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度臺北市農業振興方案計畫執行進度表（第 4 季）
申請單位：臺北市農會
序號

1

2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透過辦理農園一日農夫活動，讓民眾體驗農家
辦理12梯次農園一日農夫活動，讓
生活同時幫助農事，引導市民朋友親近農業，
臺北市田園城市
民眾體驗農家生活同時幫助農事， 辦理12梯次農園一日農夫活動 並將本市農業資源、農園生態、農村文化與農
及農園一日農夫
以落實本市田園城市發展。_x000D_ 。
趣生活等資訊，充分傳播給社會大眾，將可有
活動計畫
效促進大臺北地區民眾深入認識地方農業，以
營造本市城市田園發展氛圍。

1.辦理實地觀摩研習栽培管理，以
提升栽種技術、豐富產量，以強化
在地特色作物，並輔導農民安全農
臺北市策略性作 業及宣導活動等。_x000D_
物推廣計畫
2.辦理農業生產資材補助－小果油
茶種苗補助等，鼓勵農民種植臺北
市策略性作物。_x000D_

1.辦理研習活動提供農民栽培
知識、技術輔導，宣導安全農
業，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品
質，增加農民收益。_x000D_
2.辦理農業生產資材補助－小
果油茶種苗補助等，鼓勵農民
種植臺北市策略性作
物。_x000D_

第4季效益

截至12月20日止，辦理項目：
1.已於11/6(2車次)、11/7(1車次)、11/16(1車
次)、12/8(2車次)辦理六梯次農園一日農夫活動，
共計110人次。

（1）辦理實地作物栽培管理觀摩研習2場次，提升
（1）辦理實地觀摩研習栽培管理，提升農民栽
農民栽培技術，計81人次參加。
培技術。_x000D_
（2）辦理油茶種苗補助，共計補助農民51人，茶
（2）透過補助農業生產資材及辦理研習，鼓勵
苗3,140棵。
農民栽種，讓農業永續經營，以增加農民的收
(3) 透過補助農業生產資材及辦理研習，鼓勵農
益及產值。 _x000D_
民栽種，讓農業永續經營，以增加農民的收益及產
值，預計約可達2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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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設農創實務經營研習、山野草
盆栽製作及專業商用花藝設計暨實
務經營班等課程，讓青農及農民在
經營上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以提
升農民多角化經營農園之能力，增
加農民收益及與外界業者競爭力。
2.農事、四健、家政是農業推廣工
臺北市青年農民 作三大主軸，辦理農民第二專長訓
培育及改善農業 練，如烘焙丙級(西點蛋糕)證照班
經營人力資源計 ，以儲備農民其他非農業方面的專
畫
業能力，增加其農業經營的能力。
另辦理家政班員研習訓練課程(新任
家政幹部培訓、手工藝製作、在地
食材創意料理)，藉由研習課程加強
家政班員的基本技能，提昇對農會
認同感和參與感，用以協助各區農
會家政業務的推展。_x000D_

透過農創實務經營研習、山野草盆栽製作及專
業商用花藝設計暨實務經營班課程，可輔導提
昇約100名農民或青年農民農業技術面相關職能
及擴大青年農民農業經營面向符合市場需求，
1.農創實務經營研習班_x000D_ 並可運用學習者之人力與技能，將本市農業經
2.山野草盆栽製作班_x000D_ 營改善管理等功能提昇。 _x000D_
3.烘焙丙級(西點蛋糕)證照班 同時針對各區農會農業推廣組織下的會員辦理
_x000D_
不同之訓練課程，農民第二專長課程部分(包括
4.專業商用花藝設計暨實務經 烘焙丙級(西點蛋糕)證照班)，共計至少約培訓
營班_x000D_
30人參訓，農民受訓之後可增加農民的專業能
5.家政班員培訓_x000D_
力及豐富就業技能和促進農業與農村社區發展
；家政班員培訓課程為加強班員及志工的基本
技能,增加對農會的認同感，家政班員至少培訓
80人，可協助分擔各區家政業務的推
展。_x000D_

1.辦理教育訓練，落實休閒農業主
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並導入文化創
意等創新議題，強化休閒農業專業
經營與行銷人才，提昇本市休閒農
業體驗品質，增加休閒農業經營面
向及客源，進而增加休閒農業收入
臺北市休閒農業
。
及食農教育發展
2.辦理公益性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計畫
邀請合適之對象，造訪本市青年農
民所經營的農農園進行食農教育體
驗，一則豐富青年農民辦理食農教
育之經驗，再則以提昇休閒農業社
會地位，並展現農會促進社會和諧
的積極態度。

（一）強化休閒農業主食農教育執行能力，落
實休閒農業推廣食農教育功能，增加休閒農業
經營面向及客源，進而增加休閒農業收
1.辦理食農教育、文創與經營
入。_x000D_
管理行銷等休閒農業相關研習
（二）導入農村文化創意等創新議題，輔導休
課程。_x000D_
閒農業經營與行銷人才，提昇本市休閒農業體
2.辦理公益性食農教育體驗活
驗品質，並增加農民收入。_x000D_
動。
（三）辦理公益性食農教育體驗，提昇休閒農
業社會地位，並展現農會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
態度。

家政班員培訓:
(1)已於
10/23、10/30、11/6、11/13、11/20、11/27辦理
創意手作木工小物研習課程(農產品伴手禮研習)，
共計培訓27人。

完成計畫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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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安問題近年來引起許多觀著，
讓民眾及下一代了解食農教育的重
要是刻不容緩的事宜。_x000D_
臺北市農業諮詢
2.促進民眾投入農耕行列，化身都
多元化服務計畫
市農夫體驗耕種樂趣，共同營造田
園城市。_x000D_

1.營造建國假日花市成為大台北地
區市民週末休閒最熱愛景點之一，
也是市民購買資材，花卉、種子，
植物，樹木的首選市集。_x000D_
2.多樣化推廣宣傳活動，增加建國
假日花市知名度，拓展新客
臺北市建國假日
群。_x000D_
花市36 週年慶
3. 辦理「特展」，藉盛大花況吸引
活動
消費者，帶動市場買氣。_x000D_
4.以植株展示輔以圖文解說及現場
導覽、講座的方式，帶給民眾、花
市業者園藝、樹藝科普新知，舉辦
有趣的DIY 吸引市民參與活動，達
到農業推廣的目的。

1.建立安全、優質、健康的臺北市
農特產品形象。_x000D_
2.辦理臺北市特色農產品展售活動
，推廣介紹特色農產品給消費者，
臺北市特色農產 進而刺激消費，增加農民收
品行銷計畫
益。_x000D_
3.藉由展售活動宣傳，增加臺北市
特色農產品的知名度及曝光機
會。_x000D_

1.續辦理10個農業技術諮詢服
務中心。_x000D_
2.台北市農業技術服務團提供
市民農業技術免費諮詢、學校
及社區園圃農業技術諮詢及現
場技術指導申請。_x000D_
3.臺北城市農園服務網網路平
台維護。_x000D_

1.辦理34次學校、社區及市民團體之園圃申請農業
技術諮詢及現場技術指導提供388人次服務，10個
農業技術諮詢服務中心可提供約2,827人次服務，
1.續辦理10個農業技術諮詢服務中心。_x000D_ 農業技術諮詢及現場技術指導服務(2,116人次)。
2.由農業技術服務團提供市民農業技術諮詢、 2.設置之農業技術諮詢服務中心，提供市民諮詢服
社區園圃農業技術諮詢及現場技術指導申
務，且運用本市各級農會服務據點資源有效解決農
請。_x000D_
業相關問題。
3.臺北城市農園服務網網路平台維護。
3.透過已建置之農業服務網資訊服務平台，讓市民
於網頁上輕鬆取得農業相關訊息及農業課程資訊，
並將農業相關問題留言服務再請專家給予建議回覆
。

1.辦理週年慶開幕活
動。_x000D_
2.以四季蒔花、庭園樹利用與
佈置，設置主題展區。_x000D_
3.花市全區佈置，增加活動氣
氛。_x000D_
4.辦理建國假日花市花木行銷
推廣活動。

促進花木消費，鼓勵生產，提高花農收益。養
成市民愛花種花的風氣，自動達成臺北市政府
田園城市政策。辦理花木主題展，供市民觀賞
，讓建國假日花市成為臺北市民休閒賞花的活
動中心。建立國際知名度，成為臺北市的觀光
重點之一。

1.藉由花博臺北好禮名品館展
售行銷臺北市特色農產品，推
廣優質農產品予消費者，以增
加農民收益。_x000D_
2.配合辦理臺北市特色農產品
展售行銷活動。_x000D_
3.推廣行銷臺北市農民自產之
天然安全的特色農產品。

藉由辦理臺北市特色農產品行銷活動，展現本
市農業發展成果，並推廣臺北市特色農產品給
市民消費者認識及選購，以解決臺北市小農的
行銷問題；另推動農特產品上市前農藥殘留檢
驗，以落實優質、安全、健康的品牌形象，進
而增加訂單及增加農民收益。預計本計畫行銷
活動約2,000人次參與，整體銷售效益可達約新
台幣1,000,000元。

舉辦「仙人掌與多肉植物」特展，辦理現場導覽及
仙肉組合盆栽DIY實做，讓市民朋友可以動手做及
學到植物栽培知識，文宣傳達花卉植物增添日常生
活幸福感及療癒功能，增加市民種植興趣，藉以活
絡園藝相關產業。推廣「田園城市」政策，辦理蔬
菜栽培講座，指導市民種出安全又好吃的有機蔬菜
。行銷活動響應市府推動行動支付政策，辦理使用
台灣pay消費送全家中杯拿鐵兌換序號，消費滿500
元再贈花市百元現金抵用券，引導市民使用行動支
付。週年慶期間於個人社群平台(FB/IG)打卡並公
開貼文hashtag「#花現幸福在建國假日花市」，可
抽「福容大飯店台北一館住宿券」及精美好禮。特
展及優惠行銷活動，透過網路宣傳，吸引人潮並促
進消費，增加花農收益約6,500,000元。

截至12月底止，辦理項目：
1.執行花博商店年租金81,500元。
2.執行臺北市特色農產品農藥檢測，費用3,6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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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市綠竹筍推廣活動網
頁規劃設計製作維護。內容規
劃有臺北市綠竹筍產業介紹、
綠竹筍推廣活動報導、媒體露
出資料彙整連結、市民採筍體
驗資訊、綠竹筍栽培常識及料
理食譜提供等等網頁製作維護
管理。
_x000D_
2. 台北市綠竹筍產業整體行
銷記者會及頒獎行銷活動。請
辦理臺北市綠竹筍整合行銷活動， 廠商針對臺北市綠竹筍產銷特
臺北市綠竹筍整 突顯綠竹筍產季特色，全市活動資 色，設計規劃辦理整體行銷記
合行銷計畫
訊整合公佈，推荐臺北市綠竹筍產 者會及頒獎行銷活動(含家政班
品給民眾。
創意料理展示)。
_x000D_
3. 臺北市綠竹筍品質評鑑比
賽。臺北市綠竹筍產區農會推
派優秀筍農參加，就綠竹筍外
觀色澤、柔嫩度及糖度評鑑，
並辦理頒獎及宣傳行銷活動，
突顯綠竹筍產季特色，促進筍
農生產技術交流。_x000D_
_x000D_

持續輔導臺北市青年農民聯誼會運
作、辦理青農專業技術研習及農業 1. 臺北市標竿青農選拔陪伴
經驗交流，辦理台北市標竿青農選 輔導。
拔陪伴輔導，重點輔導有潛力且全 2. 辦理青農成長及農業相關
107年臺北市青 心投入農業經營的本市青農，增進 主題研習及經驗交流活動。
年農民輔導計畫 其經營效能，提昇營農成效及信心
_x000D_
。協助臺北青農農業經營得以穩健 3. 辦理輔導師針對青農農場
經營，並持續精進農業技能，讓其 輔導技術服務。_x000D_
成為活絡並創新臺北農業發展的新
血。

