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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省工高效及碳匯農機補助實施計畫 

 

112 年 2 月 1 日農糧資字第 1121068052 號函訂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稱本署)為輔導農業機械化，提升農耕作

業效率，輔導農民購置農業普遍需求之種植、管理、收穫及採後處理等農

機，協助紓解農村勞動力缺乏問題，並因應農業淨零排放政策，鼓勵農民

採用「增匯」及「減碳」等功效之耕作機械。 

 

壹、實施方式 

農民提出申請後，視預算核定額度，依政策配合度積分高低排定補助

優先順序。由受理單位通知農民購買農機，農民購機完成後向原受理單位

申領補助款，完成核銷程序後撥付補助款。 

 

貳、補助項目 

農事服務機械、省工農業機械、農用無人飛行載具噴藥機（簡稱農噴

無人機）、新研發農機、引進省工農機及碳匯農機等 6 項。 

 

參、辦理期間 

一、農民申請期間(截止日為休息日者，以休息日之次日為截止日)： 

(一)第一階段：2 月 20 日至 4 月 10 日止。 

(二)第二階段：5 月 20 日至 7 月 10 日止。 

(三)第三階段：8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止。 

二、各階段受理截止時，農民應於受理單位通知後 1 個月內購置農機且

向該單位申領補助款，得辦理展延，惟至遲均須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前交貨並申領補助款完竣，逾期視同放棄。 

 

肆、補助範疇 

一、本署依「農機申請列為補助牌型作業規範」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afa.gov.tw)之農機補助牌型，且非中國大陸產為原則。 

二、補助之農機以新品為限。應包含主機及動力源（引擎或馬達、電池

https://www.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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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完成組裝，倘僅購置主機或配件，因非屬功能完整之農機，

不列入補助；新研發農機及碳匯農機等補助措施不在此限。 

三、售價超過 3 萬元農機牌型應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稱

農試所）性能測定合格。國內無產製或國內尚未訂有性能測定基準

者，進口機種得提供國外檢測機構性能測定報告或安全鑑定證明。 

四、補助之農機應於農機本體明顯處噴上或以穩固不易脫落之貼紙等

方式顯明標示補助字樣。 

 

伍、補助基準 

一、各農機機種補助基準如附表 1，在表列補助上限內，一般農機補助

1/3 為原則，電動農機補助 1/2 為原則，該表倘有修正，以本署全

球資訊網公布者為準。 

二、補助對象設籍於原住民地區且於戶籍地農民輔導單位（含轄區橫跨

非原住民地區及原住民地區者）申辦補助之農民，依上列補助金額

酌增 10%。原住民地區係依據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頒訂「原住民地區」範圍內之 55 個鄉、鎮、市、

區。 

三、農噴無人機比照一般農機補助比例。 

四、法人、團體或公務機關所推動之國產農機、臺灣製造（MIT）等標

章，其驗證程序經本署審認通過者，相關農機牌型得視引擎馬達功

率高低，參照上開補助基準納入農事服務機械補助或省工農業機械

補助等措施項下辦理，補助上限金額依個別牌型造價成本訂定，經

審查通過後將公告於本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afa.gov.tw)。 

五、補助金額低於表列補助上限時，依各措施補助款公式按實際售價金

額計算。倘補助金額逾表列補助上限時，其超出部分由農民自行負

擔。 

 

陸、執行方式 

一、農事服務機械補助 

https://www.a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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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對象： 

