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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協聯絡窗口資訊

項目 申辦日期 窗口 電話

外銷運費獎勵計畫

(切花、國蘭除外)

3/13起至7/10

(以郵戳為憑)
吳佳柔 秘書

06-683-0379

06-703-5112

外銷種苗獎勵計畫

(切花、國蘭除外)

4/10起至7/10

(以郵戳為憑)
吳俞錚 專員

06-683-0379

06-703-5112

薪資補貼作業計畫

(所有花卉業者)

自公告日起至9/30

(以郵戳為憑)
王聖嵐 專員 06-685-1441

種苗減量計畫(草案)

(限蝴蝶蘭3.0寸以上含開花株)

自5/18起至6/30

(以郵戳為憑)
黃文怡 秘書

06-683-0304

06-703-5112



外銷運費獎勵計畫

申請資格：我國合法設立並具有進出口資格之外銷業者。

申請細則說明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獎勵時間：109年3月13日至109年6月30日(以出口報單日期為準)

◼獎勵規則：

◼獎勵方式：

◼繳交資料：

 填具相關申請文件。

 檢附出口報單及海空運提單之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蓋公司大小章。

 請提供公司設立登記證或種苗登記證及帳戶影本。

申請細則說明(1/2)

公司設立登記證 種苗登記證 申請

V X V

X V V

X X 提出半年出口實績可認列

目標市場 空運獎勵基準(元/kg) 海運獎勵基準(元/kg)

亞洲國家/地區 30 8

中東國家 45 8

其餘國家(歐美、紐、澳) 70 10



◼出口數量、材積重及申請獎勵金額填寫方式：

◼注意事項：

 經費獎勵申請表上出口日期請填出口報單上之報關日期。

 海空運提單編號，若為空運請填託運單主號；若為海運請填貨櫃號碼。

 若與他人併櫃出口，請於海空運提單標號填寫托運單分號。

 出口人需與帳戶同人方可申請。

申請細則說明(1/2)

裝櫃方式 運輸方式 出口數量 材積重 計算方式

全種苗
空運 提單Gross weight Chargeable weight 材積重*獎勵金額

海運 提單Gross weight Gross weight 材積重*獎勵金額

種苗+資材+切花
+國蘭

空運 提單Gross weight-報單非申請重量 空白 出口數量*獎勵金額

海運 提單Gross weight-報單非申請重量 空白 出口數量*獎勵金額

種苗+國蘭
空運 空白 材積重-國蘭 材積重*獎勵金額

海運 空白 材積重-國蘭 材積重*獎勵金額

種苗+切花+國蘭
空運 種苗出口報單重量加總 空白 出口數量*獎勵金額

海運 種苗出口報單重量加總 空白 出口數量*獎勵金額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花卉種類 窗口

切花 台灣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黃識昀專員

04-22654077

國蘭 台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
徐理事長

0928-945612

苗木類 中華盆花發展協會
黃國棟秘書長
02-27954558

蘭花種苗

(切花、國蘭除外)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吳佳柔秘書
06-6830379



外銷種苗獎勵計畫

申請資格：從事外銷花卉及其種苗之生產者。

申請細則說明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申請細則說明

◼獎勵時間：109年4月10日至109年6月30日

◼獎勵方式：

◼繳交資料：

 需與運費補貼同時申請。

 檢附經費獎勵申報表及生產者帳戶影本。

◼注意事項：

 經費獎勵申報表中數量請填寫各生產者所供貨的株數及重量。

 若同一份報單是由多個生產者出貨，請依出口報單上的淨重及數量如實填寫。

 報單上的重量及數量務必與申報表上吻合。

 生產面積以出貨地面積為主。

品項 獎勵基準

蘭科植物種苗 48元/公斤

蘭科植物瓶苗 100元/公斤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花卉種類 窗口

切花 台灣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
黃識昀專員

04-22654077

國蘭 台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
徐理事長

0928-945612

苗木類 中華盆花發展協會
黃國棟秘書長
02-27954558

蘭花種苗及瓶苗

(切花、國蘭除外)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吳俞錚專員
06-6830379



薪資補貼作業計畫
申請資格：109年任一期申報營業額較去年同期衰退5成以

上，且未對長期受僱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未協商減薪，或減

薪未達二成之花卉種苗業者。

申請細則說明

申請步驟



申請細則說明(1/3)

◼申請人受僱員工基本資格：為長期穩定受僱員工。

 勞保員工：需檢附申請日前六個月份之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非勞保員工：以申請日前最近六個月有連續給薪，且有金融轉帳證明

資料可稽者為限。

◼受理期間：自發布生效之日起至109年9月30日止(以郵戳為憑)。

◼補貼金額：符合受理基準之申請人，其員工每人每月補貼薪資一萬元，

共三個月，計三萬元。



申請細則說明(2/3)

◼ 申請程序：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社團法人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提出申請

 花卉、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薪資補貼申請書。

 花卉、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清冊。

 花卉、種苗業艱困經營者受僱員工基本資料表。

 領據。

 較去年同期衰退五成以上之經營艱困證明文件：各地國稅局簽章之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種苗登記證或公司登記證書。



申請細則說明(3/3)

◼ 法律責任及計畫查核方式：

 申請人應於收受補貼經費後，擔保受補貼員工至少三個月之薪資保障，並

於收受補貼經費後第四個月底前，函送員工薪資轉帳證明文件至台灣蘭花

產銷發展協會，以供查核。

 前項申請人，如有虛報、浮報、偽造、變造申請文件或有自申請補貼之日

起三個月內資遣員工、停業、歇業或減薪等情事，或受補助員工有重複領

取相關薪資紓困補助措施者，均不予撥款；其已撥款者，除追回已撥付款

項外，並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農糧署得以定期或不定期方式由該署或授權分署查核計畫辦理情形，並依

需求進行檢討。



申請步驟



花卉減量更新計畫(草案)

申請資格：持有合法溫室使用執照之蝴蝶蘭實際生產業者。

申請細則說明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繳交資料：

 填具申請書

 檢附「溫室使用執照」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蓋公司大

小章。

◼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6月30日止。

◼受理單位：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請依各花卉種類接洽辦理)。

◼執行期間：申請者於7月15日前完成減量更新工作。

◼補貼金額：以每株15元，每平方公尺最多36株。

申請細則說明



◼減量執行方式：

 由申請者自行採物理性 (如：刀、剪、棒、鋸)破壞植株外型，使植

株尚失商品價值。

 減量苗株需為盆徑3寸以上(含開花株)，具至少4片成熟葉以上完整

植株。

 減量總數以申請總面積之10%為此次的補助上限。

◼補充說明：

 申請人若有多處栽培面積，可依申請之使用執照合計面積總數計算。

 栽培面積若為租賃，需提出租賃契約與原地主的使用執照。

申請細則說明



申請步驟



聯絡窗口

花卉種類 窗口

文心蘭 中華文心蘭產銷發展協會
陳宏志秘書長

0933-287181

火鶴花 台灣火鶴花產銷發展協會
潘永祥祕書長

0986-477080

蝴蝶蘭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黃文怡祕書

06-6830304

國蘭 臺灣國蘭產銷發展協會
徐正識理事長

0928-945612



資料下載
路徑(一)：從Line官方帳號點選

「紓困振興專區」
路徑(二)：搜尋「https://www.toga.org.tw/」

https://www.toga.org.tw/


以上報告，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