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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目前的農業困境包括「人口老化、農業缺工」、「農家種植面

積小，難達經濟規模」及「栽培技術不成熟有待學習突破」等，為解

決農業產業從業人口老化及推動「新五農政策」(農民、農業、農村、

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本市自 104年起辦理「青年加農、賢拜傳承」

計畫，希冀透過青農的培育達到技術傳承及農業永續經營，進而發揮

創意讓農業加值。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受到民眾廣大迴響，然考量僅鼓勵

青年從農，實尚有遺珠之憾，爰此，自 106年起辦理辦理「中年加農、

賢拜陪同」計畫，擴增鼓勵從農對象至本市中年朋友(46 至 65 歲)，

使中年轉業、退休而有意願從農者及回鄉承繼家業者有所管道獲得農

業相關知識及技能。 

本計畫由源頭管理做起，以農民為基盤，鼓勵青年農民全心學習

農業相關知能及加入農業生產，為未來投入農業工作做充分準備，效

法師徒制培訓青農模式，對遴選出之青年及中年學員媒合提供一年的

實務訓練見習，另為讓青年於培訓期間生活無虞亦提供每月 3萬元生

活津貼；同時對提供見習機會及場域之賢拜酌予支付指導津貼，讓農

業賢拜之專業栽培技能得以傳承，為臺中市的農業發展打造一群懂得

團體作戰、資源共享的農業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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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要點 

一、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 

(一) 青年加農培訓 

1. 申請條件及對象：年齡 18-45歲，設籍臺中市滿 1年，

對農業有興趣或初投入農業之青年(男性須役畢或免

役)。 

2. 申請及徵選方式：依限提出書面提案後，並由本局邀

請農業專家學者進行審查及面談。 

3. 目標：擇優錄取 50名優秀青年，傳承農業賢拜之專

業優良栽培技能，培育優質農業人力。 

4. 補助內容：以師徒制培訓青農模式，依意願及興趣媒

合農業指導賢拜，提供受訓期間(1年)的實務訓練及

生活津貼(3 萬元/月)，使其能安心學習農業相關知

能，為未來投入農業工作做充分準備。 

 

第一屆青年加農開訓典禮。 

 

(二) 青年農民營運企劃 

1. 申請條件及對象：年齡 20-45歲，設籍臺中市滿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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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於臺中市從事農業生產之青年農民。【從農面積

達 0.2公頃以上(農業設施達 0.1公頃)或承租(坐落

臺中市)】 

2. 申請及徵選方式：依限提出書面提案後，由本局至農

場現地勘查，並邀請農業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3. 目標：擇優錄取 25名實際從農之青年農民，降低青

年農民初期營運之投資成本、提昇農產品質、增加農

民收益，以促進農業發展、提高農業競爭力。 

4. 補助內容：農業相關設施(備)及生產資材最高各 40

萬元，最高合計 80萬元的農業生產成本補助，以扶

植青年夥伴在投入農業生產時之初期營運，增加其農

業獲利或收入，提高從農及留農之意願。 

二、 中年加農、賢拜陪同計畫 

(一) 申請條件及對象：年齡 46至 65歲，設籍臺中市滿 1

年，對農業有興趣，尚未從事農業或準備從農之中年

朋友。 

(二) 申請及徵選方式：依限提出書面提案後，並由本局邀

請農業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三) 目標：擇優錄取 30名優秀中年朋友，傳承農業賢拜

之專業優良栽培技能，培育優質農業人力。 

(四) 補助內容：以師徒制培訓青農模式，提供 1年學習機

會及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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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年加農開訓典禮。 

 

三、 建立農業賢拜傳承輔導團隊 

(一) 本計畫效法師徒制培訓青、中農模式推動，由各農業

團體、農學院校協助推薦或由本府農業局自行加以訪

尋具特殊事蹟且具傳承熱忱之本市農業產業達人。 

(二) 依據青、中年夥伴之學習意願與興趣，媒合至適合之

賢拜處，進行農場訓練與見習，創造學習機會與場域，

以提升青年農民之栽培技術，並使得優良的農業栽培

技術得以傳承。 

(三) 市府提供農業賢拜每輔導 1名青、中農，每月輔導津

貼 5,000元(含農業指導費、材料費、交通費等)。 

 

農業賢拜傳承輔導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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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特色 

