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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農舍興建制度探討 

     

    我國自從民國 89 年農業發展條例修正通過施行後，農舍的興建就進入

了另一個新的世代，由只能興建個別農舍的單軌制度，轉變成為個別農舍

與集村農舍並行的雙軌制度，使得農地所有權人可依自身的喜好與條件來

擇一方式興建，進一步地放寬了政府對於農業用地的管制，也直接地影響

了其後的農村景觀。而「農業發展條例」當中又以第十八條與農舍的興建

最為息息相關，可以說是最原則性的規範，其內容如下所述﹕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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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

使用；其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滿五年始得移轉。但因繼承或法院拍賣而移轉

者，不在此限。 

    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前取得農業用地，且無自用農舍

而需興建者，得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令規定，申請興建農舍。本條例中

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四日修正施行前共有耕地，而於本條例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

月四日修正施行後分割為單獨所有，且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亦同。 

   第一項及前項農舍起造人應為該農舍坐落土地之所有權人；農舍應與其坐落

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定抵押權；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不得重複申請。 

   前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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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對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者應予獎勵，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獎勵及

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上述的第十八條條文內容，僅僅是概括性的規範，而並未針對個別農

舍與集村農舍做進一步的條件說明，因此本研究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之內容，配合其它各項相關法令規定，將兩種興建方式分開整理，以

期綜合比較兩種農舍興建方式在「起造人興建資格」、「基地興建條件限制」

與「獎勵機制」上的差異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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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別農舍興建規則、組織與執行 

 

個別農舍的興建規則除了受到「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的規範外，

主要還受到「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與「建築技術規則」的限制。此外，

依興建基地地域的不同，還必須另外遵守「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則」、「都市計畫法高雄市施行細則」、「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辦法」等法律對於興建農舍所做的規範。吾

人利用與「人」條件相關的「起造人興建資格」和與「基地」相關的「基

地興建條件限制」來做為主要的劃分，並加入「不符規定之懲罰」，以期

對於分散於各條文中的規範能夠有更佳的歸納。 

一、起造人興建資格 

（1）起造人應年滿二十歲或為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 

（2）起造人應為農民且無自用農舍者。 

（3）起造人應為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及 

     檢附最近六個月內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並切結未曾興建農 

     舍或提供申請興建農舍計算面積使用。 

（4）起造人申請興建農舍用地為共有情形時，應取得其它共有人同意並放 

     棄在該宗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之權利。 

（5）起造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 

     且其土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分別、連續）滿二年者。 

 

二、基地興建條件限制 

（1）農舍興建圍牆，以不超過法定基層建築面積範圍為限。 

（2）地下層每層興建面積，不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其面積應列入總樓地 

板面積計算。但防空避難設備、裝卸、停車空間、機電設備空間，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六十二條1規定者，得予扣除。 

 
1
  依法設置之防空避難設備、裝卸、停車空間、機電設備、安全梯之梯間、緊急昇降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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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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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90%。 

（4）興建農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九條3之規定，設置建築物汙水 

處裡設施。 

（5）農舍之放流水應排入溝渠，其排入灌溉專用渠道者，應經管理單位同 

意；其排入私有水體者，應經所有人同意。 

（6）申請興建農舍之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依法申請興建農舍： 

a.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水利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 

b.工業區內農牧用地、林業用地。 

c.其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7）申請興建農舍用地若為林業用地，應依森林法第三十九條4規定，辦 

理森林登記。 

（8）應檢附建築線指定圖說，以查看是否有影響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及其 

他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事項。 

（9）申請興建農舍之開發行為是否符合（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情形之ㄧ，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5。 

（10）平均坡度超過 30%以上之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用地，依照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六十二條
6
之規定，不得申請興建農舍。 

（11）申請興建農舍之該宗農業用地面積不得小於 0.25 公頃（756 坪）。但

參加集村興建農舍及於離島地區興建農舍者，不在此限。此外，農

業發展條例第 16條規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0.25公頃

 
機道、特別安全梯與緊急昇降機之排煙室及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成立之管理委員會
所使用空間，得不計入總樓地板面積。 

2  農授水保字第 0931811448 號：所稱「該宗」農業用地，係指土地登記之單一筆地號農 
業用地而言；若有毗連二筆地號以上農業用地者，應先辦理合併為單一筆地號農業用地， 
且其面積在 0.25 公頃以上者，始得申請，以利農業用地管理。 

