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03.15更新

機種 廠牌 型式 備註

中耕管理機 力有 美固128 雙輪式

日農 850 雙輪式

日農 IE-101 單輪式

日農 650N 無輪式

日農 308 無輪式

日農 IE-102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力虎 MC-A1-C 單輪式

力虎 SR-V4D-C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大順 TS-628 單、雙輪兩用式

大順 TS-700K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大順 TS-651D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大順 TS-888 雙輪式

大順 TS-899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大順 SS-500 無輪式

大順 TS-566 無輪式

大順 TS-528 單輪式

展農 103 單輪式

展農 206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展農 GM300L×103A 單輪式

展農 GM300L×206A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啟發 CF-670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啟發 CF-168 單輪式

農豐 WR652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農豐 WR501 單輪式

農豐 WR1001G 單輪式

農豐 WR-900 雙輪式有轉向離合器

農豐 WR-301 無輪式

農豐 WR-520 雙輪式

小牛 輕型碎土機 無輪式

小牛 868N 無輪式

小牛 880 雙輪式

小牛 700 無輪式

小牛 380 無輪式

春風 850-S 雙輪式

擎億 CY80 無輪式

農地搬運車 久山保 CS-130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富生 TA-120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山玉 V-105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通過性能測定之補助機種牌型表

一、表列農機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性能測定通過。

二、本表僅彙整符合「108年小型農機補助計畫」之機種牌型。

三、若有新測定合格且符合本計畫補助之機型(單價3萬元以上)，將予增列公布於本署全球資訊網。

四、售價3萬元以下機型，得不經農機性能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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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種 廠牌 型式 備註

農地搬運車 山玉 VS-205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山玉 SY-288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元凱 YA-150L改良型 改良型

小牛 YK218-5X 改良型

永三源 YSY-302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富全 FC-701 汽油引擎

富全 FC-702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富全 農家樂800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富全 農家樂900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順農 SN-140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順農 SN100D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順農 SN100 汽油引擎

愛得利 150 改良型

愛得利 320 改良型

愛得利 100 改良型

新農 SL-1550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新農 SL-300 汽油引擎

新農 SL-600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新農 SL-1550E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新農 SL-300E 汽油引擎

新農 SL-600E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新農 SL-300D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新農 SL-1900D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賜合 SH-28G 汽油引擎

賜合 SH-26GW 汽油引擎

賜合 SH-38D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賜合 SH-28DLW 柴油引擎(二輪驅動)

賜合 SH-40D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賜合 SH-40DS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賜合 SH-40DSL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春風 CR-1300 改良型

富農 FS190-4WD 柴油引擎(四輪驅動)

日農 IE-200 改良型

日農 IE-200S 改良型

田間搬運機 力虎 SC-130 履帶式

山玉 VS180 履帶式

佐藤 SC-127D 履帶式

佐藤 SC-128D 履帶式

佐藤 SC-166D 履帶式

農豐 YH-190 履帶式

農豐 YH-160 履帶式

農豐 YH-130 履帶式

啟發 CF-200 履帶式

小林 KB-300 電動輪式

啟發 CF-140 履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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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種 廠牌 型式 備註

樹枝打(粉)碎機 力虎 CL-20D 自走式

力虎 CL100 自走投入式

大順 SK-830 碎枝機

大順 TS-H800 散置式

大順 SF-660 散置式

金超耘 A-1 三輪自走投入式

金超耘 SC3B4 碎木機

啟發 CF-660 散置式

農豐 WH-650 散置式

農豐 WR-700 手推投入式(自走式選配)

賜合 SH-159 散置式

樹得 98-8-A2 碎枝機

自走式噴霧車 山玉 VSS50

永三源 YSY-311農試型 鼓風式

永三源 YSY316 鼓風式

永三源 YSY317 鼓風式

永三源 YSY318 鼓風式

永三源 YSY319 垂直桿式(小黃瓜)

永三源 YSY321農試型 高低莖作物施藥機

永三源 YSY322農試型 行列果樹施藥機

立揚 LY502 鼓風式

立揚 LY503 高架桿式(胡蘿蔔)

立揚 LY511 桿式(水稻)噴藥機

富全 FC707 桿式(馬鈴薯)

鉅業 桃改型 桿式(大蒜)

賜合 SH-60 鼓風式

 賜合 SH-62 桿式

賜合 SH-60S 鼓風式

賜合 SH-66 桿式(玉米)

賜合 SH-63農試型 行列果樹

賜合 SH-61 行列果樹

富農 FS-230 桿式(小玉西瓜)

割草機 大順 TS-M80A 自走式

大順 TS-M70A 自走式

大順 TS-M70 自走式

大順 SF-660 自走式離心錘刀

立揚 中改LY903 乘坐式

新農 SL-870 自走式

新農 SL-1370 乘坐式

農豐 WM-750 自走式

賜合 SH-128 自走式

賜合 SH-168 乘坐式

賜合 SH-138 自走偏心式

賜合 SH-118 自走式

賜合 SH-158 乘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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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種 廠牌 型式 備註

割草機 ATEX（阿鐵師） ATEX-R980 乘坐式

ATEX（阿鐵師） ATEX-R955 乘坐式

春風 CT-1100 自走式

春風 CT-1300 乘坐式

歐雷克(OREC) RM951 乘坐式

歐雷克(OREC) RM981A 乘坐式

FUJII ME1022X1 乘坐式

和同 BM21S 乘坐式

東林 CK-200 電動背負式

東林 CK-210 電動背負式

東林 CK-260 電動背負式

開拓(CATTER) C-600 手推往復刀剪切式

邦利 BL-1201 電動背負式

魔力(MORI) EBC-2401 電動背負式

蔬果分級機 吉農 TN-16 柑桔分級機

吉農 TN-29 重量式蔬果選別機

吉農 TN-25 蔬果(柳橙)

吉農 TN-58 蔬果(金棗)

吉農 TN-18 蔬果(桶柑)

豐洲 FK-18 柑桔

豐洲 FK-92天平型 重量式

豐洲 FK-98L 全自動

豐洲 FK-50

豐洲 FK-95

豐洲 FK-22L 蔬果清洗分級一貫處理

豐洲 FK-16XL 瓜果(香吉士)清洗分級

嘉南 CL-23A 重量式

嘉南 CL-25 重量式

嘉南 CL-27 重量式

嘉南 CL-34 農畜產品(四季桔)分級機(滾筒、圓盤式)

華興 HS-30 (四季桔)分級

華興 HS-16 蔬果(柳橙)清洗分級

華興 HS-86 重量式

豆類選別機 吉農 TN-73 大豆選別機(初選)

自走式升降作業機 四維  PH301中改型 充電式

廣源 EMC-130中改型 充電式

電剪(售價3萬元以下

，可免經性能測定)
利墾 LKP-002 充電式果樹剪

佶慶 TOP100 電動樹技剪

嘉航(KOHAM) KH-HP 電動樹枝剪

川野 SJ-306 電動樹枝剪

金耐佳 ZCY-2100 可攜式整枝修剪機

翰琦 XL988 可攜式整枝修剪機

速技能 DM-045 電動剪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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