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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 

從綠食育到綠食圈 跨領域共創、共善、共好 

徵件簡章 
 

 

 

 

 

 

 

 

 

 

 

 

 

 

補助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2  

一、 計畫目的： 

《食農教育法》立法後的下一步？  

 從綠食育到綠食圈  跨領域共創、共善、共好 

食農教育法終於在2022年4月19日立法通過，立法通過後的下一步，我們期待

不是只是食農教育，而是能從教育開展到影響各領域一起共創、共善、共好，

將我們的食農環境有更綿密的互動網絡，豐富生態圈中的溝通節點，共同建構

綠色飲食生活圈， 

在台灣，近年來有許多單位推動食農教育，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實踐或是與學校

合作推動食農教育。但是，通常都是單點或是單打獨鬥，較缺乏長期及地區資

源整合概念，以致經常淪為農業體驗活動，無法真正發揮食農教育的理念與精

神。因此，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於2015年提出「綠色飲食生活圈」的概念，

要讓飲食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打造綠色飲食生活圈，不僅要注重食安，更要

關照農業發展、在地文化與環境永續價值。 從綠食育到綠食圈的推展，該由教

育的想像，把教育當成一個樞紐與開端，連結、影響到各領域，一起共善、共

好、共同前進。 

 

找出更多利害關係人  建立更綿密的食農教育推動網絡 

打造「綠色飲食生活圈」，是長期社會價值的改變，需要搭接更多介面與利害

關係人的互動。現行食農教育推動的關係網絡參與者，有農林漁牧業者/團體、

企業團體、志願團體、教育相關團體、個人、食品業者、地方政府、餐飲醫療

團體等。未來更需要觸及各樣不同的社會角色，例如：學校、社區、家長、消

費者、農民/生產者、廚工甚至企業等等，  

彼此之間可以進行資源共享、橫向與直向的交流溝通會議、食農教育案例的傳

播與效益擴散或需求人才的培力等，擴大對話社群，厚植團體間社會溝通的默

契，進而鏈結不同部會食農教育計畫執行單位，進行產官學政策與執行的對話，

逐漸深化食農教育推展的多元策略以及落實六大推動方針目標等，建立更綿密

的食農教育推動網絡，進而改變社會價值與生產環境。 

 

食農友善的生態系運作，有賴於系統間各角色相互協作，在此先盤點出建構過

程可能利害關係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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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社會力找出在地解方    建構食農友善環境生態系 

綠食育到綠色飲食生活圈的食農友善環境生態系建構，需要進行問題對焦、社

會對話、協力治理、系統性行動等四面向的社會力推動的過程。從問題意識的

對焦出發，對應到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如食農教育是否能成為因應氣候變

遷下缺電、缺水、缺糧，延續性的推展成為在地解方？食農教育是否能跳脫農

事體驗活動，系統性的資源整合以達成永續農業目標？都是我們最急待解決的

問題。 

問題意識是重要的，需要有問題對焦過程，透過食農教育的推展，就是在進行

社會對話，社會溝通，讓更多人可以理解與參與，也創造更多公私部門夥伴關

係，促成協力合作或治理調適的各樣可能，最終形成系統性、延續性的行動或

機制解決我們發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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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植食農素養 

    協助農業產業轉型，提高糧食自給率，減少糧食浪費 

期待本計畫的推動可以達成第六次農業會議的結論：「推動食農教育立法，

發展系統性食農教育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動」，「安全－健全農產品

安全體系，促進優質農業生產與消費；幸福－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

居新農村。」擴大聯結讓食農教育觸及更多面向，形成綿密社會溝通生態圈。

利用獎補助在地團體串連起產地和餐桌，讓農夫、專業廚師、小型食品加工

業者、餐廳、社區組織，以至餐飲學校、大學烹飪社團、青創團隊能彼此看

見和合作，成為在地推動綠食育活動及打造綠色飲食生活圈的重要合作夥伴。

民眾的食農意識需要被提升，形成支持農業，才有可能提高糧食自給率，減

少糧食浪費。也需要透過終身學習的氛圍營造，讓民眾了解環安、食安與農

安議題的環環相扣，才能厚植食農素養，也讓消費力成為我國農業產業轉型，

與問題解方的支持與後盾。 

 

