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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村興建農舍制度之探討 

    今日台灣農地上出現零亂農舍景象，常常為人詬病，種種農舍興建對

於農地利用與農民生活之影響，主要可先自制度層面來檢視。目前農舍制

度3-1之面貌，主要是定型於民國 89年修正通過的農業發展條例。當時關於

農舍管制之規則增訂頗受各界矚目，而集村興建農舍制度則在一系列的調

整版本中出現，在國內屬於新興的制度，集村農舍具有良善的理念，背負

著調和各界爭議之任務，經過一連串政治、立法過程而形成的制度方向（即

制度基本原則），是否影響制度環境之基礎？爾後根據基本原則而訂定之集

村農舍相關子法，是否能夠規範農地所有權人恣意在農地上興建農舍等建

築行為，以符合落實農地農用政策，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一節  農舍制度變革 

    台灣農地興建農舍的情形，深受過去各期管制方式之影響，國內農舍

制度的變遷，因為各時期的環境背景不同，政府為因應當時的政策需要而

調整對於農舍興建的管制態度與方式。自民國 62年實施之「限制建地擴展

執行辦法」為保護糧食安全，開始對興建農舍有所限制，爾後開始由「區

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

管理辦法」、「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等3-2計劃法進行規範，時

間長達 27年。農舍管制雖在此時期納入全國區域計劃體系之中，但關於農

舍興建之管制也僅處於建築管制的狀態，其相關規範係分散於上開土地使

用管制與建築管理法規之中，尚未見統一管制農舍興建的正式條文。時至

民國 89年間，由於我國加入WTO在即，順應農業發展條例之修訂，政府欲

一併解決以往農舍分散興建所引發之問題，遂開始對於「農地上得否興建

農舍」之規範予以明確統一化，集村農舍制度建立之議於是而生。 

一、國內農舍興建管制分期 

    國內農舍興建之管制大致可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3-1  此處制度係指農業發展條例之農舍興建相關條文，為農舍興建之基本原則。 
3-2  台灣地區四個區域計畫，並非一次完成公告實施，對於所有用地之建築行為規範，分
別以「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實施區域計劃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為審

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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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管制時期 

    係指民國 62年以前。在公布實施「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之前，對

農地上之建築行為並無管制規定。 

(二) 保護限制時期 

於民國 62年之後，開始出現「農舍」一詞，這一時期係政府為確保糧
食安全而制頒「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其管制農地使用之內容茲節錄

整理如下： 

1.  一至八等則農田，除土地所有人自建農舍外，應暫不准變更為建
地。 

2.  九至十二等則農田，如轉作工廠用地，應經工業主管機關會同農業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至轉作一般建地，除農舍及為發展交通、學校

及其他公共設施需用外，應一律暫停核准，並注意不得破壞灌溉及

排水系統。 
3.  已實施農地重劃之農田，除經編定為工業用地及作農舍用地外，應
暫不准變更為建地。 

    此一時期主要是在保護糧食安全之目的下，限制農地上之變更與建築

行為，雖然首見「農舍」一詞，但由於當時農業為國家重要經濟活動項目，

故仍然允許高等則農地做農民住宅的用途，以解決眾多農戶、農家人口居

住問題（洪忠修，2005，P.34），農地所有權人擁有興建農舍之權利。 

(三) 建築管制時期  

    民國 63年公布區域計畫法等法令，使我國國土體系逐漸完整，同時農

舍管理則隨著全國土地劃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轉為兩類管制，在此

一時期，主管農舍的細則辦法主要透過建築管理方式限制農舍興建行為，

如表 3-1所示。 

 

 

 

 

- 20 - 



                                                            集村興建農舍之制度經濟分析 
 

- 21 - 

                                                

表 3-1、民國 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農舍興建之建築強度規定表 

土地 

類別 
地區 法令名稱 農舍高度 建蔽

率 

最大基
層建築
面積 

總樓地
板面積 

起造人資

格 

台灣省 都市計畫法臺
灣省施行細則

四層（14m） 10%  660  2m 須農民身

分 

台北市 
臺北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
則

三層
（10.5m） 5% 165  2m  須農民身

分 

都市 

土地 

高雄市 都市計畫法高
雄市施行細則

三層
（10.5m） 5% 165  2m  須農民身

分 

非都市 

土地 
台灣省 

實施區域計畫
地區建築管理
辦法

三層
（10.5m） 10% 330  2m 495  2m

1.現耕農身
分證明。 

2.無自用農
舍證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酌黃暖方，2003，P.47，與現行農舍興建相關法令整理。 

    這一時期的農舍興建管理法令，係分散於相關的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

管理法規之中，皆為建築管制方面之規範，對於農地上得否興建農舍並無

明文規定，屬於消極性的分散管制。由於政府對於農舍興建的管制態度寬

鬆，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只要依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則，符合各類

相關法令（詳表 3-1）中關於興建農舍地區之土地與建築物使用種類及使用

強度（包括農舍高度、建蔽率、容積率、最大基層建築面積及總樓地板面

積等），只要符合農民身分資格3-3，且持有農地者，符合前揭規範者，一律

同意興建，門檻不高。由於長達 27年的建築管理方式管制，造成管制農舍

興建的規定細碎分散，更由於政府對農地興建農舍的管制態度模糊，加上

國土規劃體系長久存在法定效力未明的問題，使得農民視農業用地上興建

農舍為理所當然，因此農田上散佈零零落落之建物，已成為國內鄉村區常

態景象。 

(四) 正式管制時期  

    行政院於民國 78年便開始研修農業發展條例，欲開放農地自由移轉以

解決因無自耕能力證明書所產生的執行問題，引進未來農業所需資金與技

 
3-3  民國 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以前，農地興建農舍須具備農民身分，其資格認定
標準為檢附自耕能力證明書。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908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908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96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96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962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4227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4227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835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835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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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欲放寬耕地分割限制，以符合我國民法平均等分繼承原則與民間諸子

