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食農教育補助計畫說明

報告者：教育局體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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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4年度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
概述

因應食農教育法111年4月19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本著「從產地到
校園from farm to school」、「從產地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的理念，推動「在地食材」保障校
園飲食安全，並結合全市各局處及民間產業之資源，
鼓勵學校、幼兒園、社區大學透過課程、膳食供應及
相關宣導，進行食農教育相關之學習體驗及實作活動，
提升對於飲食及農業之理解，強化對在地農業之支持，
在學生心中厚植人與食物、環境永續、農業安全議題
相關健康飲食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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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4年度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
概述

鑒於食農教育法已立法通過實施，未來教育局持續協
助學校盤點校園現有資源，引進社會資源，協力解決
所遇問題。學校除優先利用在地食材供應午餐膳食，
以及透過校園內及社區土地進行耕種體驗外，將強化
教導學生認識本市在地糧食文化、了解食物與環境的
關係、體認食安議題重要性，期提升師生實踐「地產
地消」、「均衡飲食」、「愛物惜物」、「食品安全」
的良好健康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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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4年度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
概述

教育局以「環境教育、農事教育、飲食教育」三大主
軸，符應食農教育法，延伸六項推動方針，在「行政
支持、增能培力、專業支援、攜手協作、課程深化、
標竿學習、輔導獎勵」等七項推展策略之下，發展
20項行動方案，具體推動校園食農教育，以達成計
畫目標。

4



112-114年度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總體計畫
概述

六大推動方針
發展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系統，強化學童對於我國農業及農產
品之認同、信賴及支持。

培養學童建立均衡飲食觀念及消費習慣，延伸至家庭落實健康、
符合生態永續的飲食生活。

減少食物浪費、食材減量及減少剩食，並確保食品安全、糧食
安全，推展農地、農業用水與其他資源合理及循環利用之觀念，
培養愛物惜物之永續精神。

鼓勵在地飲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促使學童理解在地飲食文化、
農漁村特色及農業文化、維護農漁村永續發展，與社區緊密連
結，實踐健康、符合生態永續的飲食生活。

透過學校課程理解農林漁牧業生產至飲食消費過程，使學生瞭
解農業生產方法、農業科技與研發、農業知識、農業生態環境、
友善生產育養及畜牧等農法基本知識，及慣行農業與友善生產
方式之差異。

透過學校優先利用在地食材供應午餐膳食，設計結合農產品、
農產加工品之生產、加工與交易等相關課程，有益於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促進農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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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辦理食農教育經費補助計畫

＊本局112年3月2日中市教體字第1120016814號發布。

一、目的：本局為協助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食農教育，鼓勵學校透
過課程及相關宣導，進行食農教育相關之學習體驗及實作活動，以實踐健
康生活，培養學生永續發展觀念，提升對於我國飲食文化及農業發展之理
解與認同，特訂定本計畫。

二、計畫目標：

（一）透過農事體驗、友善耕作，培養學生對於我國農業之認同、學生感
恩惜福、尊重生命、永續環境之觀念。

（二）引領學生認識在地食材、落實減少剩食，培養學生實踐地產地消、
健康永續的飲食生活。

（三）建立自主烹飪能力、提升對在地飲食文化之理解及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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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標準

(一)學校申請類型：

1.新興學校：自106-111年皆未申請(含曾申請不
通過)本市校園食農教育計畫之學校。

2.種子學校：曾申請本市校園食農教育計畫之學
校。

3.精進學校：曾申請本市校園食農教育計畫5年
(含以上)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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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標準

學校身分
曾申請本市校園食農
教育計畫5年(含)以

上之學校

曾申請本市校園食
農教育計畫之學校

自106-111年皆未
申請(含不通過)本
市校園食農教育計
畫之學校

補助金額 4萬元 3萬元 3萬元

獲評111年績優
學校增額補助 1萬元 1萬元 -

經費報結期程 112年10月23日止 112年12月8日止 112年12月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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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標準

