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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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2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889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申翰、賴品妤、吳思瑤、蔡易餘、陳亭妃、范雲
、黃世杰、蘇治芬、林楚茵等 16 人，為推動食農教育、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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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強化城鄉交流、維護飲食及農業文化傳承、提高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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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總說明
綜觀全球貿易自由化、氣候變遷等外部因素對農業生產之影響，不僅造成糧食供應不穩定及
價格波動劇烈，更是我國糧食安全、農產品安全、食品安全體系之莫大隱憂。
尤其，現今國人外食習慣多有增長趨勢，市場之消費者對於健康飲食、挑選調理、生產來源
等知識與能力，皆已愈加疏遠脫離。基此，我國亟須建立「完整健全飲食體系」，惟有政府提供充
足資訊並推展營養飲食指標、生產者與銷售端充分揭露商品資訊，且消費端社會大眾皆能具備「對
飲食選擇之判斷識能」，始可真正維護、保障全體國民健康。
在此目標宗旨之下，全面推動「食農教育」即是當務之急。透過融會貫通之教育活動與實際
體驗，基於飲食及農業關懷，培養國民對基本農業生產、農產加工、友善環境、食物選擇、飲食調
理知能及實踐，藉此認識從產地到餐桌、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等相關知識，培養良好飲食習慣，進而
深化國民對國產農產品、飲食及農業文化的認同、信賴與支持，增進國民健康，促進農產品消費，
共同維護自然及生態景觀，創造農村就業機會，振興農村經濟，促進農業永續發展，並創新臺灣農
業多元價值。
為推動食農教育所需跨部會整合協調、釐清政府各機關在食農教育政策之事權分工、明文規
範穩定經費來源與法源依據，爰擬具「食農教育法草案」，計二十二條，歸納其要點分述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用詞定義及基本目標。（草案第一條、第三條及第四條）
二、各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機關之權責劃分。（草案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分別訂定「國家食農教育推動計畫」、「地方食農教育行動方案」，盤點
並落實全面推動食農教育政策。（草案第七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設「食農教育推動會」作為跨部會協調溝通之帄台。（草案第八條）
五、食農教育依對象及實際需求，採多元方式辦理。（草案第九條）
六、規範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健全之飲食生活指標，推廣農產品消費及國
民營養知識。（草案第十條）
七、輔導農業工作者生產友善環境及政府推動標章（示）之溯源之農產品，並輔導研發、製造、銷
售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原料之食品。（草案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八、規範政府機關優先使用友善環境及政府推動標章（示）之溯源農產品或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
主要原料之食品，期能具推廣食農教育等觀念之示範效果。（草案第十三條）
九、協助個人及家庭、社區、各級學校與帅兒園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項，包括提供各類知識、設置
農產品推廣據點及參與食農教育體驗活動等，以促進對於食農教育之理解。（草案第十四條
至第十六條）
十、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相關單位、組織及團體辦理食農教育課程與體驗活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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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製作宣導資料。（草案第十七條）
十一、主管機關應設置資訊帄臺，透過網路等方式整合食農教育教材、教案、專業人員、宣導資料
等相關食農教育資訊。（草案第十八條）
十二、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加強各項食農教育研究，並包含輔助科技研發、技
術研究移轉與應用、不同型態農業文化資產等。（草案第十九條）
十三、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供充足資源，寬列預算推動食農教育。（草案第二十條）
十四、主管機關應對食農教育傑出貢獻者，予以獎勵。（草案第二十一條）
十五、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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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推動食農教育、強化飲食與農業之
連結、增進國民健康，促進全民參與並支持
農業發展、強化城鄉交流、維護飲食及農業
文化傳承、提高糧食自給率、增加農村就業
機會、活化農村社區產業及農業永續經營，
以達成建構完整健全飲食體系之目的，特制
定本法。

本法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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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為縣（市）政府。

一、第一項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二、考量食農教育涉及眾多部會權責，如：教
育部之各級學校食農教育、學校營養餐點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職掌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國家食農教育政策、農林漁
牧生產環境監測、農產品安全生產、農村
在地經濟、農產品流通、農法與文化保存
等相關事項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二、衛生主管機關：農林漁牧食品之安全檢
測、全體國民健康飲食等相關事項之規劃
、推動及監督。
三、教育主管機關：食農教育之教育課程、
資源等相關事項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四、環境主管機關：主管食品廢棄物資源管
理等事項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五、文化主管機關：推動飲食文化調查、記
錄、研究等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相關事項之
規劃、推動及監督。
六、採購法規主管機關：推動優先採購國內
生產農產與加工品等事項之規劃及監督。
七、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農業輔助科技
研發、技術研究移轉與應用等相關事項之
規劃、推動及監督。
八、其他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職權規劃辦理。