繼承或承受習慣。而鑒於放寬前揭相關規定後，如依僅有建築管理規範，

農地所有權人將任意凌亂興建農舍，使農業環境遭受嚴重破壞（黃暖方，

2003，P.38），且顧及條例施行前已取得農地者，其興建農舍之需要，因而

檢討規範「禁止新購農地興建農舍3-4」的可行性。 

    這次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有人稱之為「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因為

此次修正之重點包括徹底改變「農地農有」的基調，開放農地自由買賣、

以「總量管制」執行農地釋出政策、放寬農地分割限制、加強防範違規使

用農地、規劃高品質農村社區等，其中農舍方面，更是第一次正式且規範

範圍最大，皆為挑戰原有農地政策的重要調整。亦由於是對原有的農地大

幅調整，涉及許多農民權利義務與農地資源利用，因此備受各界矚目，草

案送至立法院審議多次，經過數次立法院委員會會議討論，單就農舍興建

之條款即出現許多版本，且有些版本間差異性極大，茲分別就制度建立過

程中較重要的四個版本說明3-5： 

1. 最初版本：禁止規定  

農委會最原始的構想是依農地分級管理（如表 3-2）的方式，限制各級

農地興建農舍，遂提出研擬增訂條文第 18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取得之

重要農業生產用地、保育用地及次要農業生產用地，禁止興建農舍。但本

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農業用地，因繼承或本條例施行前共有而分割者，

不在此限。」 

 

 

 

 

 

                                                 
3-4  新購農地不得興建農舍係指依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之許可細目規
定，農舍包括農家住宅、附屬設施、農產之買賣農作物資材及自用品買賣部份。 
3-5  黃暖方，2003，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我國都市計畫地區農舍興建管制政策之研究，第
38-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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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農委會農地分級管理之構想 

農地類別 面  積 限  制 

重要農業 

生產用地 
71萬公頃 

「國家重大建設或公益事業所需」情形

下，可以變更地目，但變更有嚴格限

制。 

次要農業 

生產用地 
33萬 9000公頃 只要民間有需要，准許變更使用地目。

保育用地 52萬公頃 永久農地。不可變更。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酌立法院公報第 89卷第 4期，P.164-172整理。 

2. 修正版本：禁止規定，稍有修正  

民國 88年 9月行政院農委會再提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本條例修正

施行後取得之農業用地，禁止興建農舍。但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農業

用地，無自用農舍者、或因繼承取得、或共有耕地分割為單獨所有者，不

在此限。」 

3. 折衷版本：禁止規定，但可以集村方式  

為避免前二版本完全禁止新購農地興建農舍，影響農民權益甚鉅，農

委會遂提出折衷方案為以集村興建方式。民國 88年 9月行政院農委會再修

正農業發展條例第 16 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取得之農業用地，禁止興建

農舍。但無自用農舍者，經直轄市或縣市轄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以集村

方式興建農舍，另因地形等自然因素無法以集村方式興建，得採其他方式

興建。」 

4. 最後版本：自由選擇規定，符合條件即得興建農舍 

民國 89年 1月 4日新增訂的農業發展條例第 18條立法院通過三讀：「本

條例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得申請以

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經過立法院多次密集審議之最後版本，其內容較前一版出現重大調

整，農舍興建自原有的「禁止規定」改為「自由選擇規定」，符合一定條件

則可自由申請興建農舍。至於集村興建農舍，原擬強制方式，後因多數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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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立法委員之反對，而改採鼓勵方式，是在不得禁止興建農舍且須盡量

減少農舍負面影響，以保護優良農地的情況下，一種妥協的執行態度，換

言之，選舉等客觀環境限制下，政府既不能禁止民眾興建農舍，而不得已

轉為鼓勵民眾盡量採取集村方式興建農舍。惟因農民對集村興建農舍不符

就近管理農場的耕作習性、集村興建地點個別農民無力自行覓得，以及現

行法令制度尚未齊備等因素，因而仍然引起極大爭議。 

二、各界對於農地興建農舍之觀點看法 

制度會改變，而相對價格的根本變化是其改變的最重要根源。大部分

的變化是內生的（endogenous），可以反映行為者不斷追求極大化的努力

（North，1990，P.84）。國內農舍制度於民國 89 年間產生重大變革，農業

發展條例修正之際，正值 2000年總統大選前夕，對於有能力影響制度變遷

路徑的行動者（決策者、立法者），以及擁有廣大選票的農民是農地主要持

有者，政治力量因背景環境等因素而有影響，而由於各方立場3-6之差異產

生意見衝突，其觀點與理由是否具合理性？爾後出現集村農舍規則之制定

與原有理念關係如何？以致制度環境之發展情況值得觀察。 

（一）人民意見 

1. 農民意見 

    針對農地得否興建農舍之議題，有正反兩方意見對峙，大多數表示贊

成開放農地興建農舍。主張開放的農民認為農村長久不景氣，放寬農地移

轉後，新購農地若能興建農舍，在相關配套措施下，將可吸引非務農者購

買，提高對農地的需求，農地因而可賣得好價錢，所以開放未嘗不是件好

事，若完全禁止新建農舍，將影響有心務農者從事農業的意願。另有少數

反對開放的農民則擔心放寬農地自由移轉之後，農地需求增加，非務農者

購買農地將炒高地價，使他們買不起農地，無法擴大經營規模，有些農民

索性閒置荒廢農地等待農地地價升高，可出售獲利，不僅有礙農地有效利

用，亦危害整體農業發展。 

2. 立法委員 

                                                 
3-6  由於新聞資料之限制，以下探討各行為者之觀點主要係就「新購農地是否得興建農
舍」，而對於集村方式興建能否解決未來農地自由買賣之問題，則由於資料收集之限制，

