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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5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5月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60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蔡易餘等 16 人，鑑於農會主要服務農民、
促進農業發展及繁榮鄉村經濟上佔有關鍵性的地位，而農會
任務多元而複雜、會員人數眾多，歷屆選舉競爭激烈，間有
金錢暴力等不法介入，導致賄選案層出不窮，現行農會法處
理賄選刑度與罰則偏低，顯然已無法產生嚇阻作用。為端正
農會選舉風氣，擬修法調整農會相關人員及賄選之刑度與罰
則，避免賄選事件再度發生。另臺灣省農會業已併入中華民
國農會，刪除相關之過渡規定及定明中華民國農會之名稱；
農會辦理信用部業務之罰責，已規範於農業金融法，相關條
文予以刪除。爰擬具「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臺灣省農會業已併入中華民國農會，爰刪除相關之過渡規定及定明中華民國農會之名稱。
（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三條）
二、為遏止農會賄選歪風，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提高農會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
事期約賄選之刑度與罰則，以及為求加速農會選舉訴訟之審理期程及有效嚇阻僥倖心態之
賄選行為，增訂選任人員「當選無效」之規定，並增訂具候選人資格、具理（監）事候選
人資格、參與候聘登記人或具候聘登記資格者為處罰對象。（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之一及
第四十七條之二）
三、農會辦理信用部業務之相關罰責，已規範於農業金融法中，本法相關條文予以刪除。（刪
除條文第四十七條之五）

提案人：邱志偉

蔡易餘

連署人：何志偉

林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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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琪銘

王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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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六條

農會分為下列三級：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農會分為下列三級：

一、第一項第三款「全國農會

一、鄉（鎮、市、區）農會
。

一、鄉（鎮、市、區）農會
。

」於實務上係指中央級（最
上級、全國級）之農會，但

二、縣（市）農會及直轄市
農會。

二、縣（市）農會及直轄市
農會。

極易誤解為全國三百零二家
農會，為避免困擾及明確表

三、中華民國農會。

三、全國農會。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彰全國農會為中華民國農會
，非指全國三百零二家農會

年一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省農會、直轄市農會

，爰酌修第三款文字，並列
為本條文。

及縣（市）農會應依本法規
定儘速設立全國農會。省農

二、中華民國農會業於一百零
二年四月十八日設立，臺灣

會應於全國農會設立時，併
入全國農會。

省農會同時併入中華民國農
會，爰刪除第二項及第三項

全國農會未設立前，縣
（市）農會之上級農會為省

規定。

農會。
第八條

鄉（鎮、市、區）內

一、第一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具有農會會員資格滿五十人
時，得發起組織基層農會。

具有農會會員資格滿五十人
時，得發起組織基層農會。

二、第二項有關「上級農會」
之用語，配合修正條文第六

鄉（鎮、市、區）農會
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主管

鄉（鎮、市、區）農會
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主管

條第二款規定定明為「縣（
市）、直轄市農會」。

機關之核准，得組織縣（市
）、直轄市農會。

機關之核准，得組織上級農
會。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六條說明一。

中華民國農會應由直轄
市農會及縣（市）農會共同

全國農會應由省農會、
直轄市農會及縣（市）農會

發起組織。
下級農會應加入其上級

共同發起組織。
下級農會應加入其上級

農會為會員，並應受其上級
農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央

農會為會員，並應受其上級
農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鄉（鎮、市、區）內

農會置理、監事，

第八條

第十九條

農會置理、監事，

一、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配

分別組成理事會、監事會。
理、監事由會員（代表）選

分別組成理事會、監事會。
理、監事由會員（代表）選

合修正條文第六條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任之，其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

任之，其名額依下列之規定
：

一、鄉、鎮（市）、區農會
理事九人。

一、鄉、鎮（市）、區農會
理事九人。

二、縣（市）農會理事九人

二、縣（市）農會理事九人

委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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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五人。
三、直轄市農會理事十五人

