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
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總說明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於一百零九年二月二
十五日制定公布，該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及相關從業人員，
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紓困、補貼、振興措施及對其員工提供必要
之協助。」同條第三項規定：「前二項之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
之認定、紓困、補貼、補償、振興措施之項目、基準、金額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隨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降低其對農業
之衝擊，協助受疫情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或衝擊之農產業與事業，提供
相關紓困、補貼及振興措施，以維護相關農產業與事業之永續經營，爰
訂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
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共計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本辦法適用對象。(第二條)
三、 本辦法適用之農產業與事業範圍。(第三條)
四、 本辦法營運困難之認定。(第四條)
五、 本辦法之紓困及補貼措施。(第五條)
六、 本辦法所定利息補貼與其他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不得重複適
用。(第六條)
七、 免除主管機關、金融機構及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依本辦法辦理貸款、
利息補貼及信用保證之相關責任。(第七條)
八、 本辦法之振興措施。(第八條)
九、 農產業與事業生產及運銷場域執行防疫作為之補貼規定。(第九條)
十、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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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
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九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從事農產業
或事業之法人、團體及自然人，因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
困難者（以下簡稱受影響農產業或事
業)。
第三條 受影響農產業或事業之範圍如
下：
一、 農糧業。
二、 漁業。
三、 畜牧業。
四、 休閒農業。
五、 其他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公告之農產業或事
業。
第四條 第二條所定營運困難，指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一、 國內拍賣、批發或相關交易場所
之運作連續中斷達七日。
二、 農產品拍賣、交易或產地均價低
於近三年同期之拍賣、交易或產
地均價。
三、 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量低於近三
年同期之交易量。
四、 漁船出海作業航次或日數低於近
一年同期之航次或日數。
五、 休閒農場近一個月之營業額低於
前一年同期營業額百分之十五以
上。
六、 農產品外銷量或值低於前一年同
期之外銷量或值。
七、 其他經本會認定之情形。
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所定同期及
第七款之認定，由本會依產業特性為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敘明
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報請本會認
定之。

說
本辦法訂定依據。

明

本辦法紓困、補貼、振興對象，包括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
難或衝擊之農產業及事業，透過紓困、
補貼、振興措施降低事業之損失，協助
產業復甦。
本辦法適用之農產業與事業範圍。

一、農產業與事業相關法人、團體及自
然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
響致營運困難之認定條件。
二、鑑於受疫情影響，消費需求及型態
改變，可能造成市場交易停滯，農
產品無法售出或造成價格下降、產
量過剩等情形，恐使農產業與事業
之收入低於生產成本，發生營運困
難，爰為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
三、漁船經營受疫情影響造成勞動力無
法即時補足或市場需求趨緩等因素
致出海作業航次、日數減少，將使
漁民收入減少，爰為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
四、休閒農場受疫情衝擊，來客數、營
業額急遽縮減，團體行預約大多遭
取消，自由行住宿退房率也超過五
成，造成休閒農場業者營收下降，
爰為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五、受疫情影響造成國際間交通及貨物
運輸效率、貿易及消費市場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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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農產品外銷通路受阻，國內產銷
失衡，爰為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六、第二項規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致營運困難農產業與事業之認
定方式，除由本會依產業特性認定
外，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敘明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送
本會審查。
一、為降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對農業
之衝擊，提供受疫情影響致營運困
難之農產業或事業相關紓困及補貼
措施，增列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總
額度，第一項明定發生營運困難之
農產業或事業，得依辦理政策性農
業專案貸款辦法規定申請貸款，以
支應相關資金需求。
二、鑒於部分農產品外銷通路、漁船作
業及休閒農業消費需求等受特殊傳
染性肺炎影響甚劇，為減緩相關產
業營運受創所致之影響，訂定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如下：
(一)本會及所屬機關得依附表一之補
助項目、對象、基準及金額，對
本辦法施行日以後之政策性農業
專案貸款申貸案件或施行日尚有
舊貸餘額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案件，補貼
其一定期間之利息，借款人於該
補貼期間無須負擔利息，以減輕
其還款壓力。
(二)考量受疫情影響之產業涉及農糧
業、漁業、畜牧業及休閒農業等
不同業別，又各產業性質及受影
響程度不同，爰附表一按各產業
類別分別訂定其適用之補助項目
、對象、基準及金額。
(三)受補貼之新貸案件，經核實評估
貸放後，其貸款額度不計入政策
性農業專案貸款每一借款人貸款
總餘額上限，其補貼利息期間之
保證手續費亦免予計收。
三、第四項明定農產業或事業於貸款期
間，不得減薪或裁員，以符本條貸