(一) 優質的賢拜團隊及動手做的務實農場實習。 

(二) 豐富的農業相關專業課程：定期開設農業相關專業課

程以充實農業知識，諸如：農藝產業概述、中部地區

重要果樹栽培管理、溫帶果樹之栽培生理、昆蟲性費

洛蒙簡介與使用技術、農產品運銷通路介紹與產品行

銷等農業相關各面向課程，充實學員們的專業知能。 

(三) 培育計畫強調團體作戰、資源共享：為了讓農業加值，

本局以整合的概念，鼓勵青農走向團體戰，在資源共

享的基礎上，由本局建立輔導的能量，提供青農關鍵

性的協助與平台。 

(四) 利用賢拜的豐沛人脈與社會資源，可以提早為青農指

點未來真正加入農業的土地、資金、勞力及技術等生

產因素的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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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歷年績效 

一、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 

（一） 青年加農培訓 

1. 104年度(第一屆)留農率：留農率為 86.96%(結訓學

員 46位，從農人數 40位)，目前總生產面積為 38.24

公頃(未包含 3 位養蜂業面積)。(截至 106 年 11 月

底) 

2. 105年度(第二屆)留農率：留農率為 76.92%(結訓學

員 26位，從農人數 20位)，目前從事農業之總生產

面積為 8.66公頃。(截至 106年 11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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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訓成果發表。 

 

結訓成果報告書。 

 

頒予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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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臺中市親農運銷合作社： 

(1) 第一屆青年加農學員結訓 1 年後，在農業的耕

作及栽培已有相關農產品收成，於 106 年成立

「臺中市親農運銷合作社」，目前以電子商務模

式及社區小舖經營模式，發展農產品集貨及銷

售業務。 

(2) 與臺中福華大飯店合作，提供無毒食材(例如：

火龍果、紅心芭樂、鳳梨、百香果等)製成果醬

包裝成禮盒，打開另一種行銷通路。 

 

青年加農結訓學員成立臺中市親農運銷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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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親農運銷合作社嚴選農產。 

 

4. 社會協助：成立臺中市青年加農志工隊，於尼伯特颱

風重創臺東農業後，前往協助農民儘速復耕重建，達

30 人次，協助復耕面積達 4.7 公頃，本計畫所培育

的青農們能將在計畫中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幫助臺東

農民，為「學以致用」做出最好的詮釋，也代表臺中

市政府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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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青年加農志工隊出發。 

 

臺中市青年加農志工隊前往臺東協助農民儘速復

耕重建。 

 

（二） 青年農民營運企劃 

1. 104 年度：補助 15 人，降低青年農民於農業相關資

材成本 246萬 4,256元、設施(備)成本 351萬 9,900

元，共 598萬 4,156元。 

2. 105 年度：補助 18 人，降低青年農民於農業相關資

材成本 308萬 8,090元、設施(備)成本 428萬 4,625

元，共 737萬 2,715元。 

3. 106 年度：補助 25 人，降低青年農民於農業相關資

材成本 613萬 5,900元、設施(備)成本 651萬 1,689

元，共 1,264萬 7,589元。 

4. 達成減少青年農民初期投入農業各方面之成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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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節省人力及時間、方便管理、提升作物品質及增加

作物產量。 

 

農業相關生產資材。(例如：品牌包裝紙箱) 

 

農業相關設施(備)。(例如：土壤鑽孔機) 

 

二、 中年加農、賢拜陪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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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6 年度(第一屆)留農率：89.29%(結訓學員 28 位，

從農人數 25位)。 

 

（二） 成果案例：中年加農學員黃進通、林惠玲(夫妻)為農

二代，目前耕作地位於大肚溪河畔的河川用地，面積

約 1 公頃，大多以種植瓜類為主(如：西瓜、南瓜、

洋香瓜等)，輔導期間，於嚴春安賢拜農場實習，從

整地、幼苗、消毒殺菌、定植、摘心、整蔓、疏果、

管理、病蟲害防治、採收、行銷等過程給予細心指導，

並經常到學員園區關心，一起探討問題，藉由參與此

計畫，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開擴人生寬度與見

聞，增加生活豐富度。 

 

  

水稻

15%

蔬菜

26%

果品

48%

園藝

4%

雜糧

7%

106年度中年加農學員結訓後

從事之產業類別比例

水稻 蔬菜 果品 園藝 雜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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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目前執行狀況 

一、 青年加農、賢拜傳承計畫 

（一） 青年加農培訓 

1. 106年度(第三屆)： 

(1) 前培訓 49位青年農民，聘請 30位農業賢拜傳授

農業相關知能，學習之產業類別廣及有機、果樹、

花卉、水稻、菇類、溫室栽培、雜糧、養蜂等。 

 

