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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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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董事會由董事 9 至 15 人組織之；監察人會由監事 3

至 5 人組成。本會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主要分成行政組

及業務組二組。 

董事會 

董事長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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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專

員、組員、辦事員 

監察人會 

常務監察人 



2 

 

貳、工作計畫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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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並積極連

結各方，一同為台灣鄉村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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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之各項計畫執行，除延續性計畫外，也朝向由基金會規劃主題，

開展自辦計畫並尋找合作組織之方式進行，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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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人力、城鄉連結、政策研究與國際交流、農識推廣」等四個面

向來開展 108年度之各項工作計畫。 

 

一、計畫面向說明 

1. 農村人力：培力高職農校學生及新住民等農業生力軍，增進友善農

業及多元營農之知能及興趣。 

2. 城鄉連結：促進城-鄉、食-農間之連結，強化以地方及農民為主體之

交流互動。 

3. 政策研究與國際交流：支持及參與重要農業議題之政策研究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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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合作計畫。 

4. 農識推廣：擇定重要之農業主題，編撰技術手冊或專書，進行知識

之轉譯與傳播。 

二、擬辦理計畫 

面向 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重點內容說明 

農村人力 

媒合高職農校學生農

企業見習與就業計畫

（第三年） 

財團法人豐年社 

在前兩年之計畫基礎下，除持續進

行三所核心高職農校的輔導陪伴

外，也將發揮媒合及資源平台的角

色，將目前已建立之 74 家策略聯

盟資源(43 家農業上中下游企業、

13 家農場、4 家農會、5 家農業法

人機構、7 家農政/農研機構、2 家

大學)分享給非核心之高職農校及大

學，媒合其合作，擴大計畫效益。 

新住民，新農業 -屏

東新住民友善農業學

習計畫（第二年） 

屏東縣好好婦女

權益發展協會 

新住民是農鄉農業勞動力之重要補

充。本計畫除延續前一年度之友善

農耕的田間管理及農產品加工學習

外，新年度計畫執行單位也將著手

打造南洋香料植物園區，作為國中

小學進行教學使用。並進一步協助

高樹鄉新住民農友進行農產品包裝

及開發共同的蕃茄盒裝，突顯新住

民農友之能見度。 

城鄉連結 

促進食與農交流 -農

村體驗活動操作模式

建立與推廣計畫 (第

三年) 

台灣農文化與實

踐協作社 

在前兩年計畫所進行之深度培力基

礎上進行廣度上的拓展。重點工作

包括：優化農業體驗活動分類與分

級評估標準，發展「農’s day」之品

牌概念、於網絡平台擴大推廣

「農’s day」概念與影響力，同時協

助已具有農事體驗活動辦理基礎之

地區發展其「農’s Day」手冊，作

為推廣與成果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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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重點及預期效益 

（一） 媒合高職農校學生農企業見習與就業計畫（第三年） 

立基於 106、107 年度的「高職農校策略聯盟」執行經驗與成果，策略

聯盟的運作模式不僅讓計畫所陪伴的岡山農工與內埔農工、東港海事學校等

三所核心農校受益，農委會、教育部及縣市政府也視其為創新且能培養農業

人才的模式，而予以肯定及參訪；媒體也關注其運作 2017 年 5 月《天下雜

農夫市集與食農教育

推廣計畫 

合辦計畫 

 

面對網路電商及實體有機店舖蓬勃

發展，消費者取得友善小農農產品

管道更多元便捷的情況下，農夫市

集如何善用其累積之社會資源與網

絡，在綠色飲食及食農教育的推廣

上發揮更積極的角色，是食農教育

立法之際，本計畫希冀連結有意願

之農夫市集共同合作之方向。初步

將以推廣綠色餐飲指南及食農教育

種籽師資培訓為重點工作。 

政策研究

與 

國際交流 

鄉村創生策略需求研

究及在地實踐計畫 
合辦計畫 

結合「地方創生」與「農村再生」

之政策推動需求，進行「鄉村創生

之策略需求」研究，以分析當前我

國鄉村發展困境之類型與需求為初

期研究目標，同時支持具有潛力之

地區團體進行在地化實踐，創造地

域生活及產業能夠發展的策略。希

冀藉由此研究與實踐之成果，助益

後續鄉村創生政策的調整與推行。 

鄉村發展座談及國際

交流計畫 
合辦計畫 

擇定重要農業議題，透過持續、滾

動的座談形式，累積論述及政策建

議，並作為後續國際交流的基礎。 

農識推廣 

來自土地的經驗，友

善農業知識彙整（第

二年） 

 

