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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5634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院臺農字第 1050156466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5）年 3 月 10 日本院第 3490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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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於五十四年七月二日制定公布施行，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
為一百零一年一月三十日。鑑於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會務委員係由會員投票選舉產生，目前凡屬會
員即具選舉權及罷免權，致使有心人士以共有或分割土地方式增加會員人數，意圖影響選舉結果，
未符選舉公平及社會大眾之期待，經參酌相關選舉罷免制度之設計，並經各農田水利會共同研商、
衡酌利弊得失後，確有檢討修正之必要，以杜絕選舉不公平之情事發生，爰擬具「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維護農田水利會選舉之公平性，增訂會員具有選舉及罷免會長、會務委員權利之資格條件。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修正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之產生方式及候選人之資格條件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及第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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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五條之一

條

文

現

行

條

會員符合下列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規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
會長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二、為防範有心人士以共有土
地方式或分割土地方式取得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
滿二十歲。

會員資格，影響選舉之公平
性，爰於第一項定明會員行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
月以上。

使選舉及罷免會長、會務委
員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
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

(一)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十四條年齡限制之

零一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

規定，第一款定明會員
屬自然人者，應年滿二

計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
日之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

十歲。
(二)參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載各項權利人、權利比率為
準；未註明土地權利比率者

法第十五條居住期間限
制之規定，以排除為選

，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主管機關得請地政與戶

舉目的而短暫取得會員
資格者，第二款定明會

政機關提供農田水利會事業
區域內受益土地之地籍資料

員須具有會員資格持續
六個月以上。

及相關人員戶籍資料，轉交
各農田水利會用於造列或更

(三)為防範以細分土地，大
量增加會員人數，意圖

正會員名冊。農田水利會所
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

影響選舉結果情事，經
各農田水利會權衡會員

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
保存、利用等事項，應依個

權益及利弊得失，共同
研商決議，會員享有灌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第十四條及第一項會員

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
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

資格認定、前項會員名冊造
列、更正、資料提供範圍及

公頃以上者，始具有選
舉、罷免會長及會務委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員之權利。依近期統計
資料，全部會員人數為
一百五十六萬餘人，其
中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
利益之土地面積未達零
點零一公頃者，計有十
五點三萬餘人，占百分
之九點八。為維護農田
水利會選舉之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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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農田水利會組織體
制，避免人為因素操作
影響選舉結果，限制前
述百分之九點八會員之
選舉權及罷免權，確有
其必要，爰於第三款定
明須享有灌溉或農田排
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
達零點零一公頃以上。
三、為使前項第三款會員受益
土地面積之計算方式更為明
確，第二項定明土地所有權
人為二人以上共有、土地承
租人為二人以上共同承租等
各種情形時受益土地面積之
計算方式，依其享有權利之
比率計算；未註明權利比率
者，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另考量土地之各項權利人隨
時可能異動，如未完成地政
機關土地登記簿之登記，實
務上難以知其為會員；然基
於選舉準備作業期間需要，
須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為基準
日，並以土地登記簿於該基
準日所載各項權利人為造列
選舉人名冊之依據。
四、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規定，爰於第三項增訂主管
機關得請地政與戶政機關提
供地籍及戶籍資料，並明定
其用途僅限於農田水利會造
列或更正會員名冊，俾利農
田水利會業務之推行。
五、為使各農田水利會之會員
資格認定及會員名冊造列、
更正，地政與戶政機關提供
資料之範圍等事項有明確規
範，爰增訂第四項，授權主
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作為
各農田水利會執行之依據。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
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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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
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

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
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

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
排水之土地面積大小酌定之

田水利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
排水面積大小酌定之，並由

，並由具選舉權之會員分區
選舉產生，均為無給職。但

全體會員分區選舉產生，均
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

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
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
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
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
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

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
主管機關備查。

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
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

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
事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

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
事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七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
滿二十三歲，其會員資格持

第十七條 會員年滿二十三歲
，具有會員資格一年以上，

續一年以上，得登記為會務
委員候選人。

可登記為會務委員候選人。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
，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

，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
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

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
提議、連署、程序、成立要

提議、連署、程序、成立要
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

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
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內

一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
理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一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
理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容未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十九條之一第

及事業機構，對外代表該會
。

及事業機構，對外代表該會
。

一項序文「由會員直接投票
選舉之」規定，修正移列為

前項會長，由具選舉權
之會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

第二項。

第十九條之一 具選舉權之會
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

第十九條之一 農田水利會會
長就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

資格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

之一及第十九條，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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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記為會
長候選人：

要件之一者，由會員直接投
票選舉之：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所定條件，實務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
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
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

上係指「農田水利會會
長四年以上年資成績優

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
、農田水利會十年以上行

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
、農田水利會十年以上行

良」、「農田水利會總
幹事四年以上年資成績

政、水利、土木、農業有
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政、水利、土木、農業有
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

優良」及「農田水利會
一級主管六年以上年資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
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
總幹事四年以上及一級主

成績優良」等三種情形
之一，爰將「及」修正

管六年以上而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

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

為「或」，並酌作文字
修正，以為明確，並符

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
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

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
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

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由主管機關定之。

政 6

實際。
二、第二項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