第五條 受影響農產業或事業得依辦理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第四條至第
二十條規定，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請貸
款紓困；其貸款利率依該辦法規定辦
理。
依前項規定申請之貸款（以下簡
稱新貸案件），或於本辦法施行之日
尚有舊貸餘額之案件，本會及所屬機
關得依附表一所定項目、對象、基準
及金額，補貼其應繳利息；其中新貸
案件貸款額度並不受辦理政策性農業
專案貸款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每一
借款人貸款總餘額上限之限制，經農
業信用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之貸款，於
利息補貼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
前項利息補貼作業，本會及所屬
機關得委由全國農業金庫辦理。
依第二項規定受補貼之法人、團
體，於利息補貼期間，不得減薪或裁
員。違反者，應即收回補貼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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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目的。另透過協議減少正常工
時不支薪或僅支付基本(固定)薪等
方式，視同變相減薪或裁員。
第六條 前條第二項之利息補貼，與其 為利補貼資源具公平性及有效配置，明
他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應擇一 定相關性質利息補貼不得重複適用。
適用，不得重複。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督導與執行授信措 明定主管機關、金融機構及農業信用保
施，或金融機構及農業信用保證機構 證機構人員辦理本辦法貸款、利息補貼
辦理本辦法貸款、利息補貼及信用保 及信用保證，得免除相關責任。
證，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
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民營
金融機構及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之各級
承 辦人員得免除相關 行政及 財務責
任；主管機關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級
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
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八條 農產業或事業之振興措施，其 針對受疫情影響或衝擊 之農產業與事
項目、對象、基準及金額如附表二。 業，由本會依產業衝擊評估提供相關振
興措施。
第九條 農產業與事業之生產及運銷場 明定農產業與事業生產及運銷場域，為
域，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應 執行場域消毒、宣導等防疫作為，本會
變處置命令或措施執行之防疫作為， 得補貼所需之經費。
本會得補貼防疫作為所需之經費。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一月十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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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受影響農產業或事業之貸款利息補貼
金額單位：新臺幣

產業
項目
農糧業 糧食業者
營運資金
貸款利息
補貼

農機貸款
利息補貼

對象
基準、金額
具 糧 商 登 記 及 一 一、依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要點、
百零八年度收購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
稻穀或外銷稻米
及研發創新貸款要點規定之
實績達五百公噸
核貸額度辦理。
以上者。
二、限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之
新貸案件，第一年免息。
農民、農民團體。 一、依農機貸款要點規定之核貸額
度辦理。
二、限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之
新貸案件，第一年免息。
農民、農民團體、 一、 依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要點、
具外銷實績業者
農民經營及產銷班貸款要點規
及種苗業者。
定之核貸額度辦理。
二、限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之新
貸案件，第一年免息。

種 苗 業
者 、 花
卉 、 果
樹 、 蔬
菜 、 雜
糧、特作
貸款利息
補貼
農村酒莊 依 菸 酒 管 理 法 取 一、依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要點規
貸款利息 得 酒 製 造 業 許 可
定之核貸額度，每一借款人最
補貼
執照，並依農村酒
高補貼貸款額度五百萬元之利
莊輔導作業要點
息，週轉金最高補貼貸款額度
規定，經審核列為
三百萬元之利息。
輔 導 對 象 之 農 村 二、限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酒莊。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之新
貸案件，第一年免息。
畜牧業 畜牧業者 一、已取得登記證 一、依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要
貸款利息
書或申辦中已
點、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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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