僅得以當初有主張者概為呈現部份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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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委員對此一議題提出意見的，主要多為出身農業縣的立委，俗稱

老農派立委。這派立委主張若能加強農地管理，防止非務農者炒作、任意

凌亂興建等問題，應可准許無自用農舍者或土地所有權人在新購農地上興

建農舍，至於集村方式興建農舍，依台灣農民生活習慣是不可行的。另一

方面，少數立委則表示總統大選前審查農業發展條例，實非妥當，容易使

農業發展條例之修正淪為選舉的犧牲品，照顧農民不應只偏重在是否可以

興建農舍的議題上，提升整體農業競爭力，增加農民農業方面的收入是較

為治本的方向。 

（二）政府立場 

    農委會主要職掌全國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為全國農業發

展為整體考量，依農委會原始的主張，新購農地應禁止興建住宅為主之農

舍，才能達到保護農業生產環境的政策效果。後因影響農民權益與農村發

展甚鉅，遂調整為「原則禁止，例外可以集村方式興建」。現有農民或因

繼承和共有耕地分割而持有農地者，仍可依規定在農地興建農舍，農民權

益未受影響。農委會雖仍堅持禁建原則，但較原始構想不同的是：農業發

展條例通過後取得農地者，可以集村方式興建農村住宅。以集村為興建方

式除了能減少個別農舍對農業生產環境破壞之影響外，亦能提供高品質農

村住宅社區，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品質3-7。 

（三）學界意見  

民國 88 年 12 月中旬學術界對於農舍具體修正意見，提出共同聲明：

「目前農業發展條例修正之爭議焦點在於如何規範新購農地興建農舍之問

題，根據各方所提版本皆無法達到促進農業發展、保障農民權益、維護農

業環境、與環境保育之功能。農地興建農舍之規範對於農業政策、農民福

利、與國土利用具深遠影響，不宜在無審慎考量與配套措施下倉促在總統

大選前通過立法。呼籲有關農地興建農舍之規範應以法律定之，為求周全

起見應在總統選舉後再議。」3-8學者們認為國內農民多數為副業農與兼業

農，農地農有制度已不具實質意義，亦妨礙非農業部門資本與技術之投入，

不利農業現代化，因此贊成農地買賣自由化。然而，農地自由買賣這並不

表示購買農地者可以自由變更使用。部分農民與立法委員主張農地開放自

由買賣後，新購農地亦准予興建農舍，然此種主張並不一定對農民有利。

                                                 
3-7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九卷，第四期，院會紀錄，第 165頁。 
3-8  同上註，第 390-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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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農地改革後，在市場供需調節下，大部分的農地仍將留作農業使用，

而且農地價格可能因可供建地使用之土地大量增加而下降，而農業環境又

遭到破壞，不利農業經營，則在農地政策自由化後，農民將是兩頭空。在

農地政策自由化的過程中如何保持良好的農業經營環境，是必須加以考量

的重要課題。惟此次修法中，相關重要問題與配套措施皆無列入條文中，

此將使得未來的農業施政更加困難。 

    在集村方面，學者多表示樂觀意見，提倡學者表示在同一新購農地得

興建農舍之後，宜採集村方式興建，較能解決分散興建之問題，惟集村土

地來源與區位如何決定？應有法令明確定之。另有學者持保守意見，認為

集村興建農舍可行性不高，因為農地買賣多屬零星交易行為，以集村興建

農舍的條件很難滿足農民的需求。  

三、評析  

透過探討各方就此議題之觀點，可以發現立委與農民多針對「新購農

地得否興建農舍」之議題方向討論，少關注於集村興建方式可否解決農地

問題爭議，由此值得注意三件事：第一，是否農民並不在意以何種方式興

建農舍？依照反對禁建政策農民說法，農村已長久不景氣，農業利潤已甚

低，應不至於有大量再購置農地擴大經營的需求出現，何況購買農地後應

不具有興建農舍之需求，何以農民與立委仍重視「新購農地」得否興建農

舍？反對禁建農舍者所言，禁止新建農舍會降低有心務農者經營農業之意

願，但對照逐年外流的農村人口與農村空屋資料來看，新務農者可尋找鄰

近成屋，以解決居住問題，反對者所持理由似乎過於遷強。第二，農民關

心的是「農地地價是否能夠再創新高」？農地自由買賣後，非務農者對農

地有興建農舍之需求，農地價格可望上漲，農民對此有所預期，這是引發

多數農民反對禁建政策的關鍵因素之一。第三，特定立法委員的立場符合

制度經濟學派之觀念：「立法者最終選擇將會最大化個人（可能有多重屬

性）目標」。在制度形成的背景與過程中，出身農業縣的老農派立委明顯

反對農委會禁建政策，對於如何防止未來非務農者炒作、任意凌亂興建等

問題，則以加強農地管理一語帶過，並無明確說明。 

    農民反對禁建政策的理由是以農地出售為主要目標，而出售農地又以

地價上漲為考量。農委會站在保護農業立場，強調農地必須有效利用，所

以提出禁建農舍政策。禁止興建農舍，農地價格會受影響，農民財產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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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受到影響，自然反對此項政策。但開放新購農地興建農舍是否真能使農