辦理臺北市綠竹筍整體行銷網頁設計維護宣導
案1場次，突顯綠竹筍產季特色，推荐臺北市綠
竹筍產品給民眾。辦理記者會(名廚示範展
示)、 頒獎及整體行銷活動(場佈活動設計、家
政班創意料理展示)案，印製文宣資料，配合各
區農會舉辦相關體驗及比賽或示範表演等活動
，提高民眾參與及認知程度。辦理臺北市綠竹
筍品質評鑑比賽，促進筍農生產技術交流。創
造整體綠竹筍產業及生產農戶約伍佰萬元以上
效益。

1.5/7辦理臺北市綠竹筍整體行銷網頁設計維護宣
導案配合廠商評審
2.6/7辦理記者會(名廚示範展示)
3.6/21辦理臺北市綠竹筍品質評鑑比賽
4.6/21頒獎及整體行銷活動

藉由本計畫的推行，辦理臺北市標竿青農選拔
陪伴輔導，重點輔導有潛力且全心投入農業經
營的本市青農，增進其經營效能，提昇營農成
效及信心。青年農民輔導師團隊輔導：聘請在
地農業達人前往青年農民農場實地訪查及交流
，有效增加青年農民營農信心。辦理青農成長
及農業相關主題研習及經驗交流活動，提升台
北青農農業經營能力及團隊向心力。

1.臺北市標竿青農選拔陪伴輔導，選出3位標竿青
農並選定輔導師完成農園景觀綠美化施作或農園推
廣解說資訊製作或農園農產品推廣行銷宣導等等工
作
2.辦理青年農民研習、講習訓練1場次，增進其經
營效能，提昇營農成效及信心；辦理青年農民與外
縣市青農組織經驗交流2場次，吸取他人成功經驗
及農業新知
3.辦理青年農民輔導師團隊輔導：聘請專家學者前
往青年農民農場實地輔導診斷計3場次，藉由輔導
師經驗傳承及交流主動有效增加青年農民營農信心
。

申請單位：北投區農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1

1.北投關渡平原水稻田是臺北市唯
一水稻種植區，水稻種植面積約200
多公頃，其間夾雜許多水生作物（
如蓮藕田、茭白筍田），種植面積
約100公頃。水稻每年兩收，第二期
屬再生稻，全年淨收益約1500萬元
。_x000D_
2.目前大部份水稻田皆採用現代化
2018北投插秧趣 耕作方式，由代耕隊全程整地、插
體驗活動計畫
秧、灌溉、施肥、除草及收割，傳
統耕作方式已不復見。_x000D_
3.台北市乃為台灣首都，除了政治
中心外，並肩負著農業永續發展、
農業教育之重責大任，以傳承台灣
傳統水田文化為目的，喚起民眾對
於農民種稻的辛苦及了解傳統農業
精神「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的真諦。

1.舉辦「北投插秧趣」體驗活
動：(1)民眾插秧體驗活動(2)
傳統及創意米食示範品嚐：如
米苔目、爆米香、油蔥粿…等
(3) 有關介紹米食文化、水稻
的一生、稻穀的結構、認識我
們吃的米以及水田三生等水稻
文化看板及掛軸靜態展
示。_x000D_
2.米食文化體驗：_x000D_
辦理米食教學製作活動，活動
內容以發揚米食文化，米食營
養介紹、米食文化宣導及米食
製品現場教作。_x000D_
3.水稻的一生觀察紀錄活動：
由講師帶領都會區親子民眾進
行水稻的一生觀察紀錄，並於
種植現場進行水稻的一生解說
、水稻常見之病蟲害，解說完
畢後接著進行各項DIY活
動。_x000D_

1.舉辦「北投插秧趣」體驗活動：_x000D_
(1)辦理民眾插秧體驗活動開放150組名額(每組
3-4人)，讓都會區民眾能親自下田插秧，除體
驗傳統農耕方式外，也讓民眾體驗在水田中行
走的樂趣。_x000D_
(2) 傳統及創意米食示範品嚐：如米苔目、爆
米香、油蔥粿…等。
(3) 有關介紹米食文化、水稻的一生、稻穀的
結構、認識我們吃的米以及水田三生等水稻文
化看板及掛軸靜態展示。_x000D_
2.米食文化體驗：辦理米食教學製作活動，活 計畫結案
動內容以發揚米食文化，米食營養介紹、米食
文化宣導及米食製品現場教作。_x000D_
3.水稻的一生觀察紀錄活動：_x000D_
由講師帶領都會區親子民眾進行水稻的一生觀
察紀錄，並於種植現場進行水稻的一生解說、
水稻常見之病蟲害，解說完畢後接著進行各項
DIY活動透過活動讓都會區親子民眾能夠仔細觀
察水稻的姿態與身影，藉由解說讓整的體驗和
成果，也發揮了本區農業特色和價值。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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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進行美植袋小番茄、甜瓜、
哈密瓜等高經濟作物栽培示範，加
強輔導蟲害之管理與預防，提升種
植農戶的銷售與收益。_x000D_
2.經農友示範並選擇特色經濟性蔬
菜作為本區特色農作物，推廣農民
種植。_x000D_
3.結合北投關渡平原、泉源、大屯
、湖山、湖田等地農友，成立北投
蔬菜產銷班，並透過班組織，進行
再造北投好菜推 蔬菜箱的販售，並打響北投好菜的
動計畫
知名度。_x000D_
4.辦理民眾栽培講習訓練，並安排
至市民農園進行實地操作，課程由
淺入深，讓民眾不再一頭霧水，而
能享受種植的樂趣。_x000D_
5.安排有意願從事市民農園之農友
到場與會，媒合有興趣承租農地之
民眾，以促進活化閒置農
地。_x000D_
6.周六假日於復興公園小農市集辦
理講習訓練及操作示範與DIY活動。

1.農作物栽培管理講習訓練：
_x000D_
辦理各項農作物栽培管理講習
訓練，其中有火龍果、辛香料
植物、芭蕉、果樹修枝剪枝、
根莖菜類、百香果、芭樂等各
項專業講習訓練，共30
場。_x000D_
2.辦理小農市集辦理講習訓練
及操作示範與DIY活動，除有效
活絡市集外，並促使市民前往
小農市集消費。_x000D_

1. 辦理30場專業講習訓練，預計將有1500人次
的農友參加，使農民學習優良栽培技術，提升
作物品質與食用風味，增加銷量與售價，以提
高收益。_x000D_
2. 透過本計畫執行,預計可使200位農民增加
計畫結案
200萬元收益。_x000D_
3. 辦理4場小農市集講習訓練及操作示範與DIY
活動，除有效活絡市集外，並促使市民前往小
農市集消費。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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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立交通指示牌，引導遊客方向
，配合義交於重要路口指揮，使竹
子湖區內交通順暢無阻，提升休閒
107年北投區竹 品質。_x000D_
子湖交通及環境 2.將海芋大道上閒置空地有效運用
改善計畫
，種植花卉已美化環境，提升整體
環境優雅氛圍，促進遊客旅遊意願
_x000D_

1.設立交通指示牌：在海芋大
道車輛最壅塞路段實施單行管
制，設立方向指示牌，以提醒
遊客注意遵從。_x000D_
2.重要路口設置義交執勤：為
維護交通品質，重要路口設置
管制點，由義交指揮控制，使
其交通順暢無礙。_x000D_
3.環境綠美化：於海芋大道親
水公園旁閒置空地種植植栽造
景，以提升竹子湖整體環境品
質，增加環境美觀。_x000D_
4.聘請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及
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
技能推廣協會為本次大型活動
之醫療服務單位，維護海芋季
期間人員安全。_x000D_

1.海芋季創造經濟效益約1億3000萬元_x000D_
2.透過交通指示牌設立及路口義交指揮引導，
改善竹子湖假日交通壅擠的困境，提升農業休
閒品質，增加觀光收益。_x000D_
3.藉由環境綠美化工作，改善閒置空利用，創
造新客源，提升整體竹子湖海芋產業之經濟效
益。_x000D_

成果報告提送結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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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竹子湖休閒農業區規劃
、調查、輔導、講習及社區組
織會議。_x000D_
2.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
4-6條，及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
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編製竹子湖
休閒農業區規劃建議書及簡報
資料送臺北市政府辦理先期審
查作業。_x000D_
1.促進北投區湖田里竹子湖地區觀
3.依臺北市政府辦理先期審查
臺北市北投區竹 光休閒發展。_x000D_
意見修正竹子湖休閒農業區規
子湖休閒農業區 2.增進北投區湖田里竹子湖地區農
劃書；另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
輔導計畫
民生產收益。_x000D_
辦法第4-6條，及休閒農業區劃
定審查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製作
圖籍資料、自評表及實地審查
簡報資料。_x000D_
4.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劃定審
查書面意見修正製作修正對照
表、規劃書及公告範圍圖等資
料，俾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
理公告。_x000D_

1.辦理成立竹子湖休閒農業區規劃調查及輔導
工作，完成規畫報告，俾便向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申請休閒農業區，藉以促進在地休閒農業發
展。_x000D_
竹子湖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正式修正版已送交農委
2.有助於臺北市休閒農業之整體發展，以及促
會，計畫成果已完成。
進竹子湖區花農菜農、其他農戶及周邊產業(手
工藝、農產加工品、農村小吃等)之收
益。_x000D_

1.辦理北投區繡球花季系列活動，
藉由繡球花栽培管理講習會，提升
農民栽培技術，並現場解決農民病
蟲害管理問題，以維護竹子湖繡球
花品質。_x000D_
2.藉由繡球花農園體驗活動的推動
，以及地景花藝設計IG打卡點推廣
，提高消費者認識並喜愛本區繡球
花，並增加本區繡球花知名度，再
經由媒體參訪，提升宣傳曝光量，
並整合地方社區組織，營造健康活
潑的社區環境，以發展休閒為重心
，促進鄉村綜合發展，增加在地就
業機會，活絡產業經濟，促進城鄉
交流，提升鄉村生活素質，振興農
村經濟。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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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北投區繡
球花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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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柑健行活動—辦理春遊大屯山健
行活動，以代表北投區的桶柑，迎
接春天到來沿路，有本區特色櫻花
北投區桶柑輔導
夾道歡迎來賓到來，並辦理桶柑及
計畫
農產品展售，桶柑季DIY體驗攤位，
桶柑柑園參觀體驗介紹，促銷本區
桶柑及農產品，增加農民收益。

1.講習會：提升田間栽培栽管
理技術,栽培安全高品質的繡球
花（7-8月）。_x000D_
2.繡球花地景花藝設計展：於
頂湖入口及海芋大道上設計兩
處繡球花地景，使其成為遊客
IG打卡的熱點，提升竹子湖繡
球花宣傳效果。_x000D_
3.媒體參訪團：廣邀報章雜誌
與電視媒體記者，選定有特色
的農園為示範點，並介紹竹子
湖繡球花特色，及繡球花花藝
設計IG打卡點，增加媒體報導
機會（5月）。_x000D_
4.生態農園體驗活動：依農園
提供之DIY教學，串連北投各景
點，來安排不同深度體驗行程
，安排各項農業體驗活動，來
滿足團體遊客安排休閒體驗活
動的需求（5、6、7
月）。_x000D_

1.辦理107年度北投區繡球花季活動，透過宣傳
活動辦理，結合休閒農業方式經營，預計將吸
引20萬名遊客上山賞花、買花，增加農民實質
所得。_x000D_
2.辦理繡球花體驗活動，預計將有100名市民參
加，使消費者認識、了解本區繡球花的產品特
質，增加繡球花消費量，並讓農友建立示範點
，成為另一種銷售方式。_x000D_
3.辦理1場繡球花栽培管理講習會,預計有30位
農民參加,可以提高產量、品質與售價,增加農
民收入。_x000D_
4.透過計畫執行,預計可使20位花農增加收益
200萬元收益，並增加竹子湖休閒農業產值600
萬元效益。_x000D_

桶柑健行活動—辦理春遊大屯
山健行活動，以代表北投區的
桶柑，迎接春天到來沿路，有
本區特色櫻花夾道歡迎來賓到
來，並辦理桶柑及農產品展售
，桶柑季DIY體驗攤位，桶柑柑
園參觀體驗介紹，促銷本區桶
柑及農產品，增加農民收益。