漁業

取得農業用地
作畜牧設施容
許使用同意書
之畜牧場。
二、已取得營運許
可證或申辦中
之禽畜糞堆肥
場。
三、登記有案之畜
牧類（肉品）
合作社場。
四、已取得登記證
書者或申辦中
已取得屠宰場
同意設立文件
之屠宰場。
五、其他經營畜牧
相關產業之農
民組織及農業
企業機構（以
下簡稱農企
業）。
沿近海漁 一、僱有大陸船員
船貸款利
之漁船、娛樂
息補貼
漁船、活魚運
搬船及白帶魚
運搬船（包括
自然人及法
人）。
二、一百零八年度
累計出海作業
九十日以上之
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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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及研發創新貸款要點規定之
核貸額度辦理。
二、新貸案件：自本辦法施行日至
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申請者，第一年免息。
三、舊貸案件：補貼自一百零九年
三月一日至一百十年二月二十
八日止之利息。

一、新貸案件：
（一）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農民組
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者。
（二)每船噸以四萬元計算週轉金
貸款額度；貸款額度八百萬
元內，第一年免息。
（三）漁筏筏體全長十八公尺以
上；週轉金貸款額度五十萬
元內，第一年免息。

遠洋漁船 領 有 一 百 零 九 年
貸款利息 遠 洋 漁 業 作 業 許
補貼
可證漁船之經營
者（包括自然人及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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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漁筏筏體未滿十八公尺；週
轉金貸款額度二十萬元
內，第一年免息。
二、舊貸案件：
（一）依輔導漁業貸款要點、農民
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
研發創新貸款要點規定辦
理。
（二）每船噸以四萬元計算，於原
貸款額度八百萬元內，補貼
自一百零九年三月一日至
一百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之利息。
（三）漁筏筏體全長十八公尺以
上，於原貸款額度五十萬元
內，補貼自一百零九年三月
一日至一百十年二月二十
八日止之利息。
（四）漁筏筏體全長未滿十八公
尺，於原貸款額度二十萬元
內，補貼自一百零九年三月
一日至一百十年二月二十
八日止之利息。
三、前二款僅得擇一申請。
一、新貸案件：
（一）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農民組
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
發創新貸款者。
（二）每船噸以四萬元計算週轉金
貸款額度；貸款額度八百萬
元內，第一年免息。
二、舊貸案件：

養殖漁業 一、領有期限內養
貸款利息
殖漁業登記證
補貼
並完成當年度
放養申報之養
殖漁民。
二、領有區劃漁業
權執照或專用
漁業權入漁證
之箱網養殖業
者。
三、漁民（業）團
體、農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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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輔導漁業貸款要點、農民
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
研發創新貸款要點規定辦
理。
（二）每船噸以四萬元計算，於原
貸款額度八百萬元內，補貼
自一百零九年三月一日至
一百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之利息。
三、前二款僅得擇一申請。
一、新貸案件：
（一)自本辦法施行日至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請輔
導漁業經營貸款、農民組織
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
新貸款、或農民經營及產銷
班貸款者。
（二）一年內原池暫養之養殖魚
類：週轉金第一年免息，每
噸最高補貼貸款額度十萬
二千元或每公頃最高補貼
貸款額度五百四十七萬五
千元之利息。
（三）一年內原池暫養之養殖甲
魚：週轉金第一年免息，每
公頃最高補貼貸款額度三
百六十萬元之利息。
（四）養殖魚類收購加工或暫養：
週轉金第一年免息，每噸最
高補貼貸款額度六十萬八
千元之利息。
（五）養殖魚類收購至箱網暫養
者：箱網添購（設備擴充）
資本支出貸款，第一年免

