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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推動全民食農教育，強化飲

食、環境與農業之連結，以增進國民

健康，傳承與發揚飲食及農業文化，

促進農漁村、農業及環境之永續發

展，健全國家食農教育體系及人才培

育，特制定本法。 

農漁村、農業及環境為食物生產之基

礎，食農議題攸關全民健康、環境永續、

農林漁牧發展及農漁村文化價值互惠之

展現，爰定明本法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農教育：指運用教育方法，培

育國民瞭解國民基本農業生產、

農產加工、友善環境、友善生產

育養及畜牧、動物福利、食物選

擇、餐飲製備知能及實踐、剩食

處理，增進飲食、環境與農業連

結，促使國民重視自身健康與農

漁村、農業及環境之永續發展，

並採取行動之教育過程。 

二、地產地消：指優先消費當地當令

生產之農產品。 

三、飲食文化：指各地區各族群對飲

食方面之技術、習慣、禮儀及儀

式活動，包括食材之選擇、獲得、

調理、處理、保存及食物取用方

式等。 

四、食農素養：指為使國民在充分食

農相關知識及資訊支持下，選擇

合乎個人需求並有助農業及食安

環境永續發展之國民素養。 

五、食農教育專業人員：指從事食農

教育相關之教學、推廣、服務或

諮詢之人員。 

六、食農教育體系：為推動食農教育

至個人、家庭及社會，以學校、

社區、各類團體及政府各級機關

一、本法用詞定義。 

二、第二款所指當地之範圍依農產品性

質，可為生產地區，或該生產鄉鎮、

縣(市)、直轄市或全國為範圍。 

三、第三款所指食物取用方式包含習慣

或儀式，如：取食工具、食物擺設

及進食禮儀等，隨人類文化進展衍

生之技術、習慣儀式規範和美感要

求等，使飲食具有文化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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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等，共同推動食農教育所

擬具系統化之各項措施。 

第四條 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如下： 

一、支持認同在地農業：發展食農教

育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

動，強化國民對於我國農業及農

產品之認同、信賴及支持。 

二、培養均衡飲食觀念：培養國民食

農素養，建立均衡飲食消費觀念

及習慣，落實健康、符合生態永

續的飲食生活，增進國民健康。 

三、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實踐在地農

產品消費、減少食物浪費、食材

減量及減少剩食；並確保食品安

全、糧食安全，促進農地、農業

用水與其他資源合理及循環利

用，致力於國民穩定取得糧食。 

四、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鼓勵在地

飲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創造生

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環境，促使國

民理解在地飲食文化、農漁村特

色及農業文化、維護農漁村永續

發展，推行健康、符合生態永續

的飲食生活。 

五、深化飲食連結農業：鼓勵國民參

與農林漁牧業生產至飲食消費過

程之各種食農教育活動，瞭解農

業生產方法、農業科技與研發、

農業知識、農業生態環境、友善

生產育養及畜牧等農法基本知

識，及慣行農業與友善生產方式

之差異。 

六、地產地消永續農業：結合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之生產、加工與交易

等過程，有益於在地生產、在地

消費、整體經濟發展及促進就

業，強化農產品生產安全之管

理，增加農漁村就業機會，促進

食農教育之推動方針，並明定主管機關

應依該方針訂定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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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永續發展。 

      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針訂定

食農教育推動計畫，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並應將該計畫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國家發展

方向與社會需求，依前條第一項所定

推動方針訂定具體執行指標，並每五

年檢討食農教育推動計畫之執行成

果；其掌理事項如下： 

一、食農教育政策、法規之擬訂及督

導。 

二、食農教育工作之研究及推展。 

三、全國性食農教育之策劃及督導。 

四、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訓及在職

訓練。 

五、國際食農教育業務之聯繫、交流

及合作事項。 

六、其他有關全國性食農教育推展之

事項。 

      前項第四款食農教育專業人員應

具備之資格與其認可、廢止、遴聘、

培訓、在職訓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推動方

針，訂定具體執行指標、定期檢討其執

行成果及其掌理事項，並於第二項規定

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之依據。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