供應、學校衛生；衛生福利部之營養攝取
、家庭餐食、社區共食、食品安全與風險
；經濟部之有益國民營養食品之獎勵及補
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食品廢棄物減量
等，爰於第二項規定推動食農教育涉及其
他部會權責時，應由相關部會統籌規劃、
協調及辦理。
三、第三項規範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權責劃分事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農教育：指培養國民基本農業生產、
農產加工、友善環境、食物選擇、飲食調

一、明定本法用詞定義。
二、第二款所指「在地」，其範圍依農產品性
質，可為生產鄉鎮、縣（市）、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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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識能及實踐，透過飲食與農業連結之各
種教育活動及實際體驗，促使國民重視並
支持國產農產品、飲食及農業文化，以建
立農產消費、食品安全與永續發展之健全
體系。

區域或全國為範圍。
三、第三款指「各族群或社群」應包含但不限
於原住民族、新移民等多元族群與社群；
本款所指飲食相關實踐，亦包含相關之儀
式習俗、節慶或藝文活動等以飲食為基礎

二、地產地消：指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三、飲食文化：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農
業生產、地域資源與自然環境等，經長年
累積發展，對食物選擇、烹飪加工、餐具

之生活方式與行為。

擺席、飲食調理、習慣禮儀、知識規範等
飲食相關的各種實踐內涵。
第四條 本法基本目標如下：
一、培養國民消費觀念及飲食習慣，強化健
康飲食生活，增進國民自主選擇飲食之識
能，以健全飲食體系。
二、鼓勵國民參與農業生產至飲食消費過程
之各種教育活動與實際體驗，增進生產者
及消費者之交流，強化國民對國產農產品
認同、信賴與支持。
三、維護飲食與農業文化的傳承，推動地產
地消，增加農村就業機會，促進地方創生
與農業永續發展。

明定本法基本目標。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國家發展方向及
社會需求，依前條所定基本目標規劃食農教
育政策與計畫，並掌理下列事項：
一、食農教育政策、法規研訂。
二、食農教育工作研究及發展。
三、全國性食農教育工作策劃及督導。
四、全國性食農教育工作獎助及評鑑。
五、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培訓及在職訓練。
六、食農教育宣導及推展。
七、其他全國性食農教育推展。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基本目標，訂定執行所需之
政策與計畫，並明定其掌理事項。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下列
事項：
一、地方性食農教育策劃、辦理及督導。

明定地方主管機關之掌理事項。

二、食農教育工作獎助。
三、所屬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在職訓練。
四、推展地方食農教育宣導及推展。
五、其他地方性食農教育推展。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基本目標研擬、制

管機關，研擬、制定國家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定國家食農教育計畫，其中應盤點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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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至少檢討一次。

國飲食現況、食農教育推動方向，並訂定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國家食農教育推
動計畫，訂定地方食農教育行動方案，報請

具體執行目標，並定期檢討修正之。
二、地方縣市政府依國家食農教育計畫之方向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目標，並考量各地特色，詳列推動食農教
育政策實施之地方或各社區之落實規劃，
訂定地方食農教育行動方案，以達中央與
地方協力推動之效。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國家食農教育政策之

一、食農教育政策之推動，須跨部會協調溝通

整合、規劃與協調，應設食農教育推動會，

之帄台，爰明文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教育

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推動會，並規範其組成目的、成員及其比

前項推動會置召集人一人由農委會主委

例與召開頻率。

擔任；副召集人二人，由衛生福利部、教育

二、透過學者專家及相關民間團體實質參與，

部次長任之，召集相關部會代表、學者專家

對食農教育政策規劃及執行給予意見與建

、民間團體代表組成，監督、檢討或修正國

議。

家食農教育推動計畫。
前項推動會之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
，應包含食品、農業、教育與環境領域，其
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成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九條

食農教育之推展，應透過家庭、學校

明定食農教育推動方式及對象，應以多元創新

、社區等多元管道，以彈性及符合終身學習

、彈性及符合終身學習為原則，推動對象為全

為原則，依其對象及實際需要，推動食農教

民，強調全民參與，並與產業結合，依各類對

育活動及體驗。

象、實際需求，採用不同之學習方式，以增進
全民對於食農教育之認知。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本條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依各年齡層，訂定健全之飲食生活指標

