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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幸福農村輔導計畫 

－「農村綠生活 食在好幸福」企劃評選研習營暨選拔活動 

壹、 宗旨 

辦理「農村綠生活 食在好幸福」企劃評選研習營暨選拔活動說明。藉

由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輔導，將農會活動提升至產業發展、生活環境

改善、文化保存、生態保育、農村旅遊體驗、技藝傳承等層面，為農村注

入新的動能。鼓勵農會活動中帶入更多食農教育內涵與綠色經濟面向，開

放讓一般民眾參加，藉由在地食農講師帶領，體驗及瞭解在地農產業的特

性及趣味，進而更珍惜臺灣這塊寶島；亦藉由活動設計讓民眾更深入由食

物選擇的網絡擴及農業生產、加工運輸、廚藝呈現，甚或自由貿易、食安

議題等對農村與自然環境的衝擊，延伸人們在鄉村生活的種種可能。 

 

貳、 研習日期與評選期程: 

 第一梯次-108 年 6 月 14 日(五) 舉辦地點：台中地區農會 (人數：50) 

 第二梯次-108 年 6 月 20 日(四) 舉辦地點：二林鎮農會 (人數：50) 

＊僅限參加一梯次，請勿重複報名，每單位限派乙名人員參與。 

 企劃提案申請繳交截止日期:108 年 7 月 1 日(一)，逾期恕不受理。 

 審查遴選公佈日期:108 年 7 月 9 日(二)。 

 

參、 輔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參加單位：各級農會 

 

肆、 研習營報名資格 

各級農會推廣部門相關人員或由農會推薦合適人員參與，每單位限派乙名

人員參與。 

伍、 評選企劃提案申請資格 

僅接受各級農會推廣部門代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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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內容 

(一) 第一梯次企劃評選研習營 6/14 (台中地區農會) 

(1) 研習時間：108 年 6 月 14 日(五)09:00-17:30 

(2) 招生人數：以 50 人為限。 

(3) 課程特色：至台中地區農會觀摩學習，學習結合在地花卉與在地食

材結合的節氣料理，探討台灣在地食文化、鄉土料理與食歷史。 

(4) 集合地點： 

 車站接駁：09:00-09:10 台中火車站（復興路口） 

（交通方式建議請參考附件三） 

 自行前往：09:50 之前抵達台中地區農會大坑辦事處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 27 號) 

(5) 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09:10 集合：台中火車站（復興路口） 

09:10~09:50 車程 

09:50~10:00 開訓(台中地區農會大坑辦事處) 

10:00~12:00 
食農教育在地觀摩： 

黃金玉冷筍製作過程與在地食材運用 

12:30~13:30  用餐（交通移動到台中地區農會） 

13:30~15:30  
食農教育在地觀摩：季節食材全利用：筍醬製

作 

15:30~17:30  評選說明Ｑ＆Ａ 

※ 課程若有異動，以主辦單位公布為主。 

 

(二) 第二梯次企劃評選研習營 6/20(四) (二林鎮農會) 

(1) 研習時間：108 年 6 月 20 日(四) 10:00-17:30 

(2) 招生人數：以 50 人為限。 

(3) 課程特色：至二林鎮農會觀摩學習，體驗在地結合葡萄產季，所進

行的綠食育課程與農食體驗，以探討葡萄種植在台灣發展歷程與在

地物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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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合地點：  

 車站接駁：09:00 員林火車站（光復街） 

(交通方式建議請參考附件三) 

 自行前往：09:50 之前抵達彰化縣二林鎮農會 

(彰化縣二林鎮儒林路二段 260 號) 

(5) 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 準時發車 

09:00~09:50 車程 

09:50~10:00  報到開訓 

10:00~12:00  評選說明Ｑ＆Ａ 

12:00~13:30  午餐 

13:00~15:00  食農教育在地觀摩：循環利用：好物環保提

袋 

15:00~17:30  食農教育在地觀摩：時節農產操作體驗 

※ 課程若有異動，以主辦單位公布為主。 

 

＊以上二梯次，僅限參加一梯次，請勿重複報名，每單位限派乙名人員參與。 

 