3  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除依下水道法令規定排洩至污水下水道系統或集中處理 
場者外，應設置污水處理設施，並排至有出口之溝渠，其排放口上方應予標示，並不得
堆放雜物。 

4  森林所有人，應檢具森林所在地名稱、面積、竹、木種類、數量、地圖及計畫，向主 
管機關申請登記。森林登記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5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五條。 
6  山坡地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度超過百分之三十者，不得開發建築。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QRY03.asp?lsid=FL016247&keyword=%B7s%A5%AB%B0%CF%AB%D8%B3%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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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得分割，但有下列例外︰ 

a.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合併；同一所有權 

  人之二宗以上毗鄰耕地，土地宗數未增加者，得為分割合併。 

       b.部分依法變更為非耕地使用者，其依法變更部分及共有分管之未 

         變更部分，得為分割。 

       c.本條例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4 日修正施行後所繼承之耕地，得分 

         割為單獨所有。 

       d.本條例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4 日修正施行前之共有耕地，得分割 

         為單獨所有。 

       e.耕地三七五租約，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方式終止租約者，得分割 

         為租佃雙方單獨所有。 

       f.非農地重劃地區，變更為農水路使用者。 

       g.其他因執行土地政策、農業政策或配合國家重大建設之需要，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為分割。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共有耕地，辦理分割為單獨所有者， 

       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其分割後之宗數，不得超 

       過共有人人數。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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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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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請參見 

      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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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台灣地區農舍興建之建築標準 

台灣省 
項目 台北市 高雄市 

都市計畫地區 非都市計畫地區

法令依據 
台北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則 72、

88-1 條 

都市計畫法高

雄市施行細則

25 條 

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

29 條 

實施區域計畫地

區建築管理辦法

5條 

建蔽率 10％ 10％ 10％ 10％ 

與道路之境界 10 公尺 15 公尺 8 公尺 無 

建築物高度 10.5 公尺 10.5 公尺 14 公尺 10.5 公尺 

建築物樓層 3 樓 3 樓 4 樓 3 樓 

最大基層建物

面積 
165 平方公尺 165 平方公尺 無 330 平方公尺 

樓地板面積 無 無 660 平方公尺 495 平方公尺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不符規定之懲罰 

（1）申請興建農舍用地不符合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7之規定者， 

自第一次處罰之日起兩年內，暫停該地之開發申請情形。 

（2）起造人提出申請興建農舍之資料不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撤銷其核定，主管建築機關得撤銷其建築許可。經撤銷建築許可案件 

，其建築物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規定處理。 

 

四、個別農舍相關組織與執行 

    任何制度在建立之後都必須要被執行才會有其意義，而制度的執行往

往需要透過組織來實行，組織的執行實際上就是一種代理的行為，並由組

                                                 
7  依水保法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定而擅自開發 

者，除依第三十三條規定按次分別處罰外，主管機關應令其停工，得沒入其設施所使用 
之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用，由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並自
第一次處罰之日起兩年內，暫停該地之開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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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成員來對制度的執行情況負責。就以農舍制度來說，中央農政單位因

為作為農舍政策的制定者而為制度的委託者，而地方政府的農政單位則是

接受中央託付而操作執行的代理者。有關於個別農舍制度運作的組織（見

圖 3-1），遠較集村農舍來得單純，在中央以農委會的水土保持局作為主管

機關，而其主要的興建方式是以農民的獨立興建或是外包予建商營造，在

來就是接受地方政府相關單位的管理：農民資格的審查與農用證明的核發

交由縣府農業局主管、農舍建築本體與無自用農舍證明交由工務局或建設

局管理、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有無違反用地編定則交由地政局查核，

另外還需要受到環保局、水利課、水土保持課等等權責相關的單位的審查。

因此，個別農舍實際的興建多半屬於農民自我執行（self-enforcing）的

範疇，不必花費太多的搜尋、協商、監督的成本，僅僅需要接受地方政府

的管轄，而鮮少有第三者的介入或參與，故而在交易成本上面比集村農舍

來得節省，進而擁有比較節省時間成本的興建時程。 

 

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 
 
 

地方政府各相關單位 
   
   
      欲興建個別農舍者  自建或外包
 

圖 3-1、個別農舍相關組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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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集村農舍興建規則、組織與執行 

     

