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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Young 的 idea』- 

104 年度「大專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競賽要點 

壹、 活動宗旨 

為引導優秀的青年學子們走入農村，看到由傳統農業到科技農

業的轉變，以農業議題為聚焦點，透過組隊論談方式，導入青年學

子們的創意與思維，形成創新政策措施。從參訪農村、農業到提出

創新農業規劃，舉辦「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競賽活動」，並以

三天兩夜共識營型態，走訪傳統農業到現代化科技農場，藉由實際

走訪和體驗活動了解農業的面向與現行農業政策，促進青年的參與

感，也拉近政府與青年間的距離，進而提出農業創意建言書及農業

印象短片。作為未來施政參考，也讓學子在活動過程中體認我國農

業現況與認同臺灣農業。  

貳、 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參、 報名資格 

全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大學部（日間部、夜間部）、研究所均可），

以系（所）為單位，每隊成員 3-5 人及指導老師 1 人。跨校、跨系組隊亦

可報名參賽，惟須指定一所大專院校之系（所）作為代表報名參加。同系

不限制組數。 

肆、 報名資料 

一、 有意參賽者，應於受理報名期間內，填具報名表、參賽切結書、法定

代理人同意書，詳如附件 2、3、4。 

二、 『好 Young 的 idea』大專青年農業創意提案書（5 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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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類別挑選：可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105 年施政計畫中挑選

有興趣之項目進行政策建議、創意發想。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可涵

蓋政策執行方式、製作實體產品、體驗活動設計、創新遊程方案、

創新營運模式等。 

可選擇之農業政策如下表： 

政策類別 議題內容 

卓越農業政策 科技農業、農企業培育、農業科技園區、農產

品產銷調節、活化休耕地、農產品通路推廣、

農民學院、農產品國際行銷、觀賞魚市場推

廣、石斑魚產業推廣、米食加工與推廣教育、

農業 e 化方案 

健康農業政策 農產品安全管理、農產品標章體系、農藥使用

制度、動植物防檢疫制度、農產品健康管理、

農產品溯源管理、有機農業 

樂活農業政策 休閒農業服務提升、社區營造、深度休閒農業

遊程規劃推廣、農村高齡者優質生活與健康照

護、農業精品包裝推廣、地產地消、食農教育 

永續農業政策 山林防災、農田水利建設、養殖漁業發展、綠

色造林與生物多樣性、農業綠能、動物保護政

策、自然生態維護 

青年從農 青農從農政策及輔導、青年農民創意行銷 

※本架構分類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105 年施政計畫 

(二) 內容及格式：規劃內容需合乎所挑選之類別，提案大綱詳如附件

5，格式及樣式不拘，惟以 5 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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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收件期程 

一、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04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截止。 

二、 通訊報名：郵寄至本案的委辦廠商刊欣媒體顧問有限公司（地址為：

11056 臺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 179 號 8 樓之 7，聯絡電話：（02）

2739-6459，聯絡人：邱小姐或王小姐），封面請註明「104 年度大專

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專案工作小組收，截止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 

三、 報名應繳交之各項表件如下： 

(一) 報名資料確認表（附件 1）、報名表（附件 2）、參賽切結書各 1

份（附件 3） 

(二) 大專青年農業創意提案-紙本一式 8 份 

(三) 大專青年農業創意提案-電子檔光碟 1 份 

(四) 團隊中若有未滿 18 歲成員需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件 4）。 

四、 報名資料相關表單可至「好 Young 的 idea」Facebook 粉絲專頁或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首頁/最新消息

（http://www.coa.gov.tw)、農委會農民學院網/文件下載

（http://academy.coa.gov.tw)，下載報名文件。 

陸、 競賽流程 

一、 團隊甄選階段 

(一) 主辦單位依據團隊所提交之「大專青年農業創意提案書」評分，

甄選 15-21 隊團隊，甄選結果將於 8 月 21 日（星期五）前，公布

於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農民學院網（http：

//academy.coa.gov.tw）及「好 Young 的 idea」Facebook 粉絲專頁。 

(二) 甄選出之 15-21 隊團隊須參加共識營活動（預訂為 9 月上旬舉辦、

地點時間另外通知）。並於共識營結束後 21 日內完成「大專青年

農業創意建言書」與「農業印象短片」送回主辦單位。 

二、 決賽簡報 

http://www.coa.gov.tw/
http://academy.co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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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將邀請團隊向評審團根據「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與「農

