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屆百大青農遴選作業常見 FAQ
壹、有關計畫目的與內容
Q01：請問百大青農輔導是什麼?
A01：
農委會積極整合各項輔導資源，提供百大青農包含生產技術、行
銷、財務、研發、智財、組織與資訊化等輔導。透過設施設備補助、
優惠低利貸款等各項協助措施，希望可以讓從農、創新經營者穩健成
長，並持續擴大規模、朝創新加值發展，成為小農生產典範。
本會於 102 年起整合資源推動百大青農輔導，本(111)年度將持續
辦理第 6 屆百大青農輔導計畫，遴選出青年從農典範標竿，作為青年
從事農業工作之標竿楷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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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農業發展。
Q02：遴選第 6 屆百大青農有什麼好處？
A02：
一、 111 年度分個人組與團隊組分別遴選，本屆將遴選出青年從農典範標
竿，評選為第 6 屆百大青農者，由本會頒予獎牌及獎狀並公開表揚。
二、 獲選之青年農民，依其經營發展需求及評估，將由本會各試驗改良場
所等提供技術輔導，另外安排財務及行銷相關課程培訓課程，以及其
他優惠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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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耕地承租第二順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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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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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關計畫申請報名作業
Q01：請問我可以申請嗎？
A01：凡中華民國國民 18 至 45 歲(民國 64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至民國 93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者)實際從事農業之自然人(男須役畢或免服役)，
有加入青農聯誼會，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都可提出申請。申請分
為個人組與團隊組，說明如下：
一、個人組(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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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漁業(含漁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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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畜牧業：
1. 畜牧相關科系畢業。
2. 家畜類產銷班成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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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畜牧子弟。
(四) 林業：
1. 林業相關科系畢業。
2. 林業合作社成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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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業子弟。
二、團隊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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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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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為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青年農民，且符合個人組青年農民資
格者得共同提出申請(※應以青年農民為申請代表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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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 起，依 67 號公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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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屆百大青農及十大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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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男/女己
身之配偶、父母(岳父母/公婆)、(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外)孫子女及其配偶。
Q03：請問我要如何提出申請?
A03：
一、第 6 屆百大青農申請書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k77YrK，申請人(得以
團隊方式)繳交申請書及企劃書(10 頁以內)，並於 111 年 2 月 25 日以前
以郵戳為憑，函送至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300 新竹市香山區大湖
路 51 巷 1 號)，信封請註明「申請第 6 屆百大青農輔導計畫」。
二、申請人若有應檢附文件未檢附，如資格或相關證明文件等，應於接獲
電話或 email 通知後 3 個工作天內補正；申請人逾期未完成資料補正
者，不予審查。農科院確認申請資料完備並彙整後，送交本會所屬各
機關進行書面初審作業。
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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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第 6 屆百大青農輔導計畫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農業經營企劃
書各 1 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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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證明文件：農家/漁家/畜牧/林業子弟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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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合法之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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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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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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場證
明文件等。
四、 文件受理單位聯絡資訊如下：
名稱
地址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
研究院

300 新竹市香山區大湖
路 51 巷 1 號

聯絡資訊
(03)518-5082 羅小姐
1103004@mail.a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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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最新消息/第 6 屆百大青農輔導計
畫(https://reurl.cc/k77YrK)；農民學院首頁/農業新知/農業焦點/「青青
向農典範標竿」，第 6 屆百大青農遴選(https://reurl.cc/5GG9ay)下載申
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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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確認文件是否都齊全。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在收到資料後，若通知申請人有應檢附文件未檢附，如資格或相關證
明文件等，應於接獲電話或 email 通知後 3 個工作天內補正；申請
人逾期未完成資料補正者，不予審查。農科院確認申請資料完備並彙
整後，送交本會所屬各機關進行初審作業。
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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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可以幫我嗎? 還是範本?
A01：沒有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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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類)、本會畜產
試驗所(畜牧類)或林務局(林業類)，聯絡資訊如下表：
辦理單位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輔導小組)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洪巍晉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桃園市、新竹縣(市)、連江縣 03-4768216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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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輔導小組)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種苗改良繁殖場
茶業改良場
林務局
漁業署
畜產試驗所

服務轄區

聯絡資訊

何超然
03-7222111 #801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吳建銘
金門縣
04-8523101 #422
許華芳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
06-5912901 #208
王裕權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08-7746785
詹欽翔
臺東縣
089-325110 #885
王義善
宜蘭縣、花蓮縣
03-8521108 #1906
林勝富
全國植物種苗類
04-25825427
溫晏良
全國茶業類
03-4822059 #815
羅秀雲
全國林業類
02-23515441#236
陳思宏
全國漁業類(含漁撈)
02-23835764
林正斌
全國畜牧類
06-5911211 #2100
苗栗縣及全國養蜂類