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以下簡稱主婦聯盟) 

三、 補助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 參加對象：實際從事食農教育的工作團隊、學校、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農民

團體、農企業及社區，須政府核准設立登記且具統一編號的單位。 

五、 辦理地點：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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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補助及名額：徵選4-6名團隊，依計畫內容進行補助，最高40萬元整。 

七、 經費補助原則： 

(1) 依據「補助經費使用注意事項」編列計畫經費(參考附件一) 

(2) 補助經費分2期撥付，計畫啟動核撥補助經費1/2，結案後核撥剩餘經費。 

八、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事項： 

(一) 經專家協助進行計畫修正後，繳交完整計畫通過審查使得執行計畫，執行期間應

按時回報計畫執行進度。 

(二) 配合專家進行團隊實地訪視及線上諮詢輔導。 

(三) 配合出席期中執行報告、增能工作坊活動。 

(四) 參與成果發表座談會，進行「綠色飲食生活圈」示範點經驗分享及相關推廣工

作。 

(五) 須同意執行提案所產生之成果資料，如成果報告書、照片、影視音資料(包含影

像紀錄、微電影、音樂相關創作、紀錄片等)、相關出版品(如雜誌、社區報、文

史調查、繪本、筆記書等)、文宣資料、劇本、文字圖說紀錄、調查報告、詮釋

資料及其他相關成果等之著作財產權，非專屬、無償授權主婦聯盟授權之人基於

非營利目的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以推廣及宣傳行銷成果。 

九、 提案內容 

(一) 問題對焦與目標規劃:梳理目前推動食農教育欲解決的問題與在地資源。並依食

農教育法中第四條提出六大推動方針，包含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

念、珍惜食物減少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地產地消永

續農業，提出發展綠色飲食生活圈系統與推廣網絡之串聯合作模式。可列舉欲合

作在地多元組織或社群。(可檢附合作意向書，提供評審時佐證可執行性項目，

格式參考附件二，非必要但為加分項目) 

(二) 食農教育行動執行規劃：以問題導向結合行動，規劃建構在地「綠色飲食生活

圈」的行動內容。 

(三) 行動執行前中後期的社會溝通設計:透過社會對話設計，引導治理，讓食農教育

的推動可以更完善食農友善環境生態系。所面臨推動問題及需要溝通對象，請梳

理至少5個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對話設計與合作討論，加深觸及面向，發展出對

應議題的方法與設計溝通模式。 

(四) 食農教育推動策略的思考向度-連結與治理 

可以從以下兩個面向來思考食農教育的推動策略，逐漸推展更接近《食農教育

法》核心價值，提供提案企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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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連結-社會溝通與網絡建構 

   －盤點需要跟哪些利害關係人對話? 

    －公部門的協力與相關資源如何促進社區社群串聯? 

    －行動推展後續如何擴大社會影響力? 

    －食農教育推展想跟哪些人或組織合作? 

B.治理-突破機制與資源整合 

  －食農教育是否能成為氣候變遷下缺電缺水缺糧的解方? 

   －食農教育如何呼應淨零行動? 

   －促成跨領域合作，轉動公私協力聯結與政策治理調適社會力 

   －政策議題重疊，業務與資源如何進行盤點? 

   －如何串聯行動，避免重複動員? 

