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青農領航-食農體驗，幸福實現活動提案競賽 

競賽辦法 

 

一、活動目的：為鼓勵青農協同合作、激發創新思維，跨領域整合農產業與

在地文化，由農會輔導之青農聯誼會成員組成團隊，以消費

者教育、農業環境探索、當季食材利用、農事體驗、社區走

讀作為活動內容，針對目標消費族群設計含括農村深度體

驗、食材產地拜訪、食農體驗活動等提案，由本會自提案評

選出十大食農體驗經典路線並協助整合行銷及宣傳輔導，藉

以引導落實青農農業六級化逐步實踐並傳遞農業價值。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農會。 

協辦單位：全國各級農會。 

三、經費來源：中華民國農會 111年度推廣經費。 

四、活動期程：(本會保留調整活動期程之權利) 

日期 內容 

3/23 2022青農領航-農識帶路人培育專業訓練 

4/1-4/15 提案競賽徵件 

4/16-4/30 
1.評選前置作業(提案彙整、線上抽籤、公告抽籤順序等) 

2.4/28評選及公布 2022青農領航-十大食農體驗經典路線 

5/1-5/31 

1.入選團隊依評審建議調整與修正計畫內容 

2.入選團隊建置活動招生網頁 

3.本會整合入選團隊活動資訊，設計及製作十大食農體驗經

典路線 EDM 

4.活動訊息公告於本會官網及臉書 

6/1-12/05 

1.入選團隊執行活動 

2.配合本會透過社群網站、平面媒體進行活動系列宣傳及報

導 

12/10前 繳交成果報告 

五、2022青農領航-農識帶路人培育專業訓練： 

(一)參加對象：有意願參與提案競賽之直轄市、縣市農會青農聯誼會青農成

員 2-3 名或基層農會青農聯誼會分會 1-2 名，及所屬農會督

(指)導員 1名報名參加，預計 80名。 

(二)時間及地點：3月 23日於臺中市清水區辦理。 

 

 



 

(三)課程表： 

時間 內容 講師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訓 中華民國農會 

09:40-10:00 
2022青農領航-食農體驗，幸福實

現活動提案競賽辦法說明 
中華民國農會 

10:00-14:00 

2021十大食農體驗經典路線-

『玉』見清水 非『米』不可  

現場直擊 

★經典路線實地踩線 

★團隊分享-融入在地風土的設計

理念 

清水區農會 

李月貴 主任 

臺中市青農聯誼會清

水區分會 

天下雜誌微笑台灣 

李佩書 總監 

14:00-15:00 

農業體驗活動設計與規劃 

★給產地旅行的體檢報告 

★體驗活動規劃 How & Why 

天下雜誌微笑台灣 

李佩書 總監 

15:00-15:30 學員回饋與綜合討論 

中華民國農會 

天下雜誌微笑台灣 

李佩書 總監 

15:30- 賦歸  

(四)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附表一)後以傳真方式 04-24854573回傳本會，

報名期限至 3月 15日，額滿提前截止報名，本會保留篩選機

制，調訓人員名單活動前函知。 

六、提案說明： 

(一)組隊方式： 

1. 由各直轄市、縣市農會、基層農會輔導的青農聯誼會或分會青農成 

員組隊參加提案競賽。 

2. 每隊 3-6人，團隊中須另編列 1位農會督(指)導員為榮譽隊員，協助提 

案及活動執行，各直轄市、縣市農會青農聯誼會最多以提出 2個企 

劃案為限，各基層農會青農聯誼會分會以提出 1個企劃案為限，並由 

其所屬農會向本會提案參加競賽。 

3. 完成 2022青農領航-農識帶路人培育專業訓練之各直轄市、縣市農會、

基層農會輔導的青農聯誼會或分會青農成員組隊參加提案競賽，依評

分標準可獲得配分 5分。 

(二)提案方式：於 4 月 15 日前由青農聯誼會或分會所屬農會將計畫書(附表

二)函送本會。 



 

