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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臺灣是熱帶農業科技先進國家，具有強大技術能量，不僅有農

漁畜相關技術可以協助僑臺商升級，還有農業環境治理、生態維護、

農產品加工、智慧科技等先進科技，以及觀光農業、大健康產業與生

質能源產業，可協助全球僑臺商邁向新階段。 

政府對於海外僑臺商的支持一向不遺餘力，為協助全球從事農

業相關之僑臺商，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簡稱農科

院)、全國農業金庫共同合作，推出「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

整合臺灣的農業「技術」、「人才」與「資本」，協助全球僑臺商農

業產業發展，並推廣臺灣農業設備及相關資材出口等，與全球農業及

農產品市場鏈結，為臺灣經濟成長挹注新動能，同時壯大臺灣農業。 

農科院以豐富的農業技術及實務經驗，銜接農委會轄下 16個農

業技術研發單位，針對「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透過 LINE

專線(ID:@tw.agritech)提供農業技術設備、設施、資材等諮詢；農

業科技研發委託服務；農企業育成與輔導；農企業人才培訓；農業設

備、設施、資材產銷媒合。另全國農業金庫提供農企投資及創業貸款

資金媒合，協助僑臺商回國投資以及協助臺灣青農與農企到海外投資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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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泰國服務期間深感僑臺商的重要性及影響，為推動臺泰

雙方農業交流與合作，經彙整政府可運用資源，提出「僑臺商農業技

術協助方案」，深獲各界迴響。爰自接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後，特別

進一步援引泰國經驗，擴大彙編「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手冊」，將服

務範圍涵蓋全球，盼能達成四項目標：協助全球僑臺商農企業壯大與

永續發展；協助臺灣農企業佈局全球；協助臺灣農業設備、設施、資

材出口全球市場；以及協助僑臺商回臺灣投資農業等。 

今後僑委會仍將秉持一貫的政策立場，以需求為導向，輔導與

協助僑臺商事業發展，期由本「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手冊」的編撰，

讓僑臺商感受到政府支持的力量。同時藉由僑臺商與政府密切攜手合

作，共創雙贏。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202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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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緣起 

為協助全球從事農業相關之僑臺商技術升級及提升僑臺商的國

際競爭力，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簡稱農科院)、全

國農業金庫共同合作，推出「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整合農科

院的農業技術與人才的優勢、農業金庫的豐沛資本，協助海外僑臺商

搭建農業合作及產業鏈結。 

    茲彙編「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手冊」置於僑委會「僑臺商專區」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海外僑臺商朋友下載

運用並踴躍分享。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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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科院農業技術服務平臺內容 

為強化全球僑臺商與臺灣農業技術研發與學研機構的合作，本平

臺提供農業技術諮詢與產業服務，使全球僑臺商更容易獲得與鏈結臺

灣農業技術研發機構，以及充沛可移轉技術資源，以提升僑臺商的國

際競爭力與附加價值。 

臺灣在農業領域擁有良好的研發體系與技術，為使研發成果加速

落實於產業，農科院即在此背景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

於 2014年設立，設立目的與主要任務為承接農委會所轄官方 16個農

業試驗改良場所之研發成果，全面應用於國內外農業生產現場。 

農科院目前設有動物、水產、植物三個科技研究所及農業政策研

究中心、產業發展中心，農科院擁有 500餘名專家，每年從事 300餘

項農漁牧相關技術的研發計畫，擁有豐富的農業技術及交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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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INE專線 

農科院提供對外之 LINE專線單一窗口 (LINE 

ID:@tw.agritech)，或透過 E-MAIL諮詢

(tw.agritech@mail.atri.gov.tw)以推廣及提供技術諮詢服務，

項目包括： 

１、農業技術及相關設備、設施、資材等之諮詢。 

２、農業科技之應用、研究與發展及試驗研究之委託服務。 

３、農企業之育成與營運輔導。 

４、農企業生產技術與營運管理人才培訓。 

５、農業設備、設施及相關資材之產銷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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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 

