蓬勃發展。產業電子商務化已成必然趨勢下，傳統產業也積極投入網路市

場，加上低溫宅配技術快速發展，「農業電商」亦成為關注焦點。然而，農產

品電子商務的發展與工業產品的電子商務運作模式不盡相同，105年度本基金

會補助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針對臺灣目前農產品電子商務平臺的經營模式及其

主要問題進行探討，並初步提出農產品電子商務未來可能的發展策略。 

本研究指出，臺灣目前主要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型態仍以 EC 1.0 的服務為

主，以網站為中心，透過 B2C（Business to Consumer）的經營模式來販售水果

及水產品，蔬菜部分比例相對低，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為產品的附加價值以及

耐儲性等因素。本研究也進一步指出，臺灣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面臨的問題，

包含環境面、人才面及行銷面三個部份，其中環境面的因素主要為產品品質難

以均一、供應量不易確保、產品資訊不足，以及物流端的冷鏈體系不完整、生

鮮品的儲運耗損高、配送成本高等問題，此外，尚有網站知名度不高、品牌能

量不足等行銷面的問題，在人才面向則有行銷人才不足、及系統維運困然等狀

況需要解決。本研究據此提出政府單位輔導農民團體發展電子商務應強化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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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1. 輔導批發市場轉型，建構網路批發商城：批發市場每日由全國各地的農

民團體，運送各式各樣的農產品，產品數量與種類最為齊全，特別是消

費地的批發市場，距離目標市場近，且具有一定的倉儲能力，最適合提

供城市農產品電商的服務。 

2. 輔導農民團體建構或轉型，成立產地物流中心：利用產地物流中心，鄰

近產地的優勢，建構洗選、截切、包裝、物流能力的供貨中心，除可提

升農民團體供給超市與量販的產能，降低農產品加工與包裝成本，也可

建構倉儲能力，支援消費地的消費需求。 

3. 建構與整合公共電商入口平臺，提高消費者可觸及性：利用政府力量，

整合目前各縣市政府支持之公共電商、農漁會的網站(如新北市農會真情

食品館、有機電子商城、南農電鋪等)，建構購共同入口平臺或搜尋引擎，

透過共同的媒體行銷，提高網站可見度，增加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可觸及

性。 

4. 整合農民或農民生產團體，穩定供給高品質農產品：由於個別農民的生

產規模小，品質不穩定。可利用生產區或行政區的方式，建構農產品電

商供應聯盟，提供高品質且供給穩定之農產品。此類產品最好應有產銷

履歷或CAS驗證，或配合產地標章，以維持產品的穩定與安全性，強化

消費者信心。 

5. 提供農產品購買app服務，增強與消費者行銷互動之管道：透過提供公

共化的農產品app服務，一則可以提供最新國產農漁產品的上市資訊；

另外，也可以提供消費者食安相關監控或產品食用等內涵的相關服務；

並由消費者反饋資訊，供生產者進行生產決策之參考。 

(三) 建立園藝治療用植被模型及考察美國園藝治療產業發展 

為因應國內休閒農場經營無法差異化，以及農村高齡者照顧問題日趨嚴重，

本基金會補助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進行園藝治療用植被模型之研究及美國園藝

治療產業發展之實地考察。其計畫成果如下： 

1. 建立園藝治療用植被草氊模型：經調查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農業作業環境

下之天然地被，有17種地被種類可形成優勢草種，而人工栽培後可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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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約管理而能成為優勢草種的地被有6種，此23種地被經植株矮化不需