1.申請資格 

(1)申請機種引擎功率無限制 

甲、集團產區成員：109 至 111 年本署輔導有案之集團產區營運主

體所屬成員（契作農戶）申辦補助須檢附個人於集團產區耕作

面積達 2 公頃之證明（附表 2），並經分署產業單位確認。 

乙、耕作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之農民：農民須檢附耕作土地清冊及

其證明（附表 3）。 

丙、「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媒合服務達成面積 20 公頃以上之農

民：農民須檢附該平臺畫面截圖或相關證明，並由申請者簽

章，經受理單位至該平臺查閱，並得以電子郵件或公文洽請系

統廠商協助確認。 

丁、代耕面積達 50 公頃以上之農事服務人員：申辦補助須檢附加

入農事服務團體證明及代耕土地清冊（附表 4）。 

(2)申請機種引擎功率未滿 60 馬力 

耕作面積未滿 10 公頃之農民：農民須檢附耕作土地清冊及其

證明（附表 3）。 

2.必要條件：申請補助所購置之農機需安裝全球定位系統 GPS 定位

訊號發送裝置，且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

註冊完成，加入機耕平臺運作，公開受補助農機之 GPS 資訊後，

始予撥付補助款。 

3.符合申請資格及必要條件之農民，依政策配合度核予配分，計分項

目及配分額度如附表 5。以積分高低排列補助優先順序，並視經費

額度審查公布錄取名單，如同分排序致超出核定名單時，同戶籍

地址以補助一臺為原則。 

(二)補助數量：每位申請農民 5 年內以補助 1 臺為限(含大型農機補助

與農事服務機械補助等措施，但不含 111 年申請大型樹枝打碎機

補助者)，受補助之農機達下列基準者，得再申請補助 1 臺，惟 5

年內以補助 2 臺為上限： 

1.收穫機械運轉時數達 1,800 小時(點)且經「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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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實績達 600 公頃者。 

2.曳引機運轉時數達 3,200 小時(點)且經「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媒

合實績達 800 公頃者。 

(三)申請流程： 

1.檢具申請書（附表 6）、身分證、訂單證明(得於分署通知錄取後 1

週內補正)、農機所有人之部分個人資料公開使用授權同意書、配

合調度切結書及資格證明等，向所在地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提

出申請。 

2.經分署公文通知審核通過後，始得購買農機，並於一個月內採購完

成，且於補助款申領期間備齊相關文件，向原受理單位申領補助

款；倘無法於一個月內採購完成者，應於屆期日前檢附延遲交貨

或修正之訂單證明文件向原受理單位申請展延，逾期視同放棄。 

3.農機應標示「112 年農糧署農事服務機械補助」字樣。 

(四)申領補助時應檢附文件如下： 

1.匯款帳戶影本。 

2.農機使用證影本。（請於農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辦） 

3.發票正本。（應註明買受人、機種、牌型、馬力、本機號碼及引擎

(馬達)號碼等） 

4.出廠、銷售或交貨證明（註明農機相關規格及交貨日期等）。 

5.GPS 發訊設備保用兩年之證明。 

(五)受理單位審核時間： 

1.分署於農民補助資格確認完成後 5 工作日內通知申請農民審核結

果。 

2.分署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於二週內確認農機購置情

形。 

(六)購置確認及撥付補助款： 

1.原受理單位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現場確認購置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機種、廠牌型式、本機及引擎號碼、

農機主要規格等與出廠、銷售或交貨證明及發票上所載資料相

符，且所購農機為新品、完成組裝，並依規定標示補助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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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金額低於表列補助上限時，按實際售價金額及補助比例計算補

助金額，採千元整數方式計算，以下無條件捨去。 

3.農民購置曳引機時，倘一併購置該機附掛機具(相同機具一副為

限)，且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價格內含該附掛機具，未超過補助基

準上限者，得准予辦理核銷。 

4.經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確認農機購置後，造冊（附表 7）核銷，

將補助款以匯款方式撥入農民帳戶。 

(七)稽核方式：本署各區分署於補助後隔年辦理抽查，依各縣市補助

農機總數抽查 10%以上為原則，且每縣市至少抽查 2 件；補助後

第 2 至 5 年抽查對象至少達前 4 年度內受補助總數之 3%以上為原

則，最少不得低於 2 個補助對象，受補助農民應配合購機確認及

抽查等事宜。 

 