農科院於官方網站建置「僑臺商服務」專區(網址：

https://www.atri.org.tw/tw_agritech)，網頁內容包括： 

１、平臺服務介紹：內含農業委員會所屬農試改良所連結、全

球僑臺商農業服務 LINE專線服務時間。 

２、農科院服務項目：內含《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手冊》、

《僑臺商農業技術協助方案申請表》及《財團法人農業科

技研究院人員應聘（邀）指導收費標準》電子檔。 

３、「農業資材產銷動向」內含廠商及產品介紹。 

４、「臺灣農業科技資訊」：內含新技術、育成電子報、 

  B＆B(生物肥料及農藥)電子教學。 

５、農業科技影音專區：內含農業技術、合作與商機之實績影

音介紹。 

６、常見問題 Q&A。 

農科院為非營利法人組織，透過本方案協助全球僑臺商解

決農漁牧領域相關技術問題，所提供諮詢服務均免費，至於赴

海外現場的技術服務及技術移轉的收費標準，係以工本費為考

量，竭誠歡迎全球僑臺商多多洽詢運用。 

https://www.atri.org.tw/assets/files/20200805102405.pdf
https://www.atri.org.tw/assets/files/20200805101918.pdf
https://www.atri.org.tw/assets/files/%E8%BE%B2%E7%A7%91%E9%99%A2%E4%BA%BA%E5%93%A1%E6%87%89%E8%81%98%E6%94%B6%E8%B2%BB%E6%A8%99%E6%BA%96.pdf
https://www.atri.org.tw/assets/files/%E8%BE%B2%E7%A7%91%E9%99%A2%E4%BA%BA%E5%93%A1%E6%87%89%E8%81%98%E6%94%B6%E8%B2%BB%E6%A8%99%E6%BA%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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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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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農業金庫合作方案內容 

政府為整合農業政策與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於 2004年 1月 30

日施行農業金融法，隔年 5月 26日成立農業金庫，目前金庫淨值 336

億元，其中農委會持股占 4成，農漁會、農信保等農業團體持股占 6

成。金庫是臺灣目前唯一的農業行庫，除一般農、林、漁、牧融資可

以辦理外，一般存款、放款、外匯、信託等商業銀行業務金庫也都可

以辦理，它是一家可以辦理商業銀行業務的農業專業銀行，在政府的

高度支持下，最近連續十年榮獲中華信評公司 twAAA最高評等，金庫

目前存款 7,200億元，有充沛餘裕資金可提供農業發展所需資金。 

農業金庫除提供農業貸款外，為加速投資農業發展布局國際市

場，積極與產官學攜手合作，今年 7月 31日在中興大學舉辦「農業

投資和創業商機交流座談會」，討論臺灣具有競爭優勢的三大農業技

術主題，包含「跨國有機肥料投資商機」、「從臺灣蘭花產業的全球佈

局－思考跨國蘭花產業的合作策略」及「科技化循環水軟殼蟹養殖投

資計劃」，臺灣農林漁牧技術創新、產品優良，不能只有安於現狀立

足臺灣，還要展望亞洲甚至全球，希望透過在臺灣建立示範場域，建

構完整的上中下游的農產業價值鏈，再把這些成功經驗整廠輸出，複

製到全球各地。 

農業金庫目前可提供青農及赴新南向國家投資的優惠貸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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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青年從農創業貸款，是政府為改善農村人口逐漸老化凋零的現象，

為鼓勵青年返鄉從農，特別推出青年從農創業低利貸款，申請資格年

滿 18歲以上 45歲以下，貸款額度最高 1,000萬元(經專案核准不在

此限)、貸款利率百大青農 500萬元內，一般青農 200萬元額度內，

於 5年貸款期間適用利率為 0%，超過部分目前為 0.54%。另新南向國

家包括東協十國、南亞六國及紐澳等共 18個國家，為響應政府新南

向政策， 授信額度依借款人投資計畫所需總金額之 70%為限、最高

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貸款利率得從優議定。其他相關金融服務項目

請參閱官網：「https://www.agri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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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赴新南向國家投資貸款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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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商回臺投資專案融資貸款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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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投資臺灣專案貸款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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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國農業金庫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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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報導 

(一)僑務電子報 

 

僑委會推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 協助僑臺商農業升級與

臺灣農業邁向國際 

 
童振源(站立者)期盼透過「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協助僑臺商農業技術升級

及促進全球僑臺商和臺灣農業商機媒合。 

 

陳建斌(站立者)強調，只要僑臺商有需求，農科院就是各位的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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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見松(站立者)相信在農科院技術以及農業金庫資金，在配合僑臺商在海外的意

願，透過僑委會的整合將臺灣的農業技術推展到海外。 

童振源（前排中）、徐佳青（前排右3）、陳建斌（前排左3）、吳百仁（前排左2）、

林見松（前排左1）、蘇春生（前排右2）、劉樹添（中排左3）、張崇斌（後排左4）

及參與「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記者會的僑臺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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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6 

為提供全球從事農業相關的僑臺商整合式服務，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及全國農業金庫共同合作，8月6日於記者會推出

「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提供海外僑臺商農業相關技術、人才

與資本整合服務方案，協助海外僑臺商發展農業，並提供臺灣設備、

設施及相關資材出口，協助臺灣農業邁向國際，為臺灣經濟成長挹注

新動能，同時壯大臺灣農業。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表示，臺灣是熱帶地區先進農業科技國家，具強

