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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 

全國決賽第一階段簡報及書面評審會議議程 

壹、會議時間： 

第一場：3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 

第二場：3 月 19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起 

第三場：3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起 

第四場：3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 1 時起 

第五場：3 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 30 分起 

第六場：3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起 

貳、會議地點：本會和平大樓 401 會議室(報到處 4 樓防災應變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 100 號 4 樓) 

參、主持人：陳副主任委員兼召集人添壽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 

伍、主席致詞： 

陸、報告事項： 

案由：有關「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全國決賽第一階段簡報及書面

評審會議，報請公鑒。 

  說明： 

一、 本競賽期促進中央及縣市政府合作投入農村發展，激發

農村社區居民的榮譽感及向心力，樹立臺灣農村典範。 

二、 本(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自去(109)年 9 月 26 日起進行

縣市初賽，全臺計 784 個農村報名，歷經半年共選出 42

個農村晉級全國決賽，將代表 22 縣市角逐全國金牌農

村。 

三、 本次會議為全國決賽第一階段簡報及書面評審會議，透

過簡報面談及書審方式進行評審，原則選出前 20 個農

村進入第二階段現地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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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賽單位注意事項(詳如附件)： 

(一) 請於 3 月 10 日(週三)下午 6 時前，將簡報資料(PPT

檔及 PDF 檔/簡報格式 16 比 9)上傳至「第二屆金牌

農村競賽官網」縣市上傳專區。 

(二) 現場不提供更換簡報及發送社區宣導品或社區產品。 

(三) 請依評審時間表於簡報前 30 分鐘至報到地點簽到

等候並準備簡報事宜，出席人員請攜帶身分相關證

明文件備查，參賽單位以 4 人為限、縣市代表 1 人

為限。 

(四) 請依序簡報，簡報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評選委員詢

問簡報內容採統問統答，以 15 分鐘為限。 

(五) 第一階段評審結果將正式函文貴單位並公告於「第

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官網」。

(https://event.gvm.com.tw/ruralvillagecompetition/) 

 

擬辦：擬依注意事項與排定時間依序進行第一階段簡報及書面

評審。 

 

決定：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https://event.gvm.com.tw/ruralvillagecompetition/


「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全國決賽 第⼀階段評審注意事項 

評審日期：110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五)至 21 日(星期日)等 3 日 

評審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和平大樓 4 樓 401 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和

平⻄路 2 段 100 號 4 樓） 

報到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和平大樓 4 樓防災應變中心（地址同上） 

 

評選程序 

(⼀) 參賽單位請於 110 年 3 月 10 日(週三)下午 6 時前，將簡報資料(PPT

檔及 PDF 檔/簡報格式 16 比 9)上傳至「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官網」

縣市上傳專區。 

(二) 現場不提供更換簡報及發送社區宣導品或社區產品。 

(三) 參賽單位請依評審時間表於簡報前 30 分鐘至報到地點簽到等候並準

備簡報事宜，出席人員請攜帶身分相關證明文件備查，參賽單位以 4

人為限、縣市代表 1 人為限。 

(四) 參賽單位請依序簡報，簡報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評選委員詢問簡報

內容採統問統答，以 15 分鐘為限。 

(五) 第⼀階段評審結果將正式函文貴單位並公告於「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

官網」。(https://event.gvm.com.tw/ruralvillagecompetition/) 

 

第⼀階段評審作業釋疑，請洽「第⼆屆⾦牌農村全國競賽選拔」活動承辦⼩組 

遠見雜誌 賴先生 (02-25173688#839、sidney.lai@cwgv.com.tw) 

https://event.gvm.com.tw/ruralvillagecompetition/


                                                                                                                             

第二屆金牌農村競賽全國決賽 第⼀階段評審時間表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和平大樓 401 會議室(報到處 4樓防災應變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 2段 100 號） 

時間 3 月 19 日(星期五) 3 月 20 日(星期六) 3 月 21 日(星期日) 

08:30-09:00 30’ 參賽單位報到 參賽單位報到 參賽單位報到 

09:00-09:30 30’ 基隆市七堵區瑪東社區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社區 臺北市內湖區白石湖社區 

09:30-10:00 30’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社區 新北市淡水區樹興社區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社區 

10:00-10:30 30’  宜蘭縣員山鄉結頭份社區 新竹縣新埔鎮旱坑社區 桃園市大溪區內柵社區 

10:30-10:45 15’ 休息 

10:45-11:15 30’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社區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社區 
苗栗縣三義鄉雙潭社區 

暨雙潭休閒農業區 

11:15-11:45 30’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社區 臺中市太平區興隆社區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社區 

11:45-12:15 30’  南投縣埔里鎮珠仔山社區 臺中市豐原區公老坪社區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社區 

12:15-13:00 45’ 用餐 

13:00-13:30 30’ 連江縣北竿鄉橋仔社區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金門縣金沙鎮大洋社區 

13:30-14:00 30’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社區 花蓮縣玉里鎮赤科山社區 澎湖縣湖⻄鄉南寮社區 

14:00-14:30 30’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 
臺東縣臺東市富豐社區 

暨富岡社區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社區 

14:30-14:45 15’ 休息 

14:45-15:15 30’ 臺南市玉井區天埔社區 臺東縣關山鎮電光社區 屏東縣內埔鄉東片社區 

15:15-15:45 30’ 臺南市佳里區漳州社區 新竹市香山區茄苳社區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 

15:45-16:15 30’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 雲林縣古坑鄉華南社區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 

16:15-16:30 15’  休息 

16:30-17:00 30’  彰化縣二水鄉源泉社區 雲林縣林內鄉烏塗社區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 

17:00-17:30 30’  彰化縣永靖鄉四芳社區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休閒農業區 嘉義市⻄區紅⽡厝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