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年度電商平臺業者參加「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申請頇知 

110.08訂定 

壹、 依據：110年「因應貿易開放養豬產業轉型升級計畫-豬肉銀髮食品推廣」工作

項目辦理。 

貳、 目的：為擴大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各式銷售通路、管道與場域，提升國人購買

便利性及認知度，並促進國產豬肉原料用於銀髮友善食品餐食市場銷售

量能，透過舉辦網路購物活動，與國內電子商務平臺業者合作，鼓勵消

費者於網路購買選用在地食材、符合安全規範、注重營養機能、質地友

善、包裝分量及備餐便利的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並活絡臺灣銀髮友善

食品電子商務市場，俾助拓展臺灣銀髮友善食品產業發展。 

參、 補助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肆、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執行單位) 

伍、 執行期間：自獲選日之次日貣至110年12月15日止(含經費核銷期間)；其中110年

9月16日至110年12月01日為網路購物活動辦理期間。 

陸、 申請對象：電子商務平臺業者設籍於中華民國境內，且頇檢附公司合法登記證

明文件。 

柒、 資格條件： 

一、 頇具備完整的線上金流交易系統、物流系統與商品上架銷售行銷經驗與能

力（包括商流、營運、行銷推廣等）。 

二、 活動期間針對消費者每筆消費，電子商務平臺均應開立統一發票。 

三、 申請單位應以「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為活動主題，在自身官網以豬肉類銀

髮友善食品進行網路促銷、廣告、宣傳等相關行銷策略規劃，並配合辦理

之共同行銷活動。此外，所販售之產品頇於活動開始前提報至執行單位進

行審查，通過後始得納入核銷金額。 

捌、 經審查符合資格之電子商務平臺，可獲得政府資源及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政府給予資源： 

(一) 平臺專區補助金：取得本計畫受補助資格之電商平臺於計畫執行期間內



 

設立「Eatender (銀髮友善食品)專區」，協助商流、營運、行銷推廣等其

他相關銀髮友善食品，依報名審核通過先後順序，額滿6家電商平臺為

止，每一平臺核定最高補助費用2萬元。 

(二) 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消費者於活動期間購買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單

筆消費滿新臺幣500元，即贈送100元之回饋金，每筆消費限領1次)，本

項回饋金由執行單位審核發給，電商平臺業者可透過折價卷、購物金及

紅利點數等方式發送回饋金，依報名審核通過先後順序，額滿10家電商

平臺為止，每一平臺核定最高回饋消費者補助費用1萬元。 

(三) 實績獎勵金：取得本計畫受獎勵資格之電商平臺於計畫執行期間內銷售

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金額超過(含)10萬元者，按銷售金額給予5%獎勵金 

(例如銷售金額達50萬，獎勵金為2萬5千元)，每家電商平臺最高實績獎

勵金上限為20萬元。合作平臺需每週回報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相關銷售

資訊，執行單位滾動式統計相關銷售指標內容，作為獎勵金核發參考。

本計畫核准之獎勵金以本年度預算彈性調整，獎勵金額超出經費預算總

額時，得視年度經費採比例原則酌定發放，並以電話及E-mail方式通知

申請單位。 

銷售金額 獎勵金核發標準 獎勵金核發上限 

10萬元(含) 以上 5% 
每家電商平臺最高為

20萬元 

(四) 其他措施：參與本活動之電商平臺可獲得銀髮友善產品推廣展示的相

關宣傳品(如活動主視覺、相關宣傳海報及橫幅廣告設計等)。 

二、 平臺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 電商平臺於110年10月11日前於官網設置活動專頁(區)，專頁(區)內應明

顯標註「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活動，並配合活動官網進行活動期間之

宣傳規劃，否則得取消參與電商平臺之資格。 

(二) 參與本活動之電商平臺應配合執行單位進行拜會及訪談。 

(三) 參與本活動之電商平臺應配合執行單位提供相關資料，包含提供執行單

位「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活動網路行銷商機之量化績效指標至少3項，

例如促銷活動銷售資訊、消費者需求及認知調查等。 



 

(四) 參與本活動之電商平臺應配合執行單位相關宣傳、研究調查及媒合會等

活動。 

玖、 申請辦法： 

一、 有意提出申請之電商平臺應於110年9月10日下午5時前寄送，提案相關文件

限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名，並於信件主旨註明【參加「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

網路購物活動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一) 電子郵件：swh@firdi.org.tw   

(二) 電郵後請再來電確認：03-522-3191 分機223 洪瑟雯副研究員 

(三) 提案送件資料：申請單位申請表(含切結書)及相關資料(格式請參考附

件) 

