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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09 年青年回鄉行動獎勵計畫徵件說明會暨提案工作坊 

壹、活動日期： 

一、 中部場—108 年 8月 27 日(星期二) 

二、 南部場—108 年 8月 28 日(星期三) 

三、 北部場—108 年 9月 4日(星期三) 

貳、活動時間：早上 9時 30 分至下午 16時 

參、活動地點： 

一、 中部場—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2號 13F-1 

(台灣文創訓練中心 TCCC-台中文創館) 

二、 南部場—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 號 4F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三、 北部場—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76 號 7F 

(華圓 MCA 創新研發中心) 

肆、各場次活動人數名額： 

一、【中部場】說明會/工作坊： 70 人 / 40 人 

二、【南部場】說明會/工作坊：100 人 / 40 人 

三、【北部場】說明會/工作坊：100 人 / 40 人 

※無報名徵件說明會者，不可單獨報名提案工作坊 

伍、辦理目的： 

一、徵件說明會： 

為促使有興趣提案之青年進一步了解本計畫具體執行內容，

邀請過去參與本局青年回留農村計畫之青年進行分享，期望

以不同案例，吸引更多領域青年加入本計畫提案行動行列。 

二、提案工作坊： 

為加強有興趣提案青年，學習聚焦提案計畫之可行性、內容

完整性，邀請過去參與本局青年回留農村計畫，不同執行領

域之青年，以分桌方式進行分享討論，協助欲提案青年具體

以自身經驗分享將策略、構想、行動，完整脈絡化撰寫提案。 

陸、報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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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洄游行動組： 

年滿 18 歲至 24 歲之青年學子個人，曾參與過本局辦理之大

專生洄游農 stay 體驗活動、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駐村團隊

(包含曾經提案之青年)、大專生洄游農村二次方行動計畫…

等三項活動者。 

二、青年回留組： 

年滿 24 歲至 45 歲之青年個人，或 24 歲以下曾參與過大專

生洄游農村二次方行動計畫、參與洄游行動組計畫表現優良

者。 

柒、報名方式：採網路公開報名。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uHdYniLCpSDYVkQ8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08 年 8月 23 日中午 12 時止） 

捌、聯繫方式：廖采禎 049-2347379、黃敏如 04-26889507 

  

https://forms.gle/yuHdYniLCpSDYVk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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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活動流程： 

一、 徵件說明會流程 

活動時間 操作時間 活動主題 課程操作說明 

09:30-10:00 30 分鐘 報到時間 簽到及領取資料 

10:00-10:10 10 分鐘 長官開場致詞 — 

10:10-10:50 40 分鐘 
青年回鄉計畫說明 

彭心燕/副工程司 

 水保局青年系列計畫說明 

 計畫核心價值、權利義務 

 社會影響力(SROI)說明 

 申請表單一籮筐該怎麼寫 

10:50-11:20 30 分鐘 

解決問題、創造價值 

青年分享 

中部場：廖怡雅、林建叡 

南部場：林筱菁、林建叡 

北部場：廖怡雅、徐振捷 

 我觀察到農村什麼問題？ 

 問題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從觀察到行動，怎麼做？ 

 行動具體的改變或影響？ 

 計畫能給予怎樣的幫助？ 

11:20-11:40 20 分鐘 
計畫需具備的關鍵要素 

謝沛穎/計畫主持人 

 問題觀察到解決方案嘗試 

 夥伴分工到關係人的經營 

 從哪裡找機會去建立模式 

 行動方案解決了誰的問題 

11:40-12:00 20 分鐘 綜合 QA 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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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工作坊流程 