至十五人。
三、省（市）農會理事十五

至二十一人。
四、中華民國農會理事二十

人至二十一人。
四、全國農會理事二十一人

一人至二十七人。
五、農會監事名額為其理事

至二十七人。
五、農會監事名額為其理事

名額三分之一。
六、農會置候補理、監事，

名額三分之一。
六、農會置候補理、監事，

其名額不得超過所置理、
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其名額不得超過所置理、
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各級農會理、監事，其
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自耕

各級農會理、監事，其
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自耕

農、佃農或雇農。
農會理、監事應分別互

農、佃農或雇農。
農會理、監事應分別互

選一人為理事長與常務監事
。但上級農會理、監事，不

選一人為理事長與常務監事
。但上級農會理、監事，不

得兼任下級農會理、監事。

得兼任下級農會理、監事。

第二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

第二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

一、第一項第一款序文之修正

國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
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國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
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及第四項之刪除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六條說明。

一、中華民國農會及直轄市
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

一、全國及直轄市農會總幹
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二、現行農會總幹事合格人員
之遴選，由中央主管機關辦

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

理，爰刪除第三項直轄市主
管機關遴選之規定。

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
，並曾任機關、學校

，並曾任機關、學校
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

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
職務三年以上。

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並曾任機關、學校或

並曾任機關、學校或
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
務五年以上。

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

、學校或農業、金融
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

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
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

。
二、縣（市）、鄉（鎮、市

二、縣（市）、鄉（鎮、市
、區）農會總幹事應具下

、區）農會總幹事應具下
列資格之一：
委 888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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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

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
，並曾任機關、學校

，並曾任機關、學校
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或農業、金融機構或
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

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
職務二年以上。

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並曾任機關、學校或

並曾任機關、學校或
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
務四年以上。

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

考及格，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農業、金融

、學校或農業、金融
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

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
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

。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
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

。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
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

。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
將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

將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
總幹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或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主
管機關評定合格後，經發現

直轄市主管機關評定合格後
，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未合

其於聘任前有未合第一項規
定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中
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應撤銷

關應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
，亦同。

其評定；已受聘者，亦同。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
，其總幹事候聘人資格同直
轄市農會。

第二十六條 農會總幹事以外
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農

第二十六條 農會總幹事以外
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農

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
並指揮、監督。

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
並指揮、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
央主管機關督導中華民國農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
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督導省

會統一考訓之。

農會或直轄市農會統一考訓
之。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後
委 889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六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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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主管機關督導全國
農會統一考訓之。
第三十三條 農會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

第三十三條 農會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

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

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
。

定期會議，各級農會每
年應召集一次。臨時會議，

定期會議，各級農會每
年應召集一次。臨時會議，

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
上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

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
上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

時召集之。
前項請求召開之臨時會

議，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
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

議，如理事長不於十日內召
開時，原請求人得申請主管

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

機關核准以命令召集之。
基層農會如因會員眾多

，致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
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表

，致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
時，得由農事小組選任代表

，召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
大會職權。

，召集代表大會，行使會員
大會職權。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二、第五項刪除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六條說明二。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
，其各種會議之召開依第一
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四十七條之一

農會之選舉

第四十七條之一

農會之選舉

一、修正第一項，為遏止農會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選舉歪風，對於具有選舉權
人或候選人資格者之行賄、

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一、有選舉權之人，要求、

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一、有選舉權之人，要求、

期約等不當行為，均應予以
禁止，爰修正第三款及第四

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

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

款增訂「或具有候選人資格
者」之行（要）求、期約或

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

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

交付（收受）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

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

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均予以
受罰。

使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

使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

二、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增

三、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
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

三、對於候選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訂第二項預備犯之刑責。
三、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並

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

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之競選活動。

酌修文字。
四、增訂第四項，為確保農會

之競選活動。
四、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

四、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
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選舉秩序之安定性，亦避免
農會選舉訴訟纏訟過久，影

委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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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財
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
之競選活動。

