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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農村人口外移、農業勞動力短缺
及高齡化的現況，加上農業經營規模小、
勞動環境條件不佳、農工薪資低落及青壯
年從農意願甚低等因素影響，已成為我國
農業生產重大挑戰。為達到紓解季節性
缺工、技術傳承及活化農村人力等政策目
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以下簡稱農委會 )

盤點缺工成因，精準掌握整體勞動力與運
用，擴增多元化勞動力來源，同步導入「增
加人力供給」( 農業人力調度及多元人力
發展 ) 及「節省人力需求」( 農機共享及
農場自動化 ) 等策略與措施，建構農業勞
動力因應機制與調度體系，繼而成立農業
機械代耕團隊與建置農業人力資源平台，
整合為具有申請、媒合及調度功能之農業

 農業技術團學員操作中耕培土機

推動輔導省工農機以改善農業缺工
文圖 /曾康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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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好幫手 APP。更加入農機代耕媒合功
能，擴大服務能量，加速農業勞力與農機
媒合機制，從而達到農事服務智慧化管理
目標，擴散農事服務體系。

導入紓解缺工與減省人力等措施

我國農業以季節性與臨時性缺工為
大宗，農委會依各區域產業特性與實務需
求，建構農業勞動力因應機制與調度體
系，推動多元化勞動力補充措施，並逐步
擴大農業人力團支援能量。補助具有法人
資格的農會與合作社等，進行人力招募與
調度，成立農業人力團，包括：( 一 ) 農
業技術團：技術門檻高，具農業專業技術，
需先培訓；(二 )農業耕新團：技術門檻低，
支援一般農務；( 三 ) 產業專業團：茶業、
畜牧、番石榴、菇蕈及設施協作等，針對
特定需要進行全年性聘用人力；( 四 ) 人
力活化團：與地方政府合作，活化農村既
有勞動力；( 五 ) 機械代耕團：人機協同，
提供農機服務；( 六 ) 外役監團。並針對
特定產業短期大量勞動力需求，辦理假日
農夫與學生打工等措施。根據農業人力資
源平台資料，截至 109 年底，全國已成立
161 團，招募培訓 3,786 位人力，累計上
工 106萬以上人次，服務超過 1萬家農場，
改善國內農業季節性與短期人力需求。

因應農業缺工，朝向自動化、智慧
化及省工農機之共享模式，已是人力替代
必然之趨勢，農業機械應用乃至於智能農
機推動，為緩解農業缺工一大利器。農委
會推動省工機械設備暨減省人力需求措
施，朝向調整產業結構，導入農業機械化

設備，減省農業勞動力需求，並成立機械
耕作團，擴大服務農場家數與範圍為對策
主軸。首先盤點區域既有農機數量，以人
力與農機具共享模式，擴散運作效用為目
標，在考量人員整合招募、耕作模式調整、
評估計價標準、省工機具整備、後續維修
管理及機具運輸費用等操作要素下，引進
農業機械代耕服務團，推動農機代耕服
務。因此，從共享經濟角度出發，盤整區
域農機需求，導入省工機械，搭配農業人
力獎勵措施，輔導成立農業機械工班，經
招募人力配合機械使用，推動農機代耕服
務，形成代耕服務鏈，落實農事省工省時
措施，營造人力減省的農業工作環境，未
來則朝向跨產業農機工班為目標，以擴大
農機服務與資源共享體系，推動農事服務
量能，進而逐步減省人力需求。

 本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 ( 左 1) 介紹常見農機具柴油
引擎維修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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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農業技術團課程，精進農機具

操作能力

農業技術團旨在協助改善高技術與
高經濟價值農產業之季節性缺工，透過農
業改良場專業培訓，調度農會負責人力調
度，招募中青壯年訓練為農業師傅，提供
農業服務工作，調派至需工農場，協助改
善季節性缺工。

本場針對中部地區農業技術團農業師
傅之招募與補徵人力，負責農業師傅的養
成與專業課程培訓，本場為各團規劃辦理
10 天專業訓練知能培訓課程與田間實地訓
練。109 年共計培訓農業師傅 228 人次，
安排果樹、花卉及蔬菜等栽培管理課程，
田間實作著重疏果、套袋、採收、整枝、
修剪及嫁接等農務訓練，由專業講師講解
與實習田實作，強化新進或原有農業師傅
技能，在符合學以致用與精益求精原則
下，強化其農事服務能量，透過結訓考試，
了解農業師傅專業技術職能，期能達到訓
用合一目標。

此外，為了讓學員深入認識農業機械
與實際操作，本場規劃農機具操作、維修
及保養課程訓練，包含：割草機、中耕機、
施肥機、噴霧機及小型曳引機等農機具的
介紹與引擎保養，讓團員了解農機具的安
全操作與維護，學習小型農機具基礎維護
保養與故障機具簡易檢修，透過扎實訓練
與田間實作，提升團員農機具操作能力。