休閒
農業

息，每只箱網最高補貼貸款
額度一千萬元之利息。
二、舊貸案件：
（一）依輔導漁業貸款要點、農民
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
研發創新貸款要點規定辦
理。
（二）於原貸款額度八百萬元內，
補貼自一百零九年三月一
日至一百十年二月二十八
日止之利息。
休閒農場 取 得 許 可 登 記 證 一、 依休閒農場貸款要點規定辦
貸款利息 之休閒農場
理：
補貼
（一）新貸案件：自本辦法施行日
至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申請者，第一年免
息。
（二）舊貸案件：補貼自一百零九
年三月一日至一百十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之利息。
二、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以外其
他金融機構舊貸案件：舊貸案
件資金用於經營休閒農場
者，休閒農場於本會通知期限
內，提出舊貸利息補貼申請，
自本會核定日起，於貸款額度
八百萬元內，補貼十二個月之
利息（自然人補貼年利率為
「中華郵政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 0.195%計息，
法人補貼年利率為「中華郵政
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0.585%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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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農產業或事業之振興措施
金額單位：新臺幣

產業
項目
農糧 輔 導 水
業
果 、 蔬
菜 、 花
卉、雜糧
及特作等
經營及產
業振興活
動
食米及米
食製品市
場拓展措
施

對象
基準、金額
農民、產銷 一、 生產機具、生產及防治資材、運銷設施
班、農民團
及資材（含設計）、集貨加工設施：個
體及從事農
人使用獎勵比率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
產業與事業
原則，共同使用獎勵比率以不超過二分
之法人、團
之一為原則。
體
二、 生產設施：獎勵比率以不超過二分之一
為原則。
三、 國際品質驗證費：每件最高十五萬元。
農民、契作 四、 溯源優質農糧產品：獎勵運費或行銷費
用每公斤二元，每案最高三十萬元。
集團產區營
運主體、產 五、 採購加工農產品原料：獎勵集運費每公
斤二元、加工處理費每公斤三元。
業公協會、
農企業及標 六、 加工半成品：冷藏（凍）費每月每公斤
零點五元。
得稻米行銷
推廣費配額 七、 專案性展示、宣傳及拓銷活動：依據項
目、時間、地點、規模等核定獎勵額度。
之外銷廠商
振興並拓 相關有機通 八、 政策及業務宣導訓練、建構農業價值鏈
管理相關活動及設施：依據項目、時
展有機農 路業者、從
間、地點、規模等核定獎勵額度。
產品市場 事農產業與
事 業 之 法 九、 屬創新性、策略性或政策性經營模式之
規劃、評估及建置示範計畫：依所需經
人、團體及
費核實獎勵。
自然人
強化產銷
履歷農產
品通路及
行銷
農糧產品
展售行銷
及加工輔
導

