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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

 系統功能介紹：

 系統申辦流程：

線上申請會員

帳號及密碼

0201 03 05

填寫申請書 填寫經營規劃書 下載具結書，

詳閱規定及簽

名後上傳

送出申請

04

本方案申請對象、
申請資格、申請
方式、給付規定、
後續追蹤及其他
規定事項等相關
規定。

提供本方案申請
對象、給付額度、
申請階段、申請
流程及其他相關
規定之簡報說明。

提供本方案申請
資格及相關規定
等常見問題進行

回覆。。

提供線上申請系
統，協助申請人
能在線上填列相
關資料後，於網
路上提出申請。

線上申辦請先註
冊會員帳號，並
於會員系統完成
申請與後續請領
款項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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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會員註冊(1/3) 1
首次登入點擊前往
會員登入進行註冊

2 點選會員註冊填寫會員資料

15



貳、線上申辦流程：會員註冊(2/3)

3 填寫基本資料，輸入帳號密碼，完成註冊

項目 內容

身分證字號
同一身分證字號只能
申請一個會員帳號(必
填)

姓名
須與身分證姓名相同
(必填)

聯絡手機
同一手機號碼不能重
覆註冊(必填)

帳號
需4~16碼，限用英
文、數字及底線

密碼
需8碼以上，同時包
含英文大寫、英文小
寫與數字

４ 輸入資料完成後，點選「確定」送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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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會員註冊(3/3)

５ 系統發送驗證碼簡訊，請於20分鐘內完成驗證

６ 輸入手機驗證碼後，確定送出，如未收到手機簡訊，請
點選「再發一次」按鈕，每個手機號碼一天限五次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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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修改會員資料(1/2)

１ 登入會員帳密及驗證碼

２
點選系統網頁右上方
「會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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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修改會員資料(2/2)

３ 可修改會員基本資料及變更密碼，惟帳號無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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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填寫申請表單

請依序完成「申請書」、「經營規劃書」及「具結書」
填寫後，點選提出申請，即可完成申請流程。

１ ２ ３

20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1.基本資料
1 系統直接套用基本資料，修改請至「會員修改」

２
填寫戶籍地址或
勾選同通訊地址

３ 上傳身分證正反面掃描檔或照片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21

4
因配偶不得重複請領，
請填寫配偶資料，未婚
則填無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2.經營資料(1/4)

先點選產業類別1

如屬農糧類別，請點選主要作物2

確認經營面積
是否符合規定

３

４
勾選農業用地取得方式，可合併
計算(複選)，並選擇土地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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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2.經營資料(2/4)

畜牧類別與水產養殖類別農業
用地取得方式同農糧類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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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2.經營資料(3/4)

６ 農業用地屬自有者，請上傳第一類
土地謄本

７ 農業用地屬承租者，請上傳土地謄
本(第一類或第二類)及承租契約

８ 農業用地屬合法使用他
人農業用地者，請上傳
土地謄本(第一類或第二
類)及雙方合意簽署之土
地同意使用書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24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2.經營資料(4/4)

9
屬畜牧類別者，請上傳畜牧場登記證書或農設施容
許使用同意書(擇一提供)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屬水產養殖類別者，請上傳陸上魚塭
養殖漁業登記證或漁業權(擇一提供)

10

11
屬近海漁撈類別類別者，需為相關科系畢業生
方可申請，並請上傳漁船幹部成員執業證書、
漁業證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擇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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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3.經營技術(1/5)

１ 請先選擇身份別，
三項需符合至少
一項方可申請

２ 如具有見習累積達12個月之農委會見習農場計畫
結訓證明，最高可申請每年36萬經營準備金

26

3 如大學為相關科系畢業，高中也為相關科系
畢業，可提高優先比序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3.經營技術(2/5)

27

4 請確認申請人從農年資未逾2年且無已逾2年
之其他措施、補助或救助等

5 請確認申請人是否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且非受
僱於他人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3.經營技術(3/5)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３
具兵役義務者，得配合役期延長申
請期限，並需上傳退伍令作為證明，
免服兵役者請上傳免役證明