壹拾、 審查作業流程： 

一、 審查作業由執行單位針對提送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審符合資格的電商平

臺由執行單位以公函及E-mail方式通知申請單位，即取得本活動之獎勵資

格。 

拾壹、 活動經費、獎補助金核銷及撥款方式： 

一、 平臺專區補助金： 

(一) 申請平臺專區補助金之電商平臺最遲應於110年10月30日前檢附相關資

料，詳如附件五。 

(二) 以上檢附文件，不得有虛偽造假之情事，經執行單位審查確認以不實文

件提出申請者，不予核發補助金，並終止本活動受補助資格。 

二、 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 

(一) 活動開始後分2次申請經費，第一次於109年10月30日(銷售資料為9月

16日至10月30日)後2週內核銷、第二次於12月1日(銷售資料為10月30

日至12月1日)後2週內核銷，逾期不予受理。 

(二) 申請經費時，應檢附相關之發票、交易明細及宅配單等核銷憑證(詳如

本辦法第拾貳第四項「獎補助金申請檢附文件」之規定，以掛號方式逕

寄執行單位申請經費。 

三、 實績獎勵金： 

(一) 實績獎勵金限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列入計算，請參考附件六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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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一覽表 

(二) 電商平臺於110年12月15日前，統計銷售期間(自獲通知取得本計畫獎

勵資格日貣至110年12月01日止)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實際銷售金額，

連同檢附銷售期間之發票、交易明細及宅配單等核銷憑證(詳如本辦法

第拾貳第四項「獎補助金申請檢附文件」之規定)，以掛號方式逕寄執

行單位申請獎勵金。 

(三) 前開獎勵金核算方式，採銷售營業額累計制，不重複核發，每家電商

平臺實績獎勵金累計最高為 20萬元，此外，所販售之豬肉類銀髮友善

食品品項需為活動前所提報之產品，若為名單外之商品，不得列入營

業額計算(品項表格式請參考附件四)。 

四、  申請獎補助金需同時檢附下列(一)~(三)項之文件： 

(一) 訂購單(或出貨單影本)：包含日期、購買人、收件人及當次交易產品

編號（或商品條碼）、品名、數量、銷售金額(以上以網路購物平臺匯

出能辨識交易內容資料為準)。 

(二) 統一發票影本：為當次之網購交易提供消費者統一發票影本。 

(三) 獎補助金彙整表：依交易別列出申請當次獎補助金應提供之訂購單或

出貨單之序號、發票序號(或宅配簽收單或提貨簽收單序號)，並註明

每項訂購單之銷售金額。 

(四) 以上檢附文件，不得有虛偽造假之情事，經執行單位審查確認以不實文

件提出申請者，不予核發獎補助金，並終止本活動受獎補助金資格。 

五、 其他： 

(一) 參加本活動之電商平臺於銷售時，頇針對該筆網購交易開立統一發票，

並明確讓選購之消費者認知本次交易係為「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獎勵

活動 (可顯示於結帳頁面說明)。 

(二) 參與本活動之電商平臺，執行本案時與消費者及合作廠商間之權益應

依相關法令辦理，並頇以書面切結未有虛偽造假之情事，如查相關證

明文件有虛假不實、假造及違法情形者，除限期繳回獎金外，情節嚴

重致使執行單位遭受損害者，執行單位得依法追究責任。 

(三) 本活動相關申請文件、獎補助金核銷憑證等皆不退回，其中涉及個人



 

資訊者，執行單位僅用於執行審查及獎補助金核發。 

拾貳、 績效查核： 

一、  執行單位將於活動執行期間，不定期於參與活動之網站抽查是否確實辦理

「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促銷宣導活動，並了解實際執行狀況與計畫書內容

符合度、實際創造商機效益及電商平臺投入資源等，電商平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倘查核有不實情形則取消該電商平臺受獎補助資格，並追回

已撥付之獎補助金；另執行單位保有至參與活動電商平臺之公司及網站後

台進行產品訂單勾稽之權利。 

二、 另有關獎補助金核銷查核，以實地抽查、或透過第三方(如物流公司等)協

助查驗交易事實或由執行單位派員於網路購物平臺購買產品等方式進行，

但不以上述為限。 

三、 本活動合格之電商平臺應依執行單位要求之項目與時程，提供本案計畫執

行進度或相關資料。 

四、 本計畫結束後1年內，本計畫合格之電商平臺應配合執行單位相關專案成效

追蹤。 

拾參、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另以公文補充修正。 

拾肆、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保有修改本辦法及活動內容之權利，惟修改後

將週知所有參與活動之電商平臺。 

拾伍、 本案聯絡人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洪瑟雯 副研究員 

電話：(03)522-3191 分機223 

E-mail：swh@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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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電子商務平臺報名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統編  