(二)補助原則：

• 獲評111年度本市校園食農教育特色績優學校，不論學校申請
類型，增額補助1萬元整。

• 本局將視學校計畫推動方向及校際聯合推動情形，擇優補助。

• 受補助學校務必指派至少1位老師(或代表)參與本局及各區聯盟
總召學校辦理食農教育相關說明會、種子教師培訓、研討會、
增能研習（含讀書會、工作坊等形式）、教師社群及成果發表
等相關活動，並帶回學校教學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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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內容及標準

(三)補助項目：
本補助應以補助經常門項目為限，應專款專用於學校推動校
園食農教育計畫。

• 講師鐘點費(二代健保2.11%)

• 出席費

• 交通費

• 物品、材料費、教材費及器材費等：核實支給。

• 雜支

• 門票、車資 (本年度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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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方式

一.請依食農教育法第4條—六大推動方針，盤點學
校可用、發展資源，與六大推動方針相呼應。

二.申請學校可號召具有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之各
領域教師，成立以「食農教育」相關主題之教師
社群，規劃教學方案或課程模組，並透過專業研
討、研習或工作坊建立分享交流機制。

三.食農教育內涵呼應108課綱素養導向，申請學校
得以各教育階段領課程融入食農教育，如環境教
育時數、數學領域、語文領域、社會領域、健體
領域、綜合活動或彈性課程等，辦理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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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方式

各教育階段課程融入方式臚列如下：

＊國小端部分：
以鄉土語言進行夏日樂學；

中年級可融合自然學科，利用課後照顧的時間進行種植農作課程；

高年級建議結合社會課、鄉土課程，帶孩子進行訪談，老照片搜集，近一步了解
區域發展對農業的影響，激發孩子對農業與相關產業的重視。

建議納入校本課程，讓各年級小朋友皆能參與、學習。

＊國中端部分：
學校可以社團、資源中輟班方式推動校園食農教育。

＊高中端部分：
高中可以社團方式推動，或以多元、選修食農教育課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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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方式

• 申請學校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體驗活動。

• 申請學校應提供結合推動學校參與食農教育相關體驗活動或
教師專業研討、研習、工作坊之機會。

• 課程規劃可以操作或多媒體教學為基礎，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 授課教師亦可依體驗學習場域設計教學內容，行前應先教授
學生先備知識，並編印學習單或學習手冊，提供學生使用，
以確保教學目標之達成。

• 鼓勵教師教學過程中產生的教案、檔案、照片或是成果，可
隨時上傳本局校園食農教育暨健康飲食教育網站，以分享教
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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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辦理食農教育之業務分工，以校內教師及家長為
任務編組，作系統性規劃，必要時可納入校外資源或
團體共同合作辦理。

如：農會、四健會

• 學校辦理食農教育，除向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外，亦
須積極申請其他政府機關、民間團體等經費，以擴大
辦理效益。
如：本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本府環保局、農糧署、農會四健會

• 盤點校內及社區可運用資源，確認各學習階段可實施
食農教育之方式，如至校外實施，應選擇合格場域，
注意活動場所應具合格建築使用執照、營利事業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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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審查及執行期程
*為利各校核撥經費，請各校務必依期程繳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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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期程進度

項 目 3月2日 3月17日 3月24日 4月30日 10月23日 12月8日

本局發布補助計畫

計畫推動說明會

學校提報計畫

彙整學校計畫、
審查

經費動支及核定

學校執行計畫

到校輔導訪視及觀摩
精進學校經費核結、

繳交成果
種子及新興學校經費
核結、繳交成果



• 目的：解決學校在推動過程中衍
生病蟲害、土壤、節氣食令及適
地適種等問題，透過到校輔導訪
視計畫發掘學校推動校園食農教
育應融入各領域教學，並成立教
師社群及團隊來增加相關知能。

• 對象：所有申請補助學校皆可申
請

• 辦理時間：預計112年10月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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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輔導訪視



其他諮詢對象-聯盟總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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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聯盟學校 協助事項

中 南區國光國小
一、供各區學校諮詢，

包含實務經驗分享
、善用鄰近資源及
執行方向之諮詢。

二、種子培訓進階研習
、成立教師社群或
工作坊、讀書會、
體驗活動。

山 后里區月眉國小

海 大肚區瑞井國小

屯 霧峰區霧峰國小

協助學校 外埔區馬鳴國小



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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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撰寫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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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概算表之範例說明