桶柑健行活動—辦理春遊大屯山健行活動，以
代表北投區的桶柑，迎接春天到來沿路，有本
區特色櫻花夾道歡迎來賓到來，並辦理桶柑及
已結案
農產品展售，桶柑季DIY體驗攤位，桶柑柑園參
觀體驗介紹，促銷本區桶柑及農產品，約可增
加農戶收益80萬元。

107年度北投區繡球花季活動估算大約將吸引近40
萬名遊客上山賞花拍照，及享用美食，估計一個月
繡球花季期間，約創造竹子湖當地8000萬元經濟效
益，增加農民實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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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基本肥料補助，品項為
台肥105號複合肥、台肥43號複
為提昇本區農產品品質，提高農友
合肥、卜強有機肥、純德牌VS北投區肥料補助 栽培意願，保持農地持續利用，本
34有機肥8883、台益燕子肥、
計畫
計劃獎勵補助各種肥料，以振興本
順豐牌豬糞肥、保青一號複肥
區農業，提昇農產品競爭力。
等，補助標準以不超過單價
1/3。

１、辦理北投區綠竹筍季系列活動
，藉由竹筍品質評鑑競賽，美食品
嚐與教學，以及經驗發表等活動，
使提高綠竹筍品質，及使消費者認
識並喜愛本區綠竹筍，使提高本區
綠竹筍知名度，增加銷量與售價，
北投區綠竹筍季 同時提高農民收益。_x000D_
計畫
２、藉由綠竹筍農園體驗活動的推
動，整合地方社區組織並營造健康
活潑的社區環境，以發展休閒為重
心，促進鄉村綜合發展，增加在地
就業機會，活絡產業經濟，促進城
鄉交流，提升鄉村生活素質，振興
農村經濟。_x000D_

1.健康無毒種苗栽培講習會:辦
理健康無毒種苗栽培講習會2場
，提升田間栽培栽管理技術，
栽培安全高品質的鮮筍（3-9月
）。_x000D_
2.健康無毒種苗示範推廣:選定
有意願的農戶為示範農民，輔
導清理現有園區，再示範種植
健康無毒種苗（7-9
月）_x000D_
3.生態農園體驗活動：依農園
提供之DIY教學，串連北投各景
點，來安排不同深度體驗行程
，安排各項農業體驗活動，來
滿足團體遊客安排休閒體驗活
動的需求（6、7、8
月）。_x000D_

1.鼓勵農友從事農業生產，並使土地休養、加
強土壤自然平衡，及減輕農地負擔，增加農產
品競爭力，辦理農業資材補助，獎勵農友擴大
農業生產，鼓勵本區農友從事農業生產，降低
農業生產成本。_x000D_
2.辦理補助品項為台肥105號複合肥、台肥43號
1.已於107年4月完成肥料補助配送作業。
複合肥、卜強有機肥、純德牌VS-34有 機肥
2.已於107年12月11日完成計畫核備。
8883、台益燕子肥、順豐牌豬糞肥、保青一號
複肥、即溶肥、長效肥等，合計約4,000包，約
有500位農友受益，約可增加農戶收益80萬元，
協助農友降低成本利於銷售，增加農產品競爭
力及收益。_x000D_

1.健康無毒種苗栽培講習會:辦理健康無毒種苗栽
培講習會2場，共有105名農友參加比賽，提升田間
栽培管理技術，栽培安全高品質的鮮筍。
1.健康無毒種苗栽培講習會:辦理健康無毒種苗
2.示範推廣輔導8戶農民種植健康無毒種苗100株種
栽培講習會2場，提升田間栽培栽管理技術，栽
苗，以增加綠竹筍產量與品質。
培安全高品質的鮮筍。_x000D_
3.辦理綠竹筍體驗活動，有22梯次合計540名市民
2.預計示範推廣輔導10戶農民種植健康無毒種
參加，使消費者認識、了解本區綠竹筍的產品優良
苗100株種苗，以增加綠竹筍產量與品
品質，增加綠竹筍消費量，並讓農友建立示範點，
質。_x000D_
成為另一種銷售方式。
3.辦理綠竹筍體驗活動，預計將有250名市民參
4.透過計畫執行，預計可使65位筍農增加收益30萬
加，使消費者認識、了解本區綠竹筍的產品優
元收益。
良品質，增加綠竹筍消費量，並讓農友建立示
5.參加107年度台北市綠竹筍季活動，共有10名農
範點，成為另一種銷售方式。_x000D_
友參加綠竹筍季品質評鑑比賽，讓優良的栽培技術
4.透過計畫執行，預計可使65位筍農增加收益
脫穎而出，共同提升綠竹筍品質。
30萬元收益。_x000D_
6. 參加桃園區農業改良場－「107年度北部地區優
質安全綠竹筍評鑑」，共有2名農友參加比賽，共
同提升綠竹筍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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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計畫預計參加人數約1200人
，並透過活動辦理及媒體宣傳，讓
民眾體驗「汗水一年稻花香」農民
耕作的辛勞，及實際體驗水稻耕作
的流程，培養民眾對土地及農耕的
關懷，體會到農民豐收的喜
悅。_x000D_
2.藉由傳統米食製作示範過程，認
識傳統米食文化，再利用稻草手工
藝教學，讓民眾體驗傳統童玩製作
北投割稻趣體驗 ，體驗農村生活的樂趣。_x000D_
活動計畫
3.關渡平原水稻田不僅具生產功能
，在都市型農業區中，更是都市發
展的緩衝空間，且水稻田生態豐富
，宛如一座天然教室，是值得遊客
深入觀察、休閒的好去處。_x000D_
4.活動中多樣的米食製品，以及稻
草手工藝的教學，讓民眾瞭解臺灣
傳統米食文化，進而深入了解並由
衷喜愛米食，珍惜米食文化的可貴
。_x000D_

（1）稻草人製作：本年度預定
開放400組(每組約3人，共約
1200人)，由民眾電話報名參加
並於活動當天進行製作。（2）
傳統及創意米食示範品嚐：如
爆米香等各項米食。（3）草頭
娃娃DIY製作：利用襪子、橡皮
筋等素材，將稻穀與栽培介質
放入襪中作成不同造型，帶回
家後加入水等待稻穀發
芽。_x000D_
（4）有關介紹米食文化、水稻
的一生、稻穀的結構、認識我
們吃的米以及水田三生等水稻
文化看板及掛軸靜態展示。
（5）水稻田農事體驗活動：割
稻體驗、脫穀體驗及風鼓機體
驗。（6）愛的穀粒DIY（7）碾
米體驗:將稻穀碾製成糙米，並
裝入袋中，回家烹煮或留
念。_x000D_
_x000D_

（一）本次計畫預計總參加人數約1300人，並
透過活動辦理及媒體宣傳，讓廣大民眾認識稻
米耕作的過程，以及傳統水稻文化的精神，更
能體會「鋤荷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
飧，粒粒皆辛苦」詞句中農民耕作的辛
苦。_x000D_
（二）藉由傳統米食製作示範過程，認識傳統
米食文化，再利用稻草手工藝教學，讓民眾體
驗傳統童玩製作，體驗農村生活的樂
趣。_x000D_
計畫結案
（三）關渡平原水稻田不僅具生產功能，在都
市型農業區中，更是都市發展的緩衝空間，且
水稻田生態豐富，宛如一座天然教室，是值得
遊客深入觀察、休閒的好去處。_x000D_
（四）為導正民眾對米食營養與建康的正確觀
念，瞭解我國悠久米食文化及米製食_x000D_品
多樣化的風貌，喚回民眾對國產米的認知與喜
好，以穩定食米消費。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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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有機農業資材補助：生產環
境除要有好的品種與栽培技術外，
好的栽培資材可使栽培過程更順利
，有效提高產量、品質，所以要推
北投區有機農業 廣農戶使用優良栽培資材。_x000D_
輔導計畫
2.辦理即溶肥料補助—選擇適合本
區即溶肥料補助，以減少成本支出
鼓勵農民使用，補助標準為售價不
超過1/3為準。_x000D_

１、辦理有機農業資材補助—
選擇適合本區農友栽培蔬果使
用的生產資材補助（柑橘紙箱
、果樹苗、即溶肥料等為主）
，以減少成 本支出鼓勵農民使
用，補助標準為售價不超過1/3
為準。_x000D_
２、辦理補助—選擇適合本區
即溶肥料補助，以減少成本支
出鼓勵農民使用，補助標準為
售價不超過1/3為準。_x000D_

1.辦理即溶、長效性肥料補助品項為台肥1號即溶
複合肥164包、台肥4號即溶複合肥49包、台肥5號
即溶複109包、台肥6號即溶複合肥66包、台肥43號
即溶複合肥412包、新好康多一號412包等共6種，
合計約1,164包，有97位農友受益，可增加農戶收
益40萬元。
2.辦理柑橘紙箱補助—柑橘紙箱-串繩式3,390個、
（一） 辦理有機農業資材補助，獎勵農友透過
柑橘紙箱-一體成型3,320個，合計6,710個，受益
有效資材補助，可提高農特產品產量與品質約
農戶28位，可增加農戶收益20萬元。
一點五成，約有150位農友受益，約可增加農戶
3.辦理優良果樹苗—協助果園更新，及新品種試種
收益80萬元。
，優良果樹苗補助白柚、文旦柚、桶柑、臍橙、柳
丁、阿婆柑、甜葡萄柚、茂谷柑、檸檬、日本甜金
棗、四季桔、砂糖橘、帝王柑、香檬、平地水蜜桃
、甜柿、珍珠芭樂、西瓜芭樂、樹葡萄、石榴、蜜
雪梨、波羅蜜、熱帶蘋果、無花果等，合計3,345
棵，有89位農友受益，可增加農戶收益20萬元。

申請單位：士林區農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1

2

1.發展陽明山綠竹筍產業，培養青
年農民及加強教育訓練以提升本區
綠竹筍栽培技術，推廣無病毒苗栽
種，提高綠竹筍品質及產量，增加
農友收益。
2.建立士林安心鮮筍品牌，通過農
藥安全檢測，進而推展有機認證，
士林區綠竹筍產 讓消費者可以吃的安心，結合零售
業發展計畫
通路或宅配以縮短銷售路徑並增加
農民收益，以達到縮短食物里程的
目標。
3.舉辦綠竹筍行銷推廣及農業體驗
活動，結合社區團體及學校讓市民
及消費者認識士林綠竹筍產業並推
廣食農教育。_x000D_

推廣本區山藥產業特色，補助生產
資材及辦理各項宣傳活動，以提高
陽明山山藥的產值，降低生產成本
士林區高品質山 ，以發展區域高品質農業，除了增
藥行銷推廣計畫 加農民收益外，也讓台北市民除了
吃到安心又健康的山藥，更可以了
解士林陽明山山藥栽培的方式。祈
能增加農友收益800萬元。

1.辦理綠竹筍田間觀摩活動及
教育訓練。_x000D_
2.組織農民與公農業產銷基
金會合作成立士林安心鮮筍班
。_x000D_
3.結合社區團體及通路辦理綠
竹筍行銷推廣活動或展售
會。_x000D_
4.辦理綠竹筍農業一日農夫體
驗活動，讓民眾到綠竹筍種植
田區由專業農民直接教導民眾
了解認識綠竹筍與田間管理，
動手實際採收綠竹筍並品嘗綠
竹筍料理，宣導縮短食物里程
對環境的重要性，以維護農業
的永續經營。_x000D_

辦理山藥行銷系列行銷推廣活
動，包含了行銷記者會、展售
會及山藥田間體驗活動等，透
過活動及推廣教育，以促進觀
光休閒產業的發展，並兼顧農
業之生產、生活及生態等教育
功能，以促進市民瞭解城市農
業的一面。