修剪、外觀紋理較細、觸感柔軟等件篩選，以玉龍草、馬蹄金、過長沙、

結縷草、水蜈蚣等5種為參試植被，其繁殖評估結果以馬蹄金與過長沙

表現較佳，2者以育苗盤繁殖後，經1.5個月的栽培管理，可形成良好的

草氊。而其栽培於半日照之田間，則以過長沙及馬蹄金覆蓋性以較佳，

可達95%以上的覆蓋率。觸感評估則以馬蹄金最優，45%的的受測者對

其表示觸感最舒服。 

2. 美國療癒市場與療癒花園考察：計畫主持人許嘉錦與執行機關所屬之吳

建銘助理研究員2人，於106年6月25日至7月5日赴美國中西部考察醫療

機構運用園藝治療之輔助復健現況，參訪包含：斯特拉瑟帕金森氏症中

心、梅爾洛斯飲食障礙機構、埃貝內澤照顧中心、勇氣肯尼康復研究所、

亞培西北醫院等5個機構；於美國教育機構導入園藝治療導正青少年學

習動機現況，則訪視了卡爾納藍教育中心、試金石心理健康、天際足跡

等3個機構；另外，亦實地觀察植物園兼負園藝治療師培訓場域、復健

場域、及消費者紓壓與休閒教育場域，調查明尼蘇達州景觀植物園、亞

特蘭大植物園、芝加哥植物園等植物展示及解說方式，並特別預約芝加

哥植物園專為園藝治療師安排的「園藝治療學習之旅」參觀園藝治療設

施、工具、課程等；並參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William C. Sullivan教授

主持之「療癒、園藝治療與景觀設計研討會」分享我國擬規劃發展之園

藝治療方向。 

 農村人力：培力農業之生力軍-高職農校學生及新住民，增進友善農業及多

元營農之知能及興趣。 

(一) 媒合高職農校學生農企業見習與就業計畫 

臺灣南部為傳統農業重鎮，擁有大量農業人口及多家農校，然而農校畢業

生從事農業相關工作比例偏低、青年從農意願低落，且農村青年人口外流，面

對此一農業後繼者呈現斷層之困境，本基金會補助豐年社執行「媒合高職農校

學生農企業見習與就業」計畫，透過建立策略聯盟，幫助岡山農工及內埔農工

2所高職農校學生瞭解農業生產上下游脈絡以及當中的發展機會，讓學生對從

農有更寬廣與務實的認知，增加學生到農企業或農場見習及工讀的人數，提升

學生未來從事農業上下游企業工作或自行從農的意願。本計畫之執行成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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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策略聯盟之推動已經顯露成效： 

（1） 策略聯盟成員由成立初期的 33 家，增加到 44 家，包含農業上中

下游企業 26家、農場 7家、農會 2家、法人機構 2家、農政/農研

機構 5家、大學 2家。 

（2） 策略聯盟共執行 24 場廠商演講、4 場廠商說明會、4 場廠商就業

洽談會、2場好農體驗活動、2場成果座談會、以及 1場農業創新

經營模式企劃競賽，提高農校學生對於相關產業之認識與興趣。 

（3） 本年度共有前往策略聯盟之農企業或農場進行見習、工讀或就業

的學生超過預期，由預估之 65名，提高之 131名。參加之農校學

生肯定見習與工讀的豐富收獲且彌補學校所學之不足，提升自己

對農業的興趣；農校老師則感謝策略聯盟帶來優質廠商與見習工

讀機會，幫助學校更能掌握農產業趨勢與實務。 

2. 進行國內「首次全國高職農校學生從農意願調查」 

（1） 進行全國 32 所高職農校（含臺東專科學校）學生從農意願調查，

回收 1,803 份有效問卷。調查發現，62.3%農校生未來有意願務農

（包含到農企業工作），97.9%農校生希望務農平均月薪比基本工

資 21,009 元高，多數農校生認為南部與中部最適合年輕人從農，

分獲 39.8%與 37%支持率。 

（2） 然而，進一步分析，學生未來有意願務農到以農林漁牧業為第一

志願，兩者中間落差 38.4%，透露出農校生雖不排斥務農，但其他

產業卻吸走多數農校生前往工作，顯示出如果不能讓農校生看到

務農前景且降低務農阻力，這批潛在農業生力軍將轉往其他產

業。 

3. 舉辦「國內首場農業技職教育論壇」(107年1月18日)：本次論壇包含農

委會李退之副主委以及教育部林騰蛟次長皆與會，另有全國高職農校校

長、大專院校農學院院長或主任、中央與地方農政/農研機構首長、以及

農企業/農場/農會等近百位來賓齊聚，針對如何改善高職農校之農業實

做，及引導高職學生成為農業生力軍之相關政策，進行討論。此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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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吸引《自由時報》、《教育廣播電臺》等共15則媒體的報導或轉引報

