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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再生能源問答集-再生能源知識
問題一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是否會造成噪音、或造成電磁波危害？

答案一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運轉時並不會產生噪音。發電設備主要由模組與變流
器組成:由於模組輸出為直流電，並不會衍生高頻率輻射問題。而設備整
體產生的磁場強度相當於電腦等一般家用電器，除了符合國際電磁波干
擾與相容規範(如 EN61000-6-2 與 EN61000-6-3)，也遠低於環保署所
訂的環境建議值，故運轉時並無電磁波危害人體之疑慮。

問題二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該如何維護呢？

答案二

太陽光電模組表面若有太多落塵，將影響發電效率，若有鳥屎沾黏，長
期下來更有可能造成效率衰退。其實太陽光電模組傾斜鋪設，原本就有
利用雨水自潔的功能。但除此之外，還是建議設置者每隔 1~2 個月就噴
灑清水稍微清洗，清除灰塵、鳥屎、樹葉或蜘蛛網等，維持設備發電效
率。

問題三

太陽能板會因為颱風侵襲而受損嗎？

答案三

太陽能板由於支架系統固定，所有結構均經過結構技師簽證，受應力強
度保證可承受颱風等級的強度。

問題四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一年可發多少度電？

答案四

屏東縣年度日平均發電量為 3.5 度/日/kW，年發電度數 1278 度/kW。

問題五

一般民眾欲安裝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何處可找到系統商資訊？

答案五

民眾若欲參考系統廠商資訊，可洽相關公協會，如「中華民國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07-9555737）及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03-5916311 / 03-5918571)等單位洽詢業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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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再生能源問答集-嚴重地層下陷區內不利
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相關問題
何謂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
圍？其提報程序為?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
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其不利農業經營之農業用地提報程序，由直轄
答案一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劃設作業規定，研提劃設
區位，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並公告。中央主管機關並得邀集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小組審議之)。

問題一

問題二

屏東縣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 年 9 月 21 日函文公告屏東縣第 35 區、第 36
區、第 37 區及第 38 區，面積共計 495 公頃，區域範圍詳下說明。
(一)第 35 區：屏東縣林邊鄉(鎮林段)，以國道 3 號高速公路以南、臺鐵
鐵路以西、省道台 17 線以東及以北地區，面積 23 公頃。
(二)第 36 區：屏東縣林邊鄉(鎮安段)，以竹林路以南、臺鐵鐵路以西、
國道 3 號高速公路以北、省道台 17 線以東地區，面積 69 公頃。
答案二
(三)第 37 區：屏東縣林邊鄉(富田段、成功段、大鵬段)，以國道 3 號高
速公路以南、省道台 17 線及臺鐵鐵路以西、成功路以北、大鵬灣
環灣道路及崎峰濕地公園以東地區，面積 213 公頃。
(四)第 38 區：屏東縣林邊鄉(銀放索段)，以成功路及林邊鄉公所以南、
鹽三及鹽四支線(排水溝)以西、豐作路以北、光前路(屏 128 線)以東
地區，面積 190 公頃。
問題三

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可以申請免與農業經營使用相結合而設置綠
能設施嗎?

答案三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0 條規定，經
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屬不利農業經營之農業用地，可以申
請免與農業經營使用相結合之綠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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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在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如何申請綠能設施之容許使用?

答案四

(一)經營計畫應敘明下列事項，並依第四條規定，送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公所
初審後函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複審：
1.設置目的。
2.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3.計畫構想包括計畫期程、設施之總裝置電容量、遮蔽率、植被覆蓋管理
及工程設計等內容，以及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者，並應說明對土地所
有權人之經濟助益，並檢附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等文件。
(二)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4 條，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各三份，向
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1.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屬法人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經營計畫。
3.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能申請網路電子謄本者，
免予檢附；屬都市土地者，應另檢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設施配置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
4.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
5.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問題五

答案五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0 條〈不利農業經
營地區〉申請免與農業經營結合之地面型綠能設施之規定？
(一)申請之綠能設施，其設施總面積，不得超過申請設施所坐落之農業用
地土地面積百分之七十。
(二)綠能設施搭建基樁應以點狀方式施作，並以垂直投影面積計算興建面
積。
(三)綠能設施之設置，應與毗鄰農業用地留設適當之隔離緩衝空間，寬度
應達 1.5 公尺以上，以避免影響鄰地從事農業使用。
(四)設置太陽能之綠能設施，其能板之間應留設適當間距，以維持適當日
照穿透，避免影響土壤地力；又其維運通道，倘未舖設固定基礎之水
泥建造物，不計入綠能設施之興建面積。
(五)對於申設綠能設施之田區，以取得「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書」當期
作起，停止核予休耕給付、轉(契)作獎勵金。
(六)在不利農業經營地區，設置未與農業設施結合之綠能設施，該農牧用
地因作非農業使用，倘有其他未出租之現耕農地，仍應符合農保加保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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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