十、 徵件期程：分2期收件 

收件截止時間 

第一期：111/12/12(星期一) 

第二期：112/02/06(星期一) 

*計畫會視徵選狀況，決定是否進行第二期的徵件 

1.請在截止日期前將計畫書(附件三 及相關佐證資料)寄送至：service@huf.org.tw 

2.信件主旨註明：「綠色飲食生活圈提案-計畫名稱」。 

3.若所送資料不全或不符合規定格式者，主婦聯盟不予受理。 

 

十一、徵件審查與評分標準：依照地區選擇4～８個獎補助執行單位，期望能依照區域特性

發展在地食農教育規劃、建構完整綠食圈架構。 

(一) 資格審查：由主婦聯盟審核提案是否符合建構「綠色飲食生活圈」目標，以及提

案資料是否齊全。申請單位若提案文件未檢附完全，應於接獲主婦聯盟電話或e-

mail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資料者，不予審查。 

(二) 書面審查：邀請產官學專家協助徵件審查，以確認提案內容之完整性及可行性。 

(三) 面審報告：通過書面初審團隊進行第二階段現場計畫說明報告。 

(四) 評分指標： 

審查項目 說明 評選占比 

公共性 

(問題意識) 

• 行動具有足夠的問題意識，具改善或緩

解目前食農教育與環境現象的動機 

• 行動與公共事務或議題有關聯，能邀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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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共同參與或投入。 

影響性 

(社會對話) 

• 行動產生的影響不限於執行者，能夠觸

及社會上多層面的群體 

• 對於問題意識有一定的影響/改善程度，

或是可預測其影響 

• 宣傳策略擬定與社群宣廣管道規劃 

30% 

可行性 

(協力治理) 

• 能掌握可運用的資源，對於執行方法有

初步可行的規劃 

• 創造更多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促成協力

合作或治理調適的各樣可能 

20% 

持續性 

(系統性行動) 

以非一次性活動的架構去思考行動，具有短

中長期的想像及規劃，能夠讓行動帶有延續

的可能與價值。 

20% 

加分項目 • 合作意向書 

• 創新惜食行動 

• 低碳、綠能推廣運用 

 

 

十二、審查結果通知與計劃書修改：計畫內容審查結束，由審查會議提出建議補助計畫項

目、經費額度及建議事項，主婦聯盟通知獲選單位審查結果，獲選單位應於收到主婦

聯盟計畫修正通知後，於期限內修正計畫補助項目、經費及建議事項等，並於接獲主

婦聯盟計畫核定公文並於官網公告周知後，得開始執行計畫。 

十三、陪伴輔導：計畫執行期間將安排實地訪視及線上諮詢輔導、陪伴示範點共同討論5個

利害關係人，一起規劃溝通模式，若議題和各部會有相關，也會邀請各部會，從在地

出發，共同討論，找出問題的解方。 

十四、期中與期末成果繳交： 

(一) 期中需繳交檢核項目與照片，提供主辦方可以上傳宣傳網站，進行公開分享。 

(二) 期末繳交成果報告，並完成執行成果影片1支(3-5分鐘mp4檔)。 

(三) 如有研發製作教材教案應提供檔案，以利後續推廣宣傳。 

十五、經費核撥(請參附件一補助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十六、其他注意事項:活動辦理應注意安全並確實辦理保險(旅遊平安或場域險等)。 

十七、計畫聯絡 

聯絡人：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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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02)2368-6211#25       電子信箱：service@hu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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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 

從綠食育到綠食圈 跨領域共創、共善、共好 

補助經費使用注意事項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農委會

2022年計畫下之建構在地「綠色飲食生活圈」徵件評選活動，為使各

補助對象在經費處理有所依循，特訂定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補助對象：經審查獲遴選之團隊。 

二、補助額度：依計畫內容進行補助，最高40萬元。 

三、執行期程： 

（一）計畫執行期程：申請之計畫執行期間限於獲選公文發文日起

至2023年11月30日以內。 

（二）核銷結案日：結案核銷時間限於計畫結束後2週內，如有逾

期者將喪失未來計畫補助之資格。 

四、補助項目編列：  

（一）經費補助項目之編列及執行基準請依行政院農委會主管計畫

經費處理作業規定第六點附表一「計畫預算科目分類代號與

其編列及執行基準表」辦理（網址：農委會首頁/農委會計畫

研提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11608）。 

（二）經費補助項目限於經常支出（不含資本門），其補助限額請

參見下表補助原則所列示。 

（三）補助項目編列參考如下： 

科目

代號 

補助項目

/科目 
補助原則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1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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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租金 