導。 

(二) 新住民，新農業-屏東新住民友善農耕學習計畫 

長期之城鄉發展失衡，除了造成農鄉青壯勞動力流失外，取得較高教育資

源之婦女也多離開農村就業，或者不再務農，更也進一步影響農村之人口結構

失衡。留在農村之適婚男性，其婚姻對象無法在原本之社會關係中達成，從

90年代起，農村出現明顯之跨國婚姻，截至 106年 5月底之移民署統計資料，

屏東縣外裔、外籍配偶及大陸配偶之統計人數計有 18,839 位。與此同時，屏

東縣連續 15 年人口均呈現負成長，105 年度因為死亡及遷出人口多之緣故，

總人口數減少 5千多人。 

面對本國籍人口老化及遷出的現實，隨著婚姻移入之新住民女性，其人力

素質，正成為屏東農村之一股新力量，不僅擔負家務勞動之角色，也是農務勞

動力之重要補充。爰此，本基金會補助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執行之「新

住民，新農業-屏東新住民友善農耕學習」計畫，透過友善農耕及加工之學習、

舉辦食農教育活動，及新住民農業專刊之採訪編輯，陪伴及培力屏東縣新住民

婦女，使其更有力量參與並受惠於農村之發展。106年度之期中階段成果及後

續執行調整如下： 

1. 完成18堂友善農業學習課程，主題包括共識會議、農產品加工及友善農

耕學習、食農體驗活動操作等，增進學員對於農業之多功能性之認識與

學習。 

2. 結合每月1次新住民市集及姊妹農場之農事，規劃並舉辦6場次食農教育

活動，增進新住民農友與地方消費者及學童之互動及連結。 

3. 新住民農務專刊編撰，原規劃20位新住民姊妹農務經驗之採訪報導，目

前已完成4位新住民姊妹之採訪。透過採訪過程，除更了解其農務經驗

外，也初步掌握其對於友善農業學習之困難與需求。 

4. 後續課程難度之調整與教材需求： 

（1） 專業之農務課程，目前所邀請之農改場專家以中文講授為主的方

式，對學員之學習與吸收是一大門檻，希望未來能編撰其母語教

材，提升學習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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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農務及加工學習外，新住民農友希望增加包裝及行銷等課程，

提升營農的能力。 

（3） 友善農業資材之專業知識及使用方式門檻極高，需要透過實務操

作來提升學習效果。 

 城鄉連結：促進城-鄉、食-農間之連結，強化以地方及農友為主體之交流

互動 

(一) 促進食與農交流-農村體驗旅行推動及專管中心建置計畫 

為促進社會大眾瞭解「農」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多元與多功能價值，並振

興農鄉主體性。本基金會補助臺灣農文化與實踐協作社執行之「促進食與農

交流-農村旅行推動及專管中心建置計畫」，以都市與農村間互補共生、促進

食與農交流、重建消費與生產之直接連結為原則，希望在豐富多元的農村進

行具有自然、人文與人際交流特色的體驗教育活動。 

爰此，本計畫對於體驗活動之設計與辦理形式，係以尊重地方與農民為

主體、活用地方人力資源、重視環境健全等，作為城－鄉、食－農的交流活

動設計原則，並期望建立此一以在地農民為主體之永續農業體驗模式，並推

廣到臺灣各地。106年度之執行成果如下： 

1. 培力農家辦理體驗活動：由計畫團隊組成專管中心，與臺南東山地區的

「五酷山農團」以及雲林大北港地區的「小農友善耕作產業文化協會」

形成協作關係，由兩地組織協助召募農家參與，專管中心安排培訓、共

同企劃體驗活動內容與宣傳。辦理培訓工作坊以促進農家對農業體驗活

動之基礎認識，並嘗試自行設計與企劃活動。 

（1） 在 2 地各辦理 2 場次工作坊，並安排 1 次共同的移地工作作坊行

程。完整參與培訓工作坊之農家進入到下一階段進行農業體驗活

動之試辦。 

（2） 東山地區針對龍眼、火龍果、蜂蜜、椪柑及柳丁推出 3 場活動；

大北港地區針對綠豆、玉米、地瓜、花生、黑豆推出 3場次活動。

在此次推出之農業體驗活動中，內容主要包含對農作物的認識、

下田動手勞作、及品嚐在地美味, 此 3大主軸做為農業體驗活動的

設計框架，並融入食農教育內涵，將參與農事勞動做為設計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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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農業體驗活動之核心價值。 