地價格上漲？從市場供需原理來看，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後，短期間農地價

格可能上漲，長期而言，農地仍須留作農業使用，在相關細部使用規範制

定後，農地地價可能回跌，農委會持續堅持禁建條文不無道理，雖然禁建

農舍可能影響部分地主權益，但實質上仍是為保護全體農民，農地價格因

農地可興建農舍而上漲並非合理價格，誠如學者所言，農地自由買賣這並

不表示購買農地者可以自由變更使用，如何解決個別農舍所產生的負面影

響，相信仍是未來問題的焦點。 

依農委會最原始的構想，係將農舍興建的管制方式納入農地分級管理

的概念中，農業用地分為重要、次要農業生產用地及保育用地三種，明文

規定條例修正施行後取得該三種農地，禁止興建農舍。之後出現的版本不

再將農地予以分級，雖仍明文規定條例修正施行後取得之農地禁止興建農

舍，但在申請資格改為無自用農舍者等可興建農舍，顯見管制程度已有放

寬。而集村農舍則是農委會考量避免前二完全禁建版本將影響農民權益甚

鉅的折衷辦法。禁止興建規定仍是農委會堅持的原則，集村興建的理念能

調和各家觀點，以符合落實農地農用政策執行之需要，降低農舍對於農業

生產環境的破壞性，倘若制度方向定性於折衷版本的「原則禁建，但可以

集村方式興建」，且相關運作配套措施已有建立，應是最能落實農委會欲

保護優良農地，又能兼顧農民生活的作法。惟部分立委與農民仍將討論焦

點放在農委會「新購農地禁建農舍原則」的議題上。版本管制的強度，一

再放寬，制度方向最後定調於「農地所有權人得選擇以個別或集村方式」

的自由規定，其後續的子法制定與制度執行是否能獲得原有制度理念的效

益？值得進一步檢視。為聚焦探討重點於集村理念與制度環境的關連性，

引發這一系列制度變遷的動力與影響，則於第五章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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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集村農舍理念 

集村農舍制度之運作涉及「農地是否具有發展權？」之議題。學界對

此議題有兩派說法。主張農地不具發展權的學者認為，農地本應作為農業

使用當然不具有發展權之要件，欲興建開發農地，應循都市變更規定之途

徑。另一派學者則主張，農地既可容許興建農舍，具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Zoning）的概念，農地是具備「有發展權」之條件。由於國內農地上可

興建農舍，且相關農舍建築法規皆有農舍容積率規範，已具備農地發展權

之形式，因此本研究採後者說法，假設農地有發展權，亦較符合原有集村

興建農舍之精神。 

    集村興建農舍之研訂意旨，係參酌引用土地發展權移轉（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簡稱 TDR）之觀念，使所有權人間之土地使用權利，

可透過前揭辦法之設計機制進行交換移轉以集中興建，達到保護農業生產

環境與確保生活環境品質之目的。換言之，集村興建農舍制度之理念，是

透過TDR理念將欲保護之優良農地發展權交換轉移到適合開發農舍地區的

農地上，農舍用地（移入地）因為獲得額外的發展權利，可將農舍集中興

建或者獲得農舍增加建築容積的獎勵，使原有售出發展權之優良農地（移

出地）失去興建農舍權利，將可大規模保護優良農地，維持農業區的完整

性，聚集經濟效益得以發揮。至於集村農舍用地則可選鄰近較次等、具發

展潛力的土地，集中興建政府提供所需公共設施，減少因分散興建農舍而

需多舖設道路、水電管線等公共浪費。另一方面，移出農地之所有權人，

其財產權不因農地被劃入保護農地而受損失，因為發展權轉移是可以用金

錢購買，將可獲得失去土地發展權利的補償。因此集村農舍應用 TDR理念

可兼顧社會公平與土地利用效率，以實現農地政策中的多樣目標。 

一、集村興建農舍 

（一）發展權移轉理念 

    發展權移轉之概念是以假設土地權利為一束個別權利所組合為前提，

包括地役權、採礦權、空氣權等。一個土地發展權被定義為土地現存使用

（existing use）與法令規定最大潛在使用（potential use as permitted by 

existing law）之間的價值差異。易言之，發展權是一宗土地未使用的潛在

發展權（Pizor，1986，P.203）。理論上，移轉發展權是指將開發權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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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權利中分離出來，以出售的形式移轉給同一地區或鄰近地區的土地所

有人，發展權移入該土地後，可增加更多的開發容積（Danner，1997，P.134）。

經由發展權的出售，可以補償土地受到發展限制的所有權人，而透過公開

市場購買發展權的人，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容積（bonus densities）建築