    集村農舍的興建規則同樣地以「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為最基本的

規範，另外還受到「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與「建築技術規則的限制」。

因此，個別農舍與集村農舍在部分條件限制上是相同的，吾人所分類的「起

造人興建資格」的第一到第四項與「基地興建條件限制」的第一到十項即

為同樣之處。不過，若將兩種制度互相對照之下，乃以集村農舍所需符合

的資格與限制較為嚴格，而有著較高的進入門檻，這似乎並不太符合政府

想要廣泛地推行、宣導集村農舍的構想。此外，政府另外訂有「集村興建

農舍獎勵及協助辦法」及「集村興建農舍與公共設施申請補助程序及標準

作業要點」，專門針對集村農舍來提供誘因，雖然其成效未必彰顯，但仍然

是兩種農舍興建規則最大的相異之處。 

一、起造人興建資格 

（1）起造人應年滿二十歲或為未滿二十歲已結婚者。 

（2）起造人應為農民且無自用農舍者。 

（3）起造人應為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及 

     檢附最近六個月內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並切結未曾興建農 

     舍或提供申請興建農舍計算面積使用。 

（4）起造人申請興建農舍用地為共有情形時，應取得其它共有人同意並放 

     棄在該宗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之權利。 

（5）集村興建，應一次集中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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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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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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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離島地區，得以十戶以上之農民 

     為起造人。 

 

二、基地興建條件限制 

（1）農舍興建圍牆，以不超過法定基層建築面積範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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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層每層興建面積，不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其面積應列入總樓地 

     板面積計算。但防空避難設備、裝卸、停車空間、機電設備空間，符 

     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一百六十二條8規定者，得予扣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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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興建農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九條9之規定，設置建築物汙水 

     處裡設施。 

（5）農舍之放流水應排入溝渠，其排入灌溉專用渠道者，應經管理單位同 

     意﹔其排入私有水體者，應經所有人同意。 

（6）申請興建農舍之土地，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依法申請興建農舍： 

       a.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水利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 

       b.工業區內農牧用地、林業用地。 

       c.其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7）申請興建農舍用地若為林業用地，應依森林法第三十九條10規定，辦 

     理森林登記。 

（8）應檢附建築線指定圖說，以查看是否有影響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及其 

     他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事項。 

（9）申請興建農舍之開發行為是否符合（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情形之ㄧ，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11
。 

（10）各起造人得同時提供山坡地與平地之農業用地申請集村興建農舍， 

      但平均坡度超過 30%以上之山坡地範圍內之農業用地，依照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百六十二條12之規定，不得申請興建農舍。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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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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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同註 3。 
9   同註 4。 
10   同註 6。 
11   同註 7。 
12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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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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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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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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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12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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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路寬度十戶至未滿三十戶者為六公尺，三十戶以上為八公尺。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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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集村興建農舍應整體規劃，於法定空地設置公共設施；其應設置之 

      公共設施見表 3-2。 

          

          表 3-2、集村農舍應置公共設施表 

 

          資料來源︰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八條附表 

戶 數 公共設施項目 

十戶以上未滿三十戶 
一、每戶至少一個停車位 

二、社區停車場 

三、廣場 

三十戶以上未滿五十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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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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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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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符規定之懲罰 

（1）申請興建農舍用地不符合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13之規定者， 

     自第一次處罰之日起兩年內，暫停該地之開發申請情形。 

（2）起造人提出申請興建農舍之資料不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撤銷其核定，主管建築機關得撤銷其建築許可。經撤銷建築許可案件 

     ，其建築物依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法規定處理。 

 

四、集村興建農舍獎勵及協助辦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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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路燈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定於法定空地設置之公共設施；其用 

     地應由申請人無償提供使用。而有必要同時施工之聯外道路，若事先 

     申請經水土保持局同意者，亦得予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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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村興建農舍符合下列各款者，每戶給予補助款新臺幣二十萬元：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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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四為原則。 

     b.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不得小於六十六（20坪）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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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每戶另補助新臺幣五萬元。 

 

五、集村農舍相關組織與執行 

    有關集村農舍的主管機關(見圖 3-2)在中央為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農

村組農村規劃科，而令人倍感意外的是，其有關農舍的業務竟然只佔了其

主要業務執掌項目的三分之一，計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相關法令釋

疑、獎勵集村興建農舍及公共設施補助之核定、農宅輔建研擬及執行等。

這似乎不像是一個政府想要積極推行的集村政策所應有的執行機關，實際

上在水土保持局眾多的業務當中，主要仍是以水土保持工程、山坡地的保

 
13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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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主，而較為偏重工程技術的面向，真正有關農舍、農宅與集村字眼的