2. 建立活動宣傳平臺：基於以農事勞動作為核心價值，專管中心推出以

「農’s Day」為名之總體活動主題，其內涵即邀請社會大眾參與 1 日農

事，來更加瞭解餐桌上的食物來源。成果包含: 

（1） 建置網路平臺包含臉書粉絲專頁以及網頁空間，除做為此次推出

之活動的宣傳用途外，後續也將針對農家主辦之農業體驗活動發

揮宣傳之功能。 

（2） 宣傳刊物以「農事天」為主標題，2地各編製 1冊，內容包含地方

介紹、當地特色農作物介紹、當地日常農家飲食特色、農業體驗

活動項目等。 

（3） 其他宣傳物件則包含可運用於農事勞動中的棉質手套、擦汗用拭

巾、現場宣傳看板等。以此做為活動參與的紀念品，吸引親子及

主婦族群參加農事體驗活動。 

(二) 2017年彎腰生活節 

為促進都市消費者對於三農問題及農藝文化之認識，自 2009 年彎腰生

活節創辦以來，舉辦食農議題講座一直是其核心特色。除藉此與時俱進地探

尋當下臺灣社會最為重要的農業、食物、土地及環境議題外，串連生產者與

消費者，透過講演、座談、手作、紀錄片放映……等等多元形式，搭建起「從

產地到餐桌」的友善橋樑，使彎腰生活節不只是一個呼朋引伴、親子同樂的

年度盛會，也能承擔起更多促進公共參與、深化議題反思的社會責任。 

106年度本基金會支持臺灣農村陣線籌辦之彎腰生活節活動，乃響應「國

際永續旅遊發展年」之目標，帶領消費者從關心自己的餐桌出發，進而實際

走進農耕地景、感受農鄉生活，及體驗農事勞動，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間不僅

只是倚賴價格和標章維繫的關係，而有更多互動、互助、互信的夥伴基礎，

拓展消費者對農村文化與本土價值的肯定與認同。其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1. 完成生活節及 107 年度主視覺設計，以「國際永續旅遊發展年」為設

計發想，透過畫面呈現旅人與農人所有互動與連結，並展現臺灣農業

豐富豐盛的面貌，也藉由畫面中背包客與農夫捧著作物代表對作物的

尊重與珍惜，而且人與人之間是樂於分享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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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大民眾對議題的參與行動 ：主辦單位所規劃之年度生活節系列講座，