格，否則將喪失農保資格〈投保滿 15 年，年滿 65 歲，已開始請領老農津
貼者，津貼請領不受影響〉。
http://www.bli.gov.tw/sub.aspx?a=QUP3B9J7TI4%3D
(七)比照休耕、休養、停養，倘有結合綠能設施之事實，且無其他非農業
使用情形，經檢具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亦得審認核
發農用證明，未來土地移轉(買賣、繼承、贈與)免課徵土地增值稅、遺
產稅、贈與稅。
(八)於不利農業經營地區，設置未與農業設施結合之綠能設施，免繳交回
饋金。
(九)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因非屬農舍附屬設施，不得於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設置，即設置未與農業經營結合之綠能設施，不得興建農舍。
如所有土地屬不利農業經營公告地區外之農牧用地或農牧用地橫跨不利農
業經營公告地區﹝部份非屬不利農業經營公告地區﹞得否申請設置再生能
源設施？
(一)屬橫跨不利農業經營區﹝區外部份﹞或屬不利農業經營區外之農牧
用地（特定農業區除外），如開發規模小於 2 公頃，得申請容許點狀
設置，應以一宗土地作為管制點狀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660 平方公

答案六

尺（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之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
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
(二)倘開發規模達 2 公頃以上，則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問題七

我的綠能設施需要申請建築執照嗎？

答案七

符合經濟部「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 5 條規定者，免
申請建築執照，餘應申請建築執照。
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 第五條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
項執照：
(一)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起算四點五公尺
以下。
(二)設置於屋頂突出物，其高度自屋頂突出物面起算一點五公尺以下
(三)設置於地面，其高度自地面起算四點五公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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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

請問您知道設置綠能設施是否得申請興建農舍?

答案八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因非屬農舍附屬設施，不得於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設
置，即設置未與農業經營結合之綠能設施，不得興建農舍。

問題九

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是否須繳納回饋金？

答案九

依據「農業用地作綠能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
地為准農業容許的性質，故無須繳納回饋金。
但非農委會公告之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範圍，須繳納回饋金。

問題十

在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農民是否仍有農保資格?

答案十

在不利農業經營地區，設置未與農業設施結合之綠能設施，該農牧用地倘
已全部作非農業使用，需另有其他符合農保加保資格之農地(農地面積 0.1
公頃以上且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否則將喪失農保資格〈年滿 65 歲 投保
年資滿 15 年，已開始領取老農津貼者，農保退保後，老農津貼仍可繼續
領取不受影響〉。

問題十一 對於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之田區，是否應停止核予休耕
給付、轉(契)作獎勵金?
答案十一 對於申設綠能設施之田區，以取得「綠能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書」當期作起，
停止核予休耕給付、轉(契)作獎勵金。
問題十二 在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地面型光電)，是否須繳納營業
稅?
(一)個人(農民)賣電給台電：半年內無超過 48 萬元，平均一個月無超過 8
萬元者，台電會開一時貿易所得，農民須繳交綜合所得(因人而異)稅；
但如半年內超過 48 萬元者，要加收營業稅，營業稅算法如超過 20 萬
答案十二
元/月，須收 5%營業稅，如低於 20 萬元/月，須收 1%營業稅。
(二)小規模營業人賣電給台電：營業稅算法如超過 20 萬元/月須收 5%營
業稅，如低於 20 萬元/月須收 1%營業稅。
(三)股份有限公司賣電給台電：營業稅算法每月所得須收 5%營業稅。
問題十三 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須課徵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與贈
與稅嗎?
答案十三 比照休耕、休養、停養，倘有結合綠能設施之事實，且無其他非農業使用
情形，經檢具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建築執照，亦得審認核發農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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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未來土地移轉(買賣、繼承、贈與)免課徵土地增值稅、遺產稅、贈與
稅，並得申請課徵田賦，不課地價稅。
問題十四

在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設置綠能設施，若有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之建
築物是否要課徵房屋稅(如升壓站及其他發電設備)？