（一）陽明山種植綠竹筍之面積約70公頃，其
一年生產量約25萬公斤，期以教育訓練及觀摩
參訪活動方式讓筍農相互交流，以提升綠竹筍
的栽培技術與品質，提升產量每年約40萬公斤
。_x000D_
（二）建立士林區安心鮮筍品牌，通過農藥安
全檢驗把關，不但提高品牌價值也可提升綠竹
筍售價，使得綠竹筍的售價由一般售價1斤約70
元提升至90或100元；並藉由行銷推廣活動，讓
市民能多認識士林區綠竹筍，增加銷售管道，
縮短銷售路徑及增加農民收益，打造田園城市
。_x000D_
（三）藉由民眾直接到綠竹筍種植田區體驗一
日農夫過程，讓專業農民直接面對民眾宣導安
心農產品及食農教育，教導民眾認識綠竹筍生
產過程、竹筍如何選購、烹調的方式及教導市
民選購在地食材以推廣食農教育，將陽明山安
心綠竹筍的品牌深植人心。_x000D_

1.藉由辦理推廣活動，並透過記者會、促銷活
動及田間體驗活動，教育市民認識陽明山地區
山藥的特色，提昇農民重視農產品安全管理的
知識與技能，確保農民販售之農產品，以維護
消費者食用的安全與健康。_x000D_
2.辦理社區山藥行銷講座，讓市民除了吃到美
味的山藥，還可以認識士林陽明山山藥栽培方
式，藉以增加農民銷售管道，提高農民收
入。_x000D_
3.綜合以上推廣行銷活動，預計可增加農友產
值約有800萬元。_x000D_

1.綠竹筍觀摩活動:10/5公安心鮮筍班班員20人
至深坑農會參觀綠竹筍田間管理
2.綠竹筍無病毒苗推廣補助:10/24於本會停車場
受補助農友50名 955株種苗
3.綠竹筍農藥檢驗:10/11 檢驗數:2件 10/12 檢
驗數:1件

1.於107年10月3日於市府產發局內辦理「2018士林
陽明山山藥季-憶起去士林」系列活動記者會。
2. 於107年11月3日辦理『山藥百桌饗宴』計有
2,500人次參加。
3. 自11月20日起辦理三梯次『山藥鬥陣一日遊』
活動，共計有130人次參加，增加山藥農友收益約
80萬元。
4. 於107年12月1-2日假台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辦理
『山藥展售活動』，配合滿額送的活動，本場活動
計有約50萬元營業額。
5. 綜合以上推廣行銷活動，計增加農友產值約有
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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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成立「士林區農民蔬果直銷站
」，讓農民將自家生產的蔬果送至
直銷站販售，再由本會進行全年不
定期蔬果農藥殘留抽檢，送至食品
士林區農民直銷 藥物管理署認證之檢驗室進行化學
站安全蔬果推廣 法檢驗，監控蔬果品質，並於3-5月
行銷計畫
於天母SOGO百貨騎樓展售安全蔬果
期間，辦理2場「環保飲料提袋」教
學活動，藉由教學活動推廣本區「
在地、新鮮」農藥檢驗合格的安全
蔬果，吸引民眾至攤位選購。

1.利用本會網頁、北農簡訊、
記者會、雜誌報導，宣傳並鼓
勵民眾購買安全蔬果。_x000D_
2.為與一般傳統市場區隔，提
供蔬果包裝袋，輔導農友包裝
自家生產之安全蔬果。
3.辦理促銷活動，鼓勵民眾購
買安全蔬果，以提昇農民收益
。_x000D_
3.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利用本
會農藥殘留生化檢驗站，進行
生鮮蔬果上市前檢測。並將不
定期於直銷站抽驗蔬果，送至
衛生署認證之檢驗室，以衛生
福利部公告之檢驗方法分析374
項農藥殘留，有效監控農友安
全用藥。讓一般大眾可以買得
安心、吃得健
康。_x000D__x000D_

建立本轄區地方產業特色，並配合台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農業輔導及推廣，發展本轄區「在
地、新鮮、自然生產」的安全蔬果，讓一般大
眾認識本轄區優質安全蔬果。經由本會至少
1,000件以上市前生化法檢驗，以及全年度不定
期架上蔬果農藥化學法抽測50件，嚴格把關農
產品食用的安全，讓民眾吃得安心又健
康。_x000D_
輔導農友在本會農民蔬果直銷站、太平洋崇光
百貨天母店、圓山花博農民市集、希望廣場等
地展售安全蔬果，增加農民直接銷售管道，提
高農民收益。產地蔬果栽種解說及採收示範與
蔬果現場販售，預計增加12萬元營收。並辦理2
場「環保手提飲料袋」教學促銷活動，吸引民
眾前往購買安全蔬果。全年200天以上的安全蔬
果展售活動可增加至少100萬元之農民總收益，
約5,000人次受惠。

1.辦理304天展售活動及辦辦理2場安全蔬果展售促
銷活動，參加人數約5,000人次，1-12月收益約100
萬元。
2.不定期攤位上蔬果農藥殘留抽驗50件。

1.讓農友友善及有機的方式種植本
區農業，輔導農友發展適合本區產
業特色，獎勵補助有機肥料，增加
土壤緩衝能力及保肥力、提高單位
讓農友友善耕作的方式種植本區農業，輔導農
產值並藉由補助農用資材、強健種
友發展適合本區產業特色，獎勵補助有機質肥
植作物，減少化學肥料使用量、降
料，預計有400位農民得以改善耕作方式保持土
士林區友善耕作 低生產成本、減少農藥施用，以發 辦理有機肥料及農用資材補助
壤品質、增加土壤緩衝能力及保肥力，減少化 已結案
計畫
展區域農業、安心蔬果。_x000D_ 通知、登記及配送。
學肥料使用量、降低生產成本、減少農藥施用
2.預計有400位農民得以改變種植方
，以發展區域農業，提供民眾安心、安全的蔬
式以友善及有機的方式種植，增加
果。
土壤緩衝能力及保肥力、減少連作
障礙，增加產量，可增加農業產值
約200萬。_x000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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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藉由參加國際、國內展覽增加推
廣行銷的學習機會，學習農產品行
銷模式，進一步提昇產品附加價值
，增進農民耕作效益。_x000D_
2.強化山藥產銷結構，開發多元化
產品，以增加產品之豐富
士林區山藥產銷 度。_x000D_
班推廣行銷輔導 3.建置維護產銷班網站, 教導廣大
計畫
市民及消費者栽培及食用山藥，達
成快速推廣以及方便購買的目
標。_x000D_
4.本計畫為克服銷售瓶頸及連作障
礙，希望能因此增加本班整體收益
350萬元。_x000D_

1.參加國際、內食品展、辦理
建國花市展售及建置網路推廣
行銷等活動。運用網路行銷商
機之熱潮，讓商品在網路上曝
光。_x000D_
2.設計製作DM等展覽文宣、加
工產品包裝設計印製。_x000D_
3.參與山藥產銷履歷驗證, 加
工產品送驗具公信力之檢驗單
位，讓廣大消費者可安心購買
本班產品。_x000D_
4.辦理產銷班農業觀摩學習活
動。

1. 藉由山藥及山藥加工品多元化推廣行銷，進
而提高山藥附加價值，避免山藥產銷失衡問題
，創造產業的最佳效益，預計增加收益500萬元
。_x000D_
2. 建立及提升本市暨陽明山地區優良農特產品
專屬形象與品牌。_x000D_
3. 消費者以及觀光旅遊客得以購買並安心享用
優良農產品，進而提升本市農產伴手禮的知名
度。_x000D_
4. 藉由促進本地區觀光旅遊活動之發
展。_x000D_

（一） 本年度國內行銷展售部份產銷班於建國花
市共舉辦4場(4/28-29、6/2-3、10/20-21、12/2223)及參加農委會6/29-7/7於世貿三館辦理之
「2018夏季安全安心農業精品展銷會」。
（二） 本年度觀摩包括: 1.頭社活盆地休閒農業
區體驗觀摩2.天野青草園休閒農場觀摩特用作物栽
培經營3.六腳薑黃產銷班觀摩薑黃栽培管理應用4.
嘉義農試所學習山藥種薯快速繁殖技術增加產值。
（三） 建立及提升本市暨陽明山地區優良農特產
品專屬形象與品牌。
（四） 消費者以及觀光旅遊客得以購買並安心享
用優良農產品，進而提升本市農產伴手禮的知名度
。
（五） 藉由促進本地區觀光旅遊活動之發展。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申請單位：木柵區農會
序號

1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1. 推廣本區鐵觀音茶及韻紅紅茶產
業特色，加強農藥殘留檢驗工作，
提升消費者對於品牌信任度，以發
展高品質農業。_x000D_
2. 維護導覽解說牌之QR Code碼及
其資訊系統，持續讓遊客查詢茶農
木柵茶園輔導暨 相關資訊。_x000D_
導覽解說牌資訊 3. 期待透過推動茶園（戶）周邊的
系統(QR Code) 環境景觀改善、茶園更新等，由點
維護計畫
、線串聯成面的進行環境景觀改善
，逐步形塑改善茶區的景觀風貌，
提升貓空地區茶產業的附加價值，
營造兼具自然生態、茶園意象，及
創造更多機會吸引遊客駐足、停留
，可觀、可遊、可憩的台北後花園
。

重要工作項目

1. 辦理春、冬二季優良鐵觀音
茶及韻紅系列紅茶之參賽茶樣
農藥殘留化學法抽驗工作。鐵
觀音茶比賽擬每季各抽驗40點
，韻紅紅茶比賽擬抽驗5點，全
年度共計85點均送至臺北市
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藥殘留檢
驗中心檢測。_x000D_
2. 持續維護導覽解說牌上之QR
Cod碼及其資訊系統。_x000D_
3. 辦理辦理茶園更新茶苗補助
驗收及補助款發放。

1.木柵鐵觀音茶及韻紅紅茶是臺北市木柵區重
點產業之一，種植面積約33公頃，每年春、冬
季比賽茶年產值約2,000萬元，韻紅紅茶比賽產
值約50萬元，加強辦理比賽茶葉之農藥殘留檢
驗工作，可提高木柵鐵觀音茶品牌形象及安心
度。_x000D_
2.木柵茶區已成為臺北市重要的旅遊景點，且
智慧型手機搭配QR Code使用已成為一種潮流，
利用QR Code資訊系統建置，能提供遊客瞭解木
柵茶區及有意購買茶葉的遊客更多元的資
訊。_x000D_
3.近年來木柵茶園區域魯冰花開花時期已蔚為
遊客賞花重點之一，搭以茶園更新種植新茶苗
，漸進回復茶園榮盛景觀。_x000D_

1.107年木柵春、冬季優良鐵觀音茶比賽已執行80
個茶樣的農藥殘留抽驗之工作。
2.茶園導覽解說牌之QR Code碼維護已於6/25執行
本年度第1次維護工作；8/6完成本年度第2次維護
工作；10/15完成本年度第3次維護工作；6/28完成
本年度資訊網頁之更新；網頁瀏覽次數合計為
21,156次(至107年12/24止，106年度結案時累計瀏
覽數為10866)。
3.本年度茶園更新茶苗補助共補助17名茶
農，36950株茶苗，更新面積近3.7公頃。

2

3

經由辦理「優質韻紅紅茶評鑑比賽
、製茶體驗活動暨行銷計畫」，除
木柵優質韻紅紅
可讓茶農將自身生產的紅茶參加評
茶評鑑比賽、製
鑑比賽、行銷活動，再加以辦理紅
茶體驗活動暨行
茶製茶體活動，預期將可把韻紅紅
銷計畫
茶推廣給更多的消費者認識及選購
。

期望藉由本計畫之持續性推動，能
促進本區-『發展精緻農業，建立地
綠竹筍多元行銷 方產業特色』及『推動農特產品加
推廣暨食竹有愛 工、包裝與行銷，永續農業經營』
計畫
。_x000D_
_x000D_

1. 辦理「優質韻紅紅茶評鑑比
賽」：本活動將針對本區茶農
所製成紅茶辦理評鑑比賽 (預
計參賽點數：50點)，經由茶業
改良場專業評鑑後，茶農得以
知悉紅茶評鑑之標準，落實茶
葉分級包裝以提昇品質及售價
，進而提高市場競爭力，增加
產品之價格。_x000D_
2.辦理2場次的紅茶製茶體驗活
動，可使消費者更加了解本區
紅茶製茶過程及更深層認識韻
紅紅茶。