包含八場次講座及一場場地拜訪，從各個不同的面向討論臺灣農業、

旅遊與永續發展的未來及可能性，增進參與者對此一議題之認識。此

系列講座活動計有 350人次參與，平均每一場次約為 40人參與。 

3. 推廣及深化友善農業、綠色消費理念：透過年度彎腰生活節之舉辦，

擴大農夫市集的能見度，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連結的管道，深化

友善土地之消費者意識。當天統計約有 2,000 位消費者到訪市集，與

農友直接互動及消費。 

(三) 花蓮地區原鄉農產品及農產區深度體驗小旅行 

本基金會補助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辦理「花蓮地區原鄉農產品及農產區深

度體驗小旅行」計畫之部份經費，透過原鄉部落特色農業旅遊資源盤點、體

驗及解說活動設計與遊程規劃、舉辦數場次小旅行活動、收集與分析消費者

意見回饋等工作，建立可操作之原鄉部落農業體驗行程，推動原鄉部落地產

地消及產業六級化之目標。其執行成果如下： 

1. 盤點整理花蓮 8個原鄉部落，包括豐濱鄉新社部落、秀林鄉水源部落、

豐濱鄉港口部落、瑞穗鄉奇美部落、花蓮市撒固兒部落、卓溪鄉南安

部落、秀林鄉富世部落、光復鄉馬太鞍部落，找出具有發展潛力的部

落農業旅遊特色，撰寫推廣文章，並編輯出版「部落農耕生活工藝誌」

及「族人的廚房」等 2本書。 

2. 規劃體驗及解說活動設計與遊程，規劃出 3 個廚房文化體驗活動，包

括撒奇萊雅族、吉安鄉南華客家村、壽豐鄉七腳川社山下部落，引導

遊客體驗農業自然生態與食材應用，增加其對當地文化的認識與尊重，

並產生對在地農產品之認同感。 

3. 舉辦「走進花蓮人廚房」展暨新書發表會 1 場次，舉辦 3 場次具有踩

線團性質的 1日文化體驗活動，針對撒奇萊雅族、吉安鄉南華客家村、

壽豐鄉七腳川社山下部落，設計包括食材課、烹飪課、傳統工藝及飲

食倫理課等行程內容，讓消費者從「產地/土地到餐桌」來深入認識體

驗在地文化。 

4. 以問卷調查消費者對文化體驗活動之意見回饋，參加者多為女性，對

活動大多感到滿意，對體驗活動的願意負擔金額，以 1,000 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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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元次之，大多是為了瞭解原住民傳統文化、認識原住民食材而參