自辦計畫 

面對氣候變遷、天氣變化加劇的未

來，靠天吃飯的農業如何借重傳統

經驗知識，及善用適切科技（如區

域微氣候的監控及分析等）來提昇

農業韌性，是本年度計畫希冀彙編

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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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專文報導 (90%農校生不從農？三方聯手要讓農校起死回生)，顯示策略

聯盟的運作極具成效。 

透過連續兩年度執行單位之努力，目前策略聯盟夥伴已經增加到 74 家

(43 家農業上中下游企業、13 家農場、4 家農會、5 家農業法人機構、7 家農

政/農研機構、2 家大學)，與學校的合作方式也臻於成熟，因此 108 年度之計

畫擬在前兩年度之基礎上，擴大其社會效益。重點工作及預期效益如下： 

1. 核心學校將優先安排現有策略聯盟學校，繼續深耕農校跟農產業的

連結，但如果有積極想參與的學校經評估適合，亦可考慮納入。核

心學校家數預計跟今年相同，同樣為 3所。 

2. 輔導方式延續前 2 年作法，包含入班宣導、整理廠商見習/工讀/就業

資訊給農校、舉辦廠商說明會暨就業洽談會、廠商演講、舉辦好農

體驗活動、訪視學生見習/工讀/就業情況、追蹤紀錄學生工讀/見習/

就業情況、舉辦策略聯盟成果座談會、舉辦農業創新企劃競賽、進

行策略聯盟新聞報導與文宣曝光...等活動。 

3. 持續協助學校尋找可以「精準媒合」與「深度合作」的廠商，並參

考執行經驗持續修正「農校與農產業的策略聯盟合作模式」。 

4. 發揮媒合及資源平台的角色，除持續擴展策略聯盟成員外，擬擴大

協助非核心農校的學校或大學與策略聯盟廠商連結合作(例如學生見

習/工讀/就業)，協助雙方聯繫討論合作，引導更多年輕學子接觸農

產業，讓策略聯盟發揮更大社會效益。 

（二） 新住民，新農業-屏東新住民友善農業學習計畫（第二年） 

根據移民署統計資料截至 107 年 5 月底，屏東縣外裔、外籍配偶及大陸

配偶之統計人數計有 19,136 位（與 106 年同時期相較增加近 300 人）。與此

同時，屏東縣連續 15 年人口均呈現負成長，106 年度因為死亡及遷出人口又

較 105 年度總人口數減少約 2,500 人。面對本國籍人口老化及遷出的現實，

隨著跨國婚姻移入之新住民，特別是婦女，正成為屏東農村之一股新力量，

不僅擔負家務勞動之角色，更是農務勞動力之重要補充。 

透過第一年度「友善農業及農產品加工學習」之計畫執行，執行單位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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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除與高樹鄉新住民婦女建立更深厚的網絡關係

外，也對於協會在新住民農業發展上可以著力之處，有更務實的想法。108

年度計畫之重點工作與預期效益如下： 

1. 友善農耕學習：將調整課程安排以田間實務學習為主，課堂講授為

輔，降低課堂講授的比重，讓新住民農友更容易理解，減少專業語

言理解的門檻。 

2. 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加工可提供新住民農友一級生產以外的發展機

會，同時在地的新鮮農產品-蕃茄、鳳梨等，均很適合加工發展。在

第一年已採購的烘焙設備基礎下，新年度之加工學習重點將著重在

烘焙及果乾製作等。 

3. 共同行銷：目前高樹地區已有幾位新住民農友開始嘗試自產自銷蕃

茄，為了讓新住民姊妹的農作物被看見，新年度也將協助開發共同

的蕃茄包裝盒，突顯新住民在屏東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性。 

4. 食農教育：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正接手三分田地，希望打造成屏

東國中小學認識南洋香料植物的園區。目前已經由辦公室具有農耕

經驗的新住民同事進行種植及管理，未來也朝向規劃提供有興趣的

新住民姊妹共同來種植。 

（三） 促進食與農交流-農村體驗活動操作模式建立與推廣計畫(第

三年) 

本計畫基於永續旅遊（sustainable tourism）之促進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

與對話之理念，加強與促進城鄉與產消間的交流與對話。藉由發展以尊重地

方與農民為主體、活用地方人力資源、重視環境健全等原則所設計之農業體

驗活動，促進消費者在豐富多元的農村進行具有自然、人文與人際的交流。

期望透過食與農之間的交流，促進社會大眾瞭解廣泛意義中的「農」所呈現

的多元與多功能價值，並振興農鄉主體性。 

本計畫在 106 年度已透過與二個地區之農民組織合作，進行在地整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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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工作，並發展出有別於休閒消費之以參與農事生產過程為主體的體驗活