包含場地、車輛、設備租用等。 

場地租金：未達50人，每天以11,760元為限， 50人

以上未達100人，每天以16,400元為限編列； 100人

以上，每天以24,560元為限。 

車輛租金：每日每車租金以10,000元為限。 

23-00 
按日按件

計資酬金 

包含鐘點費、出席費及臨時工資等，不補助加班

費。核銷時應檢附課程表(鐘點費)、會議簽到紀錄

(出席費)、或出勤紀錄(臨時工資)。 

25-00 物品 
辦理活動所需之材料、物料等 (單價10,000元以

下)。 

26-10 雜支 

辦理活動所需文具紙張、印刷、郵資、餐費等。 

餐費：每人每餐以80元為限。 

雜支：不得超過總經費10%額度。 

28-10 國內旅費 按行政院規定標準覈實計算。 

28-40 運費 辦理活動所需運輸裝卸等費用。 

備註：未提及之補助項目請自行編列自籌配合款。 

 

五、 撥款及核銷 

（一）撥款程序與注意事項： 

1.獲選團體之計畫與經費預算表（附件1）經複審過後即可申請

撥款。 

2.請款應檢具資料： 

(1)請款公文。 

(2)請款收據1份（附件2）及申請單位存摺影本。 

3.獲選團體請於4月起，每月10日前統計經費執行數，email 回傳

lioness＠huf.org.tw（張玉鈴小姐），俾利本會掌握計畫預算

執行進度。 

（二）核銷注意事項： 

1.受補助團體應確實按照核定之計畫書、活動或計畫內容及經費

編列項目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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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案核銷時間限於申請之計畫結束後2星期內，檢具核銷資料

辦理結案，如有逾期者將喪失未來補助之資格。 

3.核銷應檢具資料： 

(1)經費核銷公文。 

(2)經費支用報告表（附件3）、支出憑證明細表（附件4）。 

(3)原始憑證正本及相關需檢附文件（憑證請整齊黏貼於各受

補助團體自訂之憑證粘存用紙，並裝訂成冊）。 

4.計畫經費使用應符合「行政院農委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

定」等規範，若獲選團體之經費核銷經農委會查核後有需剔

除事項，應繳回剔除款。 

5.執行計畫所支付之各項所得請切實辦理扣繳或申報所得稅。 

6.計畫變更應取得本會同意後方可繼續進行。 

六、 其他注意事項： 

（一）接受補助之團體應指派一名人員作為補助計畫之聯絡窗口，

並提供該員之電話及 e-mail，以利本會相關事項之聯繫。 

（二）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辦理。 

（三）補助計畫如涉及智慧財產事宜，應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

或授權，方得利用，如有侵權情事，概與本會無關。 

（四）本會聯絡窗口：張玉鈴小姐，email: lioness＠huf.org.tw，電

話：02-23686211分機25，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

段160巷4號5樓之1。 

七、 相關附件： 

  附件1：經費預算表格式。 

  附件2：收據格式。 

  附件3：經費支用報告表格式。 

  附件4：支出憑證明細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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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預算表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建構在地「綠色飲

食生活圈」徵件評選活動 

 

單位：元 

科目

代號 
科目 補助款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合    計     

 

製表人                                     會計                   負責人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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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茲收到辦理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建構在地

「綠色飲食生活圈」徵件評選活動補助款新臺幣                  元整，確

實無訛。 

此 致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具領單位： 

負 責 人： 

會    計： 

出    納： 

主    辦：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金融機構名稱： 

戶    名： 

帳    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華民國111 年   月   日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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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用報告表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建構在地「綠色飲

食生活圈」徵件評選活動 

單位：元 

科目

代號 
科目 

補助款 配合款 
備註 

預算金額 實支金額 差額 預算金額 實支金額 

        

        

        

        

