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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99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4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姚文智等 16 人，為推動食農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
人健康及國家永續與食物之相互依存關係，重視食物生產環
境、食品製程及流通與消費，增進全民健康，提升環境永續
之倫理與責任，進而尊重生命、維護自然環境生態平衡，培
養健康公民與健康飲食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之目的，
爰提案擬具「食農教育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姚文智
連署人：吳焜裕

吳玉琴

段宜康

Kolas Yotaka

陳其邁

蔡易餘

吳思瑤

賴瑞隆

林岱樺

羅致政

李俊俋

莊瑞雄

趙正宇

張宏陸

周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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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頻傳，導致全民對於食品安全產生恐慌。食安問題複雜的程度，除了政
府把關外，更需整個食物生產消費鏈，包含農業生產者、食品加工者、產銷流通業者、與消費者各
司其職，而食農教育正是建立正確飲食觀念的根本。
近年來食品安全的重點，已經進步到「從產地到餐桌 from farm to table」，國家為保障國民飲
食安全，要從預防（prevention）、透明（transparency）、以及風險分析（risk analysis）三個方向
來思考。除了預防食品安全問題外，更應該積極地從生產作物的風土利用，針對台灣的自然環境，
與農林漁牧業產出，鼓勵並找回屬於台灣本土的飲食文化。
因此，政府可以從「有機農業」、「食品健康」、「環境保育」、「飲食文化」幾個面向出
發。在有機農業方面，可以從「土壤的認識與培育」、「有機農林漁牧產品的認識」、「農場與自
然生物觀察」等面向；在「食品健康」方面，要從「產地」、「烹調方式」、「食品添加物」等面
向；至於「環境保育」則可從「食物里程」、「食品包裝」等面向；「飲食文化」則應包括「食譜
」、「餐飲禮節」「飲食倫理文化」等方面，由生產、採集、製作、食用，透握教育過程，全面改
變台灣飲食教育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追根究柢的精神。另一方面，藉由農業體驗教育的學習，
讓全民瞭解食物的原貌，並在生產體驗過程中認識大自然的韻律，在勞動過程中體會生命的價值，
從中學習珍惜並尊重農產、自然。讓正確的觀念與態度深植於民眾心中，以達到維護民眾健康，維
繫生存環境永續發展的目標。
歸納本法草案之要點，分述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及適用對象。（草案第一條至第四條）
二、食農教育委員會之組成方式；食農教育綱領、食農教育行動方案之制定。（草案第五條至第七
條）
三、食農教育基金來源、食農教育基金用途、食農教育人員認證。（草案第八條至第十條）
四、食農教育之規劃與評鑑（草案第十一條）
五、食農教育設施與場所之認定。（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三條）
六、食農教育課程與教材之研訂（草案第十四條）
七、宣示政府應鼓勵傳播媒體製播或報導有關食農教育之節目或專題報導。（草案第十五條）
八、明定政府得公開食農教育人員之資料。（草案第十六條）
九、明定食農教育之輔導獎勵措施與研議健全食農教育之措施。（草案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
十、違反本法之罰則。（草案第二十二條）
十一、施行細則暨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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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
條

文
第一章

總

則

說
章名。

第一條 為推動食農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
健康及國家永續與食物之相互依存關係，重

說明立法目的

視食物生產環境、食品製程及流通與消費，
增進全民健康，提升及環境永續之倫理與責
任，進而尊重生命、維護自然環境生態平衡
、促進社會正義，培養健康公民與健康飲食
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之目的，特制定
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職掌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三條

本法用語定義如下：

說明本法用語之定義。

一、食農教育：指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
瞭解飲食與農林漁牧間關係，促使國民重
視並支持健康自然的飲食文化、生態永續
的農產環境、安全衛生的食品加工及符合
社會正義的流通過程，採取行動養成健康
飲食習慣，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
二、食農教育機構：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證
，辦理食農教育人員訓練或食農講習之機
關（構）、學校、事業、農林漁牧業等食
物生產、加工、流通、販售等團體。
三、食品安全法律及自治條例：
(一)指中央主管機關主管與食品安全相關
之法律。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其自治
事項或依法律或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
與食品安全相關之自治條例。
第四條

食農教育之對象為全體國民、各類團

明定本法適用對象。

體、事業、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第二章

食農教育政策

章名。

第五條 為協助中央主管機關推動國家食農教
育政策，行政院設立食農教育委員會，置委

明定食農教育委員會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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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十五至十九人，負責研擬、制定、修正國
家食農教育綱領。
前項專家、學者及非營利組織代表不得
少於二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擔任主任委
員、主持會議，其幕僚作業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兼辦。
國家食農教育綱領每二年至少通盤檢討
一次。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條國家食農教育

明定食農教育行動方案之制定。

綱領，會商食農教育委員會與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訂定國家食農教育行動方案，報
行政院備查；其變更時，亦同。
前項方案，中央主管機關每年應就執行
成果作成報告，報行政院備查。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二

明定地方政府制定行動方案之權責。

條國家食農教育綱領及國家食農教育行動方
案，參酌地方特性，訂定直轄市、縣（市）
飲食教育行動方案，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其變更時亦同。
前項方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每年應就執行成果作成報告，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第三章