動概念「農’s day」及體驗手冊；107 年度則以進行農事體驗活動分類與分級

評估標準初探為目標，108 年之計畫將在前兩年度之深度培力基礎上進行廣

度上的拓展，推廣此一以在地農民為主體之農業體驗模式。重點工作及預期

效益如下： 

1. 優化評估標準與架構：透過專家諮詢會議、實務者諮詢會議與工作

坊之討論與建議，讓農業體驗活動之分類與分級更據信效度，將

「農’s day」網站發展成類品牌概念之農業體驗活動群聚平台。 

2. 編印農事體驗專刊：評估及協助已具有農事體驗活動辦理基礎之地

區發展《農事天》專刊，介紹區域之農業特色與農事體驗活動，作

為推廣與成果之展現。 

3. 網路平台建置與維護：持續建置與維護「農’s day」網路平台，作為

推廣與交流之管道。 

4. 舉辦農友交流會：藉此促進參與「農’s day」體驗活動之農友交流與

經驗分享，透過「Farmers to Farmers」農民間彼此的對話及經驗的觸

發，更貼近本計畫強調以地方及農民為主體之概念。 

（四） 農夫市集與食農教育推廣計畫 

國內農夫市集從 2008 年開始蓬勃發展，迄今全台已有 60 幾個常態性農

夫市集，遍布各縣市，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面對面接觸，營造互利共好模

式，在主流市場外闢出「另類農業食物網絡」，以友善土地的農產，將城市

與鄉村串連起來。 

然而，在面對網路電商及實體有機店舖蓬勃發展，消費者取得友善小農

農產品管道更多元便捷的情況下，整體營業額降低是近兩年來農夫市集的普

遍狀態。市集如何善用累積之社會資源與網絡，提供其獨有而通路所無法提

供的誘因來吸引消費者，是得以持續經營的關鍵。 

市集直接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提供當令農產品及加工的第一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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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都市食農教育的重要介面，基金會在前兩年支持彎腰農夫市集的基礎下，

面對市集之經營轉型，希冀結合有意願之農夫市集共同合作，在綠色飲食及

食農教育的推廣上發揮更積極的角色。工作重點及預期效益如下： 

1. 支持綠色餐飲指南之研擬及推廣，建置綠色餐廳資料庫，讓消費者

可以更容易的找到綠色餐廳；同時，媒合綠色餐廳與市集農友，促

進固定的採購關係，支持生產者得以更穩定的生產。 

2. 時值食農教育立法之際， 開展食農教育種籽師資培訓課程，建立師

資人才資料庫，助力後續食農教育之推廣。 

（五） 鄉村創生策略需求研究及在地實踐計畫 

面對總人口減少、高齡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市及鄉村發展停滯等問題

，行政院於 2017 年 12 月底提出我國的地方創生政策，希冀以此達成「均衡

臺灣」的長期發展目標，並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擔任主要幕僚單位，盤點各部

會資源進行政策規劃與執行推動。為深入了解台灣農村推動地方創生所面對

的問題和需求，亟需要相關的研究投入。 

推動地方創生，乃是因為復甦面臨發展困境之地方符合社會集體利益。

從政策論述來說，共通趨勢包括：人口結構邁向高齡化、少子化及青壯勞動

力外流、既有的稅收分配與預算編列原則的資源分配無法解決偏鄉的公共福

利需求、交通區位深化地方發展不均的程度，以及地方環境資源利用充滿高

度不確定性而無法激勵創業活動與地方投資等。這些議題既是導致地方衰退

的因素，也是地方創生政策必須積極解決的範疇，更是未來政策投資的聚焦

點。關鍵之處在於，各部會的政策如何加以調整以使政策更完善。 

與此相應，農委會自 2010 年開始推動「農村再生」政策，企圖透過培

訓與輔導機制，提升農村居民制訂再生計畫與共同建造家園的能量，進而轉

型為能夠自主發展的鄉村社區。然而，農村再生政策執行迄今，也遭遇瓶頸

：單以社區為主體、以空間改造為主題的策略，無法全面改善衰頹之鄉的再

發展動力。基於此，農委會進而提出「農村再生 2.0」計畫，欲銜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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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業」和「地方創生」政策，希望強化縣市政府的整合角色、擴大社會不

