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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特色農遊創新商品獎勵共學計畫申請原則 

壹、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農

產業及事業紓困獎勵振興辦法 

貳、目的：為減少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對休閒農業產業之衝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鼓勵休閒農業經營者以共學方式，邀

集同一直轄市、縣(市)範圍之業者，創新區域主題式農業體驗服

務，並予行銷，以提升休閒農業產業發展共識及市場競爭力。 

參、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0 年 9月 13 日(一)止。 

肆、申請資格： 

一、計畫代表提案者須符合下列 2 項資格之一： 

1. 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營者、本會輔導在案之田媽媽班、休閒農

業區法人推動組織或輔導單位。提案者須為計畫簽約代表及主要工作項

目之執行業者，並肩負督導之責，帶動及協助鄰近區域農業相關產業之

創新農業體驗服務。 

2. 長期深耕在地，提供蹲點落地服務之管理顧問、整合行銷、創新服務等

農(漁)民團體、旅行業者、學校等相關依法設立商業或公司登記或法人機

構。提案者不可為共學成員，且每一公司只限申請一案。 

二、團隊成員資格：以同一直轄市、縣(市)範圍之 6 家業者為單位團隊，其中

至少 1/2 以上成員為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本會輔導在案之田媽媽

班、農業旅遊特色認證場域、同一休閒農業區內之業者。 

伍、輔導名額與獎勵方式 

一、輔導名額： 

符合前揭申請及提案資格者，備齊申請表(附件一)及相關文件提出申

請，以書面審查方式選出至多 30 案，由專業顧問專家就個案需求進行診

斷訪視，協助盤點資源條件，檢視計畫可行性及完備申請提案計畫書(附

件二)提送計畫複審。 

計畫複審以現場簡報詢答方式進行，預計選出 15 案接續進行個案輔

導，獲選提案需完成創新區域主題式農業體驗服務之相關工作(含共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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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產出結果，並予發表行銷)。 

輔導名額 共學輔導項目 共學輔導原則/配合款 

15 案 

(由產業自行設計開發) 

提案內容參考(舉例)： 

案例 1.生態飲食體驗服務 

(1)自行規劃產出區域特色服務所需共

學之課程內容並且執行辦理，至少

5 場次。 

(2)每案組成業者中，每家業者至少安

排 2 位學員參與共學，每家業者都

必須於共學輔導完成後，產出至少

1 道符合生命教育或環境教育理念

之在地食材體驗服務 1 式(含體驗

教育及菜色開發)。 

(3)共學成果需自行規劃行銷發表方

案，並進行宣傳。(如：拍攝共學歷

程與產出成果照片/影片；或彙集計

畫執行全程之圖文編輯設計成文宣

品；或其他自行研提內容。)本項工

作項目必須佔獎勵經費 20%。 

案例 2.主題式深度遊程體驗服務 

(1)自行規劃創新區域深度遊程體驗服

務之所需階段性共學課程內容並且

執行辦理，至少 5 場次。 

(2)每家業者至少安排 2 位學員參與共

學，於共學輔導完成後，必須共同

產出以 2 日 1 夜為基礎的深度遊程

體驗服務產品(如：遊程設計、特色

故事導覽解說、場域道具設計、特

色料理說菜設計。) 

1. 申請本計畫須備配合

款 ( 至 少 為 獎 勵 金

10%)。 

2. 通過評選者，獎勵每案

上限 50 萬元。 

3. 申請本計畫之創新區

域應在同一直轄市、縣

(市)範圍內，由鄰近 6

家業者組成，成員透過

共學課程方式、共創商

業模式與共識凝聚會

議等歷程，共同規劃與

執行計畫工作項目及

行銷發表。 

4. 計畫獎勵金分三期核

撥，第一期於通過獎勵

資格評選並完成簽約

者，核撥政府獎勵金

40%；通過期中審查且依

據委員意見補件完成

者，核撥政府獎勵金

30%；完成期末檢核，且

無待改善事項者，核撥

政府獎勵金 30%。 

 (第一、二期款請提案

代表簽約之業者開立領

據申請；第三期款請檢

附全部支出憑證影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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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學成果需以旅遊通路行銷或安排

媒體(或網紅)踩線、產品說明會…

等活動發表及推廣。本項工作項目

必須佔獎勵經費 20%。 

其他 

以能提高區域農遊體驗服務知名度與

增加農遊效益為目的，自行規劃有助深

化在地連結之體驗服務，同時優化行銷

手段之區域共學計畫。計畫工作項目必

須包含行銷發表活動，且經費分配需佔

獎勵經費 20%。 

個案代表簽約之業者開

立之領據申請) 