事項如下： 

一、地方性食農教育之策劃、辦理及

督導。 

二、所屬食農教育專業人員之在職訓

練。 

三、地方性食農教育之宣導及推展。 

四、地方性食農教育資料之統整及交

流。 

五、其他有關地方性食農教育推展之

事項。 

地方主管機關之掌理事項。 

第七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其權責劃分如

下： 

一、衛生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營養

與均衡飲食、食品安全衛生之規

一、考量食農教育涉及眾多部會權責，

如衛生福利部、教育部、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

會等，爰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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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二、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與幼兒園食

農教育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三、環境主管機關：廚餘再利用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事項。 

四、文化主管機關：各族群、不同社

群飲食文化之研究及推廣事項。 

五、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原住民族之

營養、均衡飲食、傳統農作及飲

食文化之推廣事項及原住民族籍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規劃。 

六、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農業輔

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與應

用等相關事項之規劃及推動。 

七、其他食農教育相關事項，由相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

理。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整

體政策、方案、分工及預算，應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二、第四款有關各族群、不同社群飲食

文化研究、推廣，雖以文化主管機

關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惟其

涵蓋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等多元

族群文化與推廣工作，涉及客家委

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移

民署、交通部觀光局、文化部等相

關部會職掌，各該機關亦應依其權

責辦理，併予敘明。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推動食農教育，應

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及

團體代表組成食農教育推動會，每

年至少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其任務如下： 

一、監督與檢討食農教育政策及計畫。 

二、提供有關食農教育政策、法規及

計畫興革之意見。 

三、提供有關機關、團體推展食農教

育督導及考核之意見。 

四、研訂實施食農教育措施之發展方

向。 

五、研訂公民參與之具體方向及措施。 

六、提供食農教育課程、教材、活動

之規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七、其他有關推展食農教育之諮詢事

項。 

       前項推動會之專家、學者及團體代

食農教育推動會之組成目的、開會期程

及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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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應包含食品、營養、農業、教育、

環境、動物福利、文化及觀光領域，

其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任

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三分之一。 

第九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配合國民飲食生活多樣化需求，推

動友善農業及食品產業，致力於全體

國民取得價格穩定、安全、營養且足

夠之糧食。 

為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消除飢餓之目

標，致力於國民於任何時刻取得安全、

營養且足夠之糧食，同時確保食品與他

們的衍生產品的商業市場發揮正常的功

能，以減少極端的糧食價格波動，爰為

本條規定。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依中央衛生及社會福利

主管機關所定依國民各年齡層與不

同宗教、區域、族群、文化飲食習慣

之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推廣食

農教育。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依中央衛生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所定

依各年齡層之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

準，考量各年齡層實際所需營養攝取及

我國糧食供需現況，推廣食農教育，並

配合前開基準之修正調整，以利人民在

維護自身健康飲食方式上有所遵循。 

第十一條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

構、行政法人、學校、幼兒園及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優先採用在地生

產之農產品或以其為主要原料之食

品。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行政法

人、學校、幼兒園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等辦理各類會議及活動等，應優先使

用在地生產之農產品或以其為主要原料

之食品。至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

法人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之財團法人。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輔導相關機關(構)、法人、團體

或自然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研發、製造、銷售以在地生產之

農產品為主要原料之食品。 

二、鼓勵標示原產地至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名稱。 

三、實踐在地農產品消費、減少食物

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 

       前項第三款輔導對象以食品業者

及餐飲業者為優先。 

為促進國內糧食消費、食品安全及食物

里程等環保觀念，應輔導相關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自然人(包括食品業

者、餐飲業者)研發、製造、銷售有益國

民健康及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原

料之食品，並加強地產地消之標示、減

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強

化國民對於我國農業及農產品之認同、

信賴及支持。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推行下列事項，並鼓勵相關機關

(構)、法人及團體共同推行： 

一、透過在地食材供應團體膳食，同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個

人不同生命發展階段（包括：兒童、青

少年、成人及老人）及家庭需求，協助

個人及家庭提供學習良好飲食習慣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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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推動食農教育。 