項目，也僅有上述三項，這與當初農政單位期待藉著集村農舍制度來改善

我國混亂已久的農舍問題的初衷，疑有虎頭蛇尾之嫌，也使得水保局容易

淪為單就獎勵、協助集村核定的業務走向，而非一個實質的主管機關。除

了水土保持局的農村組農村規劃科外，農委會的內部單位企劃處農地利用

科也負責農地政策的走向、農業發展條例及相關法令的擬定與執行時的協

調、配合、督導、宣傳等工作。因此，於農舍的管轄部分兩個單位似有業

務重疊之虞。此外，有關集村農舍的建築管制部分，均統一交由內政部營

建署做管理與法令的釋疑，而且於當初農發條例擬定之時，便是由農委會

與內政部會銜討論來做出決定，故而在集村農舍的管理方面，建管單位也

是不可或缺的一份子。因此，當集村農舍必須建築在農地之上而牽涉到企

劃處農地利用科的權責範圍；水土保持局做為集村農舍的主管機關，更有

責任對制度執行時所產生的各項問題做出回應；關於建築的各項專業又必

須仰賴著營建署的意見。在在都突顯出了制度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不適當與權責劃分的不甚明確，進而導致在執行時可能會

產生管理單位多頭馬車或是互踢皮球等等的難題，使得政策施行的效果受

到影響。 

有別於以水土保持局為中央主管機關的奇特情形，地方政府並無專責

主管集村農舍的單位(見圖 3-3)，而多以農業局的農業企劃課或是農務課，

配合林務課、水土保持課、地政局地用課、工務局建築管理課、環保局等

等所有相關部門共同辦理集村申請書的審查，不過各縣市審查的單位與標

準不一，同樣的申請文件可能由不同的單位在查核，也可能有著相異的查

核標準，說明了地方政府作為一個雙重代理人的角色，於實際的執行上握

有極大的裁量權力。故而，在集村興建農舍實際的運轉層面當中，地方政

府有關單位與承辦人員未必會完全依照中央主管機關對政策的期望去做，

也可能因為長期承受著來自政府高層、立法委員、民意代表、縣市首長等

各方面不同的壓力，而身不由己無法依專業做出判斷，使得代理問題很容

易的發生。目前集村的申請興建多是以建商在主導，使得農民在整個集村

的興建過程當中，僅僅扮演著最終消費者的角色，因此集村制度在實際的

執行層面上，是屬於第三者執行的範疇，農民真實的參與程度相當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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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  內政部 

                 
 
 

水土保持局  企劃處  營建署 

 
 

農村組農村規劃科  農地利用科 

圖 3-2、集村農舍相關組織圖(中央政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縣市政府 
                                   
 
 
 

農業局  地政局  工務局  其他 
 
 
 

農務課  地用課  建築管理課  林務、水保單

  
 

 
 
 
 
                           

出售予消費者

欲申請集村興建農舍者（多為建商）

圖 3-3、集村農舍相關組織圖(縣市政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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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較分析 

    經由以上兩節對於兩種農舍制度規則的介紹與整理之後，本節先將正

式規則做一個簡單的異同比較（見表 3-3），在從欲興建農舍之農民的選擇

偏好與關注農地管理及農地利用之政府觀點的兩種面向來對制度本身與制

度執行之後所會產生的各種現象來做比較分析的工作，以期能釐清個體理

性與集體理性在制度環境上的差異程度。 

 
 表 3-3、農舍正式規則之比較 

 個別農舍 集村農舍 

原則性規範 農發 18 條 農發 18 條 

興建資格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3條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3

條 

用地限制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4

條、森林法第 39 條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4

條、森林法第 39 條 

處罰條款 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 水土保持法第 23 條 

建築管制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6、7

條﹔建築技術規則第 49、

162、262 條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6、8 條﹔建築技術規則第

49、162、262 條 

獎勵措施 無 集村興建農舍獎勵及協助辦

法、集村興建農舍與公共設施

申請補助程序及標準作業要

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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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的自由 V.S 規模經濟 