(三) 評選企劃提案申請 

參與研習營後，盤點農會資源並參考書面審查評選要點(附件一)，撰寫

活動企劃提案申請表(附件二)，於 108 年 7 月 1 日(星期一)下班前將企劃

書表格寄至 E-mail：ely705@huf.org.tw  專案承辦人陳婉娥小姐收。 

 

(四) 審查遴選：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於 7 月 9 日（二）公佈遴選結

果，計挑選 20 個單位，每單位補助 100,000 元，於年度完成執行企劃書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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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名方式 

2019「農村綠生活 食在好幸福」企劃評選研習營 

線上簡章：https://www.huf.org.tw/event/content/4686 

＊ 僅限參加一梯次，請勿重複報名，每單位限派乙名人員參與 ＊ 

↓一律採取線上報名↓ 

第一梯次-108 年 6 月 14 日(五) 舉辦地點：台中地區農會 (人數：50 人) 

報名網頁：https://s.yam.com/z8Ajn  

 

第二梯次-108 年 6 月 20 日(四) 舉辦地點：二林鎮農會  (人數：50 人) 

報名網頁：https://s.yam.com/43KWr  

 

備註: 1.報名截止：額滿 50 人/梯次 或  

第一梯次至 6 月 4 日(二)截止，第二梯次 6 月 10 日(一)截止。 

2.若有問題請洽：陳婉娥 聯絡電話:07-5507360 

https://www.huf.org.tw/event/content/4686
https://s.yam.com/z8Ajn
https://s.yam.com/43K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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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書面審查評選要點 

項目 配分 小配分 評分標準 

組織多元性 

與執行力 
25 

10 

 申請單位組織背景資料 

概述組織成立經過、沿革，以及未來發展方向與願景。 

 申請單位組織組成 

請描述成員概況、年齡層、族群比例（如新住民、原住民）等。 

（備註：族群數量並非高分之必要條件，如實填寫即可。） 

10 

 農村女性參與度 

1. 活動規劃請說明是否運用農村女性人力，並將其專業與技能融入

活動之中，如擔任講師、活動帶領者、協助活動進行等。 

2. 說明是否捲動當地家政班參與，請描述參與方式。 

5 
 預期效益合理性 

1. 量化與不可量化預期效益填寫是否合理。 

活動規劃內

容 
50 

10 

 活動主題符合度 

1. 活動內容是否有依據「綠色生活能力」、「綠色飲食」、「綠色

農業」、「綠色照護」、「綠色農遊」五大主題規劃，至少選擇

一類，可以複選。 

2. 計畫內容是否有融入食農教育內涵。 

15 

 烹飪料理與巧藝教學 

請說明本計劃活動進行方式，包含烹飪料理(在地農產利用、飲食文

化、低碳烹調、農產加工)與巧藝教學(在地原料、工藝技法、文化傳

承、具實用與經濟價值)的呈現與規劃。 

15 

 農業體驗 

請說明活動規劃與農業相關體驗(農業生產、自然生態、農村生活、

社區產業)之關聯，並推廣推廣友善環境耕作、循環經濟概念，預期

深化大眾對台灣農業、農村現場的認知。 

10 
 創新與特色活動設計 

具原創性、新鮮感，參與者接受度高，可增加農業附加價值。 

外部資源 

整合與應用 
15 15 

 以農會為中心，結合在地學校、社區、民間團體與自然資源等，發展

互惠共榮的農村社會，帶動農村多元發展。 

招生宣傳 

策略 
10 10 

 針對活動預期對象實施宣傳策略與宣傳方式，並擬定活動的特色或

賣點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吸引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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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企劃提案申請表格 

108 年度「農村綠生活食在好幸福」企畫書 

農會名稱   指導員   

聯絡方式  
聯絡人   

E-mail  
電話   

申請單位  

組織資源描述  

(成員概況、組織發

展模式) 

 

活動計畫名稱   

活動主題  

(請勾選活動內容包

含之主題，可複選 ) 

□「綠色生活能力」凸顯農村女性智慧與價值  

□「綠色飲食」找回傳統飲食文化意涵  

□「綠色農業」友善環境耕作，落實循環經濟  

□「綠色照護」重視合作機制、互助共食  

□「綠色農遊」加強食農教育內涵，呼籲人人力行

環保、永續生態  

具體活動規劃  

(請提出本計畫活動

目標與具體進行方

式、時間安排、活

動對象等) 