二、省工農業機械補助 

(一)補助對象： 

1.申請資格：通過有機、產銷履歷與台灣優良農產品等驗證、具農產

品生產追溯條碼（QR Code）、經友善環境耕作登錄之農民、農委

會輔導且登錄有案之青年農民、花卉產銷班班員及參與對地綠色

環境給付計畫有案者等，符合其中一項即符合申請資格。 

2.符合申請資格之農民，依政策配合度核予配分，計分項目及配分額

度如附表 8。以積分高低排列補助優先順序，並視經費額度審查公

布錄取名單，如同分排序致超出核定名單時，同戶籍地址以補助

一臺為原則。 

(二)補助數量：每位申請農民以補助 1 臺為限。 

(三)申請流程： 

1.農民填寫申請書（附表 9），於補助申請期間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

所在地農會申辦。 

2.農民於農會通知審核通過後，應儘速購置農機，且於補助款申領期

間備齊相關文件，向原受理農會申領補助款，逾期視同放棄。 

3.農機應標示「112 年農糧署省工農業機械補助」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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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領補助應檢附文件： 

1.匯款帳戶影本。 

2.農機使用證影本。（請於農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辦） 

3.發票正本。（應註明買受人、機種、牌型、本機號碼及引擎(馬達)

號碼等） 

(五)受理單位審核時間： 

1.農會於農民補助資格確認完成後 5 工作日內通知申請農民審核結

果。 

2.農會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於二週內辦理農機驗收，至

遲應於年度內向本署各區分署申撥補助款並核銷完竣。 

(六)補助款核撥方式： 

1.補助金額低於表列補助上限時，按實際售價金額及補助比例計算補

助金額，採百元整數方式計算，以下無條件捨去。倘補助金額逾

表列補助上限時，其超出部分由農民自行負擔。 

2.申領補助款案件由原受理農會驗收造冊（附表 10）併領據向本署

各區分署（辦事處）申撥補助款，經分署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予農會，並請農會於 5 工作日內轉撥入申請農民帳戶。 

(七)稽核方式：補助案件由原受理農會逐案辦理農機驗收，本署各區

分署於補助後隔年辦理抽查，依各農會補助農機總數抽查 1%以上

為原則，且每一受理農會至少抽查 2 件，受補助農民應配合驗收

及抽查等事宜。 

 

三、農噴無人機補助 

(一)申請資格 

1.已取得民航局遙控無人機高級專業操作證及防檢局空中施作技術

類別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並完成空中施作類別農藥代噴業者

登記。 

2.所屬團體需具備條件： 

(1)具法人資格之農事服務團體或農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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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民航局遙控無人機能力審查核准證明(可投擲或噴灑作業及裝

載危險物品)。 

(3)申辦補助須檢附加入團體證明。 

3.申請補助所購置之農噴無人機需安裝全球定位系統 GPS 定位訊號

發送裝置，且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註冊

完成，加入機耕平臺運作，公開受補助農機之 GPS 資訊，並投保

無人機責任險後，始予撥付補助款。 

4.申請者需符合上開各項條件，且證明文件需於效期內。依政策配合

度核予配分，計分項目及配分額度如附表 5。以積分高低排列補助

優先順序，且不得為零分，視經費額度審查公布錄取名單，如同

分排序致超出核定名單時，同戶籍地址以補助一臺為原則。 

(二)補助機型需經農試所性能測定合格，且中國大陸廠牌及中國大陸

所生產者皆不補助。 

(三)補助數量：每位申請農民 5 年內以補助 1 臺為限。 

(四)申請流程： 

1.檢具申請書（附表 11）、身分證、訂單證明(得於分署通知錄取後

1 週內補正)、農機所有人之部分個人資料公開使用授權同意書、

配合調度切結書及資格證明等，向所在地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

提出申請。 

2.經分署公文通知審核通過後，始得購買，且於補助款申領期間備齊

相關文件，向原受理單位申領補助款，逾期視同放棄。 

3.農機應標示「112 年農糧署農噴無人機補助」字樣。 

(五)申領補助應檢附文件： 

1.匯款帳戶影本。 

2.農機使用證影本。（請於農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辦） 

3.發票正本。（應註明買受人、機種、牌型、本機號碼及引擎(馬達)

