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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基於因應氣候變遷及糧食安全考量，必須確實掌握及便捷運用農地相關資訊，以維

護一定品質與數量的農地資源。國內在農地資料之蒐集與彙整上，往往受到各機關

在統計目的、調查對象及方法之不同，而產生不同類型之農地資源資料，如將該資

訊直接運用於政策分析上，可能因訊息不充分或不完全而產生偏誤。 

日本政府統計制度歷時久遠，尤其農林水產省自1924（大正13年）開始，每年針對

各種農林水產資料收錄製成「農林水產統計表」。其農林水產統計資料不僅提供全

國財政預算編列之基礎，亦提供穩定農糧供給對策之基本資訊，同時更做為訂定與

評估農政政策目標的基本訊息來源。故其於農地統計調查、管理及應用分析等作法

頗為健全與完備，值得我國參考借鏡，加上日本農業政策轉向多功能性，如何運用

農地統計調查資訊，就農地政策與環境保全措施予以訂定與落實，以保護農地資源

亦需實際瞭解。為能進一步瞭解日本於農地相關統計資源的體制與應用，實地的訪

查與瞭解有其必要性，是以本項研習計畫之目的為： 

A.研習日本農地相關統計調查體系及調查方法相關制度建置情形。 

B.瞭解日本農地相關統計資料，在其國家農地相關政策的制訂、農地保護及農業生

產經營方向之角色及任務。 

C.依前項研習內容，提供我國農地資源統計體系建構方向之參考。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In response to the compound threa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it is imperative to have accurate information of farmland use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relevant policy-making. Despite of this apparent need,

information  is  often  not  consistent  among  departments  at  different

government levels. This inconsistency could lead to unfortunate biases on

farmland policies.  

  

Japan has long enjoyed a reputation of keeping accurate and reliable

long-term statistics on farmland uses. This information is also believed

to be widely used in facilitating policy-making and outcome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1). Firstly, understand how the statistics system on farmland uses in

Japan is established and func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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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condly, how the statistics at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s are

employed to assist Japanese agricultural sector. 

(3)  Thirdly,  how  the  successful  parts  of  Japanese  experience,  if

possible,  be  transformed  to  Taiwan.  

 

 

 

 

三、計畫目的：
研習日本農地相關統計調查體系及調查方法相關制度建置情形。 

瞭解日本農地相關統計資料，在其國家農地相關政策的制訂、農地保護及農業生

產經營方向之角色及任務。 

依前項研習內容，提供我國農地資源統計體系建構方向之參考。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蒐集日本在農地相關統計之制度體系、資料調查方式、資料調查項目/範圍及相關

資料於國家農地及農業政策之應用情形。 

瞭解日本在農地資源調查及應用之相關研究。 

聯繫相關熟日人士或駐日代表，以瞭解日本農地統計之現況，並請協助安排研習

行程。 

擬於暑期(暫訂9月上旬)赴日本研習，參訪日本農地統計相關主管機關，蒐集相關

制度資料。 

研習行程規劃 (合計七天)暫訂如下，將視實際聯繫情況調整之： 

第一天：台北出發至東京，進行研習工作準備。 

第二天：至日本農林水產省，研習中央建構之農地相關資料體系，以及如何確

實取得地方之資料內容；並瞭解中央部門統計資料應用於農地或農業相關政策

。 

第三天：至關東農政局，研習區域型農地相關統計資料體系，以及其於農地相

關統計資料體系中之角色與其功能定位。 

第四天：至財團法人農林統計協會，瞭解該協會與政府統計部間之關係，以及

其如何協助或與政府部門合作，對農林水產統計調查結果有何功能。 

第五天：至地方農政單位(暫定：千葉縣農政單位)，研習地方縣級單位之農地

相關統計資料體系，並瞭解如何掌握各市村町等單位之相關統計資訊，以及如

何與區域或中央之農地相關統計資料體系互相配合。 

第六天：明治學院大學參訪(暫定：神門善久教授)，參訪農地資源研究領域學

者並進行交流。 

第七天：東京出發回台北，資料整理。 

資料整理、研析、討論及撰寫出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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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一、農（耕地）地基本統計多由中央統整 