             個別農舍可由農地所有權人單獨興建，並且能夠依其自身的喜好、需

求與能力去從事設計的工作與實際的建築施工，但集村農舍至少必需召集

20 名以上的起造人（離島地區例外）才得以一次集中申請興建，同時也必

須經過較為複雜、時程較長的審查程序，假如中途變更起造人14，加入了新

的配合農地，那麼所有備查的相關文件、資料，全部需要在更新後重新審

查一次，既花費時間也更增加了資本利息的負擔。因此，集村農舍於起造

人的搜尋成本、建築樣式的協商成本、起造人保證資金籌集與中途不退出

的監督成本之上，都與個別農舍有著非常大的差異。儘管個別農舍擁有較

佳的選擇性，能夠滿足興建者的各種需要，但集村農舍集中整體規劃興建

所能帶來公共設施與農機、農具使用的規模經濟，似乎才是對於整體農地

利用更有幫助的興建方式。 

 

              申請興建個別農舍之農業用地面積原則上不得小於 0.25 公頃（農發 16

條有七項的例外情形），但農民在民國 89 年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施行前就已

經取得的農地以及集村農舍與離島地區欲興建農舍者，並沒有受到這最小

面積的限制，加上目前真正大於 0.25 公頃的農地已不多見，顯然是對欲興

建個別農舍者的一大限制，因而在公平性上常常遭到懷疑與挑戰。此最小

面積的規定起初是為了避免農地的過度細分，造成農業經營規模的過小化

而訂定，但是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所附加的七項例外情形已經某種程度上

的破壞了此一規範的美意，造成農地的繼續細分，更有甚者，隨著立委選

舉時間的逼近與地方利益團體的要求，而有立法委員提出將最小可興建農

舍的農業用地面積降低至 0.1 公頃15的要求，此項立法一旦通過，未來每公

頃的農地將可以興建十棟的個別農舍，這無疑將已經陷入混亂的農地管理

推向更加無法收拾的深淵，也顯示了政治人物行事往往只考慮對選舉有利

的面向而忽略了國家長期的發展利益。 

      

      二、農民之風俗習慣 V.S 農民居住之安全: 

             個別農舍興建後的剩餘農地與農舍建築物本身皆坐落於同一宗的土地

 
14  農授水保字第 0931827419 號函：如申請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願意以原規模繼續辦理
相關事宜者，得以變更起造人方式辦理，免再重新申請﹔如因其他原因致申請興建農舍之
戶數與農舍 面積已有所不同，則應以重新方式辦理。 

15  林森田，2007，立法院公聽會發言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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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而且往往是獨棟獨院的形式，雖然容易在治安上有其顧慮，但是卻

能擁有較佳的隱私權，同時也相當符合真正的農民傳統上就近耕種的習

慣。集村農舍因為集中興建、住戶較多而自成一個小型社區，可以自組管

理委員會來處理社區的大小事務，因此較能夠發揮守望相助的功能，但是

相對的卻也面臨到較個別農舍更為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而容易有外部性

的產生。集村農舍除了能夠共同在一宗或數宗相毗連之農業用地整體規劃

興建之外，它的配合農地還被允許分散四處，而常常與建築基地存在一定

的距離，只要不超過同一個鄉（鎮、市、區）或是毗鄰的鄉（鎮、市、區）

的範圍即可。在實務上，集村農舍所搭配的配合農地多半位於偏遠的山坡

地保育區內，這一類的農地可及性較差也較不利於農作，似乎不會是真正

有心想耕種的農民所會做的選擇。此外，集村的興建基地往往挑選在重劃

過後、面臨農路、交通相對便捷的特定農業區來建築，如此一來，不但完

全無法達到保存優良農地的集村立法意旨，更是加速的侵蝕著我國最優

良、生產能力最佳的農業生產用地。 

 

三、誘因機制的有無與投機炒作 

    集村興建農舍若是符合政府所訂定的建築物屋頂樣式與建築物最小總

樓地板面積之規定，每戶就可以獲得新台幣 20 萬元的補助。若採用主管機

關提供之農舍（宅）標準圖來興建，則可以另外獲得每戶 5 萬元的補助，

故而集村農舍每戶最多可以獲得政府 25 萬元的補助款。此外，集村興建農

舍之農民原則上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興建道路、排水系統、路燈等等公

共設施，但在全國 30 多件的集村案例當中，尚未有真正通過的例子，因而

此項獎勵的措施目前仍以宣示的成分居多。反觀個別農舍的興建卻沒有設

定任何獎勵的方式，也沒有補助公共設施的相關法規內容，這是兩者在規

則上最大的差別所在，也顯示了政府想要倡導、推行集村農舍的構想。 

 