加。 

5. 為推廣轄區之原住民農產業，花蓮改良場於官網建置原鄉部落專區，

也利用單位之臉書粉絲專頁及 LINE 平臺，傳散相關資訊，發揮網路

行銷與推廣效益。 

(四) 頭社活盆地農村景觀改善工程暨老菜脯產業推動計畫 

本基金會補助南投縣日月潭頭社活盆地休閒農業區促進會，進行活盆地

體驗區及金銀花園區之環境改造，及社區老菜脯產業推動。其執行成果如

下： 

1. 景觀調節：透過園區入口之環境改善，加強與週遭環境的協調，後續

將再利用材質變化或植栽設計增加環境景觀之豐富性。 

2. 提供遊憩機會：頭社社區結合環境改善，及活盆地土質鬆軟之特色，

讓遊客體驗「會跳舞的泥土」，藉以創造社區遊憩活動之特色及衍生價

值。 

3. 增加老菜脯知名度：建立老菜脯栽培、醃製、保存及行銷模式，據以

活化農村老菜脯文化特色，增加居民經濟收益。 

 國際交流：支持及參與重要農業議題之國際交流與合作計畫 

(一) 韓國自然農業「養豬技術」專門講習暨交流計畫 

土地是人類最重要的資產，如何利用生物資材讓臺灣日漸貧瘠之農地，

恢復及多樣性，並使土地達到最好之循環及平衡狀態，提高作物之健康與營

養價值是目前重要之課題。本基金會補助臺灣大學生物能源研究中心 106年

度「自己的菌自己養，自己的土地自己救」計畫，及 107年度所研提畜牧與

土壤結合之接續計畫「從生質能走向自然農法」，結合沼氣利用與土壤改良

議題，除將有機廢棄物轉換成能源外，並將沼氣副產品（沼液、沼渣）製成

生物性肥料，用於土壤改良技術。 

此兩項計畫，均是結合研究人員與農民之現地研究與實踐行計畫。在國

內推動自然農業著力很深「CGNF臺灣自然農業協會」是前項研究推動之重

要夥伴，參與之農友秉持友善土地，恢復土地生機的使命，學習韓國自然農



15 
 

業研究所推廣之自然農業，從在地微生物菌培養、土壤基盤改良，到畜牧、

水產養殖的循環等，透過善用自然資源及在地能資源的利用，除降低耕作成

本外，也修復土地與環境。 

為落實前述計畫，並進一步促進國際學術與實作交流及建立未來國際

合作的管道，臺大生物能源研究中心將於 106年 9月 3日至 8日協同臺灣自

然農業協會之農友，共同參與韓國自然農業國際研習會，透過實做課程之學

習，及與臺韓兩地及其他國家與會農友（夏威夷、馬來西亞）之交流，增進

對自然農業結合畜牧養殖之整體系統的認識，與深化臺韓自然農業之交流。

本參訪效益說明如下： 

1. 韓國自然農業結合畜牧養殖的實際經驗，其畜(豬)舍設施採光、空氣對

流與周邊環境之相關性及畜產食材自製等方法，可提供國內投入自然農

業實行之農家具體之參考。 

2. 自然農業採用當地微生物養豬，由於墊料裡含有相當活性的當地微生物，

能夠迅速有效地降解、消化豬的排泄物，不再需要對豬糞尿採用清掃排

除，也不用大量的沖圈污水，從而沒有任何廢棄物排出養豬場，真正達

到養豬零排放的目的。對於小規模生產、種養合一的農家來說是可嘗試

之生產管理方式。 

3. 自然農業之豬隻飼養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農友之飼料成本。除了強調利

用當地豐富資材，自製豬隻飼料，減少外購飼料外；其在發酵製作豬圈

之有機墊料時，需按一定比例將木屑等加入，透過土著微生物的發酵，

部份配料可轉化為豬之飼料，節省 20~30%之投入飼料。 

(二) 因應氣候變遷高產值經濟作物設施栽培技術研討會 

設施栽培乃是藉由建築設計，並利用裝置設備來控制栽培環境，達到溫

度控制、防止雨水沖刷、昆蟲的侵入危害、提供作物遮蔭，改善作物之生長

條件及生產管理方式，藉以達到提高產量、改善品質、穩定生產等目的。為

因應氣候變遷和極端天氣因子的影響，各國皆必須朝本土化、效率化與經濟

化之方向發展。亞洲的日本、韓國及臺灣的設施栽培均相當盛行，為瞭解東

南亞國家在此領域之發展動態及強化交流，本基金會補助亞太糧食肥料技術

中心於馬來西亞舉辦「因應氣候變遷高產值經濟作物設施栽培技術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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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透過研討會交流最新實用之設施栽培技術，讓與會者能持續在熱帶及

亞熱帶設施栽培領域保有競爭力，並致力於耕作者、消費者和環境之未來發

展與效益。研討會之重要結論如下： 

1. 適合熱帶環境之溫室最重要的標準是充足的通風，其他設計標準包括良

好的透光性、抗病蟲害、防風及乾淨水之可及性。 

2. 相關之推廣宜採用近年發展之強化結構和覆層結構，優化結構形狀及運

用防腐處理技術。 

3. 由於私營部門可提供各種專業知識和材料，建議應讓私營部門參與歐洲

及亞洲開發之溫室技術。 

4. 將保護性種植和生物農業及生物肥料結合，可以確保溫室產品之食品安

全。 

5. 學習馬來西亞農業研究所（Malay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MARDI）經驗，尋求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提供東協-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區域

蔬菜研究與開發網絡之財政支持。 

6. 後續持續關注以下數個溫室技術研發之領域：品種開發、抗風力、減少

熱能、降低勞力、整合種植系統、水、養分和其他投入之自動化、無線

感應網絡、糧食安全、尊重環境、可營利性，和技術推廣等領域。 

(三) 新農業-2017第二屆臺灣智慧農業機械國際研討會 

 為促進國內農業與農機產業之智慧農機產業發展，國內在 2016、17年連

續兩年舉辦「新農業-臺灣智慧農業機械研討會」，希冀透過研討會連結國內農

機產業與國際大廠攜手合作，強化異業結盟，發展農機智慧與綠能之整合性

技術，使各產業界有相互展示、媒合之機會，俾利相互合作拓展新可能性。

本基金會於 106年度支持此一研討會之小額經費，共襄盛舉此研討會之進行。

其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1. 本研討會邀請來自加拿大、澳洲、日本及臺灣農林漁牧界之專業人士，