Q02：申請文件或經營企劃書有需要縣市/鄉鎮農會推薦？
A02：不需要，青年農民針對經營理念、成果、現況及對未來發展規劃與想
法等撰寫即可，填寫完即可送件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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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齊備後，向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提出申請，有缺件者會通知
並請於 3 日內完成補件。完成後，依照各類別將申請資料交由各場(局、
署、所)進行書面審查，對於報名的青農進行確認並視情前往查證，農
業經營企劃書應與實際現況相符。
二、書面審查結束後，會通知書面審查過的青農至本會進行簡報審查，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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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於農委會網站公告並可查詢遴選結果，之後本會將擇期通知獲選之
青農頒予獎牌及獎狀並公開表揚。
三、評選上分兩階段評分，說明如下：
(一)書面初審：以經營企劃書可行性為主，包含目標與發展策略、財
務管理的能力及農場或所經營的組織營運規模及獲利能力與執行
力等，並考量其經營創新與加值等多元面向。
(二) 簡報複審：分別為農業生產與經營管理實務能力、經營目標與理
念、解決問題能力等。
四、重點在於透過書面及簡報評選，瞭解青農經營現況、未來經營發展規
劃及執行力等，以確保經營企劃可行性及成為標竿典範之潛力。
Q02：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知道遴選結果？
A02：本會將於 111 年 6 月公告遴選結果名單於本會(www.coa.gov.tw)與農
民學院網站(academy.coa.gov.tw)。
Q03：我如果獲選為百大青農，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A03：
一、第 6 屆獲選青農本會將擇期通知並頒予獎牌、獎狀及公開表揚。
二、獲選後應主動加入在地青農聯誼會(最晚應於 111 年 6 月 30 日以前加入，
並提交相關證明)。
三、獲選之青農應配合本會經營輔導、管考作業、訪視、查核、經營現況
調查、成本記帳與 2 年輔導期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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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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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出輔導申請。
二、建議加入縣(市)農會成立之在地青年農民交流服務平台、在地青農聯誼
會、漁業署成立之養殖青年團等青年農民組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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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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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百大青農遴選其他問題
Q01：各地區有名額限制嗎？
A01：沒有名額限制。
Q02：個人申請的條件是擇一符合就可以申請嗎？
A02：對，擇一符合即可申請。
Q03：不符合申請的條件，但是從農很久了，可以申請嗎？
A03：不行喔，要符合資格條件才可以申請。
Q04：農林漁牧家子弟需要提供佐證？怎麼證明？
A04：需要，可出具本人、配偶或本人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農會會員或
農保被保險人證明，必要時可請農會協助開列證明。
Q05：沒有農保，但是有實耕證明可以佐證，這樣可以申請嗎？
A05：可以(實耕證明可申請農保)。
Q06：有農家子弟身份也有加入青農聯誼會，皆須提供證明文件嗎？
A06：如果有的話都提供比較好，不會影響到分數，但是在審查上會比較快
速。
Q07：加入青農聯誼會是必備條件嗎？
A07：在申請前已加入青農聯誼會就算符合資格，但是還沒加入的也沒關係，
有一點小彈性就是若符合申請資格但沒加入青農聯誼會，可以在 111
年 6 月 30 日前加入。
Q08：漁業有漁業青年聯誼會，一定要是青農聯誼會嗎？
A08：漁業青年聯誼會也可以（如果當地無漁業青年聯誼會建議加入青農聯
誼會）
。
Q09：合法性農地的定義是什麼？
A09：可以是自己的農地或是有合法使用土地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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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10：請問財務管理能力是指什麼？帳務是否清楚嗎？還是營利能力？
A010：不限任何敘述方式來呈現各自的財務管理能力。
Q011：訓練時結訓證明遺失可以抓農民學院的畫面證明嗎？
A011：可以的，只要能確實證明有上課，且滿足時數。
Q012：如果是種植敏感性作物的話可以申請百大青農嗎？
A012：必須為合法作物。
Q013：申請書裡多提供照片會不會加分？
A013：申請書之附件原則上以不超過 10 頁為準，多提供照片不會加分，主
要評分是以內容為主，而且內容前後數據要對得起來。
Q014：團體組可以是什麼樣組合？可以有非青年農民？
A014：可以是 3-6 人，18 至 45 歲的青年(不論青農或非青農成員)，可由多
位青農、或青農與行銷加工製造等跨領域青年組成，需有 1/2 以上
成員為實際從事農業之青年農民且符合個人組青年農民資格者得共
同提出申請。
Q015：團體組有什麼限制？
A015：個人組或團體組之申請，同一青年農民僅得擇一提出；曾為第 1~5
屆百大青農及十大神農獲選者，不得申請本屆次之個人組或為團隊
體組成員；團體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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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 起，依 67 號公報處理)。
Q016：夫妻可以申請團體組？堂兄弟呢？
A016：夫妻不可一起申請團體組，因屬二親等親緣關係，依據民法第 968
條規定認定，簡單來說，申請人男/女己身之配偶、父母(岳父母/公
婆)、(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外)孫子女及
其配偶，皆屬二親等親緣關係；堂兄弟屬四親等可以申請團體組。
Q017：團體組成員可由符合資格但不同縣市的青年農民一同組成嗎？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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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牧場，然後不同青農共同創業各司其職，也可以嗎？
A017：可以，我們期待看到大家激發不同創意。
Q018：團體組的經營企劃書需要有主軸嗎？
A018：要有一個合作的主軸，相互合作的點是什麼以及合作有何優勢。
Q019：團體組加工製造青農需要加工廠登記證嗎？
A019：需要。
Q020：縣農會指導員可以加入團體組嗎？
A020：不建議，因為農會原本就會提供輔導資源，除非該成員於團體中為
必要或特殊事蹟，否則無加分效果。
Q021：團隊組成員是否可以是學校的老師？或是合作社社員？
A021：沒有限制團隊成員資格，但是需在經營企劃書中明確顯示團體組各
成員對團體帶來的貢獻。
Q022：關於團體組申請書第 4 頁，非青年農民，隸屬單位是指？
A022：指的是這位非青年農民的服務公司或單位。
Q023：團體組的每個人如果屆時有借款需求是否都是個別 500 萬的上限
呢？！
A023：是的，但仍須符合全國農業金庫借貸的相關規範。
Q024：請問以漁業類為例，資格條件之一的合法使用土地，是如何判定呢，
是有租約即符合條件嗎？
A024：合法租約或是養殖登記證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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