與農地資源相關之統計資訊，不論是基本農（耕）地面積，抑或農地權利變動及轉

用資料之彙整，皆是由農林水產省進行調查或統整。而農（耕）地面積的掌握，除

每五年進行一次的農林業普查外，每年亦由大臣官房統計部進行農作物統計之抽樣

調查，以推估全國農（耕）地之總面積。而都道府縣級的地方政府（以千葉縣為例

），似並未有農（耕）地的相關調查或統計資料。 

二、農地權利變動與轉用資料與現況可能存在落差 

由農業委員會根據其業務所蒐集調查的農地權利變動與轉用資料，則可進一步瞭解

農地在權利轉換、租賃情形及許可轉用等農地利用之動態資訊。但此項資料主要來

自於農業委員會的業務登載，業務登記並不具有法令的強制登記之效果，可能因農

業委員會於業務執行程度的實際狀況不同，而產生各地區資料品質的差異。其次若

有未經農業委員會之買賣或租賃（如地下佃耕），或是未經許可的違法或避法之農

地轉用將不會出現在資料中。是以此項資料可能與實際狀況之落差，將對於農地利

用管理產生誤差。 

三、農（耕）地買賣價格及租金資料皆來自於非政府部門之調查 

農（耕）地的買賣及租金資料主要來自於非政府部門的全國農業會議所及一般財團

法人之不動產研究所。雖然兩個機構對於價格的調查皆持續相當長久之時間，但其

調查方式多是透過調查表的問卷方式，未經過嚴謹的查估過程。尤其全國農業會議

所發布的買賣價格資料，多是由各市町村的農業委員會依其對當地的經驗與瞭解

，經委員會成員討論後決定當地的平均價格，缺乏客觀的數據予以佐證。 

四、缺乏違規使用、閒置耕地等資訊 

就農林水產省公布的相關資料，並未發現有農地違法轉用的統計資訊。而地方政府

（如千葉縣之做法），由於農地違規資料為申報處理，地方政府雖有申報的個案資

料，但並未定期彙整為統計資料形式。閒置耕地往往不易明確的判斷是為真正的閒

置，或只是短期未耕作或粗放的耕作方式，是以在各統計資料上皆未發現。雖在農

作物統計中有廢棄耕地之統計，但亦與閒置耕地有相似的判別問題，故亦有學者質

疑該資料的準確性。 

 

 

六、結論：

一、法定與現況之農地面積基本資料宜有所連結 

台灣現行與農地面積相關的統計，主要有三個來源，一為內政部每年公告，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所統計的法定耕地。其次是由行政院農委會每年於農業統計

年報中公佈的（農糧）耕地，此項資料為農地利用現況調查。三為主計處每五年進

行的農林漁牧普查之（普查）可耕地，此以農戶為調查對象，透過對人的訪談了解

土地利用情形。後兩項可視為農地利用現之統計資料，然因其調查時因為考量土地

使用分區編定之管制因素，因而多只能做為農地做為生產的現況，較不易應用於農

地的管理與政策制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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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受到土地使用管制制度之差異，其於農（耕）地面積之掌握上，以農業振興

區域內的耕地現況為主，亦針對此範圍的耕地進行管制，因此可以有效地透過管制

方式，確實地掌握農（耕）地的各項資訊。較可有效率地應用於農（耕）地的管理

與做為政策擬訂之參考。是以建議國內若要有效率地管理農地資源，於農地相關統

計資料，宜以法定資料為基礎，整合農業統計年報之耕地、作物等現況之面積，配

合法定資料範圍的現況使用，並加強農地利用現況資料與正確性查核，將有利於農

地資源之管理及相關政策制訂之參考。 

二、增加環境因素與市場金融相關資料 

為確保生產農地的安全性及有效率的農地利用與管理，本研究建議宜將可能影響農

地利用的外在環境因素，納入相關統計資料，如污染土地、違規工廠...等。並進一

步與農地現況基礎資訊進行整合，並可整合內政部的農地違規使用資訊，以助於農

政單位研擬農地利用管理政策時有利的參考。 

2000年以後，農地逐漸市場化和資產化，農地的價格、交易、甚至法拍的數據變得

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反應了產業以及金融上的表現。基於保護優良農地的立場，政

府未來可以考慮透過法拍市場購買農地，一方面解決農地金融問題，也可以逐步儲

備農地。故建議可將農地市場與金融相關資料，如農地價格(賣價、租金等)、法拍

數量…等納入統計調查。 

三、加強農地之產權、農舍等資訊 

目前台灣地區的農地相關統計資訊已有相當數量，基於國內之強制土地登記制度

，對於個別農地產權變動及農舍之興建數量面積等，應不難取得。然實際上就本研

究所蒐集之相關統計資料中，對於農地產權變動，如農地之買賣及租賃等，以及農

舍基地面積或已興建農舍之農地坵塊筆數等，皆無法從公開的統計資料獲得。這些

資訊對於農地利用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若從農地資源的有效利用與管理觀點，建議

加強此類資料之調查統計。 

四、建立以地為查詢基礎的資訊平台 

綜合前面各項分析，本研究建議政府部門建立一個以地為查詢基礎之資訊平台。該

平台可連結農地與產權變動之相關資訊，除交易價格、租金價格，甚至法拍資訊

…等。藉由農地市場資訊透明化，以提供有意願從事農業之民眾，可以較易獲得合

法可生產利用之農地訊息，亦可提供農政單位瞭解農地市場，以為制訂農地相關政

策之參考。該資訊平台亦可連結農地利用現況、外部性資訊，以及作物與農戶資訊

，以助於農地資源之管理、農地生產條件之瞭解及協助農業相關補助對象之釐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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