４
選擇及上傳從農期間證明
文件，並根據證明文件選
擇從農年資

請上傳農業公費專班畢業證書1

28

身分別：農業公費專班畢業生

2 農業公費專班畢業成績達前25%，
最高可申請每年36萬經營準備金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3.經營技術(4/5)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２
具兵役義務者，得配合役期延長申請
期限，並需上傳退伍令作為證明，免
服兵役者請上傳免役證明

３
選擇及上傳從農期間證明
文件，並根據證明文件選
擇從農年資

請上傳畢業證書1

29

身分別：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含農業機械)畢業生



貳、線上申辦流程：申請書填寫說明-3.經營技術(5/5)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２
非農業相關科系畢業，需上傳農業專業訓練證明
(結訓證書或學分證明)

３ 110年3月1日起開課之課程，須檢附課程表

請先選擇訓練證明為2年內
或10年內，再選擇證明文
件數量

1

30

身分別：非農業相關科系畢業生，且農業專業訓練時數達150小時，或農業學分數達9學分者

兵役證明及從農年資填寫方式與前二類身份別相同。５

４ 系統自動加總計算是否達到規定



貳、線上申辦流程：經營規劃書填寫說明-1.目前經營現況

1
紀錄目前產品銷售各通路分
配狀況，可自行增減欄位。

2

3

4

5

紀錄目前經營項目，包含生
鮮農產品(農、漁、畜)、加
工品或是其他類型服務。

經營場域是否有僱用員工。

紀錄目前經營項目之年產量
及產值概況，請依作物別選
擇產量單位。

紀錄已取得之農產品標章、
生產追溯條碼或其他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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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經營規劃書填寫說明-2.未來經營規劃

1
請針對未來一年在農業經營
上的規劃做詳細說明，例如
種植規劃、銷售方法等。

2

3

請針對未來一年在資源及資
金上的規劃做詳細說明，例
如欲添加新設備、或投入資
金於採購原物料等。

請針對目前在經營上所遇到
的困難做說明，將視情況提
供相關協助與輔導。

4 填寫完畢後點選確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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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申辦流程：具結書填寫說明

1 點選「資料下載」

2 列印具結書後，本人親自簽名

３ 完成簽名後，掃瞄或拍照後上傳

※檔案上傳只接受PDF與圖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33



參、常見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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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請問申請的資格條件有哪些？

A1：

1.申請對象：年齡18 歲以上45 歲以下、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且

非受僱於他人之青年農民。

2.資格條件同時符合下列3 款者得申請：

(1)新進從農：從農期間未達2 年者。

(2)已經具有農業經營場域，並符合各產業類別條件。

(3)具有農業經營技術者，合於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

‧農業公費專班畢業。

‧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含農業機械)畢業。

‧非農業相關科系畢業生，且農業專業訓練時數達150小時，或農業學

分數達９學分者。

Q2：請問就讀農業學校，但非就讀農業相關科系的畢業生可以提出申請嗎？

A2：農業經營技術之證明若為畢業證書，則必須為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如非農業科系畢業生，則需檢附農業專業訓練達150小時或農業

學分數達９學分之證明。

35



Q3：請問如果沒有加入農保可以提出申請嗎？

A3：為確保申請人符合新進從農(從農期間未達2年者)之標準，除農業

公費專班或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未滿2年，或見習農場或育成基地

結業未滿２年者外，皆需提供農民健康保險或漁會加保勞工保險

等證明。

Q4：請問除自有農業用地與承租農業用地外，能否以其他合法使用他人農業
用地提出申請？須檢附哪些資料？

A4：可以，如為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之土地

提出申請者，須出具之農地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如以配偶、直

系血親、翁姑、媳婦、朋友或他人所有農業用地提出申請者，須

出具所有權人同意申請人經營使用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Q5：請問能否先提出申請，再補足150個小時的農業專業訓練或９學分的農
業學分數嗎？