    個別農舍與集村農舍皆需要興建滿五年後才能進行所有權的移轉(繼

承與法拍例外)，但是只有集村農舍能夠中途變更起造人，且無農業用地取

得與戶籍豋記應分別、連續滿兩年之限制，因此集村在申請興建的條件資

格上面遠較個別農舍來得容易。不過，農舍興建滿五年後才能移轉的規定，

表面上雖然是相當嚴格的限制，不過實際上對於農地真正的保護效果並不

顯著，因為許多在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施行前就擁有農地的農民，並沒有受

到農舍興建滿五年後才能夠移轉的限制，依然可以採取先建後售的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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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豪華的個別農舍，並且在出售移轉完成之後，憑藉著自身沒有農舍的

資格再度地申請興建，利用法律的不溯及既往來炒作農地賺錢。只有那些

在農業發展條例修正施行後才取得農地的農民，在興建個別農舍時必須受

到取得滿五年始得移轉的限制，而使有心投機者在投入興建之前會有所顧

慮；集村農舍目前多半由建商主導，從收購農地、整體規劃興建、召集起

造人到切割產權持份，都由他們一手包辦，起造人往往只參與了購買的部

份，甚至連農舍配合農地的確切位置都不知道在哪，更遑論實際的農業經

營耕種了。 

 

四、建築基地的大小 V.S 公共設施的設置 

    個別農舍的連外道路、排水、電力與供水等公用設備等問題經常沒有

受到應有的重視，也相對的缺乏效率。一方面道路、排水、供水等問題會

透過地方政治的方式而排除，但另一方面基於政府施政與收費標準，並無

法對零星興建的個別農舍要求較高的收費標準（花敬群，2003，P3-35）。

反觀集村興建農舍的每一戶，不僅要設置自用的汙水處理設施，在將污水

集中由公共的污水處理池排入溝渠，還要隨著戶數的增加，設置更多種類

的公共設施(詳見表 3-2)，其中每戶至少一個停車位、社區停車場兩格與 500

平方公尺的廣場都是最低的要求，使得集村農舍在生活品質與生活環境方

面有較個別農舍多的保障，同時也能夠在公共設施的方面提供第一個分析

項目所提及的規模經濟。不過，若以同樣 0.25 公頃（2500 平方公尺）欲興

建農舍的非都市農業用地來看，個別農舍因為不用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所

以可以擁有 10%，也就是最大 250 平方公尺的建築基層面積，反觀集村農舍

另外有 60% 的建蔽率限制，必須將剩餘的 40%的土地留作公設用地之用，

使得實際的可建築基層面積剩下 150 平方公尺，而有 100 平方公尺的土地

不能供農舍建築使用，這兩者的差異相當懸殊，也可能因此不利於人們選

擇集村興建農舍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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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集村農舍的概念在一開始被引進我國時，是一個備受期待與矚目的農

地管理新概念，幾乎獲得公部門與學界一致的推崇，但是隨著實際規則的

逐步訴諸文字與屢屢遭受政治力的介入而多次被迫修改內容，使得集村農

舍制度在付諸執行時能夠產生的成效已經大打折扣。目前實際的情況是，

集村農舍每每淪為建商炒作的標的，由規劃設計、購買農地、召集起造人

到分割持份，皆由建商一手包辦，起造人甚至連其配合農地的位置都不知

曉，形成單純的、美輪美奐的「鄉間高級社區」，而與真正的農業生產經營

毫無關係，再加上政府本身對農地政策的轉向，僅僅要求農地應為農用，

並且大幅度地放寬個別農舍興建的資格限制，使得獨棟式的「鄉間別墅」

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不但破壞了傳統的鄉村風貌，更是深深地影響了我

國農業用地的使用與管制，而有一發不可收拾之勢。 

    對於欲興建農舍的農民來說，若其重視的是生活環境的整體性與較強

的社區意識，那麼選擇集村興建農舍遠較個別農舍來的合適，因為集村有

規定一定的公共設施並且為整體規劃興建；相反的，若農民所重視的是一

些非集體理性的考量，譬如生活習慣、隱私、建築形式的偏好、所需等待

的時程等等，那麼選擇個別農舍的興建則會是較佳的方式。若以整體農地

利用的角度出發，不管是個別農舍也好，集村農舍也罷，在現階段的制度

規則之下，農地管理系統已經漏洞百出、問題叢生，當今之計，唯有回頭

將制度重新修訂或改正，從嚴認定申請興建農舍者的資格，削弱建商或利

益團體參與的誘因，並且想辦法減少執行時代理人問題的發生，我國的農

地管理才會有改善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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