業印象短片」進行決賽簡報，並於同日舉行頒獎典禮。（時間將另行

公告） 

三、 高峰論壇會暨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將在決賽當日下午舉辦高峰論壇會，將邀請農政單位首長或

相關單位負責人與學生進行對談交流。會後進行頒獎典禮。 

柒、 團隊初選 

一、 由主辦單位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根據報名之提案內容進行書

面審查。預計遴選 15-21 隊。 

二、 評分標準： 

大專青年農業創意提案書 

1. 政策分析（35%） 

2. 提案可執行性（35%） 

3. 提案創意性（30%） 

三、 製作經費：通過書面審查之團隊，主辦單位將補助製作經費，每隊

10,000 元整，作為「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及「農業印象短片」

之製作費用。 

捌、 「好 Young 的 idea」共識營系列活動 

一、 共識營 

(一) 舉辦時間： 104 年 9 月上旬舉行三天兩夜共識營（時間、地點將

另行通知）  

(二) 活動方式：共識營將規劃 3 條深度探索路線。透過實地深度訪視瞭

解農業現況，並與資深農民或相關農產業工作者進行夜間座談。活

動最後一日將辦理公民咖啡館活動，各隊交流心得。（各團隊參加

之營隊路線將由主辦單位依照團隊探討議題安排。） 

(三) 每隊至少 3 人參加，未達 3 人參加共識營之團隊則取消入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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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備選團隊遞補。 

(四) 活動自付額：每人酌收活動費 800 元，其餘費用由本計畫支應。 

二、 繳交正式版「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與「農業印象短片」。 

共識營結束後，於 21 日內提出正式版「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8

份與電子檔、「農業印象短片」電子檔送主辦單位。截止收件時間將

在共識營時公告。 

玖、 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決選與高峰論壇會 

一、 決選時間：日期、地點將另行通知。（預訂 10 月辦理） 

二、 決選方式：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每個團隊簡報 10

分鐘，呈現方式不拘。 

三、 評分項目說明如下： 

(一) 現場簡報表現 

(二) 大專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格式不拘，依各團隊交付之資料，進

行書面審查。 

(三) 農業印象短片：短片時間 5 分鐘內，依照主題表現、拍攝議題、

拍攝手法等進行評分。 

(四) 團隊精神：團隊活動出席率、活動參與度。 

分項 比重 

現場簡報表現 10% 

青年農業創意建言書 

-政策分析     （15%） 

-提案可執行性 （15%） 

-提案創意性   （15%） 

45% 

農業印象短片 

-主題掌握 （12%） 

-創意呈現 （9%） 

-劇情架構 （9%） 

-拍攝技巧與拍攝畫質 （5%） 

35% 

團隊精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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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峰論壇會：將於決選同日舉行，團隊出席人數至少 3 人以上，不足

3 人將取消得獎資格。 

五、 頒獎典禮：將安排在高峰論壇會後進行頒獎。 

六、 以上決選與高峰論壇會活動時間由主辦單位發函至各校通知，以利團

隊辦理請假手續。 

壹拾、 頒獎獎項（暫以 21 隊計） 

一、 金點子乙隊：獎勵金 6 萬元，獎牌 1 面，獎狀每人 1 張。 

二、 銀點子乙隊：獎勵金 4 萬元，獎牌 1 面，獎狀每人 1 張。 

三、 銅點子乙隊：獎勵金 2 萬元，獎牌 1 面，獎狀每人 1 張。 

四、 優選獎：8 隊，獎勵金 1 萬元，獎狀每人 1 張。 

五、 好 Young 精神奬：10 隊，獎狀每人 1 張。 

六、 指導老師頒發感謝狀 1 張。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未入選之團隊將不另行通知或退還報名資料（報名資料請自行備份留存）。 