A5：須完成150個小時的農業專業訓練或９學分的農業學分數後方能

符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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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請問農業專業訓練的認定標準為何？

A6：

1.農委會或地方政府自辦、補助或委辦之課程。

2.大專校院(大學與技專校院)或經教育部核准設立學術研究機關等單位之

課程；另於110年3月1日起開課之課程，須檢附課程表並包括訓練期間、

課程名稱及時數等內容。

3.前述時數將依辦理訓練單位發給之紙本結業證書或結訓證書等為憑，且

採認之各類課程須以單一課程達2日以上為限。

4.不予採認部分：

(1)線上數位課程時數。

(2)參訪課程時數或見習農場時數。

(3)個別講座課程時數。

5.前述課程採認由本會審查認定。

6.前述農業專業訓練時數須與申請人申請產業類別相符，訓練時數18小

時為1學分得併同計算，並以10年內取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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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請問農業學分數的認定標準為何？

A7：1.於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修習之學分，由本會參

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考資格所列課程與政

策方向進行審查認定，每學科至多採計3學分。

2.前述農業學分數須與申請人申請產業類別相符，訓練時數18小

時為1學分得併同計算，並以10年內取得為限。

Q8：請問為什麼資格認定要限制新進從農未達2年者才可提出申請呢？

A8：為考量新進農民從農初期易面臨較高的經營風險，為穩定其生活

並營造良好的農業經營環境，提供農業經營準備金幫助新農穩定

經營，因此申請對象須符合新進從農未達2年者之規定。

Q9：請問我現在仍在就讀農業相關科系，是否可以申請農業經營準備金？

A9：申請人應於畢業後才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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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請問農保證明要到哪邊申請？

A10：

1.實體申請：

至各地勞保局辦事處「投保明細表列印櫃檯」列印農保明細表。

2.線上申請(需有自然人憑證)：

(1)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https://edesk.bli.gov.tw/aa/)

(2)點選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

(3)點選農保忘錄申辦作業

(4)選擇【農民健康保險異動】

(5)按【查詢】，出現查詢結果後列印或下載。

Q11：請問農業相關科系的定義為何？

A11：

1.大專校院畢業生可至教育部大專校院一覽表(https://ulist.moe.gov.tw)查詢，

包含農業、林業、漁業。

2.高中職學校畢業生可至農業群學校(https://agcc.tcavs.tc.edu.tw/2-

1.asp?proid=20140327151251&prokid=20140327151210)查詢。

39

https://edesk.bli.gov.tw/aa/
https://ulist.moe.gov.tw/
https://agcc.tcavs.tc.edu.tw/2-1.asp?proid=20140327151251&prokid=20140327151210


Q12：請問如何申請每年36萬元之農業經營準備金？

A12：1.農業公費專班畢業生：畢業成績達前25%。

2.高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以及非農業相關科系畢

業生：進入見習農場累積達12個月並經訓練結訓。

Q13：請問如何續申請第二年之農業經營準備金？

A13：第2年期續申請者，不受前二項年齡及從農期間規定限制，惟須

於受領第1年期農業經營準備金期間，完成農業專業訓練時數達

40小時或農業學分數達3學分。

40

Q14：請問要怎麼進入見習農場訓練？

A14：方案中提到的見習農場，係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98年起辦理

的「農場見習計畫」，為了加強新進農民之農業經營實務能力，

建立農場見習甄選及管理查核機制，來提供見習學員一個優質

的學習環境，計畫詳情請至

https://academy.coa.gov.tw/list.php?id=54。

https://academy.coa.gov.tw/list.php?id=54


Q15：請問要怎麼進入育成基地訓練？

A15：農業育成基地為農產試驗所及農業改良場所辦理之人才培育

計畫，透過農業從業人員專業素質培訓，以提升其技術水準，

並導入現代化農業新技術，促使發揮農業產能，進而帶動農

業技術升級。計畫分為兩階段培訓，第一階段為專業課程訓

練，第二階段為實作訓練。詳細計畫資訊請洽農產試驗所或

各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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