(三)提案活動設計規範： 

1.目標對象：一般消費者(可包含家庭親子、學童、高齡者、企業員工等)。 

     2.活動內容：規劃得結合農業、飲食和環境教育三大領域，並以消費者教 

                育、農業環境探索、自家當季食材利用、農事體驗作為活動 

                內容。 

     3.活動期程：1天，以 3-6小時規劃。 

七、提案評選：由本會邀請專家學者，依據評分標準進行評選，由各隊進行 8

分鐘簡報，簡報時準備紙本資料 7份(A4格式)，簡報順序於評

選前 1週線上抽籤決定。評分標準如下表： 

評分內容 配分 

完成 2022青農領航-農識帶路人培育專業

訓練 
5分 

符合活動主題及食農教育理念 30分 

活動內容創新性、完整性及可行性 40分 

經費分配與團隊分工 15分 

簡報技巧與答問 10分 

合計 100分 

八、獎勵： 

(一) 獎項：由本會評選出 10個團隊，獲選為「2022青農領航-十大食農體 

      驗經典路線」。 

(二) 獎金：獲選團隊，每隊可獲得獎勵金 12,000元及獎牌乙面，獎金由每 

   隊推派 1位代表以個人身分領取。 

(三) 獎狀：獲選團隊及其所屬農會及其上級農會，各可獲得獎牌乙面。 

(四) 獎品：參加提案競賽的團隊及其所屬農會及其上級農會，各可獲得精 

      美禮品乙份。 

九、結案：成果報告請於 12月 10日前傳送至 bevis216@gmail.com 

電子信箱本會沈裕智收，成果報告內須列有開支明細表(免憑證)、

活動簽到簿，成果報告格式於函知評選結果時提供。 

十、權利與義務： 

(一) 獲選團隊需依評審建議調整與修正計畫內容，並配合本會提供相關行

銷宣傳活動所需資料及相關事宜。 

(二) 為協助活動擴大宣傳，請各提案單位或所屬農會於活動辦理前二週行

文通知本會，並提供活動相關資訊。 

 



 

附表一 

2022青農領航-農識帶路人培育專業訓練 

報名表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本會將依據內部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善盡您個人資料之管理責
任。本會並對其管理與處理方式告知如下： 

1. 本會將於辦理訓練課程及其他活動時利用您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傳真、手
機、地址、電子信箱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本會取得您的個人資料，係
基於業務運作及服務推廣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將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會將透過前述取得之聯絡資訊傳達訓練課程、相關活動及農業資訊，或以電話進行業
務聯繫，若您未簽署本同意書，將無法獲取相關訊息。 

3.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會申請：(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給
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 

4.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5. 如需以上服務可電洽：中華民國農會推廣部。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本人已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要求，授予本會進行所述目的之使
用權利，並留存此同意書以供日後查驗。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單位別 

□  _________農會 

 

□           青農聯誼會 

□           青農聯誼會         分會 

姓名  職稱  

手機  飲食習慣 □葷     □素 

E-mail  

備註 

1.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回傳本會，報名期限至 3月

15日，額滿提前截止報名，本會保留篩選機制，

調訓人員名單活動前函知。 

2. 聯絡方式：中華民國農會 推廣部 沈裕智 

電話：04-24853063#252  傳真：04-24854573 



 

附表二 

2022青農領航-食農體驗，幸福實現活動提案競賽 

計畫書 

一、 基本資料 

輔導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農會 

提案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青農聯誼會_________分會 

團隊名稱  

主要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二、 團隊分工 

 姓名 工作分配 

榮譽隊員  農會督(指)導員，協助整體活動提案及執行。 

隊長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三、 計畫內容 

活動名稱  

活動目的 

 

活動對象  

辦理時間 111年    月    日起至 111年    月    日止 

辦理地點  

活動預計人數 預計辦理______梯次，每梯______人。 

活動收費金額 每人酌收_________元 

活動流程 

(時間、體驗內

容說明、照片) 

 

預期效益  



 

 

四、 活動經費預估(辦理______梯次，每梯____人，總計_________元) 

項目 合計(元) 經費使用說明 

報名費   

其他   

合計   

 

註：以上為計畫書必備之基本內容及規範，申請者可視需求彈性增加其他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