通過產銷履
歷驗證經營
業者
產銷班、農
民團體、從
事農產業與
事業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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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體、
取得工廠登
記證或農產
品初級加工
場登記證之
合法加工廠
（場）
漁業 養殖漁業 地方政府、 一、 鄉鎮市地區性展售活動：最高獎勵三十
加強內銷 漁民（業）
萬元。
團體、魚市 二、 直轄市及縣市地區性展售活動：最高獎
場、產銷
勵六十萬元。
班、財團法 三、 專案性展售活動:依據行銷、宣傳等相
人等
關活動所需經費核實獎勵。
四、 獎勵團膳食材：醫院、國軍、學校等團
膳最高獎勵百分之三十；一般公民營企
業團膳最高獎勵百分之十。
五、 獎勵魚市場交易：魚市場或承銷人交易
量價較去年同期增加，依增加幅度核予
不同獎勵金，獎勵金最高五十萬元。
六、 具溯源以上標章石斑魚等產品包材，經
費以不超過二分之一為原則，獎勵最高
二十萬元。
七、 午仔魚等藥檢、加工等費用以不超過三
分之一為原則，獎勵最高十萬元。
八、 地方政府、漁民（業）團體、魚市場：
獎勵受理、查核等相關行政費用。
養殖漁業 地方政府、 一、 養殖漁民：養殖魚類最高獎勵每公斤十
加工凍儲 漁民（業）
五元。
團體、農企 二、 加工場廠、漁民（業）團體或農企業：
業、水產相
養殖魚類每公斤最高獎勵十五元。
關公會、養 三、 地方政府、水產相關公會：獎勵受理、
殖漁民等
查核等相關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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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漁業 領有期限內 一、
產銷調節 養殖漁業登
措施
記證並完成 二、
當年度放養
申報之養殖 三、
漁民
四、
畜牧 辦理逾量 養豬等家畜
業
家畜去化 產業鏈相關
之屠宰、 之 自 然 人
凍存、加 （農民）
、團
工、國內 體、法人
行促銷及
短期家畜
產銷調節
之計畫性
生產及種
畜淘汰作
業
辦理逾量
家禽去化
之屠宰、
凍存、加
工、行促
銷及短期
家禽產銷
調節之計
畫性生產
及種禽淘
汰作業

土雞等家禽
產業鏈相關
之自然人
（農民）
、團
體、法人

整池消毒：硬池每公頃獎勵六萬元；土
池每公頃十萬元。
疏養：依最適放養密度放養，每公頃獎
勵三萬元。
延後放養：避開集中放養時間，每公頃
獎勵三萬元。
地方政府、漁民（業）團體：獎勵受理、
查核等相關行政費用。
家畜產品拍賣價近一個月均價下跌至近三
年同期均價百分之九十以下，提供下列振興
措施：
一、肉豬屠宰凍存，每頭獎勵屠宰、分切及
凍存費用一千元。
二、淘汰繁殖母豬，每頭獎勵一千元。
三、辦理畜產品國內促銷：因政策性需要、
緊急辦理畜產品國內促銷、加強食品安
全或新技術之推廣、業務宣導等工作，
依其性質、時間、地點及規模等核定獎
勵額度。
四、創新性、策略性或政策性示範計畫：依
所需經費核實獎勵。
家禽產品產地價近一個月均價下跌至近三
年同期均價百分之九十以下，提供下列振興
措施：
一、加 強 推 廣 團 膳 食 材 選 用 國 產 特 色 禽
品，如土雞等生鮮肉及加工品，每公斤
獎勵五元至八元。
二、淘汰老母鴨、土種母雞、種母鴨，每隻
獎勵三十五元至一百元。
三、辦理家禽產品展售促銷及行銷發表活
動：因政策性需要、活動項目、加強食
品安全或新技術之推廣、業務宣導等工
作，依其性質、時間、地點及規模等核
定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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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性、策略性或政策性示範計畫：依
所需經費核實獎勵。