(2) 於輔導期間，除輔導學員至賢拜之農場處見習外，

並不定期訪視關心學員之學習狀況，且積極開設

各類專業訓練課程，以充實學員之專業知能，目

前學員學習狀況良好。 

水稻

2%
加工

2%
有機

12%

果樹

30%

花卉

4%

菇類

4%

溫室

22%

蜂

16%

雜糧

8%

106年度青年加農學員

學習產業類別分析

水稻 加工 有機 果樹 花卉 菇類 溫室 蜂 雜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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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農業入門課程。 

 

安排農業相關課程-全民農業講座。 



15 
 

 

安排農業相關課程-農民大學堂。 

 

產業參訪(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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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參訪(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與桃園市青農交流。 



17 
 

 

參與本府大型活動展示學習成果。 

 

2. 107年度(第四屆)：本屆收件數計 103件，已於 107

年 7月 4及 5日辦理面試審查。 

（二） 青年農民營運企劃：收件數 43件，已於 6月 22日於本

局網站公告 25位錄取名單。 

二、 中年加農、賢拜陪同計畫：107年度收件數計 38件，合格

件數 30件，已於 107年 7月 12日辦理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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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後續輔導策略 

一、 土地媒合：輔導於后里有機園區耕作、爭取及媒合台糖土

地租用、輔導利用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二、 資金提供： 

（一） 輔導研提青年農民營運企劃。 

（二） 提供青年從農創業貸款之政策性貸款及相關資訊： 

    本府自今（107）年 3 月 26 日起與財團法人農業

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農信保基金)辦理青年農民創

業及農企業（相對保證）專案貸款，市府（專款 2 仟

8 佰萬元）及農信保基金（相對資金 4 仟 2 佰萬元）

共同出資 7 仟萬元，可提供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 7 億

元，協助無力提供擔保或擔保不足的青農及農企業取

得從事農業生產與其相關之農產運銷及電子商務等所

需之資本支出、週轉金及購置農業用地所需資金。 

    申請資格及條件、貸款用途、最高貸款額度及利

息補貼優惠措施說明如下： 

1. 資格及條件： 

(1) 自然人：須設籍本市，且年齡為二十歲以上四十

五歲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並符合相關條件之一。 

(2) 農企業：應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所規定

之中小企業，該負責人須為二十歲以上四十五歲

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營業地址及稅籍須設於本

市，並依法辦理登記或立案，且原始設立未超過

六年。 

2. 貸款用途：從事農業生產與其相關之農產運銷及電子

商務等所需之資本支出、週轉金及購置農業用地所需

資金。 

3. 最高貸款額度：每位青農其貸款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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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萬元整，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 200

萬元整。 

4. 利息補貼：申貸成功者，得依「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青

年創業貸款利息貼補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向本府勞工

局就業安全科申請利息補貼 24個月，利息補貼貸款

總金額上限 300萬元。 

三、 技術指導：持續輔導參加全民農業講座、農民大學堂學習

農業新知。 

四、 行銷輔導：輔導參與農夫市集、本府在各大型活動舉凡國

慶升旗、新社花海節、中臺灣農博、未來花博好農市集等

重要活動展售生產之農產品；創立「臺中市雲端好農市集」

之電子銷售平台，提供多元行銷管道。 

五、 成立「青農、中農、賢拜家族」LINE群組，提供各種資訊

並聆聽農民需求、協助解決問題。 

 

臺中市青年農民創業及農企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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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參與本府大型活動展示(售)。 

 

創立「臺中市雲端好農市集」之電子銷售平台，提供多元

行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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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青農、中農、賢拜家族」LINE 群組，提供各種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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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市為鼓勵青、中年朋友返鄉務農及提供培育管道獲得農

業相關知識及技能，使農村注入新血，並透過青、中年返鄉就

近照顧家中長輩及教育小孩，減少長者照顧及隔代教養問題，

培育青、中農為農村新生力軍，達到社會安定、農業接棒、產

業活化及農業永續經營目標，另外，希冀透過年輕世代的資訊

傳播，號召及感染更多年輕人回鄉務農，促成農業再興。 

青、中年農民創意新穎、勇於嘗試，本局在多方支持與鼓

勵下，安排多樣化農業相關課程、參訪及聘用優秀賢拜們進行

指導，從生產、包裝、行銷甚至自產自銷後的售後服務等都能

學習解決要領，走出農業活路，並使農業賢拜優良的農業栽培

技術得以傳承，擴展人脈，解決農業人口高齡化、農業所得低

的問題，藉由青、中農們相互間的結合，採集團化、合作化、

規模化的生產，使臺中農業成為領頭羊，本項創新計畫並成為

全國各縣市模仿對象，績效亦獲總統府與農委會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