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109 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 

自動化省工設施(備)補助要點 

業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年 5 月 27 日  農牧字第 1090220921 號函核備

一、 目的：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解決家畜飼養現場基層勞動力不足

問題，輔導猪隻畜牧場導入設置自動化省工設施(備)，爰透過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以下簡稱本會）補助農戶購置相關設施

(備)，期能提升生產與經營效率。 

二、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依據本（109）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計畫編號：109

救助調整-牧-01(14)）辦理，遴選有意願申請且須備配合款之

農戶，補助其購置導入自動化省工之相關設施(備)計 11 類、

共 305 台 （台/套/床/棟）。 

(二)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項下編號第 1012

項「創新性、策略性或政策性示範計畫」之規定辦理，本案

補助比例以不超過 1/2 為原則，且訂定補助上限。 

(三) 本案計畫補助經費新台幣 30,900 千元，申請補助設備項目及

受補助金額，說明如下，各項設施(備)實際補助金額及數量

得依農戶申請情形調整：

1. 電動試情公猪車：360,000 元/台，共 20 台（每台補助上限

180,000 元，農戶配合 180,000 元）。

2. 猪隻超音波背脂測定器：160,000 元/台，共 10 台（每台補

助上限 80,000 元，農戶配合 80,000 元)。

3. 猪隻超音波測孕器：160,000 元/台，共 40 台（每台補助上

限 80,000 元，農戶配合 80,000 元）。

4. 猪舍斃死猪省工搬運機：240,000 元/台，共 50 台（每台補

助上限 120,000 元，農戶配合 120,000 元）。

5. 猪舍新設水簾設施(含風扇及控制系統)：800,000 元/棟，共

1



10 棟（每棟補助上限 400,000 元，農戶配合 400,000 元）。 

6. 氣動式母猪分娩欄組(以床為計算單位)：120,000 元/床，共

130 床（每床補助上限 60,000 元，農戶配合 60,000 元，每

戶以補助 30 床為上限）。 

7. 仔猪處理省工工作車台：120,000 元/台，共 10 台（每台補

助上限 60,000 元，農戶配合 60,000 元）。 

8. 猪隻影像生長體重監控系統：300,000 元/套，共 10 套（每

套補助上限 150,000 元，農戶配合 150,000 元)。 

9. 精子位相差檢測顯微鏡：160,000 元/台，共 10 台（每台補

助上限 80,000 元，農戶配合 80,000 元）。 

10. 猪隻自動群養給飼系統(站) 

（1） 20 頭猪隻使用：300,000 元/套，共 5 套 （每套補助

上限 150,000 元，農戶配合 150,000 元)。 

（2） 40 頭猪隻使用：440,000 元/套，共 5 套 （每套補助

上限 220,000 元，農戶配合 220,000 元)。 

11. 種猪個體性狀自動化檢測設備：300,000 元/套，共 5 套（每

套補助上限 150,000 元，農戶配合 150,000 元)。 

(四) 申請補助單位未曾於 5 年內獲得相關政府機關補助相同項

目，且所購置之設施(備)均應為新品，並須取得出廠證明及

發票等購物證明。 

(五) 本案補助設施(備)需於本年 11 月 30 日前完成採購安裝及試

運轉始得核銷，並應提送七、申請補助費用應檢附資料至本

會；所購置之設施(備)均應於明顯處標示補助計畫名稱、編

號及補助單位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並拍照存證。 

三、 補助對象：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或畜禽飼養登記證之家畜畜牧

場，並以取得 畜牧場登記證 且 參加畜牧產業團體之家畜畜牧

場 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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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程序： 