同單位的共同參與能量、鼓勵創新與跨領域合作的行動模式，以及強化城鄉

合作等。 

爰此，基金會在 108 年度也將結合「地方創生」與「農村再生」之政策

推動需求，進行「鄉村創生的策略需求」研究及在地實踐計畫。工作重點及

預計效益如下： 

1. 分析國外推動鄉村再發展的策略類型與路徑。  

2. 研析當前國內之鄉村再發展所面臨的關鍵課題類型，並比較

不同類型的鄉村發展需求差異。  

3. 支持具有潛力之地區團體進行在地化實踐，創造地域生活及產業能

夠發展的策略。 

4. 希冀藉由此研究與實踐之成果，助益後續鄉村創生政策的調整與推

行。 

（六） 鄉村發展座談及國際交流計畫 

本基金會擬在鄉村發展相關之議題上，透過持續、滾動之座談會形式，

及後續之論述產出，進行社會溝通及政策建議，貢獻心智。 

在 107 年度與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及台灣鄉村社會學會合

作辦理之五場次「鄉村發展關鍵議題探索」的基礎上（產業發展、創新創業

、農業地景、農村文化、鄉村規劃、高齡照護、社區醫療等），並結合「鄉

村創生策略需求研究及在地實踐地計畫」之進行，108 年度擬以六都為對象

，針對都會區尺度的鄉村發展議題擴大辦理交流座談會；同時，也將與電子

媒體合作鄉村發展專題的採訪撰稿，累積此一主題之國際案例及在地實踐之 

深度報導。後續則將視議題的發展與需要，籌辦國際交流活動，深化議

題理解及國際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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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來自土地的經驗，友善農業知識彙整（第二年） 

農業活動是人類利用智慧去適應或改變自然環境，利用動植物之生長繁

殖來獲得食物，更進一步換取經濟收益之一種系統。因為各地環境條件不同

，人們對應之生產管理方式也自當有所不同，這也是目前永續農業所重視之

因地適宜之耕作智慧及對應孕育之文化底蘊。 

適地的種作知識經歷綠色革命與專家知識系統崛起後，仰賴科學實驗與

外來農法蔚為主流，壓抑常民知識的延續與保存，農民既有的在地智慧也逐

漸流失，甚為可惜。 

爰此，本基金會在 107 年度提出「來自土地的經驗，友善農業知識彙整

」計畫，擬從農民耕作具有挑戰之重要面向，例如雜草、病蟲害防治、氣候

變遷調適等主題，透過有系統之整理及轉譯，彙整民間累積之適地農法，輔

以研究單位之建議作法，以容易理解及操作之圖文方式，編撰成冊，供農民

參考，為促進友善農耕貢獻心力。 

在 108 年度之延續計畫中，則擬針對氣候變遷調適來進行友善農業知識

整理及彙編，著重於：面對氣候變遷、天氣變化加劇的未來，靠天吃飯的農

業如何借重傳統經驗知識，及善用適切科技（如區域微氣候的監控及分析等

）來提昇農業韌性。 

 四、計畫經費需求：6,900,000元。 

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1.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1,911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013 萬 7 千元

，減少 102 萬 3 千元，約 5.08%，主要係發行銀行調降「有價證券」

利率所致。 

2. 本年度勞務成本 1,342 萬 3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426 萬 8 千元，

減少 84萬 5千元，約 5.92％，主要係業務計畫減少所致。 

3. 本年度管理費用 569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86 萬 9 千元，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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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萬 8千元，約 3.03％，主要係撙節開支所致。 

4.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0元。 

 二、現金流量概況 

1.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98萬 7千元。 

2.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98 萬 7 千元，係期末現金 3 億 4,218 萬 1 千元

，較期初現金 3億 4,119萬 4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5 億 8,423 萬 6 千元，本年度賸餘 0 千元，期末淨值

5億 8,423萬 6千元。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106年)： 

 (一)決算結果 

 1.收入決算數合計 1,966萬 3千元： 

(1)業務收入決算數 212 萬元，較預算數 0 元，增加 212 元，係因接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畫款所致。 

(2)業務外收入決算數 1,754 萬 3 千元，較預算數 1,942 萬 2 千元，減

少 187 萬 9 千元，約 9.67%，主要係發行銀行調降「有價證券」利

率所致。 

2.支出決算數合計 2,144萬 7千元： 

(1)勞務成本支出決算數合計 1,456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 1,377 萬 7 千

元，增加 78萬 5千元，約 5.7%，係增加業務計畫所致。 

(2)管理費用支出決算數合計 688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564 萬 5 千

元，增加 124 萬元，約 21.97%，係因按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將原

以取得成本入帳之金融資產後續按公允價值調整所致。 

3.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190 萬 5 千元，較預算數 0 元，減少 190

萬 5 千元，係因按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將原以取得成本入帳之金融

資產後續按公允價值調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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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年度成果概述(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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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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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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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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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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討會希冀連結國內農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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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好食代,全方位食農教育》一