共同探討農機科技智慧技術在現在或未來可行之創新整合與創新發

展。 



17 
 

2. 藉由智慧農業機械科技研究發表會、國際論文發表、專題研究創意競賽、

產業應用發表會、國際產業資訊交流及科技展等活動，促進異業結盟，

讓臺灣農機品牌深耕國際市場，將臺灣智慧農機推向國際化。 

 農識推廣：擇定當代重要之農業主題，編撰專書，進行社會傳播及溝通 

(一) 食農教育專書出版計畫 

飲食文化，紮根於當地的自然、風土與歷史之中。食農教育，不只是對

於食物的感知、情感記憶，食農教育更強調透過動手做、親身的體驗，整體

提升及深化社會大眾對於健全之飲食選擇、支持在地生產與在地消費，以及

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等理念與行動。食農教育的推動，據以展現的是社會對

於-健全的飲食生活、飲食文化傳承、環境永續、及在地農業振興的期待與重

視。 

目前除了民間的自發推動、政府部門的鼓勵，也正朝立設立《食農教育

法》努力。可見臺灣食農教育的重要性與推廣，已成為社會共識。然而食農

校育的定義為何麼、食農校育可以在哪裡推行、可以怎麼做？各界的認知卻

依然分歧。 

爰此，農村發展基金會邀請遠足文化共同企劃、出版《食農教育可以這

麼做》（暫名）一書，邀請食農教育領域專家、學者撰述相關政策，並收錄日

本、英國、美國、義大利等國家相關做法，同時採訪在臺灣，戮力於友善食

農推進的學校、企業、地方政府、剩食餐廳，甚至在家庭的可能做法等，希

望藉由本書的出版，無論是他山之石，或者在地的範例，分享食農教育的多

元面向與可能做法。本書預計在 107 年 6 月完成，目前之進度與編輯狀況說

明如下： 

1. 本書架構包含三大部分，另類食農網絡及臺灣飲食教育發展與政策兩

部份，希冀提供讀者認識他山經驗，與瞭解國內推動食農教育之背景

情境。在地實踐案例的部份，則透過撰稿人之厚實採訪，報導呈現國

內不同類型單位之深刻實踐經驗，供有志投入食農教育之各界參考。 

2. 本書國內的實踐案例，選取報導的類型，包括：學校系統、民間企業

／組織、市集平臺、農業雜誌、剩食議題、家庭教育等多樣面向，藉

以呈現食農教育乃是生活教育之整體展現，以及跨部門領域之共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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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3. 本書出版後續，也將舉辦「食農教育交流分享會」，由本書撰稿學者、

專家，以及書中所報導關鍵推動人士現身說法，分享並探討國內食農

教育的各種可能作法。 

(二) 漁業人物誌專書編印計畫 

 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漁業一直與國人的生活密不可分，近來隨著國際

趨勢與政經環境的丕變，產業發展受到嚴峻的考驗，但漁業在經濟、社會及

生態面的價值，是永遠無法取代的。漁業不僅是我國農業中的重要產業，而

且還帶動了儲藏、加工、運輸、銷售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它所形成的經濟體

系，對國家的貢獻甚鉅。回顧臺灣漁業發展的艱辛歷程，在漁民與政府胼手

胝足的努力打拼下，開創出驕傲的漁業成果，惟漁民及漁政單位辛勤從事生

產及產業發展，漁業史料及記錄難以留存，且前人耆老消逝後史料更加不易

蒐集編撰，本基金會補助養魚世界雜誌社執行本計畫，期望透過本計畫將前

人資料數位保存，編輯記錄成冊，詳實呈現臺灣漁業發展演變與成就，為臺

灣漁業留下歷史見證。本計畫預計於 107 年度完成，目前之進度與編輯狀況

說明如下： 

1. 本書著手出版之同時，漁業署同期亦出版「漁業人物誌」專書，報導目

前業界耆老，雖然專訪人物與計畫編定已故人物無衝突，但考量未來出

版差異化，將列入內文編輯考量，避免內容雷同或撞稿等情況發生。 

2. 本書專訪已故漁業人士親友需耗時訪問人物身平考究著實不易。目前，

所擬定之 32 位漁業前人專稿約有 18 位已邀約稿件，尚有 14 位資料蒐

集進度緩慢，將加快採訪、進稿、編排及設計等工作進度，務求專書內

容正確、豐富及承先繼往。 

3. 漁業人物的紀載關乎臺灣漁業發展歷程演進，相關人事時地物記載、照

片、數據等資料尤為珍貴，唯有透過長期的紀錄保存，才可將臺灣漁業

歷史完整串聯整合，提供後繼者漁業文化傳承與突破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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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補助計畫 