1.辦理優質韻紅紅茶評鑑比賽，可提供茶農切
磋生產技術機會，及落實茶葉分級包裝提昇韻
紅紅茶之品質，除符合時代潮流，並發展在地
農特產品，以增進台灣優質茶葉之生
產。_x000D_
2.辦理2場次紅茶製茶體驗活動預計有60名人次
參與本活動，可增加消費者對紅茶生產過程的
認識及產品的了解。_x000D_
3.藉由優質韻紅紅茶評鑑比賽暨辦理行銷活動
，預計參與行銷活動市民朋友約1,000
名。_x000D_
4.立品牌定位，約可促進農會及農民合計收益
約60萬元。_x000D_

1.本紅茶製茶體驗活動於7/4將活動訊息揭露於台
北饗樂趣，7/11-7/13開放報名，7/25、7/28辦理2
梯次本體驗活動，合計共53名市民參加。
2.已於3/31辨理韻紅紅茶比賽籌備座談會，議定報
名參賽點數需達50點始辦理該比賽；經7/9-7/11報
名統計不足50點，故取消本比賽。惟為持續推廣行
銷本市優質農特產品-木柵韻紅紅茶及鐵觀音茶，
計畫辦理方式將原定1場行活動擴大舉辦「2018年
木柵好茶生活節-茶來運轉 韻紅*鐵觀音」行銷活
動期間，已於9/15-9/16假建國假日花市農業櫥窗
辦理本行銷活動。
3.本計畫已執行完畢。

1.6/21協助辦理第一屆臺北市優質綠竹筍評鑑，本
會參賽53點，得獎計冠軍1名、亞軍2名，季軍5名,
優良20名。
2.7/31辦理「有機農業及綠竹筍推廣研習講座」，
參加人數共計127名。
1. 協助辦理臺北市綠竹筍品質
3.8/13、8/17辦理「107年木柵綠竹筍採筍體驗暨
評鑑比賽，預計參賽筍農約30 1. 協助辦理「臺北市綠竹筍品質評鑑比賽」，
有機農業與米食推廣教育活動」，共2場次，參加
名。_x000D_
透過比賽進行栽培管理技術之交流，促進提昇
人數共計49名。
2. 辦理「綠竹筍安全用藥暨合 農產品質，增進農民收益。_x000D_
4.9/7與華山基金會合作辦理「高齡者送餐暨綠竹
理化施肥研習講座」等相關推 2. 辦理「「筍園生態暨採筍體驗活動」活動，
筍推廣活動」，參加人數共計200名。
廣研習活動。_x000D_
參加對象以本會四健會員、及本市市民為主，
5.9/12、9/22與文山石頭湯合作辦理「社區關懷．
3. 辦理「筍園生態暨採筍體驗 期望透過參訪作物產地，加以認識綠竹筍及本
石頭湯共餐暨綠竹筍推廣活動」，共計2場次，參
」活動。_x000D_
區農特產品的多元化利用、生態、耕作過程，
加人數共計49名。
4. 辦理107年木柵區「食竹有 達到各年齡層消費者瞭解本區農特產品之效果
6.8/15、8/22、8/24、8/27、8/29、9/3、9/4、9/
愛」系列活動，預計辦理高齡 。_x000D_
5、9/11、9/12辦理「家政班料理示範暨高齡者關
者暨家政班員綠竹筍料理示範 3. 辦理107年木柵區農會「食竹有愛」系列活
懷共食活動
與共餐、食農教育－有機農業 動，以社區內高齡者為主要參加對象，期望透
」，共計11場次，參加人數共計358人。
及綠竹筍推廣研習講座、高齡 過不同活動形式達到推廣綠竹筍之目標，同時
7.9/21辦理「木柵區農會107年家政班高齡班員送
者送餐等活動。_x000D_
藉此關懷社區高齡者。
餐暨公共服務活動」，參加人數共計82名。
8.10/15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至本會辦理「綠竹合理化施肥講習會」，講習課程
內容包括合理化施肥、病蟲害防治、田間栽培管理
及安全用藥，參加人數共51名。
9.本計畫執行完畢

申請單位：南港區農會
序號

1

2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1.輔導當地茶農參與協助茶製場，
共同提昇產業活力並帶動地方之發
展，推廣南港茶葉文化。_x000D_
南港茶葉製造示 2.辦理土肉桂紅茶製茶體驗，旨在
範場加強茶葉及 促進市民與農的直接交流及親子間
製茶體驗推廣辦 的交流，讓市民體驗一日農夫的辛
理計畫
勞，使市民了解南港產業，進而了
解南港，且提供一個培養親情的機
會，並致力促進農業與市民生活結
合。

重要工作項目

1.輔導農友協助茶葉推廣，提
供品茶服務，推廣南港茶葉文
化。_x000D_
2.茶製場週遭及室內的環境維
護，並協助導覽解說。_x000D_
3.辦理土肉桂紅茶製茶體驗營
行程。

1. 於春秋兩季，辦理有機蔬菜栽培
暨實習班，讓學員親身體驗耕作，
切身了解農業的樂趣，進而提升農
1.辦理有機蔬菜栽培暨實習班
地使用率，並輔導農友及市民投入
宣傳及招生：有機蔬菜栽培暨
有機農產業，增加農產品的品質與
實習班，內容著重於有機肥培
附加價值，打造休閒農業家園，並
管理、病蟲害防治、有機蔬菜
提高市民對在地農業的信心，銜接
栽培等，對象為農友及一般市
南港區農會農事 世代交接的斷層。_x000D_
民，結合市民農園提供場地供
推廣及資材補助 2. 藉由農地重新規劃及整理廢耕之
學員耕種實習，宣導無毒無害
計畫
土地，使土地重新活化，擴大南港
的有機概念，致力培育農業後
耕種面積，並提高農業單位面積產
繼者。
量，並解決老農逐漸退休，年輕一
2.協助整地及農地復
輩不願承接農產業，本地種植耕作
甦。_x000D_
面積量逐年銳減，解決產業斷層問
題，並吸引青年回鄉耕種的意
願。_x000D_

整體效益
1.茶文化的推廣，可以讓更多愛茶人士、喝茶
人士、及文化人士、愛護自然景觀人士，因認
識茶、茶山、認識南港的農業人文自然生態景
觀而更愛茶，藉由此去推廣喝茶風氣，這將是
辦理此項計畫的重大收穫，預計可增加3000人
次的對南港茶葉文化更加認識。_x000D_
2.辦理土肉桂紅茶製茶體驗營行程計畫，讓市
民體驗一日農夫的辛勞，來參加活動市民約40
人次前來共襄盛舉，透過此活動使市民了解南
港人文生態，進而肯定南港之美，一方面可帶
來人潮，另一方面可增加農民收入，受益農民6
人，促進農民收益25萬元，並推廣南港區農特
產品-包種茶、土肉桂紅茶，經過本次體驗營接
觸後，讓市民為農友介紹更多的購買人
數。_x000D_

1.增加臺北市耕種面積，解決老農逐漸退休，
年輕一輩不願承接農產業的問題，並推廣有機
農業，教育市民對有機的認知，同時使市民肯
定南港地區的農業觀光發展潛力，以利南港地
區自然生態之永續發展，進而提升農作物品質
，培訓農家生產農產加工品及透過茶罐的包裝
改善及新產品的包裝設計，讓農民改善生活品
質，增加農民額外收入，更可讓更多青年農家
子弟返鄉耕種意願約可增加農作物面積約1分地
，每年產量約可增加150斤的茶產量，提高農民
收益，農業產值約為50萬元。_x000D_
2.有機蔬菜栽培暨實習班預計辦理兩季，每季
為期十週，每周兩堂的有機蔬菜栽培暨實習班
，估計報名人數兩季合計可望達50人，旨在宣
導有機的觀念，強調永續利用的重要性，盼無
毒農業之概念能根植市民心中，真正落實與生
活結合，並期望更多後繼者能適時銜接在地農
業的傳承，使南港區成為農業的家園，而自課
程的學習，市民認知中，對有機農業的理解，
可望提高有機作物的價值，提高有機產業的獲
益。_x000D_

第4季效益

持續安排在地茶農至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展售，持
續推廣在地包種茶文化，讓更多愛茶人士、喝茶人
士、及文化人士、愛護自然景觀人士，因認識茶、
茶山、認識南港的農業人文自然生態景觀而更愛茶
，藉由此去推廣喝茶風氣

執行效益：（一） 增加臺北市耕種面積，解決老
農逐漸退休，年輕一輩不願承接農產業的問題，並
推廣有機農業，教育市民對有機的認知，同時使市
民肯定南港地區的農業觀光發展潛力，以利南港地
區自然生態之永續發展，進而提升農作物品質，培
訓農家生產農產加工品及透過茶罐的包裝改善及新
產品的包裝設計，讓農民改善生活品質，增加農民
額外收入，更可讓更多青年農家子弟返鄉耕種意願
約可增加農作物面積約3分地，每年產量約可增加
300斤的茶產量，提高農民收益，農業產值約為50
萬元。
（二） 有機蔬菜栽培暨實習班預計辦理兩季，每
季為期十週，每周兩堂的有機蔬菜栽培暨實習班，
估計報名人數兩季合計可望達50人(共175人次)，
旨在宣導有機的觀念，強調永續利用的重要性，盼
無毒農業之概念能根植市民心中，真正落實與生活
結合，並期望更多後繼者能適時銜接在地農業的傳
承，使南港區成為農業的家園，而自課程的學習，
市民認知中，對有機農業的理解，可望提高有機作
物的價值，提高有機產業的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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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提高農業單位面積產量，與提
高作物品質兼顧消費者健康需求，
盼透過施肥與整地取代噴灑農藥，
配合有機概念的宣導與教育，並加
強農藥殘留的檢驗，致力杜絕農藥
毒物汙染南港地區。本計畫主要為
了友善環境，愛護地球，本次肥料
南港區農會肥料 補助部分，有機肥料補助部份為售
補助計畫
價之30﹪，化學複合肥料補助部份
為售價之25﹪，並輔導補助農民透
過施用適量肥料與整理貧瘠農地，
以改善農地物理、化學、生物性質
，增進農地重新恢復活力與生產力
，並降低作物生產成本，使農地的
耕作更有效率，進而生產高品質之
優良農產品。

辦理肥料及資材補助：_x000D_
補助對象：實際從事農業耕作
之本區會員農民。_x000D_
補助種類：肥料部份補助標準
：有機肥料為售價之30﹪、化
學複合肥料為售價之25﹪，另
種苗(茶苗、金針苗、桂花苗、
綠竹筍苗等)、有機資材等，補
助標準為售價之30﹪。_x000D_
補助數量：每人申請補助數量
至少3包以上，補助金額每人以
不超過3,000元為限。_x000D_

1. 南桂坊產品包裝及提袋設
計。_x000D_
2. 協助農民辦理農民市
1. 協助本區農民辦理農民市集及農
集。_x000D_
產品農藥殘毒檢測。_x000D_
南港區特色農業
(1) 輔導農民於農產品市集展
2. 參與農特產展售活動推廣南港特
推廣行銷與經營
售當地農產品。_x000D_
色農業。_x000D_
改善計畫
(2) 輔導農產品安全用藥並作
3. 結合包裝及提袋設計，推廣在地
殘毒檢測。_x000D_
特色農產品。
(3) 參與農特產展售活動推廣
南港特色農業。_x000D_

藉由補助肥料、苗栽及資材，使農友得以施予
肥料活化農地生產力，進而提升農作物品質，
盼減輕農民生產成本負擔，照顧實際從事農業
耕作之農民，預計受益農戶可望達130戶以上，
推廣生產面積約30公頃。為了友善環境，愛護
地球，非有機肥料之補助上限為25%，因此，潛
在總產值約達28,500,000元 ！此外，也透過協
助整理貧瘠的土地促使耕作意願低落的農民重
新拾起鋤頭耕作，青年從農的負擔相對較輕，
間接促使的耕作意願的提升。促進農民年總收
益520萬元。

