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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屆百大青農遴選作業常見 FAQ 

一、有關計畫目的與內容 

Q01：請問百大青農輔導是什麼? 

A01： 

鑒於青年投入農業或創新發展初期，經營較不穩定，為了輔導青

年穩健經營農業，以逐步成為大專業農，或整合資源朝創新農業服務、

物流、加工經營等發展，本會於 102年起整合資源推動百大青農輔導，

針對獲遴選的百大青農提供為期 2年陪伴式輔導。 

第 1、2、3 屆百大青農已完成階段性輔導，第 4 屆則於 107 年 1

月起輔導迄今，本(108)年度將持續辦理第 5 屆百大青農遴選工作，並

鼓勵青年農民與其他青年農民或產業鏈上下游工作者合組經營團隊，

提出申請，希望引導青年農民主動進行合作，並朝組織化、企業化發

展，由點、線、面多管齊下活絡並創新台灣農業發展。 

 

Q02：今年預計輔導幾個農民，參加這個輔導計畫有什麼好處？ 

A02： 

一、 108年度分個人組與團隊組分別遴選，初步提供先期輔導研訓班，完

成輔導研訓班並通過遴選後展開為期 2年之輔導措施。遴選 100位青

年農民加入輔導行列。 

二、 遴選之 100名青年農民，提供 2年之個案陪伴輔導措施，包括技術與

產銷經營輔導、農民學院與其他國內外研習訓練課程、必要之設施設

備補助、5年 500萬零利率青創貸款與其他低利之專案農貸協助、專

案協助農地媒合、本會創新加值經營發展輔導與跨部會輔導資源申請，

及其他必要輔導措施。 

三、 2年專案輔導期滿，本會得辦理成果發表，表揚獎勵優秀青年農民與

團隊；期滿後，仍將不定期主動關懷瞭解，並給予諮詢協助。 

 

Q03：什麼是個案陪伴輔導？ 

A03：由漁業署、畜產試驗所及各改良場組成輔導小組，指派有經驗的個案

陪伴師經常性的到現場診斷、掌握與回報問題，與輔導小組一起針對

生產技術、行銷、財務、研發、組織化、資訊化、加工、物流、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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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等進行輔導，以學校教育來說，陪伴師相當於導師，掌握學生狀

況，必要時透過輔導小組找尋其他專家或資源給予協助。 

 

二、有關計畫申請報名作業 

Q01：請問我可以申請嗎？ 

A01：只要是 18歲~45歲實際從事農、漁、畜牧業的青年(男須役畢或免服

役)，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都可提出申請，分個人組與團隊組，說

明如下： 

一、 個人組 

(一) 農糧類(含養蜂)： 

1. 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2. 參加農民學院或政府機關(構)辦理農業訓練時數累計達 80小時

以上。 

3. 農家子弟，其本人、配偶或其二親等以內的血親或姻親為農會正

會員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二) 水產養殖類： 

1. 漁業相關科系畢業。 

2. 漁業署輔導成立之「養殖青年團」成員。  

3. 參加本會農民學院或政府機關(構)辦理農(漁)業相關訓練時數累

計達 80小時以上。 

4. 漁家子弟，其本人、配偶或其二親等以內的血親或姻親為農會正

會員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三) 畜牧類：  

1. 畜牧相關科系畢業。 

2. 家畜類產銷班成員。 

3. 參加本會農民學院或政府機關(構)辦理農業訓練時數累計達 80

小時以上。 

4. 畜牧子弟(本人、配偶或本人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畜牧場負責

人或主要管理人，以畜牧場登記證書或飼養登記證書為證明文件，

必要時應提供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二、 團隊組 

(一) 農糧類(含養蜂)：3~6人組成，18至 45歲青年經營組合，可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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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青年農民，或青年農民與行銷加工製造等跨領域青年組成；其

中需有 1/2以上成員為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青年農民，計畫成員間

不為二親等以內人員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6號所稱之關係人，

且符合個人組農糧類青年農民資格者，得共同提出申請，並應以

青年農民為申請代表人。 

(二) 水產養殖類：3~6人組成，18至 45歲青年經營組合，可由多位青

年農民，或青年農民與行銷加工製造等跨領域青年組成；其中需

有 1/2以上成員為實際從事水產養殖業之青年農民，計畫成員間不

為二親等以內人員或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6號所稱之關係人，且

符合個人組水產養殖類青年農民資格者，得共同提出申請，並應

以青年農民為申請代表人。 

三、 個人組或團隊組之申請，同一青年農民僅得擇一提出；另資源有限，

第 1、2、3、4屆百大青農不得申請本屆次之個人組或為團隊組成員。 

 

Q02：什麼是本人二親等之血親或姻親？ 

A02：親緣關係，依據民法第 968條規定認定，簡單來說，申請人若為男性，

則包含其父(母)親、祖父(母)、妻子或岳父(母)；反過來說，申請人若

為女性，則包含其父(母)親、祖父(母)、先生或公婆。 

 

Q03：請問我要如何提出申請? 