答案十四 依法須申請建築執照之建築物要課徵房屋稅。
除地層下陷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外，申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如：特
問題十五 定目的事業用地等)設置地面型綠能設施是否要課徵地價稅？移轉時是否
要課徵土地增值稅？
1.因已變更非農業用地且未作農業使用，自變更之次年期課徵地價稅。
2.因已變更非農業用地且未作農業使用，無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書，土地移轉時要課徵土地增值稅。
一般土地地價稅計算公式
級距

答案十五

計算公式

第1級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10/1000 )

第2級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15/1000 )－累進差額

第3級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25/1000 )－累進差額

第4級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35/1000 )－累進差額

第5級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45/1000 )－累進差額

第6級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55/1000 )－累進差額

屏東一般土地各級基準地價及累進差額表-105 年
(公告地價每 2 年調整一次)
級距

基準地價

第1級

805,000 以下

第2級

805,001 – 4,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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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進差額

稅率

0

10/1000

4,025

15/1000

第3級

4,830,001 – 8,855,000

52,325

25/1000

第4級

8,855,001 – 12,880,000

140,875

35/1000

第5級

12,880,001 – 16,905,000

269,675

45/1000

第6級

16,905,001 以上

438,725

55/1000

特別稅率土地地價稅計算公式
適用土地

計算公式

自用住宅用地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2/1000 )

工業用地等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10/1000 )

公共設施保留地

應納稅額＝課稅地價×稅率( 6/1000 )

土地增值稅
＊ 一般用地
類

目

稅率

累 進 差 額

第 一 級 ：
土地漲價總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
報現值（按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

20%

零

未達百分之一百者（即未達一倍者）
第 二 級 ：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

台灣地區消

指數調整後）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

費者物價總

者】×【稅率（30％）-[(30％-20％)×減徵率]】
－累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

30%

指數調整後
之原規價或

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A）

前次移轉現

註：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 20 年者，無減徵，A

值 x0.1

為 0.10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20 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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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 0.08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30 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30
％，A 為 0.07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40 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40
％，A 為 0.06
第 三 級 ：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
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
指數調整後）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稅率（40
％）-[(40％-20％)×減徵率]】－累進差額（按臺

台灣地區消

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

費者物價總

或前次移轉現值×B）
註：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 20 年者，無減徵，B

40%

為 0.30

指數調整後
之原規定地
價或前次移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20 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20

轉現值 x0.3

％，B 為 0.24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30 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30
％，B 為 0.21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 40 年以上者，減徵率為 40
％，B 為 0.18
＊ 自用住宅用地

10%

應納稅額計算方式 ：
土地漲價總額 * (稅率-累進差額) - 增繳地價稅 - 減徵稅額 = 應納土
地增值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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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再生能源問答集-業務聯絡窗口
單位
中
央
單
位

窗口

經濟部能源局

02-27721370

經濟部能源局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南部推動辦公室
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
核辦公室

06-3847416
02-87733988

城鄉發展處工商科

08-7320415 分機 3310 許先生

城鄉發展處工商科

08-7320415 分機 3318 周先生

城鄉發展處工商科

08-7320415 分機 3318 潘小姐
08-7320415 分機 3341~3349

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黃先生

屏

農業處農業企劃科

08-7320415 分機 3750 葉先生

東

農業處農業企劃科

08-7320415 分機 3757 賴先生

縣

農業處農業企劃科

08-7320415 分機 3751 湯先生

政

農業處農業企劃科

08-7320415 分機 3753 王先生

府

農業處農會輔導科

08-7320415 分機 3723 鄭小姐

行政處法制科

08-7320415 分機 6124 李先生

稅務局房屋稅科

08-7338086 分機 231 林小姐

稅務局土地稅科

08-7338086 分機 602 林小姐

地政處地用科

08-7320415 分機 5243 藍先生

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08-7320415 分機 6911~6913

公 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07-9555737＃23
會

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

合

屏東分行

08-7343611#21 王志育襄理

作

屏南分行

08-7326391#37 賴雪齡襄理

03-5916311/03-591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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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萬丹分行

08-7779311#131 廖德三襄理

庫

社皮分行

08-7071578#22 翁忠志襄理

銀

潮州分行

08-7883101#204 楊勝雄襄理

行

東港分行

08-8353701#203 賴秋蘭襄理

枋寮分行

08-8787611#210 潘義雄襄理

屏東縣政府業務權責分工
業務權責項目

屏東縣政府相關局處

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 設置綠能設施之技術與法規及設置模式媒合等諮詢服務。
農業處農業企劃科
農業處農會輔導科