藉由補助肥料、苗栽及資材，使農友得以施予肥料
活化農地生產力，進而提升農作物品質，盼減輕農
民生產成本負擔，照顧實際從事農業耕作之農民，
預計受益農戶可望達130戶以上，推廣生產面積約
30公頃。為了友善環境，愛護地球，非有機肥料之
補助上限為25%，因此，潛在總產值約達
28,500,000元 ！此外，也透過協助整理貧瘠的土
地促使耕作意願低落的農民重新拾起鋤頭耕作，青
年從農的負擔相對較輕，間接促使的耕作意願的提
升。促進農民年收益。

1. 協助農民辦理農民市集展售在地農產品，期
執行效益：(一)、協助農民辦理農民市集展售在地
能為農民創造約50萬元的經濟效益，受益農友
農產品，能為農民創造約60萬元的經濟效益，受益
約10位，並解決農民切身的困境。辦理市集整
農友約10位，並解決農民切身的困境。辦理市集整
合行銷宣傳活動，透過報導，吸引市民前往農
合行銷宣傳活動，透過報導，吸引市民前往農村消
村消費，增加本市農民收益，提供市民多元化
費，增加本市農民收益，提供市民多元化休閒活動
休閒活動，兼具促進農村社區活絡，同時照顧
，兼具促進農村社區活絡，同時照顧本市農民與市
本市農民與市民一舉數得。_x000D_
民一舉數得。
2. 參與農特產展售活動及竹筍節等活動以推廣
(二)、參與農特產展售活動及竹筍節等活動以推廣
南港特色農業，除本計畫中之活動外，預計額
南港特色農業，除本計畫中之活動外，預計額外搭
外搭配兩場展售活動-春、冬茶建國假日花市展
配兩場展售活動-春、冬茶建國假日花市展售活動
售活動，來訪人數約4,000人，平均消費金額為
，來訪人數約4,000人，平均消費金額為500元計算
500元計算，活動下來，周邊效益可望達到約
，活動下來，周邊效益可望達到約2,000,000元。
2,000,000元。_x000D_
(三)、預計共檢驗15次農藥殘毒檢測（包含春、冬
3. 預計共檢驗15次農藥殘毒檢測（包含春、冬
茶比賽各檢驗5戶）。
茶比賽各檢驗5戶）。_x000D_
(四)、透過南桂坊系列商品的包裝及提袋設計，並
4. 透過南桂坊系列商品的包裝及提袋設計，並
利用展售試吃試喝品嚐的方式來吸引顧客，直接受
利用展售試吃試喝品嚐的方式來吸引顧客，直
益南港地區茶農，提高生產意願，而南港區農會供
接受益南港地區茶農，提高生產意願，而南港
銷部亦能藉此商品增加收益，提高農會競爭力，預
區農會供銷部亦能藉此商品增加收益，提高農
計每年能創造農民約30萬元的經濟效益，受益農民
會競爭力，預計每年能創造農民約30萬元的經
約10位。
濟效益，受益農民約10位。_x000D_

申請單位：松山區農會
序號

1

2

3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本計畫致力推廣本市有機農業發展
，輔導本市農民達成「地產地銷」
之綠色有機生產，提供有意願轉作
友善環境耕作及有機農法之農友相
關有機肥料、生物防治資材等，同
時協助有機農業產業輔導、技術諮
臺北市有機農業 詢、驗證申請等整合性輔導工作，
資材補助計畫
並結合地區資源，串連人力資源與
地方之意識整合，向市民推廣綠色
有機生活概念，以建立本市完善之
有機輔導推廣工作鏈，推廣本市有
機、安全農業，提升臺北市農業新
形象，期能達到「永續農業、樂活
臺北」之願景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辦理有機農業資材補助：
_x000D_
針對107年度「臺北市有機農業
推廣輔導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案，已調查彙整出本市有意願
投入友善環境耕作及有機農法
，具生產銷售且已簽具切結書
之農民，請專家評估適用之有 補助36戶有機農戶有機肥料及生產資材，推廣
機肥料品項，並視本市栽培作 30公頃有機農地，創造800萬產值。
物種類及易發生之病蟲危害，
建議適用之防治性資材。輔導
農戶申請資材補助作業，由本
計畫進行資材採購作業，並請
廠商送貨至各農民農園、處所
。_x000D_

1.辦理土壤肥力及灌溉水檢測
工作。_x000D_
1.檢驗農地土壤理化性質。_x000D_ 2.辦理安全農業管理講習：辦
松山區農會安全 2.輔導農友加強安全農業管理技術 理3場次共6小時。_x000D_
預計辦理5場次講習12小時120人次參加。
農業輔導計畫
。_x000D_
3.辦理健康綠竹筍健康管理講
習:辦理2場次(含戶外筍園操作
示範)共6小時_x000D_

1.改善土壤理化性質。_x000D_
2.輔導農友栽種深耕農作物、健康
松山區農會肥料 綠竹筍及優良種苗。_x000D_
補助計畫
3.減少農藥及化學肥料施用，保障
消費者吃得安全。_x000D_

1.辦理有機質肥料及土壤改良
資材補助。_x000D_
2.辦理非農藥農業生產、防治
資材補助。_x000D_
3.辦理優良種苗補助。_x000D_

1.補助540件肥料及農業生產資材，60人次申請
。_x000D_
2.補助700株優良種苗及健康綠竹筍苗，18人次
申請。_x000D_
3.預計可以增加160萬收益。_x000D_

第4季效益

1-推廣有機農業栽培輔導有意願投入有機農業之農
戶數36戶，耕作面積達30.09公頃，輔導本市36座
有機農場通過有機驗證並取得標章，本年度產值達
830萬元。
2-由本計畫補助24戶農戶申請有機肥料及有機防治
性資材補助，本年度補助有機肥料共1,027包，土
壤改良劑共228包，防治資材161個/包，栽培網7件
,塑膠布1件,共補助219,695元，並配送到受補助農
戶指定地點完成印領。
3-因104年之前加入者申請有機資材補助,需有販賣
證明且負擔1/2配合款,故申請補助人數減少,又因
經採購比價後有部分資材費用降低,以致尚有剩餘
款30,305元。

1.辦理3場次安全農業管理講習6小時，男生53人次
女生8人次共61人次參加。
2.辦理2場次健康綠竹筍健康管理講習6小時，男生
34人次女生11人次共45人次參加。

1.補助有機肥料776包、堆肥303包、複合有機肥
106包、液體肥料17桶、土壤改良資材38包、FRP棒
400支、栽培網3件、塑膠布3件及非農藥防治資材
50件，86人次印領。
2.補助1560株優良種苗，100人印領。
3.辦理29件土壤肥力及3灌溉水檢測工作
4.增加農民160萬元收益。

1.輔導樂活農園耕作者有機蔬菜栽
培技術，增加樂活農園園主收益及
提供市民戶外休閒場所。_x000D_
2.建立市民與可耕農地媒合平
松山區農會樂活
台。_x000D_
農夫有機體驗及
4
3.輔導本會會員、家屬及一般民眾
青年農民培訓計
體驗有機農夫的生活。_x000D_
畫
4.增加本會農友及一般民眾認識有
機產業及願意購買有機農產
品。_x000D_

1.辦理樂活農夫有機蔬菜研習:
辦理10場次30小時。
2.辦理田間診斷:辦理4場次8小
時。_x000D_
3.辦理青年農民有機蔬菜研習:
辦理10場次20小時。
4.辦理一日農夫體驗。_x000D_
5.課程開辦前會把活動資訊傳
送給產業發展局，刊登在產業
發展局臉書粉絲團及發布新聞
稿，另將刊登於農會臉書粉絲
團。_x000D_

1.預計辦理樂活農夫有機蔬菜研習10場次講習
30小時280人次參加。_x000D_
2.預計辦理田間診斷4場次8小時80人次參
加。_x000D_
3.預計辦理青年農民有機蔬菜研習10場次講習
20小時300人次參加。_x000D_
4.預計辦理一日農夫體驗2場次40人次參
加。_x000D_
5.預計增加二處樂活農園140萬收益。_x000D_

1.辦理樂活農夫有機蔬菜研習10場次講習30小時男
生137人次女生127人次共264人次參加。
2.辦理田間診斷4場次8小時男生54人次女生44人次
共98人次參加。
3.辦理青年農民有機蔬菜研習10場次講習20小時男
生153人次女生17次共295人次參加。
4.辦理一日農夫體驗4場次男生49人次女生61人次
共110人次參加。
5.增加二處樂活農園140萬收益。

申請單位：景美區農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1

1.辦理蔬菜栽培講習。_x000D_
2.辦理農藥安全使用、禁用農
辦理蔬菜栽培、農藥安全使用講習 藥宣導等課程。_x000D_
蔬菜生產暨推廣 及農業生產資材補助，鼓勵農民種 3.辦理合理化施肥講
補助計畫
植有機蔬菜作物，以提高產量、品 習。_x000D_
質，增加收益。
4.辦理食用百合栽培講習課程
。_x000D_
5.農業生資材補助。

1.藉由本計畫執行灌輸農民栽培知識、技術及
生產資材補助，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品質、
產量，供市民安心食用，增加農民收
益。_x000D_
2.本計畫執行預計受益人數約300人次。

1.107年10月4日種苗補助計27人申請。
2.107年10月18日種苗補助計29人申請。
3.107年11月6日種苗補助計23人申請。
4.107年11月20日百合補助計4人申請。

2

輔導協助農地復耕並導入一日農夫
，讓民眾體驗農家生活同時幫助農
事並整合轄區農業資源規劃「一日
一日筍農體驗活
筍農」體驗遊程，實際深度體驗農
動計畫
事生產，同時鼓勵在地青年農民將
廢耕綠竹筍園活化，增加台北市農
業生產面積並提高農民收入。

1.本計畫執行讓提升老農活化綠竹筍園意願，
也使民眾可以體驗到農家生活，並可幫助農忙
時人力，藉由採筍體驗讓民眾參與綠竹筍的產
出過程，體驗農民辛苦，並能珍惜盤中食物得
之不易，同時增加農友收益，以創雙贏局面。
2.本計畫執行預計受益302人次。

筍園整理

1.徵選綠竹筍研究班員提供活
動場地。
2.辦理一日農夫採筍樂體驗。
3.綠竹筍園復耕，活化農園。
4.辦理農業生產資材補助。

申請單位：中山區農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1

辦理休閒農場、觀光農園小小農夫
食農教學活動，本年度預計邀請臺
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公立幼稚
園老師及學童，約3,300名至休閒農
臺北市小小農夫 場、觀光農園及南港茶葉製造示範
食農教學計畫
場，實地進行休閒農業的戶外教學
體驗活動。另一方面也解決休閒農
場、農園平日（週一至週五）無人
入園消費窘境，平衡假日與平日的
旅遊人潮，增加農民收入。

辦理休閒農場、觀光農園戶外
教學。預計邀請約161所學校（
3,300名）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
小學、公立幼稚園老師及學童
至休閒農場、觀光農園，實地
進行小小農夫食農教學活
動。_x000D_

1.農民收益計算: 3,900/25/人(班級人數)=132
場，3,300*2(孩童及陪同家長)=6600人
次，6,600人次*450元(活動費用)=2,970,000元
_x000D_
2.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_x000D_
(1)使學校與農園小小農夫食農教學有了共同溝
通的平台，使學校及休閒農園能雙向聯
繫。_x000D_
(2)增加臺北市經營休閒農業之農民收
入。_x000D_
(3)有效促進大臺北地區民眾對臺北市近郊農村
休閒農業建設的情形有所了解，並興起前往農
村旅遊之興趣。
(4)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擇，當可有效引導消費
者深入農村，體驗休閒農業，增進就業，繁榮
農村。_x000D_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休閒農場3300名額實際執行2908人(各農場分配名
額共2800名，執行率100%)，合計執行率約88％，
全年實際參加含未補助者超過5,816人(含老師及家
長及未補助之孩童)，參訪學校43所共57團、約116
個班級，補助效益平均約2.5倍（即補助1元有3元
之營收效益）增加收益金額約新台幣2,617,200元
。