大技術能量。臺灣不僅有農林漁牧相關技術可以協助僑臺商升級，還

有農業環境治理、生態維護、農產品加工、智慧科技等先進技術可協

助僑臺商邁向新階段。童委員長強調，「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

將可創造四贏目標：協助全球僑臺商農企業壯大與永續發展；協助臺

灣農企業鏈結僑臺商佈局全球；協助臺灣農業設備、設施、資材出口

全球市場；協助僑臺商回臺灣投資農業。 

農科院院長陳建斌首先對童委員長的高瞻遠矚表示敬佩，他接著說，

近來因為疫情、氣候及環境變遷引發世界糧食供應趨於緊張，因此更

顯得農業技術的重要，因此臺灣的精緻農業以及人工智慧農業技術更

適合推往世界；他強調，只要僑臺商有需求，農科院就是各位的服務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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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農業金庫副總經理吳百仁說，只要是農業投資或創業所需要的資

金，農業金庫都可以提出幫助，除可協助臺商回臺投資，也可以協助

青農或農企業的經營技術出口轉移，希望各位僑臺商可以多加利用。 

國策顧問林見松表示，委員長在駐泰期間就很關心僑臺商，包括在農

業方面的發展，他相信在農科院技術以及農業金庫資金，透過僑委會

的整合將臺灣的農業技術推展到海外。僑務委員蘇春生接著說，去年

承蒙農科院協助，在馬來西亞舉辦為期3日的「馬國臺灣農業機械暨

資材展售會」，在當地引起熱烈迴響，也讓大家見識到臺灣農業技術

的成熟，今天成立的方案相信未來對海外僑臺商推展農業一定有相當

的幫助。 

亞洲臺商總會總會長劉樹添表示，農業平臺公佈以後，亞洲僑臺商的

詢問度相當高，亞洲僑臺商在農業所欠缺的技術及資金可以在臺灣取

得，不僅是亞洲，更希望將臺灣農業推展到全世界。中南美洲臺灣商

會總會長張崇斌表示，中南美洲的農業的競爭力相當強，希望未來能

藉由農業平臺提供僑臺商技術資源，此外更可以在邦交國提供臺灣農

業技術的幫助。 

僑委會副委員長徐佳青則說，雖然臺灣土地面積小且人口有限，但在

這塊土地上默默耕耘造就農業技術的發達，也希望藉此輸出臺灣的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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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術，讓海外僑臺商可以得到更多協助，並透過農業技術協助邦交

國解決糧食不足等問題，期望臺灣的農業技術可以成為國家隊，向世

界延伸。 

僑委會與農科院合作建置「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LINE 帳

號（@TW.AGRITECH）以及「全球僑臺商農服務手冊」，歡迎全球從事

農業的僑臺商透過網路平臺查詢或 LINE 進行一對一專業諮詢。另農

業金庫提供農企投資及創業資金媒合，協助臺商回國投資以及協助青

農等農企到海外投資布局。 

僑委會官網與農科院官網已同步設置專區，可點選僑委會「僑臺商專

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中的「全球僑臺商農業

服務方案」，或農科院網站「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

（https://www.atri.org.tw/tw_agritech），歡迎海外僑臺商朋友免

費下載參考運用並踴躍分享。 

 

報導連結：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Detail.aspx?nodeid=346&p

id=18404978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https://www.atri.org.tw/tw_agritech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Detail.aspx?nodeid=346&pid=18404978
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Detail.aspx?nodeid=346&pid=1840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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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寰宇新聞網 

 

 

報導連結： 

http://globalnewstv.com.tw/202008/121056/

http://globalnewstv.com.tw/202008/12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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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時報 

 

助僑胞發展農業 僑委會推服務方案 

 
僑委會舉辦座談會，提供農業服務方案助僑胞推廣臺灣農業。（僑委會提供） 

2020-08-07 10:26:03 

〔記者彭琬馨／臺北報導〕僑委會發布新聞稿表示，為提供全球從事

農業相關的僑臺商整合式服務，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

院及全國農業金庫共同合作，推出「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提

供海外僑臺商農業相關技術、人才與資本整合服務方案，協助海外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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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發展農業，並提供臺灣設備、設施及相關資材出口，協助臺灣農

業邁向國際，為臺灣經濟成長挹注新動能，同時壯大臺灣農業。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表示，臺灣是熱帶地區先進農業科技國家，具強