二、獎勵方式說明 

       團隊輔導獎勵：每案須編列配合款至少為所申請政府獎勵金之10%，

最多獎勵 15 案。 

名額 政府獎勵金 
廠商配合款 

(獎勵金之 10%) 
總經費 

15 案 50 萬元 5 萬元 55 萬元 

陸、申請方式 

一、檢附計畫申請表，於 110 年 9月 13 日(一)(以郵戳或電子郵件二個日期之

較早日期為憑)將紙本及電子檔寄至本會指定受理單位，並以電話確認送

達，即完成提案申請。 

二、業者申請資料若有缺漏，應於接獲通知後於期限內補件，逾期視同放棄。 

三、本計畫聯絡資訊如下： 

聯絡窗口名稱 聯絡資訊 

中國生產力中心 林宛瑩專員 (02)2698-2989 分機 02702 

中國生產力中心 陳鳳娟專員 (02)2698-2989 分機 01814 

柒、計畫期程說明 

一、 計畫期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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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時程 

110 年 111 年 

8 月下旬 9 月下旬 10 月 10 月下旬 11 月上旬 12 月中旬 5 月 

執行 

流程 

       

內容 

說明 

• 申請原則公

告 

• 團隊提出申

請 

• 資格檢核 

• 申請資料書

面審查(書

審) 

• 選出 30 案

提供領域專

業顧問諮詢

診斷服務 

• 專業顧問實

地訪視諮詢 

• 研擬提案計

畫書及提案

簡報 

• 召開評選會

議(複審) 

• 評選 15 案

獲獎勵金資

格者 

• 召開輔導共

識會議 

• 完成簽約 

(檢附修正

後計畫書) 

• 第一期款核

撥(40%) 

• 提交期中審

查簡報 

• 召開期中審

查會議 

(申請者合約

計畫書執行

進度查核點

項目，須為

計畫內容 70%

以上) 

• 依據委員審

核意見修正

期 中 簡 報

(如：執行成

效強化或執

行 進 度 未

達…等) 

• 第二期款核

撥(30%) 

• 提交結案報

告與期末審

查簡報。 

• 召開期末審

查會議 

(申請者合約

計畫成果審

核驗收) 

• 依據委員審

核意見修正

期末結案報

告 

• 檢附計畫總

體經費支出

憑證影印本 

• 第三期款核

撥(30%) 

二、 計畫初審及提案輔導 

申請案通過資格審核及計畫初審(申請書書面審查)後，由專業顧問針

對團隊提案計畫書內容需求進行訪談與診斷建議，協助檢視計畫可行性及

完備申請提案計畫書(附件二)及簡報提送計畫複審。 

三、 計畫複審 

執行單位彙整提案申請計畫書，提交主辦單位辦理計畫複審(召開簡

報審查會議)，評選出年度獎勵執行計畫 15 案。惟入選團隊之提案代表

單位 (提案單位若非共學團隊，共學團隊必須派至少一位業者出席)需參

加計畫執行共識會議(含簽約說明)，始得參與本獎勵共學計畫，倘有因故

諮詢
診斷 

輔導
啟動 

期中
審查 

申請 
檢核 

評選
會議 

公告 
徵件 

 

期末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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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簽約期限日之前放棄獎勵提案者，其獎勵執行資格得由主辦單位依複

審排序通知其他團隊遞補。 

(一) 評選項目與配分 

評選項目 比重 評分重點 

區域特色化 35％ 

1.已充分盤點在地產業資源(農業、生態及鄉土文

化)及目標市場需求。 

2.共學計畫已充分凝聚共識，成員有一致的產業

發展願景。 

3.共學計畫能帶動區域產業特色發展，具市場性。 

產品差異化 30％ 

1. 共學計畫產出標的，與既有之產品(服務)市場

具差異性，且能突顯農村知識、食農教育或環

境教育等綠色永續的產業願景。  

2. 共學成員預期產出符合「異中求同」、「同中求

異」之計畫目標。 

計畫明確性 20％ 共學目標明確，作法及期程規劃具合理性。 

計畫加值性 15％ 
共學計畫有效整合運用周邊資源或相關計畫，並

有其加值效果。 

(二) 評選委員會之組成：將依照本年度計畫提案內容，邀請相關專家、

通路、業師等擔任評選委員，進行提案審查。 

(三) 辦理時間(暫定)： 110年 10月 12日(二)至 110年 10月 13日(三)

預計規劃 2 天審查會議，進行方式： 

1. 每案簡報 20 分鐘，Q&A 採統問統答方式進行，由委員統一提問

10 分鐘，申請者統一回答 10 分鐘，每案審查時間合計 40 分鐘。 

2. 簡報須由提案單位代表人簡報(提案單位若非共學團隊，共學團

隊必須派至少一位業者出席)，診斷諮詢顧問得陪同列席備詢，

提案單位代表人無法出席，需事先請假，並委託團隊其他成員

代理，若均未派員出席，視同放棄。 

3. 審查平均分數達 70 分以上，准予進入輔導獎勵資格排序，預計

評選 15 家業者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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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確保審查作業之公平與保密性，審查委員及相關人員均已簽