響農會業務之執行，爰參考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
選活動。

犯前項之罪者，其供犯
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

一十七、一百二十及一百二
十七條規定，明訂經法院判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
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

犯前二項之罪者，其供
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

收之。

起即「當選無效」，期能有
效嚇阻僥倖心態之賄選行為

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人，及達到加速農會選舉訴
訟之審理期程，以維公平正

沒收之。
農會之農事小組組長、

義。
五、增訂第五項，該「具有候

代表、理事及監事之當選人
犯第一項之罪，經法院判處

選人資格者」，依 99.10.04
中選法字第 09935001531 號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
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

：「公職選罷法第九十七條
所定具有候選人資格者，係

，其當選為無效。
第一項所稱具候選人資

指須具積極資格條件，且無
消極資格條件之限制。」此

格者，以當事人登記日起為
準。

說明依照農會選罷法之程序
，「具有候選人資格者」乃
指「登記」參選，尚未審查
完成者。

第四十七條之二 農會聘任總
幹事、理事長及常務監事，

第四十七條之二 農會聘任總
幹事，自辦理理事候選人登

一、修正第一項：
(一)鑒於農會總幹事掌握農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記之日起，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會實質經營大權，且由
理事會聘任，又農會理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得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
金：

事長係農會法定代理人
，常務監事具農會監察

一、理（監）事、理（監）
事候選人或具有理（監）

一、理事或理事候選人要求
、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

權，亦皆實際掌握農會
經營權者，為遏止部分

事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
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

不正利益，而許以聘任或
不聘任。

農會賄選情事之發生，
爰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

利益，而許以聘任或不聘
任。

二、對於理事或理事候選人
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

免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九十九條第一項及

二、理（監）事、理（監）
事候選人或具有理（監）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為
聘任或不聘任。

第一百條規定，提高對
於總幹事候聘人聘任行

事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
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

三、對於遴選合格之總幹事
候聘人員行求、期約或交

為，及農會理事長及常
務監事之選任行為有行

利益，而約其為聘任或不
聘任。

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接受聘任。

（要）求、期約或收受
（交付）財物或其他不

三、對於遴選合格之總幹事
候聘人員、參與候聘登記

四、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
人員要求、期約或收受財

正利益之處罰規定，將
現行罰責修正提高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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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具有候聘登記資格者
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

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放棄接受聘任。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
棄接受遴選或聘任。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俾使觸法者無受緩

四、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
人員、參與候聘登記人或

犯前二項之罪者，其供
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

刑宣告或得易科罰金之
可能，以儆效尤。

具有候聘登記資格者要求
、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

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二)為遏止農會選舉歪風，
對於具有總幹事候聘資

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接
受遴選或聘任。

沒收之。

格者賄選之行為，應予
以禁止，爰修正第一款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至第四款增訂「具有理
（監）事候選人資格者

犯前二項之罪者，其供
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

」、「參與候聘登記人
或具有候聘登記資格者

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之行（要）求、期約
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

沒收之。
總幹事、理事長及常務

利益，而許以（不）聘
任、放棄接受遴選或聘

監事之當選人犯第一項之罪
，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

任，均予以重罰。
(三)另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

之刑而未受緩刑宣告者，自
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

七條之一及本條各款適
用範圍之修正，且防範

務或職權。
第一項之具有理（監）

賄選行為並不限於各該
農會辦理理事候選人登

事候選人資格者，以當事人
登記日起為準。

記之日始有適用，爰刪
除序文「自辦理理事候
選人登記之日起」文字
。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三、增訂第四項，另參考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
七條規定，增訂「停止職權
」之罰則，以達到加速審理
之目的並維持農會業務執行
之安定。
四、增訂第五項，比照第四十
七條之一，明訂具有理（監
）事候選人資格者之起算日
。

第四十七條之五

（刪除）

第四十七條之五

農會辦理信

農會辦理信用部業務之罰責，

用部業務，違反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授權所定

已規範於農業金融法第三十八
條至第五十八條，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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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中有關強制或禁止規定
或應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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