（Machemer、Thomas and Hamlin，2000，P.5）。 

    美國是應用發展權移轉理念來保護珍貴稀少資源最成功的國家。長久

以來，TDR被認為是解決美國都市無次序蔓延發展、保護重要土地資源及

減輕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等難題最佳的途徑，原因是透過 TDR市場之運作，

買方得到額外的容積；賣方可從出售獲得補償，而社區可藉由限制開發達

到多樣性的目的，例如保護開放空間、農地、歷史古蹟或環境敏感地區。

就其預期目標而言，提倡者認為 TDR 具有以下優點：（1）使都市能有效率、

次序的成長；藉由限制新開發僅能在「可發展區」出現，一些重要的土地

資源則可保存下來，以避免分散式開發所產生的浪費、無效率等問題；（2）

在「限制發展區」的居民可藉由發展權的移轉獲得土地受限制後的合理補

償，而調和土地所有權人間的不公平；（3）在 TDR計畫的架構下，要求發

展區之地主須向受限制發展區的地主購買一定數額之發展權始得開發，因

此可以降低提高開發強度後所出現的暴利問題（windfalls）（Hagman，1975，

P.265）；（4）可不增加太多政府財政負擔的情況下，亦不需透過加稅的方式，

而能提升生活環境品質，甚至提高農地利用的效率。 

（二）發展權移轉之基本要素與運作機制 

    組成一個 TDR機制的基本要素必須包括：（1）接收區之指定；（2）發

送區之指定；（3）明確的發展權定義與說明；（4）建立移轉比例與過程

（Machemer and Kaplowitz，2002，P.775）。本研究依照此一 TDR的構成要

素與基礎概念，將其運作機制建構如下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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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地】 

「限制保護區」 

受保護優良農地 

金錢購買 

發展權市場 

供需調和 

政府規劃設計 TDR 方

案、並予以協助指導

  

發展權轉移

【移入地】 

「計畫發展區」 

可發展次等農地 

圖 3-1、土地發展權移轉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大部分成功的TDR案例中，政府皆扮演較理論面更為重要且關鍵的角

色。在部份案例中，政府的介入會減少TDR市場的效率，而有些政府的做

法則能使TDR運作得更順利（McConnell、Kopits and Walls，2003，P.8）。

事實上，TDR機制是許多土地使用分區限制（zoning restrictions）所組成，

傳統上，一地區土地被分為（zoned）鄉村農業區、商業區、工業區、住宅

區，各區管制程度大小不一，以限制區內的商業及工業活動。鄉村農業區

因為保護農地資源而管制最嚴格，則會利用TDR的方式緩和這些限制。政

府規劃指定欲保護農業區域為「移出區（sending areas）」，而規劃可發展區

域指定為「移入區（receiving areas）」。所謂一個發展權，究竟指一建築單

位還是容積比例，發展權之價值為評定價值或是由市場決定價格，其轉換

比率（transfer ratio）調節3-9及容積獎勵（density bonus）之措施，皆須由政

 
3-9  所謂轉換比率是自移出地分離出發展之數量而轉換至移入地後可發展的數量。相對於
發展原有土地，高的轉換比率可以增進移出地所有權人出售發展權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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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立法而明確規定。移轉發展權是否應建立發展權銀行（TDR Bank）促使

市場交易，或是交由自由市場運作，應有所考量。另外，移轉後的執行即

移出地區土地喪失發展權利之證明，亦須有健全的登記制度以為明示，減

少該地區出現違規使用之情形。 

二、集村興建農舍之理念應用 

    目前農舍制度中所謂之集村興建農舍，係指二十戶以上之農民起造

人，共同在一宗或數宗相毗連之農業用地整體規劃興建農舍。而集村農舍

制度係參酌引用土地發展權移轉之觀念，使所有權人間之土地使用權利，

可透過前揭辦法之設計機制進行交換移轉以集中興建，達到保護農業生產

環境與確保生活環境品質之目的。換言之，因為原有分散式興建農舍易破

壞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嚴重影響未來農業發展，則利用土地發展權移

轉理念與機制（如圖 3-2所示），集中興建農舍以大規模保護優良農地之完

整性。 

 

 

 

 

 

 

 

 

 

圖 3-2、各宗農地興建農舍權利移轉至一宗土地上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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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前述美國土地發展權之理念與機制，若套用於國內集村興建農舍

制度，應為欲興建開發農舍者購買受保護之農業用地3-10（即移出農地）的

農舍興建權利（即發展權），移轉發展權至他宗可發展之農業用地3-11（移入

農地）上，經過地方主管機關審查集村發展案。核准後，在該移入農地集

中興建農舍（如圖 3-3所示）。已移出興建農舍權利之農業用地，地政機關

應在土地登記簿上註記土地發展權已移轉之事項，該地不得再申請興建農

舍。移入農地利用獲得之發展權，可設計建築具鄉村風格的農舍社區，同

時由政府提供該集村農舍社區所需之公共設施，如道路鋪設、路燈、公共

排水系統等。就可行性方面，農地發展權是否有價值？係TDR機制能否成

功運作的先決條件。發展權有價值，才能促進發展權市場的活絡，至於發

展權的價值如何出現，則有賴周全的制度設計。 

 

 

 

 

 

 

 

 

圖 3-3、集村農舍制度執行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10  理論上，國內受保護的農地應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3-11  所謂可發展農地，應指都市邊緣，自然條件不適宜農作且具發展潛力之次等農業用
地。應保護之農地與可發展的次等農地，於農委會研修農業發展條例的較早版本中，有農

地分級管理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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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村農舍之目標效益 