大技術能量。臺灣不僅有農林漁牧相關技術可以協助僑臺商升級，還

有農業環境治理、生態維護、農產品加工、智慧科技等先進技術可協

助僑臺商邁向新階段。童振源強調，「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將

可創造四贏目標：協助全球僑臺商農企業壯大與永續發展；協助臺灣

農企業鏈結僑臺商佈局全球；協助臺灣農業設備、設施、資材出口全

球市場；協助僑臺商回臺灣投資農業。 

農科院院長陳建斌說，近來因為疫情、氣候及環境變遷引發世界糧食

供應趨於緊張，因此更顯得農業技術的重要，臺灣的精緻農業以及人

工智慧農業技術更適合推往世界；他強調，只要僑臺商有需求，農科

院就是各位的服務窗口。 

全國農業金庫副總經理吳百仁說，只要是農業投資或創業所需要的資

金，農業金庫都可以提出幫助，除可協助臺商回臺投資，也可以協助

青農或農企業的經營技術出口轉移，希望各位僑臺商可以多加利用。 

亞洲臺商總會總會長劉樹添表示，農業平臺公佈以後，亞洲僑臺商的

詢問度相當高，亞洲僑臺商在農業所欠缺的技術及資金可以在臺灣取

得，不僅是亞洲，更希望將臺灣農業推展到全世界。中南美洲臺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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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會長張崇斌表示，中南美洲的農業的競爭力相當強，希望未來能

藉由農業平臺提供僑臺商技術資源，此外更可以在邦交國提供臺灣農

業技術的幫助。 

僑委會副委員長徐佳青則說，雖然臺灣土地面積小且人口有限，但在

這塊土地上默默耕耘造就農業技術的發達，也希望藉此輸出臺灣的農

業技術，讓海外僑臺商可以得到更多協助，並透過農業技術協助邦交

國解決糧食不足等問題，期望臺灣的農業技術可以成為國家隊，向世

界延伸。 

 

報導連結：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52747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5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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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紀元 

 

僑委會推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 童振源：創造四贏 

 
僑委會6日舉辦「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記者會出席僑臺商合影。（僑委會提

供） 

【大紀元2020年08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怡欣臺灣臺北報導）為

提供全球從事農業相關的僑臺商整合式服務，僑務委員會與財團法人

農業科技研究院及全國農業金庫共同合作，8月6日於記者會推出「全

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提供海外僑臺商農業相關技術、人才與資

本整合服務方案，協助海外僑臺商發展農業，並提供臺灣設備、設施

及相關資材出口，協助臺灣農業邁向國際，為臺灣經濟成長挹注新動

能，同時壯大臺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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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表示，臺灣是熱帶地區先進農業科技國家，具強

大技術能量。「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將可創造四贏目標：協助

全球僑臺商農企業壯大與永續發展；協助臺灣農企業鏈結僑臺商佈局

全球；協助臺灣農業設備、設施、資材出口全球市場；協助僑臺商回

臺灣投資農業。 

農科院院長陳建斌說，因疫情、氣候及環境變遷引發世界糧食供應趨

於緊張，更顯農業技術重要，因此臺灣的精緻農業以及人工智慧農業

技術更適合推往世界；他強調，只要僑臺商有需求，農科院就是各位

的服務窗口。全國農業金庫副總經理吳百仁指出，只要是農業投資或

創業所需要的資金，農業金庫都可以提出幫助，除可協助臺商回臺投

資，也可以協助青農或農企業的經營技術出口轉移，希望各位僑臺商

可以多加利用。 

國策顧問林見松表示，相信在農科院技術及農業金庫資金，透過僑委

會整合將臺灣農業技術推展到海外。僑務委員蘇春生接著說，去年承

蒙農科院協助，在馬來西亞舉辦為期3日的「馬國臺灣農業機械暨資

材展售會」，在當地引起熱烈迴響，也讓大家見識到臺灣農業技術的

成熟，今天成立的方案相信未來對海外僑臺商推展農業一定有相當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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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臺商總會總會長劉樹添表示，農業平臺公佈後，亞洲僑臺商詢問

度相當高，亞洲僑臺商在農業所欠缺的技術及資金可以在臺灣取得，

不僅是亞洲，更希望將臺灣農業推展到全世界。中南美洲臺灣商會總

會長張崇斌表示，中南美洲的農業的競爭力相當強，希望未來能藉由

農業平臺提供僑臺商技術資源，更可在邦交國提供臺灣農業技術的幫

助。 

僑委會副委員長徐佳青則說，希望藉此輸出臺灣的農業技術，讓海外

僑臺商可以得到更多協助，並透過農業技術協助邦交國解決糧食不足

等問題，期望臺灣的農業技術可以成為國家隊，向世界延伸。 

僑委會與農科院合作建置「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LINE帳

號（@TW.AGRITECH）。另農業金庫提供農企投資及創業資金媒合，僑

委會官網與農科院官網已同步設置專區，可點選僑委會「全球僑臺商

農業服務方案」，或農科院網站「全球僑臺商農業技術服務平臺」。 

報導連結：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8/7/n12311835.htm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8/7/n123118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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