(一) 農村廢棄物資源化實作三年計畫-先期規劃計畫 

 為解決包括畜牧業、農作等農村廢棄物去化問題，進而將廢棄物資源化，

成為循環經濟的一環，本基金會與臺灣糖業協會共同研提「農村廢棄物資源

化實作 3年計畫-先期規劃」計畫，由農委會農村再生辦公室補助本計畫之執

行經費。 

專案團隊透過重新盤點現狀、各項技術系統與社會政治機制等方式，擬

從中盤整出一條當下可行、得以循序漸進的出路，嘗試找出串連循環運作失

落的環節。同時，揆諸行政院已將循環經濟納入國家 5+2重要產業政策，各

部會業已經祭出各項政策優惠、甚至提高生質能發電躉售費率，但是民間腳

步並未因此而加快，因此，106 年度之先期計畫，專案團隊先鎖定畜牧廢棄

物資源化、農作廢棄資材碳化、氣化等主題進行現狀盤點，透過重點關係人

訪視、焦點座談會等方式，搭建產官學對話平臺、技術交流平臺，也嘗試提

出後續示範運行方式、相關法規與行政措施提出調適建議。106 年度之執行

成果及後續建議說明如下： 

1. 本計畫包括畜牧廢棄物資源化、農村廢棄資材碳化、廢棄木質類氣化轉

生質能與循環經濟法規法規調適四大主題工作，各工作項目與預定量化

效益均已完成，包括訪視共 58家畜牧場、 累計 74家次（原訂 40家次）、

座談會 43場（原訂 21場），完成 10家畜牧場願意加入豬糞尿能源化（原

訂 10場），參與食工所與核能所優化計畫；選定 15區生物碳示範區、 已

完成 13場土壤分析及 31場在地協力研習座談會（原訂 30場），並與其

中 10 處農戶簽署合作意願書（原訂 10 戶）；完成 2 家木質氣化相關業

者洽談合作（原訂 1 家），並擇定 1 場作為合法示範場域之技術與商轉

規劃（原訂 1處）；完成循環經濟法規調適 2場 次專家座談與 3場次焦

點座談（與原訂目標相符）。 

2. 整體之推動建議如下： 

（1） 畜牧廢棄物資源化之後續推動，依畜牧場規模發展分級輔導策略，

並協助採用共發酵及微生物菌；且政策資源補助機制視畜牧場轉型

階段需求可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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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各項產業特性與地方特性（含農民組織）不同，建議每縣市建

立廢棄資材能 源化、飼料化、肥料化、材料化不同運轉類型示範

場，讓農民得以學習。 

（3） 農村廢棄物資源化的現地處理原則，建議志同道合農戶間建立互助

學習團體。 

（4） 建議廢棄物能源化、肥料化、飼料化均就地處理、在地使用，以減

少集運交通成本，因此相關土地容許使用等規定建請放寬； 

（5） 建議廢棄物氣化等再利用方式可與既有合作業者合作，協助其技術

升級、處理量能擴充，以利整體政策推動時效。 

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收入決算數合計 19,662,993元： 

業務收入決算數 2,119,824 元、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17,543,169 元，合計

19,662,993 元，較預算數 19,422,000元，增加 240,993元。 

(二)支出決算數合計 21,447,154 元： 

1.勞務成本支出決算數合計 14,562,284 元，較預算數 13,777,000 元，增

加 785,284元，係增加業務計畫所致。 

2.管理費用支出決算數合計 6,884,870 元，較預算數 5,645,000 元，增加

1,239,870元，係因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之原則辦

理。 

(三)綜合上述 106 年度收支相抵後，本期稅前短絀 1,784,161 元，所得稅

121,236元，本期短絀 1,905,397元。 

二、現金流量實況 

106年度實際營運產生之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35,522,357 元： 

(一)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334,180,971元。 

(二)整體營運循環產生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增加 1,995,150 元： 

1.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995,150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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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653,764元。 

三、淨值變動實況 

(一)基金 644,930,000 元。(84 年創立基金為 142,930,000 元，85 年增加

502,000,000元) 

(二)累計短絀 60,694,097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本基金會 106年度資產決算數為 587,189,415元、負債 2,953,512元及淨值

584,235,903元： 

(一)資產： 

1.流動資產計 345,111,035元。 

(1)現金及銀行存款 335,522,357元。 

(2)應收款項及利息 8,476,235元。 

(3)預付款項 31,151元。 

(4)應退稅額 1,081,292元。 

2.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 206,466,865元。 

 非流動性金融資產 206,466,865元。 

3.投資性不動產 34,347,033元。 

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81,690元。 

5.其他資產 882,792元。 

(二)負債： 

1.流動負債計 1,953,512元： 

(1)應付款項 1,157,253元。 

(2)應付所得稅 121,236元。 

(3)預收租金 437,929元。 

(4)其他流動負債 185,113元。 

(5)應納稅額 51,981元。 

2.其他負債 1,000,000元。 

(三)淨值： 

1.基金 644,930,000元。 

2.累計短絀 60,694,0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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