二、 本活動發放之製作費，將依照中華民國稅法開立扣繳憑單給團隊成員。 

三、 本活動頒發之獎勵金，得依評審決議從缺或並列之，並依中華民國稅

法扣稅。獎項得獎金額超過 13,333 元者，應依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

扣繳率標準規定，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五稅金（惟扣繳稅金若未

達兩仟元以上，免於預先扣繳） 

四、 參賽團隊同意主辦單位得為推廣宣傳需要，不限時間、地域及使用形

式無償利用參賽作品，團隊應配合提供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影片或

接受攝影等，以利主辦單位辦理競賽成果宣傳。 

五、 作品如發現涉及抄襲或任何智財權糾紛或違反善良風俗之團隊，主辦

單位有權利取消參賽者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座與獎金，相關法律責

任概由參賽者自負。 

六、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活動之權利，參賽隊伍一旦參加本活動，表示同

意接受本活動相關規定之拘束，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具保留活

動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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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Young 的 idea』- 

104 年度「大專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 

【報名資料表確認表】 

一、初選必要文件：  

項目 報名資料 數量 自行檢查 
審查結果（免填） 

符合 不符合 

（一） 報名表 1 □有□無 
  

 

（二） 參賽切結書 1 □有□無 
  

 

（三） 創意提案書 8 □有□無 
  

 

（四） 創意提案書電子檔 1 □有□無 
  

 

（五）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填寫） 
 □有□無 

  

 

 

二、收件（本項目由專案工作小組填寫） 

項目 編號 收件日期 經辦人 

收件  月 日 
 

 

（參賽者應附資料，依主辦單位公告辦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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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Young 的 idea』- 

104 年度「大專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 

【報名表】 

報名系所：                大學                         系（所） 

團隊名稱：          

探討類別：□卓越農業政策  □樂活農業政策  □青年農業政策 

          □健康農業政策  □永續農業政策   

探討議題： 

指導老師 
姓名：                 （簽章）  單位/職稱： 

e-mail： 連絡電話： 

團隊聯絡人

（1） 

姓名： 

e-mail： 

電話： 

手機： 

團隊聯絡人

（2） 

姓名： 

e-mail： 

電話： 

手機： 

隊員名冊（為進行保險事宜，請確實填寫，最少 3 人上限 5 人） 

 

系所用印

編

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連絡電話 

緊急 

聯絡人 

緊急聯絡

人電話 

學校/系所 

1        

2        

3        

4        

5        

附件 2 



 

第 9 頁，共 12頁 

 

『好 Young 的 idea』- 

104 年度「大專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 

【參賽切結書】 

 

      本團隊參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辦之「104年度大專青年農業創

意建言書競賽」，同意並保證以下聲明屬實，若有違反情事，願負相

關法律責任。 

一、 本團隊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 

定。 

二、 本團隊保證參選作品無抄襲仿冒情事。 

三、 本參選團隊同意配合出席參與本計畫辦理之各項活動，方具備初賽、

決賽資格。 

四、 參賽團隊同意主辦單位得為推廣宣傳需要，不限時間、地域及使用形

式無償利用參賽作品，團隊應配合提供參賽作品之相關資料、影片或

接受攝影等，以利主辦單位辦理競賽成果宣傳。 

五、 本團隊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皆由主辦單位保存，概不退件。 

 

簽署人 

團隊名稱： 

指導老師（簽章）： 

聯絡窗口（簽章）： 

團隊全體成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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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未滿 18 歲之參賽者填寫） 

 

本人同意子女____________參加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主辦之『好 Young 的 idea』-104 年度「大專

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並遵守競賽辦法及競賽相

關事宜。 

 

 

 

（法定代理人親筆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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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好 Young 的 idea』- 

104 年度「大專菁英與農業對談活動」 

提案 

<主題名稱> 

 
 

 

 

 

 

學校系所： 

團隊名稱： 

指導老師： 

探討議題：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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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提案摘要 

貳、 概述 

一、前言 

二、目的 

參、 探討議題說明 

一、議題目前情況分析（包括目前政策的狀態、團隊發

現的待解決問題） 

二、選擇此議題之原因 

肆、 創意發想提案 

針對議題的情況發想出的優劣勢分析、創意方案、執行

方式、細節說明、未來願景、預計規模等 

伍、 團隊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