書已於 2017 年 5 月正式出版。架

構包含三大部分，其中理念篇及

他山之食兩部份，希冀提供讀者

認識其他國家地區之推動理念與

經驗，並掌握國內推動食農教育

之背景情境。在地實踐案例的部

份，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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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魚世界雜誌社 透過本計畫將前人資料數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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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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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預計在

107年度下半年編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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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

情形） 

 （一）業務外收入執行數 828 萬 6 千元，較全年預計數 2,013 萬 7 千元，

減少 1,185 萬 1 千元，約 58.85%（上半年預計數 1,006 萬 9 千元，

減少 178 萬 3 千元，約 17.71％），主要係定存到期日集中在下半年

所致。 

 （二）勞務成本執行數 447 萬 4 千元，較全年 1,426 萬 8 千元，減少 979

萬 4 千元，約 68.64%。（上半年預計數 713 萬 4 千元，減少 266 萬

元，約 37.29％），主要係年度計畫集中在下半年執行所致。 

 （三）管理費用執行數 191 萬 7 千元，較全年預計數 586 萬 9 千元，減少

395 萬 2千元，約 67.33%。（上半年預計數 293萬 5千元，減少 101

萬 8千元，約 34.68％），主要係撙節開支所致。 

 （四）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賸餘 189 萬 5 千元，較全年預計數 0 元，增

加 189萬 5千元，主要係業務計畫撥款集中在下半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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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半年成果概述 

面向 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上半年成果 

技術

整合 

自己的菌自己養，

自己的土地自己救

（第二年：從生質

能到自然農法） 

臺灣大學生物能

源研究中心 

與桃園農業改良場合作，取得新

竹、桃園地區農民的廢棄竹材，

其主要成分為綠竹。廢棄竹材經

桃改場目前現有的斷枝及粉碎設

備處理後，帶回實驗室，再經過

粉碎機細碎成粉狀，進行相關成

份分析。並分別調整為不同濃度

以進行甲烷潛能測試。 

來自土地的經驗，

友善農業知識彙整 
自辦計畫 

現正在進行「雜草管理」之專題

資料蒐集整理，預計編彙研究部

門、改良場的雜草管理技術，以

及各地農民對雜草之觀察、管理

及傳統之應用方式等，給予雜草

新的定位。 

農產品簡易加工與

食品衛生安全準則 

合辦計畫，與食

品工業研究所合

作專業知識之編

撰 

基金會扮演技術轉譯者的角色，

透過有系統且圖文並茂的方式，

通俗化的紀錄農產品加工技術及

轉譯食品研究所專家之安全衛生

管理知識，以增進農友及小型加

工業者之農產品加工、食品衛生

安全及相關法規之知能。 

農村

人力 

媒合高職農校學生

農企業見習與就業

計畫（第二年） 

財團法人豐年社 

擴展第一年度之經驗，新增東港

海事水學校及上下游產業策略聯

盟，幫助學生瞭解農業上下游產

業脈絡及多元發展的機會，對從

農有更寬廣與務實的認知。 

屏東新住民婦女友

善農耕培力計畫 

屏東縣好好婦女

權益發展協會 

建立了協會與高樹鄉新住民的關

係及連結。透過農民對農民之直

接交流、請益方式進行友善農耕

技術之學習。在農產品加工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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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己的菌自己養，自己的土地自己救（第二年：從生質能

到自然農法） 

107 年度之「從生質能到自然農法」計畫，擬根據不同農作、施作頻率

及添加濃度，進行土壤及植體分析，建立土壤肥培管理觀念，利用健康具有

活性的微生物及現地現製的生物肥料，將土壤中的營養物質，提供給植物生

習部份則結合食品安全的講師進

行安全衛生之指導。同時，以市

集作為平台，逐漸形成新住民農

友相互支援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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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 

臺灣農文化與實

踐協作社 

蒐集台灣各地的農業體驗活動進

行類型化工作，針對目前台灣各

地已發展之農業體驗活動案例進

行資料蒐集，並進行分類。並在

此基礎上開始踏查有潛力、成熟

度較高之個案，了解其活動操作

之流程、細節及條件。 

國際

交流 

農業座談及國際交

流計畫 

合辦計畫，與農

業科技研究院農

業政策研究中心

、台灣鄉村社會

學會合辦 

合作辦理五場次「鄉村發展關鍵

議題探索」座談會，針對台灣鄉

村發展的實際現況進行踏查，以

此作為「新歸農運動國際研討會

」國際交流之基礎，並深化我國

鄉村發展對當前關鍵議題的討論

與回應。 

農識

推廣 

食農教育專書出版

計畫-食農教育推動

交流會 

自辦計畫 

於《共好食代，全方位食農教育

》專書出版之際，同步舉辦「食

農教育推動交流會」，廣邀關注此

主題之各界夥伴相互交流，共商

食農教育之落實與推動願景，共

有關心此主題之各方利益相關人

80位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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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利用。同時，落實現地現用概念，教導農民培養自製菌種，同時利用經厭