二、提供相關營養資訊及健康飲食行

為之學習機會。 

三、提供農業生產及國產農產品相關

消費資訊。 

四、依地區農業特色，辦理食農教育

課程及體驗活動。 

五、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 

六、製作食農教育宣導資料。 

七、其他促進食農教育推廣工作。 

會，以及農業生產及國產農產品之資

訊；主管機關並應與教育、衛生及社會

福利等機關鼓勵相關機關、機構、法人

及團體利用在地食材辦理團體膳食供

應，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教

育訓練、製作宣導資料，相關內容應著

重於理解飲食及農業知識，爰為本條規

定。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協助社區推行下列事項： 

一、設置在地農產品推廣據點。 

二、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

漁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

產，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

動。 

三、其他社區營造等促進食農教育相

關工作。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助

提供相關資訊、鼓勵都市及農漁村社區

推動農產品地產地消，減少中間成本，

縮短食物里程，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

導農民團體設置農民直銷站、交通部於

其主管之國道休息站設置在地農產品

推廣據點。另協助社區依據在地文化特

色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等促

進食農教育相關工作，並加強在地剩食

製成有機質肥料以改良土壤，循環運用

以利栽培。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協助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推行下列

事項： 

一、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 

二、鼓勵學校、幼兒園透過課程、膳

食供應及相關宣導，進行食農教

育相關之學習體驗及實作活動，

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實踐，並培養

學生飲食相關知能，提升對於飲

食及農業之理解，強化對在地農

業之支持。 

三、優先參與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輔導之相關機關(構)、

法人、團體辦理之食農教育課程

及體驗活動。 

一、食農教育除旨在推動農業生產及與

營養科學相關之知能外，尚須結合現

行相關法規（如：學校衛生法、環境

教育法等）透過鼓勵參加訓練，強化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所屬人員飲食及

農業相關知能。 

二、鼓勵學校、幼兒園食農教育融入相

關課程及學習活動，並透過膳食供

應，配合提供農業生產至飲食調理、

消費過程之各種體驗及實作活動，提

升學生對於飲食與農業之理解，強化

對在地農業之支持，以增加學生對於

餐飲製備知能，落實健康飲食生活實

踐。 

三、另鼓勵學校及幼兒園優先參與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輔導之

機關(構)、法人及團體(如農會及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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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農場所)辦理之食農教育活動。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教

育資訊整合平臺，強化消費通路資

訊，推廣在地農產品及標章，整合食

農教育教材、教案、專業人員、師資

及志工人才庫、宣導資料等相關資

訊，供公開查詢。 

依全國農業會議第六次會議結論：「建

立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強化消費通

路標示在地農產品，提升消費者對在地

農產品之認知、信任及支持。」，爰明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整合食農教育相關資

訊，設置易於使用之資訊整合平臺，推

廣在地農產品，同時減少食農教育推動

單位之摸索期，並透過網路平臺來拉近

消費者與生產者之距離。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食農教育之相

關研究，以健全食農教育體系。 

政府應加強推動食農教育研究，以期健

全食農教育系統，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寬列預算，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

項。 

為推動各項食農教育政策，中央及地方

政府應寬列預算推動食農教育。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對實施食農教育工

作具有傑出貢獻之機關（構）、法人、

團體或自然人，應給予適當獎勵。 

      前項獎勵之對象、條件、適用範

圍、審查程序、審查基準、獎勵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對實施食農教育具有傑出貢獻者，予以

獎勵，並明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

法之依據。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