活動時間 操作時間 活動主題 課程操作說明 

12:30-13:00 30 分鐘 報到時間 簽到及領取資料 

13:00-13:10 10 分鐘 長官及桌長介紹 — 

13:10-13:20 10 分鐘 
提案構想表格撰寫講解 

彭心燕/副工程司 
提案構想書撰寫要點說明 

13:20-14:05 45 分鐘 

分組輪桌 A 

桌長分享 30 分鐘 

提問解答 15 分鐘 

提案技巧的關鍵 12 步驟： 

 我的計畫涵蓋哪些領域？ 

 場域的背景環境是如何？ 

 有什麼問題需要被解決？ 

 不解決會衍生什麼問題？ 

 我的行動方案核心價值？ 

 問題影響的利害關係人？ 

 需要盤整連結哪些資源？ 

 與利害關係人建立溝通？ 

 如何擬定策略採取行動？ 

 行動具體的改變或影響？ 

 怎麼樣擴大社會影響力？ 

 建立永續經營商業思維？ 

14:05-14:15 10 分鐘 休息交流時間 

14:15-15:00 45 分鐘 

分組輪桌 B 

桌長分享 30 分鐘 

提問解答 15 分鐘 

15:00-15:45 45 分鐘 提案構想總表撰寫 
桌長及輔導團分桌 

協助問題回覆及撰寫教學 

15:45-16:00 15 分鐘 綜合 QA 時間 

 四位桌長各自 1 分鐘重點

總結提醒！ 

 科長提醒本計畫核心目標

及委員重視的是什麼？ 

 開放與會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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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活動場地及交通方式： 

一、 第一場次—中部場 

1.活動時間：108 年 8月 27 日(星期二) 

2.活動地址：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2號 13F-1 

(台灣文創訓練中心 TCCC-台中文創館) 

3.步行前往：約 1.8 公里(步行時間約 25 分鐘) 

4.大眾運輸：臺中火車站外搭乘客運 301 號、302 號、303

號、304 號、305 號、306 號、307 號、308 號，

臺灣大道及原子街口下車，步行 3分鐘可達。 

5.開車前往： 

(1) 計次停車場：位於活動地點大樓正對面，王品牛排

五權店旁，計次收費 100 元整，車位數 45 個。 

(2) 嘟嘟房停車場：位於活動地點附近之牛老總中港店

餐廳旁，平日一小時 30 元，收費上限每日 200 元，

車位數 20 個。 

(3) CITY PARKING 日興站：半小時 20 元、收費上限每

日 200 元，車位數 20 個。 

6.場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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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次—南部場 

1. 活動時間：108 年 8月 28 日(星期三) 

2. 活動地址：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 16 號 4F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3. 步行前往：約 300 公尺(步行時間約 4分鐘) 

4. 開車前往： 

(1) 園區右側約 30 公尺(位於園區北側)民營收費停車

場，汽車收費每小時 30 元，機車每次 30元，步行

約 1分鐘即可達園區。 

(2) 臺南公園對面兵工廠停車場，步行約 10 分鐘可達。 

5. 場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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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場次—北部場 

1. 活動時間：108 年 9月 4日(星期三) 

2. 活動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76號 7F 

(華圓 MCA 創新研發中心) 

3. 大眾運輸：捷運善導寺站 3號出口步行一分鐘可達 

4. 開車前往：本場地位市中心不建議自行開車 

5. 場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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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提案工作坊各場次邀請桌長名單： 

場次 姓名 計畫類別 備註說明 

8 月 27 日 

中部場 

林建叡 農村體驗、社區營造 
參與上午徵件說明會 

案例分享 
廖怡雅 文化保存、工藝創新 

徐振捷 環境教育、廢棄再生 — 

陳光鏡 友善推廣、食農教育 — 

8 月 28 日 

南部場 

林筱菁 農村旅遊、食農教育 
參與上午徵件說明會 

案例分享 林建叡 農村體驗、社區營造 

許明揚 友善推廣、文化保存 — 

張博仁 人力培育、產業六級化 — 

9 月 4 日 

北部場 

廖怡雅 文化保存、工藝創新 
參與上午徵件說明會 

案例分享 徐振捷 環境教育、廢棄再生 

鄧仙姿 產業六級化、行銷推廣 — 

鄭佑軒 農村旅遊、資源整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