 

外部資源整合與

應用  

□青年農民□四健會□學校  □農場 /農園  □社區  

□民間團體  □社區大學  □特殊人文環境   

□其他(請說明)                           

招生宣傳策略  

□宣傳單 □社群網路 □親友推薦 □廣播□說明會 

□其他(請說明：                           ) 

宣傳策略具體說明： 

預期效益  

(可量化 /不可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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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搭乘接駁車之交通方式 

(一) 第一梯次企劃評選研習營 6/14 (台中地區農會) 

 車站接駁：台中火車站（復興路口） 

 集合時間：09:00-09:10 

 交通方式： 

 建議台鐵班次（對號列車為主） 

 從台中以北出發 

建議班次：莒光 1 

車站 抵達時間 發車時間 
臺北 06:08 06:10 
板橋 06:18 06:20 
桃園 06:40 06:42 
新竹 07:18 07:20 
臺中 08:23 － 

 

 從台中以南出發 

建議班次：自強 108 

車站 抵達時間 發車時間 

潮州 05:16 05:24 

屏東 05:36 05:38 

九曲堂 05:44 05:45 

鳳山 05:52 05:53 

高雄 06:00 06:03 

新左營 06:11 06:13 

岡山 06:22 06:23 

臺南 06:40 06:42 

新營 07:05 07:07 

嘉義 07:22 07:24 

斗南 07:39 07:40 

斗六 07:46 07:47 

田中 08:02 08:03 

員林 08:12 08:13 

彰化 08:24 08:26 

臺中 08:40 － 
 

 建議高鐵班次（台中站下車再轉台鐵至台中火車站） 

 從台中以北出發 

車次 台北發車時間 抵達台中時間 

0805 07:11 08:15 

0109 07:31 08:18 

※至台鐵新烏日站轉乘區間 2144 (08:23 發車，08:35 抵達台中火車站) 

 從台中以南出發 

車次 左營發車時間 抵達台中時間 

0606 07:00 07:58 

0206 07:15 08:06 

※至台鐵新烏日站轉乘區間 2144 (08:23 發車，08:35 抵達台中火車站) 

＊僅供參考，實際班次與時間依台鐵及高鐵官方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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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梯次企劃評選研習營 6/20(四) (二林鎮農會) 

 車站接駁：員林火車站（光復街） 

 集合時間：09:00 準時發車 

 交通方式： 

 建議台鐵班次（對號列車為主） 

 從員林以北出發 

建議搭乘高鐵至高鐵台中站，再

至台鐵新烏日站轉車至員林火車

站。 

高鐵轉乘至員林站時刻表 

班次 
新烏日站 
發車 

抵達 
員林站 

區間 2113 07:42 08:09 

區間 3167 08:19 08:46 
 

 從員林以南出發 

建議班次：自強 108 

車站 到站時間 發車時間 

潮州 05:16 05:24 

屏東 05:36 05:38 

九曲堂 05:44 05:45 

鳳山 05:52 05:53 

高雄 06:00 06:03 

新左營 06:11 06:13 

岡山 06:22 06:23 

臺南 06:40 06:42 

新營 07:05 07:07 

嘉義 07:22 07:24 

斗南 07:39 07:40 

斗六 07:46 07:47 

田中 08:02 08:03 

員林 08:12 - 
 

 建議高鐵班次（台中站下車再轉台鐵至員林火車站） 

 從台中以北出發 

車次 台北發車時間 抵達台中時間 

0803 06:26 07:30 

0203 06:30 07:18 

0603 06:51 07:51 

0805 07:11 08:15 

0109 07:31 08:18 

 從台中以南出發 

車次 左營發車時間 抵達台中時間 

1602 06:40 07:38 

1302 06:45 07:51 

0204 06:55 07:46 

0606 07:00 07:58 

0206 07:15 08:06 

＊僅供參考，實際班次與時間依台鐵及高鐵官方公告為主。 

https://tip.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2/querybytrainno?rideDate=2019/06/20&trainNo=2113
https://tip.railway.gov.tw/tra-tip-web/tip/tip001/tip112/querybytrainno?rideDate=2019/06/20&trainNo=3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