關應依各年齡層的實際所需營養攝取，並考量

，推廣農產品消費、國民營養知識。

我國糧食供需現況，建立健全之飲食生活指標
，推廣農產品消費與國民營養知識。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農業工作者生

為推動合理化施肥、有機農業、生態復育、循

產友善環境及政府推動標章（示）之溯源農

環農業及綠色保育標章等友善環境措施，並鼓

產品。

勵生產端明確標示生產履歷等有利於消費者在
食品選擇判斷所需資訊，爰規範中央主管機關
應輔導事項。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為促進國內糧食消費、食品安全及食物里程等

機關應輔導相關機關（構）、團體或企業研

環保觀念，輔導、獎勵食品業者研發、製造、

發、製造、銷售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

銷售有益國民健康及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

原料之食品。

原料之食品。

第十三條

各級政府如有採購農產品必要時，

本條規定各級政府所需之農產品、食品等，應

應優先使用友善環境及政府推動標章（示）

在合乎採購法相關規範下，優先使用符合友善

之溯源農產品或以在地生產之農產品為主要

環境、具溯源標章或在地生產之農產品，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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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之食品。

在推廣食農教育及農業推廣、永續發展等觀念
產生示範效果。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不同生命

助個人與家庭推行下列事項：

發展階段之個人，且特別注意兒童及其父母或

一、提供兒童及其父母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提供學習良

務行使負擔者學習良好飲食習慣之機會。
二、提供農產品消費、國民營養之資訊。
第十五條

好飲食習慣之機會，以及相關健康、營養知識
之資訊。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

一、推動農產品地產地消，減少中間成本，縮

助社區推行下列事項：

短食物里程，建構小農銷售帄台。

一、設置農產品推廣據點。

二、協助農村社區依地區農業特色、飲食文化

二、依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村發展

發展鄉土料理食譜，並透過農民市集、農

特色及生態與文化資產，辦理食農教育課

民直銷站及其他管道推廣鄉土料理，並鼓

程及體驗活動。

勵結合地區自然與人文資源，規劃辦理食
農教育體驗活動、強化消費者與生產者交
流。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協

一、食農教育除推動營養科學、農業耕作之概

助各級學校及帅兒園推行下列事項：

念，必須強化飲食及農業相關知識，鼓勵

一、鼓勵所屬人員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訓練。

各級學校及帅兒園所屬人員參加相關訓練

二、透過學校膳食供應、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彌補相關知識的不足。

，促進健康飲食生活之認識及實踐。

二、食農教育課程應融入目前已有科目，如自
然、社會、健體、藝文、家政、環境教育
等，融入學生的知識體系。
三、透過學校膳食供應、農業生產至食品消費
過程之各種體驗活動，使學生對於飲食與
農業有更深入的理解，強化對在地農業支
持，促進健康飲食生活之實踐。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

明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農

勵農業、教育、衛生、環境等相關單位、組

業、教育、衛生、環境等相關單位、組織及團

織及團體，推行下列事項：

體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體驗活動、教育訓練、

一、依地區農業特色，辦理食農教育課程及

製作宣導資料，相關內容應著重於理解飲食與

體驗活動。

農業知識。

二、辦理所屬人員食農教育訓練。
三、製作食農教育宣導資料。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食農教育資訊
帄臺，整合食農教育教材、教案、專業人員
、宣導資料等相關資訊，供公開查詢。

規範主管機關應整合食農教育教材、教案、專
業人員（農業從業人員等）、宣導資料等相關
資訊，設置易於使用之網路帄臺，以減少食農
教育推動單位之摸索期，並透過該帄臺拉進消
費者與生產者之距離。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加強食農教育之相關研究，以健

明定政府加強食農教育研究，且不僅農業教育
、農事體驗等活動教學方法之研究，亦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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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食農教育系統。

輔助科技研發、技術研究移轉與應用、不同型
態農業文化資產等，期望能健全食農教育系統
。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寬
列預算，推行食農教育相關事項，其預算額
度不得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年度預算千分之五
。

為落實各項食農教育政策，中央及地方政府應
提供充足資源，寬列預算推動食農教育。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實施食農教育工作具
有傑出貢獻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應

明定食農教育獎勵辦法，對實施食農教育具有
傑出貢獻者，予以獎勵。

給予適當獎勵。
前項獎勵之對象、條件、適用範圍、審
查程序及基準、獎勵方式等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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