        

        

合計 
      

 

製表人                                     會計                   負責人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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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明細表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建構在地「綠色飲

食生活圈」徵件活動 

單位：元 

編號 科目 金額 編號 科目 金額 

1   21   

2   22   

3   23   

4   24   

5   25   

6   26   

7   27   

8   28   

9   29   

10   30   

11   31   

12   32   

13   33   

14   34   

15   35   

16   36   

17   37   

18   38   

19   39   

20   40   

合計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元 （＄            ） 

 

製表人                                     會計                   負責人 

附件4 



附件二 

2022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 

合作意向書 
 

立意向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辦理建構在地「綠色飲食生活圈」計畫，為達成地方共榮與推

廣食農教育理念，需要與更多不同團體與社群的角色投入。邀請乙

方參與，共同進行計畫推動。 

 

 

 

甲    方： 

代 表 人： 

職    稱： 

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乙    方： 

代 表 人： 

職    稱： 

統一編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2022 年綠色飲食生活圈食農教育示範輔導計畫 

參考提案格式 

（團隊名稱） 

一、聯繫人資料 

團隊 

或組織名稱 

 聯絡人  

聯絡手機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5 碼郵遞區號) 

二、團隊名單(2-5 人) 

編
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民國) 

就讀學校/科系
或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手機 電子信箱 

1       

3       

5       

三、計畫內容摘要 

計畫名稱 (計畫名稱請以 12 個字為原則，不可與「團隊名稱」相同) 

計畫摘要 (300 字內，具體且完整) 

行動地點 

或社區名稱 

市(縣) 鄉鎮 里 (  社區) 

市區 村 

 

執行規劃 

與期程 

 

行動方式 預計辦理時間 

  

  

  

  

 



一、 計畫目標：期待解決在地哪些面向的問題？能帶給社區/社群怎樣的改變？

未來如何持續發展？是否有社會影響力？短中長期欲達成目標? 

二、 符合 SDGs 永續項目： 

三、 執行策略及辦理方式 

(一) 食農教育推動行動規劃說明 

(二) 社區/社群串聯與資源與整合 

(三) 創新亮點 

(四) 5 個利害關係人及溝通模式規劃(可分散在各執行階段進行) 

1. 可以是進行資源共享、橫向與直向的交流溝通會議 

2. 食農教育案例的傳播與效益擴散或需求人才的培力 

3. 擴大對話社群，厚植團體間社會溝通的默契，進而鏈結不同部會食農

教育計畫執行單位，進行產官學政策與執行的對話。 

4. 以下方向提供思考: 

• 針對欲解決問題，擴大社會影響力的想像，創新機制討論或合作

連結可能性溝通。 

• 可以連結在地團體: 現行食農教育推動的關係網絡參與者，有農

林漁牧業者/團體、企業團體、志願團體、教育相關團體、個人、

食品業者、地方政府、餐飲醫療團體等。未來更需要觸及各樣不

同的社會角色，例如：學校、社區、家長、消費者、農民/生產

者、廚工甚至企業，串連起產地和餐桌，讓農夫、專業廚師、小

型食品加工業者、餐廳、社區組織，以至餐飲學校、大學烹飪社

團、青創團隊能彼此看見和合作，成為在地推動綠食育活動及打

造綠色飲食生活圈的重要合作夥伴。 

• 開啟協力治理溝通: 與中央或地方公部門的共同協力討論，找出

可調適政策方案，回應現狀。  

(五) 辦理工作時程 

四、計畫人力與工作分工 

（按計畫具體說明成員分工、如有自行洽邀協力單位及專家、顧問等） 

五、計畫執行進度 

六、預期效益 

（建議敘明量化目標及質化效益，量化目標可列舉如：活動場次、參與影

響人次、可創造之經濟產值等） 

七、執行其他相關計畫經驗簡述 



八、經費預算表(參照附件一格式列表) 

九、執行其他食農教育相關計畫經驗簡述 

    (含執行年、計畫簡述、合作單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