辦理農地管理、協助農地農用證明核發事項、農業用地變
更使用及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及利用。
辦理農漁民健保及老農津貼等相關業務。
 各項能源(石油、瓦斯除外)業務及興辦事業審查、太陽能
發電設施免雜照申請案、養水種電、公有廳舍及學校太陽

城鄉處工商科

能發電推廣及參訪導覽、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申辦。
 受理太陽發電設備綜合性公文及文件。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備案及登記資料彙整。

城鄉處建築管理科

倘案件規涉及應申請建築執照核發業務。
 受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更正編定案件之申請、准駁。

地政處地用科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調整及通盤檢討作業。
 辦理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及查處。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補辦及成果檢查。

稅務局土地稅科

辦理田賦及地價稅稽徵、土地增值稅、工程受益費稽徵。

稅務局房屋稅科

辦理房屋稅稽徵、契稅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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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再生能源問答集-合約貼心事項小叮嚀
叮嚀一
叮嚀二
叮嚀三
叮嚀四
叮嚀五
叮嚀六

叮嚀七

叮嚀八

建議合約應要求向法院公證，好確保權利義務！
建議合約應載明不可未經地主同意，承租廠商進行任何土地回填動作
建議合約應載明土地租約到期後，太陽能板如何處置，與處置所衍生的
相關費用由何方支付。
建議地主可與承租商討論為避免產生廢棄物無人處理問題，土地承租廠
商是否願意設置地土廢棄物抵押金。
建議合約應載明未經地主同意，承租廠商不得將承租土地向任何銀行進
行土地質押貸款等情事。
建議合約應載明未經地主同意，承租廠商不得將土地承租合約自逕轉約
與其他方。如有合約轉讓等情事發生時，合約應重新簽訂並重新向法院
申請合約公證。
建議合約應載明，該筆土地應設置太陽光電後，所會增加之所有相關稅
賦問題，並明訂由何方繳付。並建議加註如有應設置太陽光電所衍生出
之相關稅賦問題，而不在本合約明訂事項當中，一律由承租廠商全額給
付。
建議合約應載明，地主僅負責出租土地，除出具必要地主同意書之外，
不負責任何申辦太陽光電流程或審查等結果。

叮嚀九

建議合約應載明，承租廠商如因故中途放棄申辦太陽光電或申辦太陽光
電未果，其土地租金應如何給付或如何解約。

叮嚀十

建議合約應載明土地租金付款條件模式，並詳列承租商的給付土地租金
時間日期，如逾期未給付，地主可自行主張合約失效！

叮嚀十一

建議合約應載明未經地主同意，承租廠商不得將承租土地向政府機關申
請地目變更等情事。

叮嚀十二

建議合約應載明土地承租商與太陽光電發電廠申辦廠商是否為同一單
位，如非屬同一單位，應於土地合約上明確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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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再生能源問答集-自我檢核表
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土地所有權人須知(自我檢核表)
項
次

答案

確認
後請
打v

農地因作非農業使用，無法依據「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取得農用證明，未
來農地移轉(買賣、繼承、贈與)須課徵土地增值
稅、遺產稅、贈與稅

□

未與農業設施結合之太陽能光電設施，該農牧用
地因作非農業使用，須繳納地價稅。

□

於農地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該農地因作非農
業使用，如地主尚有其他未出租之現耕農地，仍
應符合農保加保資格，否則將喪失農保資格。

□

問題

請問您知道土地移
轉時是否課徵土地
1
增值稅、遺產稅、
贈與稅?
請問您知道設置再
2 生能源發電設施是
否課徵地價稅?
請問您知道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施可
3
能會喪失農保資格
?

依據「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
規定計算回饋金之金額：
非都市土地：變更使用面積 X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請問您知道設置再
X50%。
4 生能源發電設施是
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使用面積 X 當期公告土地現
否須繳交回饋金?
值 X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不利農業經營範圍免繳交
回饋金。
請問您知道設置再
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因非屬農舍附屬設施及農業
生能源發電設施是
5
設施，因此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後，不得於該
否得申請興建農舍
農地申請興建農舍。
?
請問您知道設置再
生能源發電設施是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與毗鄰農地相緊鄰處，
6
否須留設隔離綠帶 須設置 1.5 公尺寬度之隔離綠帶。
?
以上須知經土地所有權人審閱內容，瞭解權利義務後，親自簽名
土地所有權人：