成立芋苗種植機械團，導入省工機

械

臺中地區芋頭種植面積與產量居全
臺之冠，集中於大甲區、大安區、外埔
區、后里區及清水區等，鑒於芋頭傳統種
植從整地、種植到採收皆須人工完成，甚
為倚賴人力，尤其芋農在寒冬泥濘田間拖
著秧船行走，得忍受天寒地凍，俯身反覆
彎腰逐株定植，於取苗、定植及搬運皆費
時耗工，倍極辛勞。因應芋農老化與農業
缺工窘境，本場為減輕芋農種植負擔，已
於 109 年研發出國產首台芋苗種植專用機
「附掛雙行式芋苗種植機」，導入育苗種
植機械化輔助作業，採 3 人 1 組，由 1 人
專職鴐駛曳引機，2 人負責供苗，依序進
行破土、開溝、夾放苗、鎮壓覆土及再覆
土等動作。透過省工芋用專機的應用，採
人機合作，不僅大幅降低芋苗定植辛勞，
耕作效率倍增，並有效紓緩農忙期勞動力
不足問題，營造人力減省與友善的農業工
作環境。

農委會於 110 年開辦芋苗種植機械
團，輔導農民組織成立區域農機共享平
台，補助臺中市大安區農會及大甲區農會
購置芋苗種植機，由調度農會負責操作農
機之農務士的招募、調度及媒合，並辦理
宣導會說明農機使用條件、提供農事服務
內容與服務收費標準。經由本場規劃芋苗
種植機與產業農業機械操作專業訓練，培
訓農機操作專業人力，強化農機操作技
能，日後由農會調度至有定植需求田區提
供代耕服務，以機加人成團之代耕服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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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芋頭產區運作與調度，可減省農業
勞動力之支出，未來則擴大農機應用功
能，朝向代耕整合服務模式，提供跨區服
務，緩解農業人力缺乏之困境。

結語

臺灣從農人口嚴重老化，長期面臨勞
動力短缺之困境，為改善農業缺工問題，
農委會多管齊下，推動增加人力供給與機
械省工措施。在擴增新勞動力方面，因應
區域產業特性與實務需求，建構農業勞動
力因應機制與調度體系，以補充本國農業

勞動力為主，輔導農會或合作社成立各農
業人力團，投入資源協助訓練、招募及調
派人力，增加人力供給；並調整生產作業
模式，推動農事服務，透過導入省工農機
設備、建立農機共享平台及整合推動農事
服務等，改善耕作模式，以減省農業人力
需求，建立完整農事服務與農機共享體
系。本場負責中部地區農業技術團農業師
傅之養成與訓練，將在本年度推行芋苗種
植機代耕人力培訓，期整合機加人成團之
代耕服務模式，落實農機省工措施。

 芋苗種植機減輕芋農種植時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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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抗旱 葡萄給水～噴灌就對了

當前水情為 56年來最枯旱的一年，且春雨持續偏少，針對 110年一期作供灌水情嚴
峻區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已實施分區輪灌、間歇灌溉及啟用抗旱井等應變

措施，本場亦研擬各種作物之乾旱因應措施，以增強農業對極端天候的調適能力，並依

作物別進行節水抗旱說明會，全力協助農民度過缺水難關。

葡萄生產對水分需求敏感，可利用噴灌給水，精確掌握催芽後、萌芽期、開花前、

幼果肥大期及果實轉色期等關鍵生長時機，使植株萌芽整齊及枝梢生長良好，有利後續

著果讓果粒可以正常發育。

傳統葡萄栽培灌溉以淹灌為主，每 0.1公頃用水量約為 18公噸。葡萄園若採用淹灌
方式進行全區淹水灌溉，耗時又耗水，且淹灌源頭處容易造成過多水分累積，植株根系

處於淹水狀態，不利葡萄發育與生長。若全園採用噴灌，每 0.1公頃用水量只需 10公噸，
較淹灌減少 4成以上用水量，且能避免灌溉分布不均之問題。此外，開花期利用噴灌可
提高環境濕度，改善葡萄著果情形，達到兼顧節水、穩定產量及品質之目的。

管路灌溉設施補助，可洽農委會農田水利署相關管理處各工作站辦理，本場轄區農

民可參考以下資訊：

臺中管理處及各工作站資訊 https://pse.is/3cn3bz        電話：04-22261188
彰化管理處及各工作站資訊 https://pse.is/3dvn7a        電話：04-8332581
南投管理處及各工作站資訊 http://www.ntfia.gov.tw/  電話：049-2338111

 葡萄栽培灌溉，傳統淹灌方式 (右下 )每 0.1公頃用水 18公噸，若使用噴灌方式每 0.1
公頃只需用水 10 公噸，可有效節省水資源

省工機具創新研發
及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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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編印

封面說明

因應國內勞動力短缺及改善農業生產環境，

本場開發創新之文心蘭、芋苗用之省工機

具，並推廣應用葡萄穿戴式省力輔具及捲揚

式遮雨設施，期改善農業缺工，並達省工省

時及增能之效。

省工機具創新研發及推廣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