    由於將個別農舍聚集，可收「化零為整」之效，政府提供該集村農舍

社區所需之道路、排水等公共設施，將公共資源挹注於一地上，不僅避免

公共投資的浪費，傳統農村生活環境品質不佳問題亦可加以解決。農民因

為居住距離拉近，連絡交流的機會增加，平時可發揮守望相助之精神，減

少個別農舍可能出現的治安死角，若配合產銷班制度，彼此亦可交換農業

經營心得，強化基層農民組織。而大量農地受保護後，大規模的機械耕作

可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作物產量，確保維持國內糧食安全存量；未來國

內農業須順應國際自由化，在各國降低農產品關稅後，必須依據國際貿易

比較利益法則，生產台灣較具國際競爭優勢之作物，提高農業利潤。農產

品受非農業活動污染的機會降低，品質有所提升，配合農產品外銷方案，

使台灣本土特色的農產品具競爭力，打入國際市場，可為農民帶進更多農

業收入。大片平坦的農田景觀，亦可吸引欲享受田園生活的民眾假日前往

消費，有助政府推廣休閒農業。綜觀之，落實集村制度理念在農舍與農地

在空間上的集中化而具有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效益。 

    從另一層面，移入農地因為獲得額外的發展權利，可將農舍集中興建

或者獲得政府特准之建築容積獎勵，若該農地屬於都市郊區值得發展農村

住宅社區之次等農地，其原受嚴格建築限制，現可發揮該地最大潛在效

益，亦符合現階段政府實施之農地釋出方案精神。 

    社會公平方面，由於移出農地的所有權人可出售土地發展權利供需興

建農舍者，移出農地的所有權人之土地財產權不因土地劃為限制發展農業

區後受到影響，受限制的財產權得以獲得補償，由於農舍興建位置經政府

規劃後有明確的地區，如何興建亦有明確法令統一規範，也可減少農地違

規使用的情形。至於發展權之價值如何界定，出售獲得之價金是否符合公

平補償原則等問題，則須再進行另一層面的討論。 

    綜觀上述，集村興建農舍之制度理念主要有下列三點： 

（一）保護優良農業用地，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 

（二）加強農舍公共設施，以提升農村生活品質。 

（三）減緩非農業活動對於農業用地之負面影響。 

    總體而言，以第一項保護優良農地之理念目標最重要，本研究將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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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章節分析既有的制度環境下，制度安排與制度執行是否達到此一理念目

標，藉此作為檢驗「目前集村農舍制度是否為一理想制度」之衡量標準。 

四、評析 

    美國應用土地發展權移轉技術保護重要土地資源之歷史悠久。由於最

初施行時，相關配套機制仍不完善，而衍生許多問題與不適應的情形。現

今許多成功TDR案例是經過一連串的修正檢討而產生的，所以一個成功的

TDR機制必須經過縝密的評估與計算（如精算移出移入的容積比例），配合

其他有效的配套辦法與措施輔助（如第三組織的仲介監督機制），形成一個

嚴密的運作架構，才能出現上述效率與公平的效益。國內集村農舍制度雖

有引用TDR的想法，但制度環境上僅有對於有無興建農舍之農地在都市計

畫及地籍套繪圖上「著色標示」與「列冊管理」3-12而已；在土地權利交易

公示方面，亦僅在土地登記簿上予以「註記」已興建農舍之標示。缺乏TDR

機制構成的基本要素，所以並不能說集村農舍制度是採以TDR機制進行，

在集村制度環境上只限制農地所有權人不能再興建農舍，所以在管制能否

興建農舍方面僅屬於一種行政措施。 

 

 

 

 

 

 

 

 

 

                                                 
3-12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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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集村興建農舍規則與組織之探討 

新農舍制度3-13建立後，制度環境轉為「自由規定」，即興建農舍屬於「農

地所有權人的自由權利」，易言之，原則上行政機關並不得禁止新取得農地

興建農舍，僅得於法律授權之範圍內訂定法規命令限制興建農舍之資格與

條件。自此農舍之興建雖仍為人民自由權利，但對於如何興建農舍等建築

管制面的規範，農業主管機關必須有明確的管理機制。另一方面，集村農

舍制度因為適逢民國 93年農委會組織再造之調整，農舍業務有所變動等因

素，使得主管集村機關之執行情形有所影響，亦應有所探討。 

茲就新修正後之農業發展條例與集村農舍相關辦法摘錄整理其基本規

則如下： 

一、新農舍制度之基本原則（農業發展條例第 18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 89年 1月 4日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

用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

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3-14。 

 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率、最大

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方式、許可之撤銷或廢

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3-15。 

二、新農舍制度之正式規則3-16  

（一）興建農舍之原則性規範 

1. 身分限制： 

（1） 申請人須年滿 20歲或未滿 20歲已結婚者； 

（2） 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

內； 

（3） 申請人之農業用地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年。 

                                                 
3-13  新農舍制度是本研究新創名詞，係指民國 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之後，與農舍興建
有關新制定的正式規則與執行而言。 
3-14  農業發展條例第 18條第一項參照。 
3-15  農業發展條例第 18條第五項參照。 
3-16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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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件限制： 

興建農舍須符合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為前提。 

3. 使用限制： 

農業用地須作農業使用，並經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書」。 

4. 移轉限制： 

在自有農業用地上興建之農舍須滿五年始得移轉，且應與其坐

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 

5. 次數限制： 

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再重複申請。 

6. 最小面積限制： 

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 0.25公頃。但參加

集村興建農舍或離島地區興建農舍者不在此限。 

7. 建築限制： 

於民國 89年 1月 4日以前取得農業用地，得選擇依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及建築法令；民國 89年 1月 4日以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申