• 申請經費項目以對應計畫，表列項目清單。尚未
可列舉者應以材料費、教材費、器材費等大項目
表示，惟應於備註欄上說明涵蓋項目及計算方式
(項目*數量*單價=該項金額)。

• 項目可依實際情形增刪，惟單價超過３,000元之
項目，請於備註欄位說明，切勿以一式(批)概括。

• 雜支以業務費總額(不含雜支之所有經費項目)5%
為上限。

• 單位、單價、加總請自行檢查，並核實支給。

• 支出明細表項目對應到概算表，切勿以一案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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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學校全銜）申請補助辦理 

臺中市校園食農教育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範本）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備    註 

講師鐘點費   節     核實支給。 

出席費   人     核實支給。 

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1 式     核實支給。 

材
料
費 

種子 10 包 100  1,000    

農事工具 80 支 100  8,000  含鏟子、耙子、灑水器等 

教
材
費 

繪本   本     ＯＯ用之繪本 

書籍   本       

器
材
費 

烹飪工具   組     含刀具、鍋、碗、、瓢盆等 

卡式爐   個       

雜支  1 式     

以業務費總額 

(不含雜支之所有經費項目)5%

為上限。 

合  計     

說明： 

一、項目可依各校依實際情形增刪，惟單價超過 3,000元之項目，請於備註欄位說

明，切勿以一式概括。 

二、除講座鐘點費、出席費及交通費外，各項經費得相互勻支。 

承辦人： 
  科室主

管： 
 會計主任：      校長： 

       

       

聯繫電話及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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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校園食農教育暨健康飲食教育網站

• 前台：https://foodedu.tc.edu.tw/
• 後臺：https://back.foodedu.tc.edu.tw/

https://foodedu.tc.edu.tw/
https://foodedu.tc.edu.tw/
https://foodedu.tc.edu.tw/
http://back.foodedu.tc.edu.tw/
http://back.foodedu.tc.edu.tw/
http://back.foodedu.tc.edu.tw/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校園食農教育暨健康飲食教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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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前務請學校人事人員將相關人員（午餐秘書、食農教育承辦人）
進行帳號身分設定後，並使用個人教育局之帳號密碼登入使用。

• 登入前務必請各校先行參閱「本市校園食農教育暨健康飲食教育網站
操作手冊及注意事項」(位置:首頁/校園食農教育/參考資料/第五項)。

• 成果文章：為符應環保政策，不須紙本文件，仍上傳至網站即可，為
充實網站內容及各校成果，請依補助計畫附件一成果範例，將成果上
傳至網站後台。

https://foodedu.tc.edu.tw/Article/Detail/4334


登打及版面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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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打及版面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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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格式

微軟正黑體
字體18pt



登打及版面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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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由教育局勾選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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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odedu.tc.edu.tw/Article/Detail/8786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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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odedu.tc.edu.tw/Article/Detail/8804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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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醒
• 鼓勵校際結合推動，讓更多學校參與校園食農教育，計

畫能呈現校際之間的結合情形為佳。

• 「魚菜共生」系統，本補助計畫金額有限，不鼓勵各校
以「魚菜共生」系統提出本補助案。

• 學校辦理食農教育，除向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外，亦須
積極申請其他政府機關、民間團體等經費，以擴大辦理
效益。

＊如：

1、本府環保局提供免費資源，廢木料、廚餘回收桶及阿罩霧培養
土，詳見參考資料。

2、農糧署「推動食米食農學園計畫」，對象為公立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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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醒

• 專家學者資料庫資料已在本年度補助計畫內呈現，請多善加使
用本局校園食農教育暨健康飲食教育網站資源，含各校推動校
園食農教育情形、其他農政單位網站連結、專家學者資料庫等。

• 受補助學校務必參與本局及各區聯盟總召學校辦理活動，以利
凝聚推動校園食農教育共識及增加教師知能，參與情形將列入
計畫審查項目考量。

• 經費概算表係為範例，各校仍依所提計畫方向提報，並依會計
相關規定辦理。

• 請各校確依本局指定期限（112/3/24）內繳交計畫，俾利全市
受補助學校順利如期核定及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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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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