氧共消化後產出之禽畜舍糞尿及廢棄竹材的有機混合資源(沼液、沼渣)做為

農地肥分，以現地菌群改良土壤，進行保種及資材再利用，降低農業成本，

達成本土保種及永續經營的目標。107年 3月迄今，工作進度說明如下： 

1. 與桃園農業改良場合作，取得新竹、桃園地區農民的廢棄竹材，其主要

成分為綠竹。廢棄竹材經桃改場目前現有的斷枝及粉碎設備處理後，帶

回實驗室，再經過粉碎機細碎成粉狀，之後以Mesh no.25孔徑0.710mm

的篩網進行過篩；廢棄竹材經成份分析後，得知其總固形物(TS)、揮發

性固形物(VS)及碳氮比(C/N)分別為89.73%、80.22%及59.64。經分析後

之廢棄綠竹粉依實驗設計，分別調整為不同濃度以進行甲烷潛能測試

(Biochemical methane potential test, BMP test)。 

2. 本計畫之乾豬糞取自苗栗縣造橋鄉某民間種母豬場，取回後之乾糞經攪

拌均勻後分裝儲存於 -20°C冰箱保存，之後視實驗所需調整其濃度至所

需範圍；乾豬糞經調整後進行成份分析，其TS、VS及C/N分別為

83.90%、58.97%及15.99。 

3.  本計畫後段將利用經厭氧共消化後產出之禽畜舍糞尿及廢棄竹材的有機

混合資源(沼液、沼渣)做為農地肥分，進行不同農作、施作頻率及添加

濃度的試驗；目前已取得北投小農及尖石煤源部落-「三一原部落自然

生態體驗園區」農民首肯，先行取回不同土壤肥力及作物的樣品，進行

土壤微生物萃取、分離與純化，直接抽取土壤微生物DNA來研究微生

物種類。待共消化試驗產出足夠混合資源(沼液、沼渣)做為農地肥分後，

直接進行不同農作、施作頻率及添加濃度等試驗。 

（二） 來自土地的經驗，友善農業知識彙整 

「來自土地的經驗，友善農業知識彙整」計畫，擬透過有系統之整理

及轉譯，彙整民間累積之適地農法，輔以研究單位之建議作法，以容易理

解及操作之圖文方式，編撰成冊，供農民參考，為促進友善農耕貢獻心力

。歷經主題之探索及聚焦後，目前正在進行「雜草管理」之專題，預計編

彙研究部門、改良場的雜草管理技術，以及各地農民對雜草之觀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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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統之應用方式等，給予雜草新的定位。工作進度說明： 

1. 確定編撰主題及進行資料蒐集：上半年乃針對雜草之生態、影響田間草

相之因素、雜草管理技術、在地農友智慧，及生活中的運用等主題，進

行資料蒐集及彙整。 

2. 確定訪談大綱及受訪單位拜訪：預計在8月下旬完成訪談大綱及採訪單位

之初訪，作為主題架構調整，及進一步邀約寫手進行採紡之相關事宜。 

3. 本主題手冊擬於108年第一季完成撰稿，於上半年度完成美編及出版事宜。 

（三） 農產品簡易加工與食品衛生安全準則 

小農加工是飲食文化重要之一環，傳統農家透過簡易之醃漬、煙燻、糖

漬等方式，讓豐收之農產品得以保存、交換與販售，除了調節產量也能增加

收入；農家也因而發展出各具特色之加工技藝與口味。 

借鏡國外經驗，簡易農產品加工多被鼓勵與支持，因其不僅能增加農家

收入，也可以創造地方特色；也因此除中央法規外，地方政府也會針對加工

之形式跟複雜度不同，制定從家庭簡易加工、生產環境之衛生標準，到中大

型之食品加工廠之規定，提供明確、具有科學證據，且可依循之規範。 

為了突破前述國內小型生產者各自努力之困境，以及對於相關食品安全

規範知識的相對不足，基金會本年度規劃之《農產品簡易加工及食品衛生安

全準則》手冊之編撰方向，乃是扮演技術轉譯者的角色，透過有系統且圖文

並茂的方式，通俗化的紀錄農產品加工技術及轉譯食品研究所專家之安全衛

生管理知識，以增進農友及小型加工業者之農產品加工、食品衛生安全及相

關法規之知能。目前之執行情況如下： 

1. 上半年度針對小型生產者技術及安全規範容易達成之加工方式，進行

資料彙整，例如：乾燥（日曬、烘乾）、果醬、短期醃製（淺漬法），

釀造等醃製知識進行了解。 

2. 針對台灣特色農作物，具有產銷調節失衡之虞及適合加工等條件，進

行一年 12月份之作物農產品加工採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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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訪食品工業研究所之專業人員，進行食品安全及加工注意事項之請