號碼等） 

4.出廠、銷售或交貨證明（註明農機相關規格及交貨日期等）。 

5.GPS 發訊設備保用 5 年之證明。 

6.無人機責任險投保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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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理單位審核時間： 

1.分署於農民補助資格確認完成後 5 工作日內通知申請農民審核結

果。 

2.分署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於二週內確認農機購置情

形。 

(七)購置確認及撥付補助款： 

1.原受理單位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現場確認購置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機種、廠牌型式、本機及引擎號碼、

農機主要規格等與出廠、銷售或交貨證明及發票上所載資料相

符，且所購農機為新品、完成組裝，並依規定標示補助字樣。 

2.補助金額低於表列補助上限時，按實際售價金額及補助比例補助金

額，採千元整數方式計算，以下無條件捨去。倘補助金額逾表列

補助上限時，其超出部分由農民自行負擔。 

3.經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確認農機購置後，依計畫補助額度造冊

（附表 7）核銷，將補助款以匯款方式撥入農民帳戶。 

(八)稽核方式：本署各區分署於補助後隔年辦理抽查，依各縣市補助

農機總數抽查 10%以上為原則，且每縣市至少抽查 2 件；補助後

第 2 至 5 年抽查對象至少達前 4 年度內受補助總數之 3%以上為原

則，最少不得低於 2 個補助對象，受補助農民應配合購機確認及

抽查等事宜。 

 

四、新研發農機補助 

(一)準用「省工農業機械補助」規定辦理，惟農機應標示「112 年農糧

署新研發農機補助」字樣。 

(二)補助牌型為符合「新研發農糧機械補助暨示範推廣計畫」，相關

補助機種及其基準依本署公告於全球資訊網者為準。 

 

五、引進省工農機補助 

(一)補助對象準用「省工農業機械補助」規定辦理。 

(二)補助數量、申請流程、申領補助應檢附文件、受理單位審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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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核撥方式及稽核方式等，準用「農事服務機械補助」規定

辦理，惟農機應標示「112 年農糧署引進省工農機補助」字樣，確

認購機完成後一次撥付全額補助款，倘屬不具動力之農具免安裝

GPS，申請書如附表 12。 

(三)補助牌型以符合「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並

經本署輔導有案機種牌型為限，經審核通過後將公布於全球資訊

網。 

 

六、碳匯農機補助 

(一)補助對象： 

1.補助對象準用「省工農業機械補助」規定辦理。 

2.符合申請資格之農民，依政策配合度核予配分，計分項目及配分額

度如附表 5。以積分高低排列補助優先順序，並視經費額度審查公

布錄取名單，如同分排序致超出核定名單時，同戶籍地址以補助

一臺為原則。 

(二)補助機種：具備「化學肥料減量施用」、「增進農地土壤碳匯」、

「節能減碳省水」、「友善環境耕作」及「農業剩餘資源利用」

等效益之農機，並需提供碳匯效益佐證文件；該佐證文件倘由檢

測機構或政府機關開立者，得視同性能測定報告。 

(三)補助數量：每位申請農民每機種以補助 1 臺為原則。 

(四)申請流程： 

1.檢具申請書（附表 13）、身分證、訂單證明(得於分署通知錄取後

1 週內補正)、農機所有人之部分個人資料公開使用授權同意書、

配合調度切結書及資格證明等，向所在地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

提出申請。 

2.申請曳引機附掛式農機具補助者，應以具有相對應可掛載之曳引機

為前提，申請時併附該曳引機農機使用證影本。附掛式農機具供

應商應配合於該機械本體上標示不易脫落之本機號碼。 

3.經分署公文通知審核通過後，始得購買，且於補助款申領期間備齊

相關文件，向原受理單位申領補助款，逾期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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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機應標示「112 年農糧署碳匯農機補助」字樣。 