公司設立時間 (例：2000/01/20) 負責人姓名  

實收資本額  員工數  

公司登記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稱  

電話 (    ) 傳真 (    ) 

手機  E-mail  

營業項目  

主要服務內容概述 
(可另行提供公司簡介資料) 

約500字 

 

 

 

 

二、網站資料 

電商平臺名稱  

電商平臺網址  

電商平臺屬性 

□綜合型電子商務平臺(販售各類商品) 

□專業型電子商務平臺(販售特定種類商品)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另設立Eatender銀髮

友善食品專區意願 

□願意 

□不願意 

活躍會員數/會員數  
近一年有無販賣

Eatender產品 

□有，_______件 

□無 

三、檢附資料 

本次活動貴平臺之回

饋消費者活動方案 

□折價券(使用方案：_____________) 

□紅利點數(使用方案：____________) 

□其他(使用方案：________________) 

(上述資訊請詳實填寫，行距不夠請自行展延) 

相關附件 

□公司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完整線上金流及物流之佐證資料 

□本申請表(含個資條款簽名、切結書、預定工作進度表及預期

效益、提報販售產品之品項表) 

 

附件一 



 

 

四、個資法使用聲明 

 

 

依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規定，非公務機關因業務關係之需要得

查詢、蒐集、電腦處理可傳遞及利用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是故： 

1. 貴公司報名參加 110 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包括：公司行號、負責人姓名、聯絡人姓名、職稱、電子郵件、聯絡方式等），

除了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食品所」）使用外，亦將提供給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以利進行補助金及獎勵金款項之核銷。 

2. 本案將於中華民國境內，在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及目的範圍內，合理的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活動(活動聯絡方式

swh@firdi.org.tw)行使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

用、刪除之權利。如您不提供正確的個人資料予本活動，可能導致本活動無法確

實提供您服務。 

 

     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 110 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所列蒐

集目的範圍內，合理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簽章：                              (請以正楷親筆簽名)   

 

本報名表填寫完成後併同檢附資料(請同時寄 pdf 掃描檔及 word 檔)，並以電子郵件

方式報名： 

1. E-mail：swh@firdi.org.tw 

2. E-mail後請再來電確認：(03)522-3191 分機 223 洪瑟雯 副研究員 

 

※報名時間自即日貣至本(110)年 9月 10日下午 5時止，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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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切結書 

 

 

                                                                                                       (公司名稱/平臺名稱) 

本公司保證提供之文件及佐證資料屬實，並保證於活動期間遵守相關法律規定，

且不進行誇大不實之廣告宣傳，本公司同意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立 約 人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話： 

※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二 

 

 



 

           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預定工作進度表及預期效益 

一、 預定促銷方式及時間 

預訂工作項目 
時間 

9月 10月 11月 

平臺上架 

豬肉銀髮食品 

例：√ (9/30) 

 

  

回饋消費者 

促銷活動 

   

主題節慶行銷

活動 

   

其他行銷推廣

活動 

   

註：上述為舉例，請申請單位應依實際規劃之促銷方式及預定時間填寫。 

 

二、 預期績效說明 

(一) 執行績效指標 

序號 績效項目 單位 績效指標 說明 

1 例：網路促銷活動 場次 2場 提升下單筆數20% 

2 例：銷售豬肉類銀髮食品 元 5項 增加營業額20萬元 

3     

4     

註：本表之執行績效指標為舉例說明，申請單位應依所規劃之工作內容說明填寫。 

 

(二) 預期效益（預期達成之成效、影響、量化效益等） 

 

 

(三) 銷售實績及未來銷售潛力分析 

 

 

 

附件三 



 

           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提報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販售產品之品項表 

 

申請單位：                   

 

序號 商品名稱 生產者/生產廠商 備註 

1    

2    

3    

4    

5    

6    

    

註 1：請參考 2016-2021年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一覽表。 

註 2：電商平臺獲得參與資格後，得於活動開始前再新增銷售品項，惟仍需食品所

同意後，銷售金額始得採計於 110 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註 3：商品名稱需與發票所開出的產品名稱完全相符，否則不得列入銷售金額採計。 

 

 

 

 

 

 

 

 

 

 

 

 

 

附件四 



 

           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平臺專區補助金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____月____日 