署保密協定，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 

四、 計畫執行 

(一) 執行單位將依團隊申請內容進行簽約，確認其計畫執行意願，若有

放棄者則採序位遞補。 

(二) 每案提案代表業者需針對體驗服務的主題、內容、人員安排、操作

步驟、行銷策略與方法等環節規劃輔導進行細則、時程安排與經費

規劃，以符合案內業者之需求，達成計畫輔導之效益。 

五、 計畫成果驗收 

    受獎勵團隊之執行成效將分兩階段彙整報告提交主辦單位審核與確

認進度，且主動提供計畫產出，並於本案完成後 3 年內配合計畫需求，提

供執行相關資料俾利後續效益之追蹤。本計畫預期產出(實際依核定之申

請計畫內容)： 

 提案內容參考(舉例)： 

案例 1.生態飲食體驗服務 

(1)自行規劃產出區域特色服務所需共學之課程內容並且執行辦

理，至少 5 場次。 

(2)每案組成業者中，每家業者至少安排 2 位學員參與共學，每

家業者都必須於共學輔導完成後，產出至少 1 道符合生命教

育或環境教育理念之在地食材體驗服務 1 式(含體驗教育及菜

色開發)。 

(3)共學成果需自行規劃行銷發表方案，並進行宣傳。(如：拍攝

共學歷程與產出成果錄影片；或彙集計畫執行全程之圖文編輯

設計成文宣品；或其他自行研提內容。)本項工作項目必須佔

獎勵經費 20%。 

案例 2.主題式深度遊程體驗服務 

(1)自行規劃創新區域深度遊程體驗服務之所需階段性共學課程

內容並且執行辦理，至少 5 場次。 

(2) 每案組成業者中，每家業者至少安排 2 位學員參與共學，於

共學輔導完成後，必須共同產出以 2 日 1 夜為基礎的深度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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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體驗服務產品(如：遊程設計、特色故事導覽解說、場域道

具設計、特色料理說菜設計。 

(3)共學成果需以旅遊通路行銷或安排媒體(或網紅)踩線、產品

說明會等活動發表及推廣。本項工作項目必須佔獎勵經費

20%。 

4.其他 

以能促進休閒農業、農業旅遊相關商品再創新為目的，自行

規劃有助深化在地連結之體驗服務，同時優化行銷手段之區域共

學計畫。計畫工作項目必須包含行銷發表活動，且經費分配需佔

獎勵經費 20%。 

捌、計畫獲選後作業說明 

一、 受獎勵團隊須需參與期中、期末檢核，依計畫期限完成提案計畫書規劃

標的，並需無償配合本會後續要求之相關推廣活動。 

二、 計畫結束後 3 年內須配合計畫需求，提供執行相關資料以利後續效益

之追蹤。 

三、 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不實情事者，或有抄襲、仿冒、

剽竊他人商標專利之情事者，相關法律責任由申請業者自行負責。 

四、 計畫獎勵金若因年度預算被刪除等不可歸責因素，得調整獎勵金額或

為其他處置，已入選輔導獎勵之申請業者不得提出損害賠償或其他任

何請求，惟可提出終止契約申請。 

五、 自遞件申請日起，不得就申請行為、獎勵計畫、獎勵金額與申請業者之

其他商業行為作不當連結、進行不當宣傳或為其他使人受誤導或混淆

之行為。 

六、 農委會及相關指定單位於必要時得查詢、查核或派員實地訪查已核定

之獎勵計畫執行之狀況、相關單據及帳冊，已核定之申請業者應予配合。 

七、 計畫執行及經費使用，經查核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可歸責於申請業者，將

終止契約並追回獎勵金： 

(一) 計畫執行成果如無法配合完成期末檢核驗收程序者，將解除或終

止契約，且追回已核撥之第一、二期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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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核定之工作項目如經查證 3 年內已獲政府其他獎勵或獎勵者而

未於申請計畫書內臚列說明。 

(三) 最近 5 年內執行政府計畫曾有重大違約紀錄。 

(四) 履行政府獎勵或獎勵案曾受停權處分或停權期間尚未屆滿。 

(五) 申請檢附之文件：蓄意記載不實者。 

(六) 其他獎勵或獎勵契約所定解除或終止契約，且應追回獎勵金事由。 

八、 凡申請本計畫即認同本申請原則，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視實際需

求修訂，請依最新公布之版本配合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