(五)申領補助應檢附文件： 

1.匯款帳戶影本。 

2.農機使用證影本。（請於農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辦，申

請無動力機具者免附） 

3.發票正本。（應註明買受人、機種、牌型、本機號碼及引擎(馬達)

號碼等） 

4.出廠、銷售或交貨證明（註明農機相關規格及交貨日期等）。 

(六)受理單位審核時間： 

1.分署於農民補助資格確認完成後 5 工作日內通知申請農民審核結

果。 

2.分署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於二週內確認農機購置情

形。 

(七)購置確認及撥付補助款： 

1.原受理單位於收到農民申領補助款文件後，應現場確認購置人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機種、廠牌型式、本機及引擎號碼、

農機主要規格等與出廠、銷售或交貨證明及發票上所載資料相

符，且所購農機為新品、完成組裝，並依規定標示補助字樣。 

2.補助金額低於表列補助上限時，按實際售價金額及補助比例補助金

額，採千元整數方式計算，以下無條件捨去。倘補助金額逾表列

補助上限時，其超出部分由農民自行負擔。 

3.經本署各區分署及辦事處確認農機購置後，依計畫補助額度造冊

（附表 14）核銷，將補助款以匯款方式撥入農民帳戶。 

七、稽核方式：本署各區分署於補助後隔年辦理抽查，依各縣市補助農

機總數抽查 10%以上為原則，且每縣市至少抽查 2 件；補助後第 2

至 5 年抽查對象至少達前 4 年度內受補助總數之 3%以上為原則，

最少不得低於 2 個補助對象，受補助農民應配合購機確認及抽查等

事宜。 

柒、其他事項 

一、計畫補助之農機，購置後 5 年內不得轉讓；5 年內因故必需轉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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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應報經本署各區分署同意始得辦理，處分如有所得應按補助

比例繳還。經查獲擅自轉售或逕自轉讓，應繳回補助款。 

二、受補助之農機必須為新品，且未曾接受本署其他計畫補助，如有虛

報者，應繳回補助款。 

三、補助之農機在購置後，受補助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如 5 年內

發生失竊等情事，應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協查，並通知原受理補助

單位報轉分署備查；向分署申請補助者應直接向分署申請備查。抽

查時若受補助者未曾向警察單位報案，無法提供報案三聯單佐證，

則取消受補助者補助資格，應繳回補助款。 

四、受補助者應善盡管理養護之責，補助項目自驗收後 5 年內查有毀損

或遺失者，原則以查核日起 3 個月內完成修復或重新購置同廠牌、

同規格且性能相當產品（或購置金額需高於原補助項目單價）抵

充，倘無法修復或重新購置者應報經本署各區分署同意始得處分，

如有所得應按補助比例繳還，並由各區分署函文通知受補助者，自

原申請補助日起 5 年內，不得再申請本計畫各項補助，發文日期前

已核定之補助不在此限。如可歸責於他人並獲賠償者，前揭應返還

之補助款數額，得依賠償金額按補助比例計算。 

五、拒絕抽查或查核、補助農機失竊無法提供報案三聯單、擅自轉售、

逕自轉讓或發現有迴避向本署各區分署申請備查義務情形者、未依

補助用途使用、提供虛偽不實、隱匿資料、虛報、套購或因故退貨、

以詐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款之情形者，應繳回補助款，除

因故退貨者外，並自本署各區分署函文通知日起 5 年內不予列入農

機補助對象。 

六、補助之農機應向農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辦「農業機

械使用證」（無動力者除外），農地搬運車、自走式噴藥車及其它

四輪或四輪以上依「農業機械使用證管理作業規範」規定得於市區

道路或公路行駛者，應同時申領「農機號牌」；農事服務機械、農

噴無人機、引進省工農機及碳匯農機受補助者需同時簽署農機所有

人之部分個人資料公開使用授權同意書（附表 15），提交公所備

查並據以設定農機證系統以公開機耕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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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農事服務機械、農噴無人機、引進省工農機及碳匯農機補助之農

民，須接受本署及各區分署指定支援調度任務，並簽署配合調度暨

相關事項切結書（附表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