請興建農舍則適用農業發展條例及其相關子法。 

8. 農地與農舍面積 9：1限制： 

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業用地，扣除興建農舍土地面積後，供

農業生產使用部分應為完整區塊，且其面積不得低於該宗農業用地

面積 90％。 

（二）個別興建之特別性規範3-17

    個別興建農舍之興建方式、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率、

最大基層建築面積、樓層數、建築物高度及許可條件，應依都市計畫法省

（市）施行細則、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

管理辦法、建築法、國家公園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集村興建之特別性規範3-18

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應一次集中申請，並符合下表原則： 

                                                 
3-17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7條參照。 
3-18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8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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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戶數原則： 

20戶以上之農民為起造人，共同在一宗或數宗相毗連之農業用

地整體規劃興建農舍。但離島地區，得以 10戶以上之農民為起造人。 

2. 區位原則： 

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地，應位於同一鄉（鎮、市、區）或毗

鄰之鄉（鎮、市、區）。 

3. 農地之適用原則： 

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地與集村興建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其

法令規定適用之基層建築面積之計算標準應相同，且同屬都市土地

或非都市土地。但於福建省金門縣興建農舍者，不在此限。 

4. 面積計算原則： 

參加集村興建之各起造人所持有之農業用地，其農舍基層建築

面積計算，應依都市計畫法省（市）施行細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則、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建築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5. 興建原則： 

依前款規定計算出基層建築面積之總和，為集村興建之全部農

舍之基層建築面積。其範圍內之土地為全部農舍之建築基地，並應

完整連接，不得零散分布。 

6. 興建強度原則： 

集村興建農舍坐落之建築基地，其建蔽率不得超過 60％，容積

率不得超過 240％。但建築基地位於山坡地範圍者，其建蔽率不得超

過 40％，容積率不得超過 120％。 

7. 面臨道路留設原則： 

農舍坐落之該宗或數宗相毗連之農業用地，應有道路通達；其

面前道路寬度 10戶至未滿 30戶者為六公尺，30戶以上為八公尺。 

8. 臨道路境界線原則： 

建築基地與計畫道路境界線之距離，不得小於八公尺。但基地

情況特殊，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9. 公設配置原則： 

集村興建農舍應整體規劃，於法定空地設置公共設施；其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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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公共設施（如表 3-3）。已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之農民，不得重

複申請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表 3-3、集村興建農舍應置公共設施表 

 

 

 

 

 

 

 

戶        數 公 共 設 施 項 目 

10戶以上未滿 30戶 
一、每戶至少一個停車位 
二、社區停車場 
三、廣場 

30戶以上未滿 50戶 

一、每戶至少一個停車位 
二、社區停車場 
三、廣場 
四、兒童遊憩場 

50戶以上 

一、每戶至少一個停車位 
二、社區停車場 
三、廣場 
四、兒童遊憩場 
五、閭鄰公園 

資料來源：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8條附表 

三、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之獎勵機制3-19  

1. 公設補助： 

集村興建農舍之農民得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興建道路、

排水、路燈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施；其用地應由申請人無償提供使

用。前項公共設施之申請補助程序及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2. 建築設計： 

集村興建農舍符合下列各款者，每戶給予補助款新台幣20萬元： 

（1）建築物屋頂按其建築面積至少 50％以上設置瓦式或仿瓦

式斜屋頂，其斜屋頂之坡度以不小於 1：4為原則。 

（2）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 66平方公尺。 

3. 農舍樣式： 

前項集村興建農舍之建築物採用主管機關提供之農舍（宅）標

準圖者，每戶另補助新台幣伍萬元。 

                                                 
3-19  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協助辦法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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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析 

民國 89年農業主管單位開始主導農舍管制後，使集村農舍興建已有大

致的制度環境，農舍建築行為須先符合農業發展條例之規範。目前農舍制

度最上位的農業發展條例第18條，係將農舍興建規範為農地所有權人之「自

由」，雖不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與農村發展，原則上，新購農地所有權人

皆擁有興建農舍的權利，且可自由選擇個別或集村方式興建。相較民國 89

年以前，農地仍限定具農民身分者持有，目前農舍制度對於個別興建的管

制大部分一如往昔。由於農舍興建方式選擇上，農地所有權人擁有極大的

自由度，所以欲使集村農舍制度施行後能獲得目標效益，規則制定所形塑

的制度環境優劣即相形重要。 

集村農舍制度規則為達到保護農業生產環境與確保生活環境品質，正

式規則（主要以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8 條）之制定，係為保護農業生

產環境為首要方向。但目前制度規則雖可提升集村農舍之生活環境品質，

卻似乎忽略掉最重要的部分－達到「保護農業生產環境」之理念。茲將主

要問題臚列如下：  

1. 規則（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款至第八款）多偏重建築管制面： 

    未能與農地利用、整體農村發展結合，降低集村農舍制度的功能

性。未明確限制集村農舍興建與留作農業生產之農地的用地類別，以

及規劃集村用地之區位，將有農地資源誤用的情況。 

2. 規定集村需 20戶起造人： 

    集村興建方式 20戶起造人的戶數規定，係為達到一定規模數量，

政府補助相關公共設施，才有規模經濟效果，但召集限制至少 20位均

須符合興建條件的農地所有權人，且有規劃、設計等申請事項須一次

集中辦理，無疑對於欲以集村方式興建之農民是一項限制，是否得採

彈性審查規範？似可檢討。 

3. 集村鼓勵誘因機制質、量不足： 

    良好的集村誘因機制應要符合參與集村方式興建之農舍起造人之

需求並調整個別方式與集村方式的申請門檻限制。較具體的作法可補

助集村的規劃費用，因為對於個別農民而言，參與集村農舍有其特殊

限制，如須組織 20位起造人、規劃農舍配置、建築與土地取得等問題，

這些特性與採取個別方式興建農舍不同，亦是目前集村誘因機制最缺

乏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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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村農舍管理組織問題 