益，後續也將在書中透過圖文易懂的方式，加以呈現。提供小型生產

者之具體參考。 

4. 本書預計於 108 年第一季完成所有文稿之採編，後續進行美編及出版

事宜，預計在 108年第二季完成。 

（四） 媒合高職農校學生農企業見習與就業計畫（第二年） 

立基於 106 年度「高職農校策略聯盟」執行經驗與成果，107 年度的核

心農校除了既有的岡山農工與內埔農工，另新增東港海事學校。今年度計畫

從 3月迄今，其執行情況如下： 

1. 策略聯盟成員持續新增，從 44 家增加到目前的 74 家(43 家農業上中

下游企業、13 家農場、4 家農會、5 家農業法人機構、7 家農政/農研

機構、2家大學)。 

2. 3 所核心學校迄今完成 8 場廠商演講、5 場入班宣導、2 場好農體驗活

動及 3 場廠商說明會暨就業洽談會，學生陸續到策略聯盟廠商見習、

工讀或就業，7與 8月將安排學生訪視。 

3. 規劃 8 月底辦理「全國農業技職教育論壇」以及 10 月辦理全國農校

「農業創新企劃競賽」，前者場地暫定於台灣大學，後者場地暫定在

高雄市政府鳳山行政中心。 

4. 下半年策略聯盟活動，例如廠商演講、好農體驗、成果座談會、入班

宣導等會持續進行，今年也將參考累積 2 年的執行經驗，建構「農校

與農產業的策略聯盟合作模式」。 

5. 高職農校策略聯盟執行成果受到外界關注。今年 3 月 30 日，雲林縣

教育處帶領縣內國中校長、主任或組長以及 2 所高職農校校長與主任

，專程來觀摩策略聯盟的運作方式及成果，認為策略聯盟是一個創新

且能培養農業人才的模式。此外，《天下雜誌》5 月底前來採訪策略聯

盟(新聞篇名：90%農校生不從農？三方聯手要讓農校起死回生)，顯

示其對策略聯盟作為的肯定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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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屏東新住民婦女友善農耕培力計畫（第一年） 

透過 106 年跨年度的計畫執行-農事課程及加工學習，建立了協會與高樹

鄉新住民的關係及連結。 

1. 友善農耕學習：安排新住民農友到南投及嘉義等地進行參訪，透過農

民對農民交流、直接請益的方式，新住民農友感到極有幫助，也容易

理解與吸收。 

2. 加工學習： 

(1) 農產品加工的部份已經學習過油漬蕃茄、果乾、糕點等，也結合

了食品安全的講師進行安全衛生之指導。 

(2) 107 年 4 月烘焙設備添入後，開展了新住民農務之外的其他可能

。如有一位新住民姊妹的配偶發生車禍，因為要照顧配偶而無法

到田裡工作，計畫所添購之烘焙設備讓她可以在照顧之餘，處理

鳳梨切片及烘製果乾，發揮實質的效益。 

(3) 農產品加工學習反應熱絡，也讓新住民可以有所發揮，但後續之

挑戰在於販售通路以及能否穩定。 

3. 新住民市集： 

(1) 透過每個月常態的新住民市集，以及在地區百貨公司舉辦之年貨

市集發現到，只要新住民農友可以清楚的說明自己的種植管理方

式及加工過程，市民很願意購買支持。 

(2) 以市集作為平台，逐漸形成新住民農友相互支援的網絡。例如：

嘗試媒合製作越南雞肉絲的新住民姊妹與有飼養雞隻的姊妹合作

；協助新開之南洋餐飲店與種植泰國、越南香草植物的農友認識

，穩定其香草供應。 

4. 新住民農務專刊預計在 8 月份完成採訪及初稿撰寫，後續之編輯及內

容刪補將再與基金會討論後，接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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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促進食與農交流-農村體驗旅行推動及專管中心建置計畫（

第二年） 

本計畫在 106 年度已透過與二個地區之農民組織合作，進行在地整備與

培力工作，並發展出有別於休閒消費之以參與農事生產過程為主體的體驗活

動概念「農’s day」，107 年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度培力之基礎上進行廣度上