申請單位：內湖區農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第4季效益

1

1.增進內湖地區農民生產收
內湖區草莓行銷
益。_x000D_
計畫
2.促進內湖山區觀光休閒發展。

1.辦理草莓季行銷活動
2.農遊短片競賽_x000D_
3.辦理草莓農藥殘留檢驗
_x000D_
4.辦理一日農夫活動_x000D_

1.已於3月17日完成草莓季行銷活動。
辦理草莓季活動，吸引民眾前往產地觀光休閒
2.已於5月6日完成農遊活動，短片競賽22部短片參
，藉以促進產地消費，增進農民收益，預估草
賽，共計3,912人次點閱。
莓產季期間將吸引民眾約3萬人次前往，本計畫
3.統計至12月底，草莓季期間遊客數約4萬人次。
受益農民約20戶，促進農民收益約350萬元。
4.促進農民收益約900萬元。

2

1.增進內湖地區農民生產收
益。_x000D_
2.促進內湖山區觀光休閒發
內湖區瓜果及有
展。_x000D_
機蔬菜行銷計畫
3.鼓勵農民從事有機農業生
產。_x000D_
4.確保消費大眾農產食用安全。

1.辦理瓜果節行銷活
動。_x000D_
2.辦理有機蔬菜展售活
動。_x000D__x000D_
3.辦理蔬果農藥抽檢工
作。_x000D_

辦理瓜果節活動，吸引民眾前往產地觀光休閒
，藉以促進產地消費，增進農民收益，預估瓜
果產季期間將吸引民眾約5,000人次前往，受益
農民約40戶，促進農民收益約100萬
元。_x000D_
辦理有機蔬菜展售活動，藉以促進產地消費，
增進農民收益，預估吸引民眾約5,000人次消費
，受益農民約3戶，促進農民收益約50萬元。

1.已於9月30日完成瓜果節行銷活動。
2.統計至12月底，促進遊客數約5,000人次。
3.促進農民收益約100萬元。
4.有機蔬菜展售，190場次，促進農民收益約54萬
元。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申請單位：大安區農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1

2

擇轄區內小學校園實施。與學
校相關領域教學配合，傳授師
藉由推廣課程，讓校園師生了解從
生有機校園理念及實務，並藉
大安區有機農業 事有機農業所需具備的相關知識技
有機堆肥之製作，覓校園閒置
校園推廣計畫
能，以期營造有機校園。_x000D_
空地，教導師生種植有機蔬果
。_x000D_

通知本區農民有有機肥料需求
者前來本會登記收取配合款，
經由補助有機肥料，降低生產成本
而後辦理配送及驗收。擬就本
大安區農會有機 ，提供農民從事有機栽培之誘
市農會供銷部銷售之品項中擇
肥料補助計畫
因。_x000D_
本區農民常用肥料，就其報價
30%為補助金額，其餘70%由農
民配合款支應。

預計辦理12場次有機農業校園推廣課程，估計
240人次參加。盼經由逐步減少農藥及化肥施用
，營造有機校園。另希望學生透過有機蔬果之
種植過程，讓營造田園城市的種籽在校園萌芽
。

於新生、幸安國小，計辦理12場次（9/17、10/1、
10/8、10/15、10/22、10/29）
（9/25、10/9、10/23各2場次）有機農業校園推廣
課程，共334人次參加。盼經由逐步減少農藥及化
肥施用，營造有機校園。另希望學生透過有機蔬果
之種植過程，讓營造田園城市的種籽在校園萌芽。

有機肥料補助-肥料補助品項為台肥生技一號、
台糖田寶11號、卜強有機肥、純德全發酵微生
物有機肥等，可改善土壤團粒結構及保護環境
生態。受補助農民估計12位，估計可為其帶來
經濟效益達36萬元。

有機肥料補助-肥料補助品項為台肥生技一號、台
肥生技三號、卜強有機肥、純德全發酵微生物有機
肥等，可改善土壤團粒結構及保護環境生態。受補
助農民估計15位，估計可為其帶來經濟效益達45萬
元。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申請單位：台北市七星生態保育基金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1

1、結合美學、生活、生態、藝術、
創意等不同面向，推展茶文化，提
供民眾體驗多元的茶文化知識饗宴
。_x000D_
2、邀請各領域講師由不同角度，引
導民眾瞭解茶葉，共同激盪出特色
獨具的臺北茶文化，且藉由學員的
參與進而間接提升貓空及南港周邊
產業的營收。_x000D_
3、結合貓空茶推廣中心、南港茶葉
茶藝文資源整合 製造示範場、周邊步道與生態體驗
暨多元知性學程 行程，深度認識台北的茶
計畫
區。_x000D_
4、建置專屬活動網頁，有效提供民
眾最新的活動訊息，以利民眾之參
與度與互動性。_x000D_
5、辦理產業發展局保育綠化志工第
二分隊之專業培訓，以增進志工服
務技能、提升專業素養，使志工能
於茶推廣中心提供專業導覽解說服
務，以及推廣當地茶產業文化與地
理人文知識，甚至推廣田園城市的
相關知識。

1、整合各項人力資源與籌備活
動相關物品材料_x000D_
2、活動事前之規畫安排與建置
及維護管理活動網頁_x000D_
3、活動之辦理與成果提報
_x000D_
4、保育綠化志工專業課程培訓
—培訓對象為產業發展局之保
育綠化志工，並協助辦理志工
戶外學習行程。

（一）本計畫將邀請各領域講師，並結合貓空
之在地文創產業、茶文化及農產相關產業，辦
理8場室內DIY或體驗課程，每場課程招收40位
，另辦理2場『一日製茶及體驗』活動，深度認
識貓空地區茶產業與文化，進行一日茶農製茶
體驗，本活動每場招收20位，預估可提供360人
次參與本系列活動。_x000D_
（二）辦理5場【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一日 共舉辦11場「與茶相約在貓空x南港一日製茶師」
製茶及體驗行程』之茶藝文推廣活動。_x000D_ 課程，共432人次參與，為計畫原預計總參加人次
（三）辦理保育綠化志工之茶藝教學與生態導 的113.9%
覽等相關培訓課程，室內與戶外研習活動共計
10堂課。_x000D_
（四）本年度茶推廣中心保育綠化志工服勤，
每人每次服務3小時。預計全年度總服務時數達
1,191小時，志工導覽解說服務預計可辦理50組
團體之導覽解說(約2,500人次)，預估可帶動周
邊相關產業之經濟效益88萬。

2

107年度的《臺北好農映象-臺北市
農業影像紀實短片計畫》短片企劃
徵選競賽開跑，這個計畫已經執行
多年，今年縮短影片要求長度，提
高製作經費，過去請大家發展【散
文】，今年改寫凝鍊且須聚焦的【
詩】，係因近來網路上出現非常多
107年臺北好農 既短又有趣的短片，是以我們深信
印象-臺北市農 短片力量無限大，本年度徵件主題
業影像紀實計畫 以臺北市【竹子湖農業區】或【舊
庄茶山】或【士林區休閒農業】與
農直接或間接相關之產業為核心之
人、事、地、物為發展背景之主要
內容，希望透過短片能夠吸引民眾
到此消費，有效促進地方產業經濟
。_x000D_

時間
項目
出
席人員
結論
10月8日
紀錄片作品完成100%專業審查會
七
星代表、三位導演、三位委員
委員對導演完
成之100%第二次作品
1、竹子湖農業區_x000D_
2、舊庄茶山_x000D__x000D_
3、士林區休閒農業_x000D_
4、自訂主題不設限。

透過影像紀錄的方式，將臺北市農業視覺化，
給予建議
讓每一個人更能感受臺北市農業的現況，以及
10月26日
增聘委員審查會議
七
了解為何要支持在地農業。期待在107年可以延
星代表、三位導演、三位增聘委員
委員對導演
續這樣的計畫精神，將臺北市農業行銷給大眾
完成之100%第二次作品
用影像紀實，介紹農友在經濟的驚濤駭浪中，
走出生命的柳暗花明。
給予建議
11月3日
紀錄片成果評鑑
七
星代表、三位導演、三位委員
委員對學生完
成之作品給予建議
11月3日
臺北好農映象-城市農業系列紀錄片影
展暨映後座談活動，共120人

申請單位：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1

完成茶園農戶週邊的綠美化改善，改善後的農
戶與茶園周邊將成為貓空景觀的亮點，吸引訪
客駐足停留增加進入農戶家中拜訪品茗(購茶)
的機會。對其他在地茶農則引發進行景觀改善
選擇貓空地區道路沿線公有土地和
意願的正向影響，達到改善及塑造貓空地區整
農戶茶園，進行茶園及周邊景觀綠
體茶園綠美化特色的目標。_x000D_
美化，期待透過茶園（戶）及周邊 1.茶園及農戶居家週邊環境景 透過辦理環境及綠美化課程邀請養農友、農友
區塊的環境改善及農友持續進行的 觀綠美化_x000D_
二代及有興趣的市民增加其對環境的認識與認
景觀養護管理，逐步由點、線、面 2.辦理生態環境人文與綠美化 同，建構生活、生產及生態農村環境：進而將
貓空景觀綠美化
的景觀改善，提升本區茶產業的附 等課程_x000D_
在地特色分享給更多人，增加貓空推動在地深
暨茶鄉茗閒遊
加價值，塑造一個兼具自然生態、 3.辦理貓空漫遊走讀導覽體驗 度之旅的可能。_x000D_
茶園意象及民眾可觀、可遊、可憩 活動_x000D_
辦理市民貓空遊的導覽活動，預計舉辦3場讓民
的台北後花園-貓空。讓貓空邁向生
眾走入農戶認識貓空茶鄉，並在與農友接觸的
活、生產與生態的農村環境與永續
過程中認識在地的文化與環境，從而親近貓空
發展的產業目標。
的自然生態、景點及親山步道等，從點開始逐
步串連影響，讓貓空茶鄉之總體景觀營造更具
成效，並吸引市民到台北後花園的貓空進行「
品茗、賞景、生態遊」。_x000D_

1.完成4處地點(農友張水柳(張君誠).張銘恭.張萬
福.張福生)綠美化改善工作.
2.貓空漫遊走讀(貓空茶香約會)導覽體驗活動第3
場於11/3完成.

申請單位：中華花卉園藝文教基金會
序號

1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將於2018年5月至11月底舉辦，一共
2018臺北田園城 舉辦二場初賽，分別為創意田園蔬
市創意盆栽設計 果盆栽設計及陽台園藝綠美化設計
競賽及選手培訓 為主題進行競賽，並針對有興趣的
計畫
市民朋友進行一系列的培訓教育及
一場總決賽。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1.市民創意盆栽設計競賽，共
舉辦2次初賽，及11月總決賽共
計6月期間，共有70名選手參賽
。
2.辦理創意盆栽教學講座約150
人次參加。
3.競賽分別為創意田園蔬果盆
栽設計及陽台園藝綠美化設計
為主題進行競賽。

1.自2018年5月起開始辦理2018臺北田園城市市民創意盆栽設計競賽，共舉辦2次初賽，及11
月總決賽共計6月期間，共有70名選手參賽，每
季吸引約2萬人次參觀，總決賽吸引5萬人次參
加。_x000D_
2.辦理創意盆栽教學講座約150人次參加。透過
作品有效示範及教導市民栽種技巧，帶動買氣
每季初賽促進攤商收益約150萬以上。總決賽促
進攤商收益約200萬以上。_x000D_
3.競賽主題分別為創意田園蔬果盆栽設計及陽
台園藝綠美化設計，並針對有興趣的市民朋友
進行一系列的培訓教育及一場總決賽。

2018臺北田園城市創意盆栽設計競賽，專業組初賽
於2018年10月7日舉辦
2018年10月21及11月4日，進行2日的創意盆栽設計
總決賽之專業及民眾組選手培訓教育訓練課程
2018臺北創意盆栽設計競賽專業組在11月10、11日
於建國假日花市36週年期間舉辦專業組總決賽
夏威夷花環講堂於11月10日16:00-18:00，11月11
日10:00-12:00

