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5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1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鍾佳濱、郭國文、賴瑞隆等 18 人，配合農田水利會
改制事宜、農業機械發展及農業勞動力人口呈負成長等事項
，擬具「農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爰修正第一、十三及二十二條之一。
二、鑑於農業機械管理並無專法規範，為建構農機管理法源，爰增訂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授權
主管機關制訂農業機械管理辦法。
三、查未滿六十五歲之農業勞動力補充率，各年齡層皆為負成長，為鼓勵各年齡層勞動力轉換
職域從事農業，爰刪除第五十九條「年輕」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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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 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
：
一、農業：指利用自然資源
、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
農作、森林、水產、畜牧
等產製銷及休閒之事業。
二、農產品：指農業所生產
之物。

第三條 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
：
一、農業：指利用自然資源
、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
農作、森林、水產、畜牧
等產製銷及休閒之事業。
二、農產品：指農業所生產
之物。

三、農民：指直接從事農業
生產之自然人。
四、家庭農場：指以共同生
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
營之農場。
五、休閒農業：指利用田園
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
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

三、農民：指直接從事農業
生產之自然人。
四、家庭農場：指以共同生
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
營之農場。
五、休閒農業：指利用田園
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
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

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
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
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
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
營。
六、休閒農場：指經營休閒
農業之場地。
七、農民團體：指農民依農
會法、漁會法、農業合作
社法所組織之農會、漁會
、農業合作社。
八、農業企業機構：指從事
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
之公司。
九、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指
從事農業試驗研究之機關
、學校及農業財團法人。
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
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
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

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
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
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
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
營。
六、休閒農場：指經營休閒
農業之場地。
七、農民團體：指農民依農
會法、漁會法、農業合作
社法、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所組織之農會、漁會、
農業合作社及農田水利會
。
八、農業企業機構：指從事
農業生產或農業試驗研究
之公司。
九、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指
從事農業試驗研究之機關
、學校及農業財團法人。
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

使用之土地：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

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
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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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
關，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七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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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使用之土地：

。
(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
離之農舍、畜禽舍、
倉儲設備、曬場、集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
、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
(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

貨場、農路、灌溉、
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
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

離之農舍、畜禽舍、
倉儲設備、曬場、集
貨場、農路、灌溉、
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

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
之倉庫、冷凍（藏）
庫、農機中心、蠶種
製造（繁殖）場、集

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
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
之倉庫、冷凍（藏）

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
十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

庫、農機中心、蠶種
製造（繁殖）場、集
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

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
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

十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養殖、畜牧、保育及設
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
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
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

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
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
、養殖、畜牧、保育及設
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

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
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
使用。
十三、農產專業區：指按農
產別規定經營種類所設立
，並建立產、製、儲、銷
體系之地區。
十四、農業用地租賃：指土
地所有權人將其自有農業
用地之部分或全部出租與
他人經營農業使用者。
十五、委託代耕：指自行經
營之家庭農場，僅將其農
場生產過程之部分或全部
作業，委託他人代為實施
者。

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
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
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
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
使用。
十三、農產專業區：指按農
產別規定經營種類所設立
，並建立產、製、儲、銷
體系之地區。
十四、農業用地租賃：指土
地所有權人將其自有農業
用地之部分或全部出租與
他人經營農業使用者。
十五、委託代耕：指自行經
營之家庭農場，僅將其農
場生產過程之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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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農業產銷班：指土地

作業，委託他人代為實施

相毗連或經營相同產業之
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
農業經營之組織。
十七、農產運銷：指農產品

者。
十六、農業產銷班：指土地
相毗連或經營相同產業之
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

之集貨、選別、分級、包
裝、儲存、冷凍（藏）、
加工處理、檢驗、運輸及
交易等各項作業。

農業經營之組織。
十七、農產運銷：指農產品
之集貨、選別、分級、包
裝、儲存、冷凍（藏）、

十八、農業推廣：指利用農
業資源，應用傳播、人力
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
式，提供農民終身教育機

加工處理、檢驗、運輸及
交易等各項作業。
十八、農業推廣：指利用農
業資源，應用傳播、人力

會，協助利用當地資源，
發展地方產業之業務。

資源發展或行政服務等方
式，提供農民終身教育機
會，協助利用當地資源，
發展地方產業之業務。

第十三條 地政主管機關推行
農地重劃，應會同水利機關

第十三條 地政主管機關推行
農地重劃，應會同農業及水

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
關，地政主管機關推行農地重

利等有關機關，統籌策劃，
配合實施。

劃，應會同機關包括農田水利
署及水利署，爰將「農業及水
利等有關機關」修正為「水利
機關」。

第二十二條之一 主管機關為
促進農地流通及有效利用，
得輔導農民團體辦理農業用
地買賣、租賃、委託經營之
仲介業務，並予以獎勵。

配合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
關，農田水利會已非農民團體
。鑑於農田水利署所掌農田水
利事業與農業經營密不可分，
為使農田水利署亦得辦理農業
用地相關仲介業務，爰酌修本

，統籌策劃，配合實施。

第二十二條之一 主管機關為
促進農地流通及有效利用，
得辦理或輔導農民團體辦理
農業用地買賣、租賃、委託
經營之仲介業務，並予以獎
勵。

條文字。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訂定農業機械化發展計畫，
輔導農民或農民團體購買及
使用農業機械，並予協助貸
款或補助。
農業機械使用、性能測
定、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訂定農業機械化發展計畫，
輔導農民或農民團體購買及
使用農業機械，並予協助貸
款或補助。

鑑於農業機械管理並無專法規
範，為建構農機管理法源，爰
增訂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制訂農業機械管理辦法。

第五十九條 為因應農業國際
化自由化之衝擊，提高農業

第五十九條 為因應農業國際
化自由化之衝擊，提高農業

查本條文中「年輕」專業農民
並未界定年齡區間；另經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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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加速調整農業結構

競爭力，加速調整農業結構

，應建立獎勵老年農民離農
退休，引進專業農民參與農
業生產之制度。

，應建立獎勵老年農民離農
退休，引進年輕專業農民參
與農業生產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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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總處統計，未滿 65 歲之農
業勞動力補充率，各年齡層皆
為負成長，為鼓勵各年齡層勞
動力轉換職域從事農業，爰刪
除「年輕」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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