(敬請親自簽名確認上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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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
(民國 105 年 06 月 24 日)
第2條
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以下簡稱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
一、年滿十五歲以上者。
二、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合計達九十日以上者。
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者。
四、於農業用地依法從事農業工作，合於下列各目情形之一者：
（一）自有農業用地：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所有三七五減
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林地平均每人面積○‧二公頃以上、其餘農業用地平均每
人面積○‧一公頃以上，或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平均每人面積○‧
○五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二）承租農業用地或其他合法使用他人農業用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以本人或其配偶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平均每人面積○‧二公頃以上，從事農
業生產者。
2.以本人或其配偶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林地平均每人面積
○‧四公頃以上、其餘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二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3.自有林地面積未達○‧二公頃，其餘農業用地面積未達○‧一公頃，且連同
承租農業用地面積合計，林地平均每人面積達○‧四公頃以上、其餘農業用地平均
每人面積達○‧二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4.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之農業用地，林地平均每人
面積○‧四公頃以上、其餘農業用地平均每人面積○‧二公頃以上，從事農業生產者。
五、全年實際出售自營農、林、漁、畜產品銷售金額平均每人達月投保金額三倍
以上或投入農業生產資材平均每人達月投保金額二分之一以上金額者。
六、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付者。
前項第四款之農業用地應與申請人戶籍所在地之農會組織區域位於同一直轄
市、縣（市）或不同一直轄市、縣（市）而相毗鄰之鄉（鎮、市、區）範圍內。
農民申請參加本保險之自有農業用地，因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信託予信託業
者，仍得視為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之自有農業用地。
第一項第四款農民所持以參加本保險之土地，不論其何時變更為非農業用地，在
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情形，並核發相關證明文件，且符合本辦法規定者，得參加本保險。
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之二、同目之三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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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租賃契約，並經地方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
經公證：
一、向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承租農業用地。
二、經由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納入輔導且租賃契約經中央或地方
農業主管機關備查。
三、農會為公正第三人，查證確認該租賃契約存在，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備查。
農民持以加保之農業用地符合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之休耕政策，其於休耕期間得視
為第一項第四款之從事農業工作。
第 2-1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以農會自耕農或佃農會
員資格加保之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持續維持其農會會員資格，並符合前條第一
項第四款以外之規定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前項被保險人年滿六十五歲以上累計加保年資滿十五年者，於加保期間持續從事
農業工作，亦得繼續參加本保險，其加保資格條件不受有關同戶籍、農業用地面
積之限制；其持以加保之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編定為非農業用地，不受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之限制。
第一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後有農會
會員資格條件異動者，應依前條規定重行審查其加保資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其規定辦理：
一、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已加入農會會員者，加保期
間持續持有或承租農業用地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其加保資格條件不受前條
第一項第四款有關農業用地面積及前條第二項農業用地毗鄰規定之限制。
二、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加入農會會員
者，加保期間持續持有或承租農業用地實際從事農業生產者，其加保資格條
件不受前條第二項農業用地毗鄰規定之限制。
三、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者，其加保資格條件不受前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限制。
第 2-2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以農業學校畢業或有農
業專著或發明，現在從事農業推廣工作者，及服務於依法令登記之農、林、牧場
員工，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之會員資格加保之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持續維持其
農會會員資格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後喪失原農
16

會會員資格者，應依第二條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第 2-3 條
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日農會法修正施行前，以雇農身分加入農會之現有會
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以農會雇農會員
資格加保之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一、於加保期間持續維持其雇農會員資格。
二、於加保期間變更雇主，繼續受僱於被保險人或原雇主之繼承人從事農業生產
為業，每年實際受僱從事耕作達六個月以上及耕作農業用地面積達○．五公
頃以上，持有雇主出具並經當地農事小組組長或村、里長查證屬實，或經地方法
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之僱用證明書。
前項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後，喪失前
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之資格條件者，應依第二條規定重新申請加保。
第 2-4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以農會自耕農資格持自
有農業用地加保之被保險人，所持農業用地於加保期間經依都市計畫編定為公共
設施保留地，且尚未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辦理前，經取得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並經農會會同被保險人及農業用地坐落之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現地勘查，確認仍於該土地持續從事農業工作，且符合第二條第一
項第四款以外之規定者，得繼續參加本保險。
符合前項情形之被保險人，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
前，經投保農會或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工保險局）審查喪失加保資格
者，得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後二年內，檢具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
經投保農會辦理現地勘查及送審查小組審查符合前項規定後，由投保農會核轉勞
工保險局准予回復加保。
投保農會對符合前項規定之申請，經農會審查通過者，應造具名冊一式二份，填
明被保險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及繼續加保日期，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一份檢送勞工保險局，一份留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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