2

將於5月至12月中舉辦，藉由辦理居
家屋頂綠美化推廣活動及相關業者
展示販售，鼓勵民眾思考周遭生活
環境包括庭院、屋頂、陽台、閒置
2018臺北田園城
或廢棄的畸零空間、美化可能性，
市居家及屋頂綠
藉由是專業的示範來帶動屋頂綠化
美化推廣計畫
、美化，透過每週活動的宣導增進
改造屋頂水泥叢林成為都市田園的
意願，共同打造符合生態、節能、
美觀的臺北田園城市。

3

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輔導，財
團法人中華花卉園藝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自治會主辦的
，日本松江市政府、JA地區本部、
旺旺迎春過好年
崧喬育樂事業有限公司、則和企業
─2018春節花市
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協辦的【旺旺迎
暨日本松江大根
春過好年─2018春節花市暨日本松
島牡丹展
江大根島牡丹花展】將於2月6日至2
月9日於臺北市政府大廳展出，2月
10-15日於臺北市建國假日花市花卉
園藝推廣區展出。

1.自5月起開始辦理2018臺北田園城市居家及屋
頂綠美化推廣計畫，共舉辦居家及屋頂綠美化
示範區每週星期六、日展示2天，共展示不同主
題34場次。每週預計吸引約2萬人次參觀，計畫
1.規劃田園城市居家及屋頂綠 期程中預計吸引80萬人次參觀。_x000D_
自5月5日起舉辦居家屋頂綠美化推廣活動及相關業
美化示範區。_x000D_
2.屋頂居家綠美化一直以來都是花市推廣的重
者展示販售，至11月25日止，共舉辦30週。參觀人
2.田園城市居家及屋頂綠美化 要項目，藉由專業的範例示範及傳達更多相關
次約30000人次。
展售。
資訊，讓市民朋友一起加入田園城市綠美化的
行列並且在電視，報紙平面媒體的報導活動推
廣效益之大，有效帶動家家戶戶綠美化，為臺
北田園城市健康形象加分。_x000D_

1.雞年主題花卉雕塑春節花展
。_x000D_
2.牡丹畫中話-日本松江大根島
牡丹花主題花卉區及農特產品 春節花市活動中預計吸引30萬以上參觀人次。
推廣。_x000D_
年節花藝教學講座8場，計300人次參加。
3.年節花藝相關教學講座，由
專業的日本牡丹花技師解說牡
丹花的品種與栽培方法。

已結案

申請單位：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茶製場空間主題企劃
茶製
實施地點：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1.
場空間導覽解說相關資料蒐集
導覽解說主題企劃_x000D_
南港茶區環境教
茶製場空間導
2.相關資料蒐集_x000D_
1 育解說結合茶產
覽解說展示內容規劃設計
3.展示內容規劃設計_x000D_
業推廣計畫
導覽解說展示板製作、
4.空間及視覺設計_x000D_
視覺意象、空間營造
5.相關課程教學活動
製茶相關體驗課程活動規劃

1. 提升南港茶產業知名度與能見度。
2. 老茶師製茶技術、製茶過程資料，透過文字
與影像記錄建置以及辦理相關製茶體驗活動作
為技術之記憶傳承。
3. 提供農業休閒服務，帶動南港茶場製周邊茶
產業發展，促進地方茶產業再生。
4. 以南港茶製場為核心作為地方產業共創支援
平臺基地，以在地茶產業以創新多元的經營角
度,帶動產業邁向跨領域產業整合發展，增加就
業機會
5. 作為南港茶山茶打造地域品牌，建構優質茶
區品牌形象，提升地區知名度、茶區之地方品
牌、銜接消費市場，提昇南港茶產業國際形象
。

完成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策展規劃執行委託專業服
務案之驗收
相關教學活動因尚有其他維護工程進行中,尚無法
提供合適的場地做教學活動,申請展延至108年6月
30日止

申請單位：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1. 四季台北農好玩主題遊程
規劃：以自由行為目標客群，
以臺北市四區(內湖區白石湖休
閒農業區、北投區竹子湖地區
、木柵區貓空地區、士林區菁
山地區)為主體，整合出臺北市
四季農遊主題，四區X四季預計
1. 規劃臺北市四季農遊主題與四區 16條。_x000D_
臺北市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主題，並進行整合與串聯 2. 編印臺北市休閒農業旅遊
1 整體輔導計畫- 。_x000D_
中英文合版聯合文宣，整合編
整合行銷案
2. 編印台北市休閒農業旅遊文宣， 印中英文合版「臺北市農業旅
提供予臺北市旅行業者、飯店等。 遊聯合文宣」10,000份，提供
予旅行社、飯店、車隊等直接
接觸遊客的單位。並製作電子
版文宣於「台北市農業主題網
」、「臺北市休閒農業資訊入
口網」、「農業易遊網」、「
台灣休閒農業旅遊館」等網站
露出。

申請單位：臺北市北投區湖田社區發展協會

整體效益

規劃台北市深度農業體驗遊程、提升台北市農
業遊程內涵與深度。_x000D_
臺北市休閒農業聯合文宣刊載業者資訊與四季
農遊行程，提供國內外遊客參考與使用。

第4季效益

(一)四季遊程規劃16條包33家業者。
(二)聯合文宣：中文1萬份、英文4千份，包含127
家業者。
(三)推廣活動：台北觀光博覽會遊程販售計185人
次報名。台北國際旅展推廣1場次、3千人次、參與
業者4家。
(四)媒體宣傳：媒體露出9篇。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配合臺北市政府規劃2018年臺北花
季系列活動，帶動海芋產業的升級
，且推動優質休閒國民旅遊活動，
並推展本區觀光海芋休閒農業，藉
由採摘海芋實際體驗，培養對海芋
花的認識、了解、欣賞與喜愛，帶
動海芋消費市場與品味文化。竹子
湖每年5月的海芋花季及6月的繡球
竹子湖農村產業 花，總是吸引大批民眾前往，延續
1 及環境教育結合 106年加入的蓪草復育及講解活動，
推廣活動
及自然環境藝術家進駐，讓竹子湖
花季活動兼具生態與藝術之美內涵
。另外解決竹子湖地區休閒產業發
展違法經營之現況，委託專業團隊
協助社區討論並修正已提送陽管處
之「竹子湖自提社區改造細部計畫
(草案)」內容，期望能順利通過兩
階段審查並公告實施，以利竹子湖
產業發展及升級。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1.規劃當地環境生態景觀及人文演替歷程資源
，整合並再創農業新風貌。_x000D_
2.調整組織當地農戶，配合計畫規範，塑造農
1.竹子湖自提社區改造細部計 業新經營形態。_x000D_
畫修正及社區討論_x000D_
3.配合政府政策輔導農民提供農業休閒服務，
2.蓪草重生教育研習暨國際藝 活化農村新功能。_x000D_
術家地景創作
4.藉由蓪草重生教育研習暨國際藝術家地景創
作活動的辦理，創造新客源，拓展除了花卉之
外的吸引力，提升整體竹子湖產業之經濟效益
。

第4季效益

一、湖田社區發展協會107年度社區交流講習
活動日期11/14
新北市三芝區共榮社區交流
1.農村產業推動
(無毒耕作、假日市集)
2.農村體驗場域動線規劃及設計構想
3.汙水淨化系統
簡報分享-共榮社區農夫學堂
1.農村再生推動歷程
2.組織建立及推動現況
二、竹子湖自提社區改造細部計畫座談會
日期11/26
於活動中心召開說明會，跟里民說明目前陽管處意
見處理方式及調整內容，並整理里民意見討論與回
應
三、完成「陽明山國家公園第五種一班管制區(竹
子湖地區)自提社區改造細部計畫(草案)」，並送
至陽管處。

申請單位：臺北市大坑產業文化協會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2004~2005年茶山舉辦南港桂花節，
在主題的規劃下，有「古禮迎親」茶仙迎娶桂花仙、百桌創意「桂花
茶餐」饗宴，確實讓茶山熱絡了好
一段時間。茶製場此次於2017年10
月再度開放，期透過舉辦「2018南
臺北市南港茶山
1
港茶山秋悅節」主題活動宣傳，並
秋悅節
規畫周邊步道觀光，賦予故事行銷
與景點之創意點綴、活動現場系列
周邊體驗(導覽、DIY) ，並開發平
安符「包中茶」茶文創商品結合國
家考試與年底大選，一舉打響南港
包種茶和市民對茶山的親近。

希望將茶製場周邊做綠美化、並植
栽茶樹，使成為名副其實的茶山，
日後還可以透過茶園的景觀做城市
行銷，發展城市輕旅行；綠美化是
希望茶山有清新的環境，市民到戶
臺北市南港茶山
2
外享受山林、茶園的渴望，茶樹園
植樹活動計畫
的建立也可創造產值，如活動的體
驗教學、採茶製茶加工的文創商品
，所以整地、綠美化、植栽茶樹、
舉辦植樹活動，是為茶製場更好的
加值創造更多元的觀光來客。

1、2018南港茶山秋悅節
_x000D_
有室外茶農、文創攤位、室內
展出單位、增加特展內容、徵
集表演單位、規劃導覽行程、
讓市民有DIY活動體
驗。_x000D_
2、周邊景點佈置規劃，桂花步
道、臨溪步道、環山步道之導
覽圖(秘境圖)設計規劃，桂花
吊橋創意妝點。_x000D_
3、設計開發「包中茶」文創包
裝，由協會來商品化推廣 (商
品規劃→茶品購得→商品包裝
→行銷推廣→後續加值) 。
_x000D_
4、解說員培訓(茶山主題解
說)、工作夥伴培訓(DIY實務教
學與專業課程內容) 。_x000D_

1.整地(評估環境與面積、規劃
使用機具、操作天數與年節期
程)_x000D_
2.植茶樹、綠美化(評估植栽樹
苗、數量、人員工時、植種期
程)_x000D_
3.3/12植樹節活動(確認活動人
數與執行細節、規劃安排活動
行程)_x000D_

透過主題活動宣傳曝光，將可達到大規模的訊
息傳遞，訊息接收應可達100,000人次，並且透
過桂花節當天主場的舉辦，預計吸引1,000以上
人次造訪。_x000D_
將包種茶透過「包中茶」之創意行銷打響南港
包種茶名號，透過桂花吊橋地景包裝與臨溪步
道張燈結綵，讓市民們感受黃昏、夜晚的繽紛
，延長市民停留的時間、讓南港茶山桂花餐成
為特色風味餐，應可提升50%在地銷
售。_x000D_

已於10/21(日)辦理秋悅節活動
當天除原有小5公車，並增加2台中巴協助接駁
既有9個場域同時進行，並有4個場域安排定時定點
講座、解說、diy，活動前開放線上報名
每場額滿，中午計同時有500人於茶製場內外活動
。第一二停車場車位停滿。
隨著茶製場同步在整修，加上活動宣傳與執行，茶
製場的能見度與參訪度逐漸提升。

茶山經過整地植種，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右側
邊坡有2000棵台茶12號茶苗，9款共200棵不同
品種茶苗作為茶樹展示區，並以2200株金針花
美化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前邊坡環境，和添購
200棵苦茶樹於312植樹節當日開放給市民來植
種，日後長成將成為資產並強化茶製場基地水
已結案
土保持。_x000D_
2018年預計平日帶動50人/日觀光，假日有
200人/日觀光，三年後茶樹長成將可進行採摘
，舉辦製茶體驗營、導覽課程，進而發展精緻
包裝茶商品，為茶山帶動倍數的人潮與商業經
濟。

申請單位：好食機食農整合有限公司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重要工作項目

整體效益

第4季效益

透過影片展現台北市的農業實力與
影片製作完成將提供產發局於各種大眾媒體上
願景，讓台北市農業在市民的支持 拍攝2部臺北市友善環境農場推 撥放，可有效促進臺北市民對臺北市田園城市
臺北市友善環境
1
下，成為發展光榮城市的能量來源 廣影片。
政策落實成果的了解，以及對臺北市有機暨友
農場推廣影片
。並讓市民透過影像感受田園城市
善農業農場的認識，從而提升臺北市民感受到
的魅力。
臺北市作為宜居宜食城市的城市之美。

影片已於第三季完成交付產業局及市長撥放，3部
影片共剪輯成7支不同長度，點閱及觸及民眾約11
萬人次，第四季完成核銷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