以集村農舍制度主要理念而言，本為「以集中農舍興建之方式，保護

優良農地之完整性」、「加強公共設施，提升農村生活品質」、「減緩非

農業活動對農業用地之負面影響」三點。其中又以第一點保護優良農地完

整性為制度之首要理念。換言之，集中興建農舍為解決農地分散零碎使用

問題，與農地利用管理息息相關，故制度設計中的主管組織業務安排應以

「農地有效管理利用」為導向，俾能達成落實制度理念之目標。 

    透過組織運作的制度安排，影響制度執行之落實性。據本研究之調查，

農舍管理業務原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負責，爾後因故轉由水土保持

局接掌大部分集村農舍之管理業務。目前集村農舍管理組織體系，中央主

管機關為水土保持局農村組農村規劃科，其業務內容為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相關法令釋疑與獎勵集村興建農舍及公共設施補助之核定等。本研究

認為以水土保持局為推行集村農舍業務之組織，應會產生業務重疊與職權

模糊等制度安排問題。就吾人所知，水土保持局主要職責為治山防洪的水

土保持建設，近年來由於業務調整之需要，又兼顧農村規劃建設，但業務

之推行則偏重農村景觀再造，落實社區民眾參與，以生活生態永續為宗旨，

營造農村新風貌。集村農舍之管理僅為其業務內容之一部份，且偏屬獎勵

協助集村核定之業務而已，農地利用並非該組織主要業務，但卻是制度育

達理念之範疇，且與企劃處農地利用科業務重疊，如遇規則不甚明確時，

組織行政之制度安排自然農地有效利用之目標產生偏離，恐怕無法完成制

度保護優良農地之任務。在地方政府方面，各縣市政府負責農舍業務之單

位則各有不同，就本研究所提兩案例而言，新竹縣為縣政府農業局農業企

劃課歸屬，雲林縣由縣政府農業局農務課負責。集村農舍業務多歸屬於綜

合性業務，並無專責農地管理組織負責規劃，無法凸顯集村制度以農地利

用為導向之特性，故集村興建農舍制度在地方層級的組織制度安排亦力有

未逮之處。 

    集村興建農舍涉及「農地利用」、「農村景觀」與「農民生活」等議

題，需要有整合農業內部機關業務能力之組織管理，就現行農業委員會組

織編制，似以企劃處農地利用科負責較為允當。因為由該科業務內容觀之，

雖多扮演協調督導之角色，然農地利用為其主要職掌業務內容，與集村制

度欲達到之理念相符，在協調主導整體集村農舍規劃，自然能將農地利用

考量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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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制度係人為規則，用以規範人的行為，但由於社會變遷的需要，組織

則會修改制度。曾經有助台灣經濟發展的農地農有政策，至今或已有調整

的必要，在農地開放自由買賣之後，農地農有政策已成昨日黃花，政府對

「農地的流動面」已無所管制，惟此一開放政策可能帶來農地投機炒作等

現象，應該強調的是政府所倡導的落實農地農用，即強化「農地的使用面」

之管理。準此，制度建立後的問題的焦點應該放置在如何設計最適宜的制

度規則，以及形塑適宜的集村農舍制度環境上。 

    綜觀上述推論，農委會考量各方意見而提出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的折

衷辦法，雖最後制度方向定於「個別與集村並行」，惟農民關注重點並非以

何種方式興建農舍上。在不得禁止興建農舍的情況下，集村具有保護優良

農地之理念，似可達成政府政策目標與照顧民眾福祉之優點，因此後續相

關的制度規則制定，應以「如何驅使農地所有權人採以集村方式」為主要

目標。而集村農舍制度原本欲參酌 TDR 機制進行，後相關規則並無形成

TDR機制之要件，但必須強調的是：本研究雖認為目前集村農舍制度不屬

於 TDR 概念，不能完全獲得 TDR 之效率與公平面的效益，但由於集村仍

有「已興建農舍之農地不得再興建」之限制，若形塑適宜的集村農舍制度

環境，應能獲得保護優良農業用地、提升農民生活品質、減緩非農業活動

對於農業用地之負面影響等理念效益。 

事實上，經過集村農舍之規則面的分析，本研究認為前述規則面的問

題，可能形成不合理的制度環境，導致實際執行結果與制度目標有所偏誤，

除了可能增加地方政府執行困難外，也增加其他非制度主體者（如建商）

進入農地買賣市場的可能性，誤用農地資源，不僅可能低價收購優良農地

作為集村農舍建築用地，亦會使農地價格不實上漲，增加真正務農者欲進

入農業的門檻。此外，在放寬農地移轉、分割限制後，農舍可能出現的大

量假性需求（非務農者興建農舍之需求），對於非農業使用等活動增加更

多對農業生產環境的負面外部成本，亦應有所考量。 

    制度組織方面，由於集村農舍管理轉為水土保持局主政，集村農舍非

其主要業務，農地利用面的規劃考量未能概括兼顧，由於制度具動態變遷

特性，現行主管集村農舍之組織－水土保持局與企劃處農地利用科出現業

務重疊與職權模糊，制度安排將影響制度理念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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