A03： 

一、 只要符合資格的青年，應於 108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線上

填具輔導研訓班申請書及農業經營企劃書(初版)(填寫網址：

http://ifarm.cpc.org.tw/iFarmPMS/UserOn.aspx)，並列印紙本文件計 1

份，親筆簽名後，併同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向本會各改良場(農糧類)、

本會漁業署(水產養殖類)或本會畜產試驗所(畜牧類)提出申請。 

(一) 個人及經營團隊之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須加註與正本相符)。 

(二) 資格證明文件： 

1. 學歷、農業訓練結訓證明(非農民學院課程，請檢附訓練證明文件影

本)。 

2. 農家子弟證明(出具本人、配偶或本人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農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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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農保被保險人證明，必要時可請農會協助開列證明)。 

漁家子弟證明(出具本人、配偶或本人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漁會或

漁業(公)協會會員，必要時可請漁會或漁業(公)協會協助開列證明)、

養殖青年團證明(出具養殖青年團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工作場所在職證

明)。 

畜牧子弟證明(出具本人、配偶或本人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畜牧場

負責人或主要管理人或畜牧產業(公)協會會員，以畜牧場登記證書或

飼養登記證書為證明文件，必要時應提供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可請所屬

畜牧產業(公)協會協助開列證明)、家畜類產銷班班員證明(出具該產銷

班最近 1次報送輔導單位備查之所屬班員名冊影本，非申請人之姓名、

個人資料應以簽字筆、修正帶等遮蔽 1-3碼以上)等。 

(三) 其他證明文件： 

依經營企劃書撰擬內容，提供經營現況照片及合法使用證明資料，包

含合法之經營權及土地使用證明文件，如租賃契約或農地使用同意書、

土地登記謄本、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

區劃漁業權執照或專用漁業權入漁證明、畜牧場登記證書或飼養登記

證書(倘飼養規模超過畜牧法公告應申請畜牧場登記者)等證明。 

(四) 送件時應檢附申請文件自主檢核表。 

二、 備齊文件後，於申請期限內，親自送件或採郵寄、宅配交寄，有關受

理及補件期限，以本會受理單位收文登記，或郵局郵戳，或宅配交寄

證明為憑。 

三、 受理單位聯絡資訊如下： 

名稱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桃園市、新竹縣
(市)、連江縣 

(03)476-8216 
桃園市新屋區後庄村 7
鄰東福路二段 139號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苗栗縣及全國養蜂類 
(037)22-2111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261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
縣、金門縣 

(04)852-3101~7 
彰化縣大村鄉田洋村松
槐路 370號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
南市 

(06)591-2901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 (08)738-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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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縣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

和路 2-6號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臺東縣 
(08)932-5110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75
號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宜蘭縣、花蓮縣 
(03)852-1108~10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
安路二段 150號 

本會漁業署 全國水產養殖類 
(02)2383-5678#576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
100號 6樓 

茶業改良場 全國茶業類 
(03)482-2059#802、815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中興
路 324號 

種苗改良繁殖場 全國植物種苗類 
(04)2582-5436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興
中街 46號 

本會畜產試驗所 全國畜牧類 
(06)5911211#2100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 112
號 

四、 諮詢輔導單位聯絡資訊如下： 

名稱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全國 (02)2381-2991 

 

Q04：請問我要去哪裡取得申請文件？ 

A04：有意申請之青年農民可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便民服務/民眾申辦案件

電子表單/百大青農輔導措施(http://www.coa.gov.tw)；或本會農民學院

網/文件下載(http://academy.coa.gov.tw)，查詢說明須知(本次申請採線

上填寫申請，需於線上登錄並建檔，不接受人工撰寫文件) 。 

 

Q05：送件後我發現申請文件有缺件，我該怎麼補救？ 

A05：申請人送件前，先參考申請文件檢核表，自己確認文件是否都齊全。

送件後若發現有缺漏，可在申請期限內，或各區農業改良場、茶業改

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漁業署、畜產試驗所電話通知或語音留言翌

日起 5日內完成補件，未於期限內完成者，則視同放棄申請。其中受

理及補件期限，均以本會各改良場(農糧類)、本會漁業署(水產養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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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會畜產試驗所收文登記，或郵局郵戳，或宅配交寄證明為憑。 

 

三、有關表單文件填寫 

Q01：在填寫農業經營企劃書或相關文件的時候，有些部份我不太會填寫，

有誰可以幫我? 