本公司(平臺)申請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平臺專區補助金，願意

遵守活動規範及相關法律規定，並同意配合申請項目「Eatender (銀髮友善食品)專區」

核銷及查驗等事項。倘有違前揭聲明，願放棄補助資格並繳還補助經費。 

申請人/單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公司名稱  

匯款帳戶  

匯款帳號  

資料證明 

Eatender (銀髮友善食品)專區畫面截圖及連結 

 

 

 

 

 

 

 

 

 

 

 

 

 

 

 

 

 

 

連結網址： 

審查結果 

□合格，告知申請單位補助申請作業計畫。 

□不合格，原因： 

其它事項： 

附件五 



 

                     110年度「花甲樂食 豬肉派對」網路購物活動 

                                                                     2016-2021年豬肉類銀髮友善食品一覽表 

序 入選年份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溫層 獲選獎項 質地分級 

1 2016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燒獅子頭 冷凍     

2 2016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籽油原味肉酥 常溫     

3 2016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養生肉鬆 常溫     

4 2018 青葉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葉嚕肉飯料  常溫      

5 2018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第小籠湯包  冷藏      

6 2018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腸蘿蔔糕  冷藏      

7 2019 齊力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京醬軟骨排 冷凍      

8 2019 聯夏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滷肉豬 冷凍  評審團獎、包裝設計獎、創新潛力獎 舌頭壓碎 

9 2019 聯夏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糖醋豬 冷凍  評審團獎、包裝設計獎、銀膳獎 舌頭壓碎 

10 2019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寶寶健康純豬肉鬆 常溫    容易咀嚼  

11 2019 新力香食品有限公司 無糖肉鬆 常溫  創新潛力獎 容易咀嚼  

12 2019 鴻展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鮮盒子佛跳牆 常溫     

13 2019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炙燒蜜汁豬樂條 常溫     

14 2019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滿漢嘟嘟好蒜味小香腸 冷藏     

15 2020 鮮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蔥油鹽麴豬肉炊飯 冷凍  銀養獎 容易咀嚼 

16 2020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饗冷藏黃金煎餃 冷藏    容易咀嚼 

17 2020 品冠現代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外婆的紅燒肉 冷凍  營養活力獎  

18 202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無骨豬腳 冷凍  營養活力獎  

19 2020 唯豐商業有限公司 尊享肉鬆 常溫     

20 2020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籽油減鈉肉酥 常溫    容易咀嚼 

21 2020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古早味滷肉燥 冷凍    容易咀嚼 

22 2020 台亞食品有限公司 古早味手切滷肉醬 冷藏    容易咀嚼 

23 2020 品冠現代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陽光豬 Q 彈貢丸 冷凍    容易咀嚼 

附件六 



 

序 入選年份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溫層 獲選獎項 質地分級 

24 2020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豆腐香腸 冷凍     

25 2020 廣達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豬肉鬆 常溫    容易咀嚼 

26 202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火腿絲 冷凍    容易咀嚼 

27 2020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四神排骨湯 常溫     

28 2020 世達流通有限公司 桂冠營養健康研究室美味健力湯禮盒 冷凍  評審團獎、銀養獎  

29 2020 品冠現代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養豬人家原味豬肉絲 常溫     

30 2020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晨露樂齡粥綜合組 常溫     

31 2020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乳酪德式小香腸 冷藏     

32 2021 板田實業有限公司 一粒米碗粿(菲力豚燕麥) 冷凍      

33 2021 頤品食品有限公司 津醬古早味肉燥麵 常溫      

34 2021 鮮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熟化古早味滷排 冷凍      

35 2021 聯夏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馬偕 x優加-軟心肉排餐(糖醋豬) 常溫      

36 2021 駱駝鈴生機股份有限公司 喜琵鷥寶寶細肉鬆(原味) 常溫      

37 2021 廣達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廣達香無糖肉鬆(不加鹽) 常溫      

38 2021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履歷豬肉鬆 常溫      

39 2021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長纖黑豬純肉鬆 常溫      

40 2021 帆船食品廠 帆船牌家傳系列原味肉燥 常溫      

41 2021 帆船食品廠 帆船牌家傳系列辣味肉燥 常溫      

42 2021 帆船食品廠 帆船牌家傳系列香菇肉燥 常溫     

43 2021 帆船食品廠 帆船牌家傳系列蝦米肉燥 常溫     

44 2021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翡翠羹獅子頭 冷凍     

45 2021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新東陽麻婆豆腐 常溫     

46 2021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失戀回魂湯(香蕉排骨湯) 常溫      

47 2021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豚骨菲力糙米粥 冷藏      

48 2021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博客 Q肉丁原味德國香腸 冷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