食農教育辦理機關之權責

章名。

第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依本法第五條至第七條國家食農教育綱

明定食農教育基金來源。

領、食農教育行動方案編列預算，辦理食農
教育相關事項。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食農教育基金，其
來源如下：
一、自各級主管機關收取農林漁牧相關法律
之罰鍰收入，每年提撥百分之十之金額撥
入。
二、自各級主管機關收取食品藥物相關法律
之罰鍰收入，每年提撥百分之十之金額撥
入。
三、自各級主管機關設立之環境保護基金，
每年至少提撥百分之五支出預算金額，以
補（捐）助款撥入。但該基金無累計賸餘
時，不在此限。
四、自各級主管機關收取違反食農教育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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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每年提撥百分之
五撥入。
五、基金孳息。
六、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助。
七、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所稱環境保護基金，指除前
項環境教育基金外，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所設
立之基金，其中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以非營業
基金為限。
第二項食農教育基金，各級主管機關應
成立基金管理會，負責管理及運用。
前項管理會得置委員，委員任期二年，
其中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非營利組織代表
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二項之食農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分別定之。
第九條

食農教育基金之用途，應供辦理本法

明定食農教育基金用途。

第五條至第七條國家食農教育綱領、食農教
育行動方案所列下列事項之用：
一、辦理食農講習。
二、辦理食農教育宣導及活動。
三、編製食農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四、進行食農教育研究及發展。
五、推動食農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
六、補助食農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飲食教育
活動。
七、補助食農教育機構辦理飲食教育人員訓
練或飲食講習。
八、補助辦理食農教育計畫。
九、訓練食農教育人員。
十、其他與食農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辦理食農教育機構及食農教育人員之認

明定食農教育機構與食農教育人員之認證。

證。
各級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食農教育機
構，辦理本法所定食農教育人員之訓練、食
農講習或認證。
第一項食農教育機構之資格、認證收費
基準、評鑑、認證之有效期限、撤銷、廢止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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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食農教育人員，得依其學歷、
經歷、專長、薦舉、考試或所受訓練予以認
證；其資格、認證之有效期限、撤銷、廢止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之食
農教育機構及食農教育人員認證，應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一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指定食農教育負責單位或人員辦理食

明定主管機關辦理獎勵評鑑等相關事項。

農教育之規劃、宣導、推動、輔導、獎勵及
評鑑相關事項。
第十二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整合規劃具有在地特色之食農教育設

明定食農教育設施場所之設立。

施及資源，並優先運用閒置空間、建築物或
輔導民間設置食農教育設施、場所，建立及
提供完整食農教育專業服務、資訊與資源。
接受食農教育基金補助之食農教育設施
或場所，其辦理食農教育活動，應給予參與
者優待。
中央主管機關應對第一項食農教育設施
、場所辦理認證；其資格、認證、收費基準
、評鑑、認證之有效期限、撤銷、廢止、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食農教育人員

明定食農教育設施及場所之認證。

、機構及食農教育設施、場所之認證，應邀
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審查。
第十四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督導所屬學校
運用課程教學及校園空間，研訂食農學習課

明定食農課程與教材之研訂。

程或教材，並實施多元教學活動，對學校教
職員工及學生進行飲食教育。
第十五條 政府應鼓勵傳播媒體業者擔負企業
社會責任，播送食農教育節目或製作食農教

宣示政府鼓勵媒體製播食農教育節目及專題報
導。

育專欄及專題報導。
第十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協助推展食農教育

，得公開食農教育人員之專長等必要資訊。
各級主管機關得提供食農教育人員保險

明定為推展食農教育，政府得公開食農教育人
員之必要資訊。

費、交通費及其他必要支援；其額度，由各
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章

食農教育推動及獎勵

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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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及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

明定政府機構應指定人員推廣食農教育。

人，應指定人員推廣食農教育。
前項學校所指定之人員，應自本法施行
之日起五年內，依第十條規定取得認證。
未依第一項指定及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認
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不得補助其食農教育相關經費。
第十八條 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

明定食農教育之時數與實施方式。

之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訂定
飲食教育計畫，推展飲食教育，所有員工、
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參
加四小時以上食農教育訓練，並於翌年一月
三十一日以前，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
機關提報當年度食農教育執行成果。
前項食農教育，得以食農教育與食物生
產及供應等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
學習、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
、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前項戶外學習應選擇食農教育設施或場
所辦理。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鼓勵、協助民營事業對其員工、社區居民
、參訪者及消費者等進行食農教育。
第十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明定食農教育之輔導。

機關應輔導及獎勵下列事項：
一、民間運用公、私有閒置空間或建築物設
置食農教育設施、場所。
二、國民主動加入食農教育志工。
前項輔導獎勵之對象、條件、適用範圍
、審查程序、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輔導民營事業促使其主動提供經費、設施
或其他資源，協助食農教育之推展。
第二十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明定食農教育之獎勵。

機關得對於從事食農教育成效優良者，予以
獎勵。
前項獎勵之對象、條件、適用範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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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程序、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科技部、教

育部、文化部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
強食農教育之相關研究，以健全食農教育系

宣示政府強食農教育研議與推廣食農教育之決
心。

統，並持續有效推展食農教育。
第五章

罰

則

章名。

第二十二條 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
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
或其他組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分機
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有代

針對違反食品安全之自然人等，處以食農教育
之措施，以期從教育手段根本矯治其違法行為
。

表權之人或負責食品安全權責人員接受一小
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食農講習：
一、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
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停工、停業處分。
二、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
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罰鍰。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

第二十三條
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授權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一年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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