的拓展。藉由蒐集台灣各地之相關經驗來發展操作模式，並具體開展推廣活

動。迄今之工作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1. 106 年跨年度計畫，完成《農’Day 大北港特輯》，及《農’Day 台南東

山果樹區特輯》兩本農事體驗手冊。 

2. 蒐集台灣各地的農業體驗活動進行類型化工作，針對目前台灣各地已

發展之農業體驗活動案例進行資料蒐集，並進行分類。分類依據包括

：農事勞動類型（種植、管理、採收、初級加工）、農作物類別（穀

物雜糧、蔬菜、果樹、漁產、禽畜產）、活動主辦單位（農家、政府

部門、民間企業）、網路整合平台等，更適當之分類方式將透過後續

專家諮詢討論方式來形成。 

3. 進行實地踏查與訪問，藉以瞭解其活動操作之流程、細節、條件（人

力、物力、資金、技術）、宣傳模式，及其特殊性和所遭遇的困難，

目前已進行新北市石門嵩山社區之訪問。 

（七） 農業座談及國際交流計畫 

鄉村發展過去被主流價值忽略，由於長期人口外流，形成發展停滯的惡

性循環。近年城鄉產業型態轉變，農村比城市擁有更多自然資源與空間，面

對風險社會更能展現永續的韌性與潛力，開始逐漸吸引多元型態的鄉村生活

人口。 

為了解我國當前鄉村發展的實際現況，並深入挖掘社區面臨的真實問題

；同時協力台灣鄉村社會學會擬於 10 月份辦理之「新歸農運動國際研討會」

，本計畫將與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及台灣鄉村社會學會合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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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五場次「鄉村發展關鍵議題探索」座談會，針對台灣鄉村發展的實際現況

進行踏查，以此作為「新歸農運動國際研討會」國際交流之基礎，並深化我

國鄉村發展對當前關鍵議題的討論與回應。迄今之工作執行情況說明： 

1. 針對當前台灣農村發展所面臨之關鍵議題辦理 5 場次系列座談會。

透過產、官、學、研等熟悉農村發展事務之各界賢達的參與，以問

題解決為導向，剖析未來台灣鄉村發展之契機與方向。 

2. 本計畫將於 8-10 月間舉辦 5 場次系列論壇， 借重地方之基礎與能動

性，主題及座談場次分別規劃如下：產業發展（雲林水林鄉）、創新

創業與農村文化（苗栗南庄鄉）、農業地景及鄉村規劃（花蓮玉里）

、生活產業及漁村營造（嘉義東石鄉）、農村長照及社區醫療（南投

埔里鎮）等。 

3. 本計畫所蒐集到的地方需求、方法論、困境等，將作為「新歸農運

動國際研討會」國際交流之基礎，也預期這些經驗對談與深度交流

，地方行動者得以擁有嶄新思維來迎向挑戰。 

（八） 食農教育專書出版計畫-食農教育推動交流會 

食農教育牽涉面向廣，其中的元素又是與我們最切身相關卻常常被忽略

的食物及農業系統息息相關，如何透過各界參與，讓食農教育之推動成為型

塑全民食農素養的重要工具，培養關注農業、土地及飲食的意識及選擇能力

之公民，是食農教育蓬勃發展之際，本基金會所關注之處。因此，於《共好

食代，全方位食農教育》專書出版之際，並於 6 月 20 日舉辦「食農教育推

動交流會」，廣邀關注此主題之各界夥伴相互交流，共商食農教育之落實與

推動願景。本次交流會共有關心此主題之各方利益相關人 80 位與會，相關

之討論及重要摘要如下： 

1. 立法作為一種手段工具，在食農教育法草案的多方討論下，究竟該

以上位指引的高度，從鼓勵的角度讓食農教育之推廣能遍地花開，

抑或是從管制、限縮的角度來思考，現階段需要更多的討論與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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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觀點的包容。 

2. 食農教育的推動，首先應該思考台灣食農本身的特色為何？並透過

食農教育的實踐將城市與鄉村重新連結在一起，讓社會肯認農村生

活的價值。翻轉價值觀很重要，同時在立法的層次推進，透過政策

面的鼓勵跟指引也是必須的。 

3. 食農教育是面對社會長期發展不均來縫合裂痕的策略，也是陶冶現

代公民飲食素養的重要工具。食農教育應強調全民「農食素養」的

培養，讓消費者具有充分資訊、理解的前提下，具有辨識的能力，

從而讓消費的決定權回到自己的手上。 

4. 食農種子師資的培訓是食農教育得以永續推廣的重要一環，藉以搭

建各方關心者之連結與平台，如何推動此一工作，是交流會後續，

參與的夥伴們可以繼續討論與努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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