A01：經營企劃書主要目的是瞭解您的經營現況及對未來發展規劃與想法，

有關經營企劃書填寫問題，可打電話洽詢當地農(漁)會推廣人員或詢

問本會各改良場(農糧類)、本會漁業署(水產養殖類)或本會畜產試驗

所(畜牧類)，聯絡資訊如下表： 

名稱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
市、桃園市、新竹縣
(市)、連江縣 

(03)476-8216 
桃園市新屋區後庄村 7
鄰東福路二段 139號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苗栗縣及全國養蜂類 
(037)22-2111 
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
261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
縣、金門縣 

(04)852-3101~7 
彰化縣大村鄉田洋村松
槐路 370號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
南市 

(06)591-2901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
縣 

(08)738-9158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
和路 2-6號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臺東縣 
(08)932-5110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 675
號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宜蘭縣、花蓮縣 
(03)852-1108~10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
安路二段 150號 

本會漁業署 全國水產養殖類 
(02)2383-5678#576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
100號 6樓 

茶業改良場 全國茶業類 
(03)482-2059#802、815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中興
路 324號 

種苗改良繁殖場 全國植物種苗類 
(04)2582-5436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興
中街 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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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本會畜產試驗所 全國畜牧類 
(06)5911211#2100 
臺南市新化區牧場 112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全國 (02)2381-2991 

四、有關百大青農遴選作業 

Q01：這計畫有什麼遴選作業或評選標準是什麼？ 

A01： 

一、 申請輔導研訓班申請並繳交農業經營企劃書(初版)後，由本會各改良場

(農糧類)、本會漁業署(水產養殖類)或本會畜產試驗所(畜牧類)籌組審

查小組，選擇一定數量具潛力青農，納入 3個月之研訓班，並受研訓

之青農完成實地訪視、輔導措施說明、協助青農修改完成企劃書，各

輔導小組完成輔導研訓班後，再依據青農所修改之企劃書等書面資料，

辦理初審評選作業。 

二、 輔導研訓班結束後，參訓青農應於 108年 9月 30日前提交經營企劃書

(修正版)，由本會各區農業改良場、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漁

業署及畜產試驗所籌組初審評選小組，召開評選會議及面談，於 108

年 10月 21日止，召開評選會議及面談，並完成書面審查、面談評分

後，送農委會辦理複審。 

三、 評選上分兩階段評分，說明如下： 

(一) 書面：以經營企劃書可行性為主，另視年齡、農業教育或訓練、

職場經驗(產銷班、合作社或企業管理階層)等，並考量是否經在地

青年農民組織與輔導計畫之直轄市、縣(市)農會推薦。 

(二) 面談：分別為農業生產與經營管理實務能力、經營目標與理念、

解決問題能力。 

四、 重點在於透過書面及面談評選，瞭解經營現況、未來經營發展規劃及

受輔導之想法，以確保經營企劃可行性及輔導效益。 

 

Q02：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知道遴選結果？ 

A02：本會於企劃書繳交截止日翌日起 40日內，會將遴選正取及備取名單

公告於本會(www.coa.gov.tw)與農民學院網站(academy.coa.gov.tw)，也

會另外用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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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3：我如果獲選為百大青農，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A03： 

一、 正取青農以書面通知正取青農本人，須配合參加簽約共識會議，親自

至農委會簽訂專案輔導契約書，本處將配合出席說明輔導機制及權利

義務等，專案輔導契約書 1式 2份(獲選青農/團隊，及漁業署、畜試所

或各區農業改良場留存)；未於期限內簽訂，則依備取序位遞補。 

二、 如本人因故無法出席農委會參加簽約見面會，則需於簽約共識會議前 7

天(含)前，函文或 Email方式向各區農業改良場及行政中心請假，未請

假且未參加簽約見面會者，則取消錄取資格。 

三、 輔導期間權利義務： 

(一) 須於遴選結果公告正式輔導日起 2年內，接受農委會提供之輔導

措施服務，立同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二) 確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如有兼職者，其最近一年度非農業薪

資所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新台幣 27萬

7,200元)。 

(三) 本人願配合農委會經營輔導、管考作業、訪視、查核、經營現況

調查、成本記帳與輔導期滿後之 3年追蹤調查作業，並提供必要

佐證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四) 接受陪伴師輔導過程中，應依陪伴師指導，執行本人申請百大青

農時撰寫之經營企劃書，如有計畫調整，應向輔導單位申請計畫

變更，經輔導單位及陪伴師同意，始調整計畫執行方向。 

(五) 若本人個人違反前三項規定，或所屬團隊組未朝創設農企業之輔

導目標進行，經輔導確實無法凝聚合作經營共識，或團隊成員退

出人數達 1/2以上，願接受農委會廢止輔導資格之處分，若已依農

委會農糧署、漁業署及農業金融局規定申請設施設備補助或優惠

之低利貸款，則需依其規定繳還補助款或停止利息差額補貼。 

(六) 本人獲選後應主動加入耕作地所轄在地在地青年農民交流服務平

台。(最晚應於 108年 12月 20日以前向受理單位提交加入在地青

農服務平台證明) 

(七) 受輔導期間及輔導期滿後之 3 年追蹤調查期間：2 年輔導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 日 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止，另輔導期滿後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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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追蹤調查期間自 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期

滿契約關係自動消滅，權利義務悉依本契約及民法相關規定辦

理。 

 

Q04：這次輔導申請我如果沒有獲選，以後還有機會再申請或尋求其他協助

嗎？ 

A04： 

一、 未來仍可於本會公告受理期間，再次提出申請。 

二、 建議加入縣(市)鄉鎮農會成立之在地青年農民交流服務平台、漁業署成

立之養殖青年團等青年農民組織，透過農事經驗交流傳承、研習觀摩

活動等，提供交流與互助合作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