休閒 休閒農場 取得許可登 一、場域改善：獎勵休閒農場改善環境及設
農業 場域改善 記證之休閒
施，每場獎勵上限五十萬元。
及服務創 農場
二、雇工薪資：獎勵休閒農場雇用人力辦理
新
場域改善及服務創新升級，每人每月上
限一萬五千元，至多六個月；獎勵員額
依休閒農場面積，未滿一公頃者上限十
名，一公頃以上未滿五公頃者上限二十
名，五公頃以上者上限三十名。
田媽媽場 輔導在案田 參酌一百零八年度田媽媽班評鑑，訂定分級
域改善及 媽媽班
分類之振興輔導、發展重點與獎勵額度，協
服務創新
助其提升場域、服務品質，前五十四名每家
獎勵上限二十萬元，其餘每家獎勵上限十萬
元。
開發農遊 取得許可登 開發農遊伴手或農業體驗商品，每項商品獎
伴手或農 記證之休閒 勵上限十五萬元。
業體驗商 農場、輔導
品
在案田媽
媽、通過特
色農業旅遊
場域認證場
家
休閒農業 國 內 外 遊 獎勵國內外遊客至休閒農業場域旅遊，每人
獎勵旅遊 客、休閒農 可抵用二百五十元休閒農業相關消費。
業場域
農糧 辦理農產 一、設 籍 於 一、電商業者資格：依本會規定申請並經審
業
品網路購
中華民
查符合資格。
、漁 物活動
國 境 內 二、電商網路行銷費用：電商平臺銷售金額
業
之電子
五十萬元以上者，「政策促銷品項」給
、畜
商務平
予百分之十之行銷獎勵金，「一般推廣
牧業
台 業
品項」給予百分之五之行銷獎勵金，每
者，且
家電商平臺合計獎勵金上限為二百萬
10

因應疫情
影響，加
強海外市
場分散及
拓展

農產品海
外市場拓
銷獎勵
養殖漁業
促進外銷

廠商須
檢附公
司合法
登記證
明文件
二、一 般 消
費者
直轄市及縣
（市）政
府、各相關
產業公協
會、農漁民
團體及財團
法人

元。
三、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消費者於活動期
間購買本會推薦之品項滿五百元送五
十元（單筆消費得累計，即滿一千元送
一百元，以此類推，無上限）。

一、獎勵直轄市及縣(市)辦理農產品國外通
路促銷活動，每案以五百萬元為上限。
二、獎勵全國性公協會及農民團體辦理國
外宣傳及拓銷計畫
（一）於國外連鎖超市或通路辦理促銷活
動，每促銷點每天以五萬元為上限；
每案總獎勵金額以五百萬元為上限。
（二）辦理產品發表會、記者會或貿易洽談
會，每場次以八十萬元為上限。
（三）刊登臺灣農產品整體形象廣告，依實
際辦理情形，核實獎勵。
（四）由公協會所屬會員執行國外宣傳促銷
活動部分，其所屬會員應負擔活動費
用百分之五十之配合款。
三、專案性試銷拓訪活動，依據計畫內容相
關所需經費核實獎勵。
我國合法設 視疫情對產銷影響狀況辦理。
立並具有進
出口資格之
外銷業者
地方政府、 一、 辦理拓銷獎勵：視疫情對產銷影響狀況
漁民（業）
辦理。
團體、外銷 二、 參加國際食品展：原則獎勵計畫總經費
業者、水產
百分之六十為上限，新興市場原則獎勵
相關公會、
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另因政
養殖漁民等
策性需要、緊急辦理農產品國外促銷等
工作，依其性質、時間、地點及規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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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獎勵額度。
三、 國際品質認驗證：輔導養殖漁民及外銷
業者取得 ASC 等國際驗證，以拓展外
銷，獎勵每場廠最高三十萬元。
四、 養殖觀賞魚開拓亞洲及亞洲以外市場：
（一）辦理拓銷獎勵：視疫情對產銷影響狀
況辦理。
（二）參加國際展，原則獎勵計畫總經費百
分之六十為上限，新興市場原則獎勵
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為上限，另因
政策性需要、緊急辦理國外促銷等工
作，依其性質、時間、地點及規模等
核定獎勵額度。
五、地方政府、水產相關公會：獎勵受理、
查核等相關行政費用。
辦理逾量
家畜之國
外行、促
銷

養豬等家畜 一、辦理拓銷獎勵：視疫情對產銷影響狀況
產業鏈相關
辦理。
之 自 然 人 二、辦理畜產品國外行、促銷：因政策性需
（農民）
、團
要、緊急辦理畜產品國外行促銷、加強
體、法人
食品安全或新技術之推廣、業務宣導等
工作，依其性質、時間、地點及規模等
核定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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