(一) 本要點函送各地方政府後，經轉知所轄農戶。有意願申請補

助 之 農 戶 自 行 上 網 下 載 相 關 資 料 （ 網 址 ：

http://www.naif.org.tw/），填報後再送地方政府函轉本會。 

(二) 申請者應檢具資料： (均請加蓋單位及負責人章)。 

1. 申請書（如附件一）。 

2.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或畜禽飼養登記證影本。 

3. 參加畜牧產業團體之繳費或其他證明影本。 

4. 申請補助項目規格說明及預算表（如附件二）。 

5. 申請補助設備估價單。 

6. 切結書（如附件三）。 

(三) 各農戶以 補助一項自動化省工設施(備)為限，但得申請多項

補助項目，若有超過一項補助設施(備)通過審查，以補助金

額最高者為補助項目。 

(四) 請於「申請補助項目規格說明及預算表」之「申請該項目設

施(備)補助說明」，填寫申請該項補助設施(備)之說明。 

(五) 申請期限：請有意申請農戶將申請書及相關資料送所在地之

地方政府，由各地方政府核對所轄農戶之申請書及相關資料

後，並於 本年 7 月 15 日前 轉送本會，寄送地址：100 台北

市和平西路二段 100 號 5 樓中央畜產會家畜組收（以郵戳日

期為憑，逾期不受理），如自送者以收文時間為憑。 

五、 實施程序： 

(一) 書面審查：本會依申請者所送資料進行書面審查。 

(二) 委員會審查：書面審查通過後，由本會召開審查委員會決定

各項設施(備)補助順位（得請申請者到場說明），必要時本會

得請審查委員至現場勘查。 

(三) 簽訂合約：本會依審查結果通知核定補助之農戶 於 10 天內

（以郵戳日期為憑）與本會簽訂合約，未於期限內簽約者依

排定之補助順位逐一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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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驗收及撥款：核定補助業者依合約於期限內完成採購，設施

(備)安裝定位，並於明顯處設置標示牌（如附件四），同時檢

附申請驗收文件（如第七項說明）向本會申請驗收通過後，

始進行撥款事宜，逾期視同放棄。 

六、 各項目設施(備)依申請案件審查結果辦理補助，如依補助順位

遞補後仍有剩餘名額者，得依委員會審查意見與結果及農戶申

請需求，於原補助經費額度內，調整各項目設施(備)之補助名

額，以增加本案效益。 

七、 申請補助費用應檢附資料如下： 

(一) 檢具購買新品設施(備)之出廠證明及發票影本（發票抬頭須

與受補助者一致，並加蓋公司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之戳

記。） 

(二) 補助款收據乙份。 

(三) 各項設施(備)照片 3 張及標示牌照片 1 張以上。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受補助購置之設施(備)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編印之財物標準分

類規定，最低年限內不得變更使用、異動或變賣，未列財物

標準分類規定者，使用年限不得低於 3 年。 

(二) 受補助單位需配合推行國內家畜產業推動之相關政策，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本會得於計畫執行期間查驗受補助之自動化

省工設施(備)，並於本計畫結束 3 年內有義務配合相關追蹤

查驗及成效展示與觀摩工作。 

(三) 拒絕本會查核購買之設施(備)運作情況，或經查核確有造假

之情事者，本會得取消其受補助權利，並追回計畫補助款，

繳回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九、 本要點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附件一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109 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 

自動化省工設施(備)補助案申請書 

畜牧場 
名稱 

 
在養 
頭數 

                 頭 

畜牧場 
地址 

 

姓名  電話  

戶籍住址  負責人 

聯絡地址  

姓名  手機  

聯絡人 
電話  傳真  

申請者應檢附資料（均請加蓋單位及負責人章） 

1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或畜禽飼養登記證影本乙份 

2 
申請補助項目規格說明及預算表乙份（如附表，應包含品項、廠牌、規格型錄及金額等）、

估價單。（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3 切結書乙份 

4 
優先補助對象： 
檢附參加畜牧產業團體之繳費或其他證明影本。 

申請單位簽章：                       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     109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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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109 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 

自動化省工設施(備)補助案申請項目規格說明及預算表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1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2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3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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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5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6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7 

 
 
 

申請 
項目 

品名 廠牌 規格 
金額 

（含稅） 

 
 

             元 

申請該項目設備補助說明（包含牧場作業現況、申請原因及預期效益） 
8 

 
 
 

備註：一、各農戶以 補助一項自動化省工設施(備)為限，但得申請多項補助項目，若

有超過一項補助設備通過審查，以補助金額最高者 為補助項目。 

二、工資、試車、雜支等請勿列入申請品項。 

三、本表格各欄位均為必填，為供書面審查之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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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切   結   書 

 

本畜牧場_________________申請109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之輔導

猪隻畜牧場導入自動化省工設施(備)補助案，保證所填資料及所附文件等均屬

正確，未曾於5年內獲得相關政府機關補助相同項目內容，且購置之相關設施

(備)皆為新品，如有錯誤或虛偽不實，除同意撤銷本申請案外，願負相關法律

責任，並繳回全額補助款。另申請受補助購置之相關設施(備)，於行政院主計

處編印之「財物標準分類」規定之最低使用年限內妥為管理使用，不得私自

變賣、贈與或移作他用，違者應依設備折舊及補助比例退還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 

此致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申請畜牧場名稱： 

立切結書人（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09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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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109 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 

自動化省工設施(備)補助案 

 

標示樣本如下（需固定於補助設施(備)上，並防水防脫落）： 

 
 
計畫名稱：109 年度養猪產業振興發展計畫 

計畫編號：109 救助調整-牧-01(14) 

補助項目：  

補助單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輔導單位：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可用噴漆、金屬材質版、壓克力板、PVC 油性貼紙或膠膜護貝等方式製作，

尺寸以不超過 A4 紙張大小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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