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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農業用地
農舍修建辦法
的看法

農業用地進行有限度的

開發有其必要性，

以萬榮鄉為例，區內屬建

地地目的用地已經相當稀

少，民眾要進行整建、興

建藉此提升農事生產效

能、改善生活品質，都受

限於條例規範過多，而無

法如願，這種情形下如何

再談地方發展？如何增加

經濟成長？所謂地盡其利，就是要讓土地在有條

件的狀況下發揮最高的效益，在此前提下，土地

管理機關應適地適法的運用規範，尤其是偏遠地

區的農地，給予最有利的使用條件，藉此，讓土

地合理開發，進而促進部落發展。

合理開發土地促進發展

對於政府新修「農舍興

建辦法」將農民界

定為參加農保者，農會及

水利會、漁會會員，以及

有心從事農業生產的自然

人；要興建農舍除要有二

年實際耕作外，還要提供

資料佐證確有需要才能興

建，展現「不讓假農民興

建假農舍」的決心。

　原則上支持政府立法初衷，但是，建議政府應

該全方位調查農地農耕的供需問題，進而適時地

釋放部分不適合耕作的農地，因地制宜修改實施

條例，應該會更符合農民的期待。

適時釋放不適耕作農地

對於內政部新修訂辦

法，只要維持農地農

用都不受影響，真正要禁

止的是當成別墅來炒作的

農舍，別讓假農民興建假

農舍，這方面的出發點是

支持的，但是執行面上，

卻讓真正農民想蓋農舍反

而被綁手綁腳、不被允

許，實在不公平。

　至於山坡地的開發，則應該採取更嚴謹的態度

加以管制，畢竟每次颱風來襲或是豪大雨發生

時，新聞報導畫面就會看見許多山坡地過度開

發，以致發生令人驚心動魄的土石流造成老百姓

身家財產遭受威脅的畫面，政府有關單位應該正

視問題的嚴重性。

勿對真正農民限制太多

最近全台灣地政事務所

都在召開公告地價調

整說明會，我認為花蓮房

產連番漲，公告地價漲三

成，帶動房屋稅、土地增

值稅也漲不停，政府應該

要正視這個問題，應該不

要再漲稅了。

　游美雲強調，花蓮縣房

產、地價持續攀升，全國

二十二縣市中漲幅第七，鄰近的台東才排名十

五，且今年公告地價平均調三成，可收稅六億

比去年增加兩億元；她接獲民眾大嘆花蓮「萬萬

稅」，有賺錢漲沒關係，大多數民眾都不會賣

房產卻也承受漲價壓力很不公平，希望主管單位

「苦民所苦」多為民眾想想，別再增加負擔。

政府不應該再漲各種稅

近來接獲許多民眾反

映，因違反區域計

畫法規定違規使用，遭縣

府開罰六萬元，造成人心

惶惶，農地若違章，政府

應加強輔導彈性處理。最

低罰款六萬元可是農民一

年的收入，不少違反區域

計畫法的民眾，遭開罰六

萬，如果不繳，還會繼續

開罰十二萬至三十萬元罰款，很多違規行為迄今

都已二、三十年了，就像違章建築也有老違建與

新違建，怎能說罰就罰。

　縣府訂有花蓮縣違章建築查報及拆除標準作業

程序，將民國一○一年四月一日以前存在之違建

認定為既存違建，建議縣府將農地比照認定。

農地若違章應彈性處理

針對農地管理應該要讓

非農民以及耕作農民

充分利用農地，在農地政策

上放寬、解套，為農村帶來

新的契機。

　農地、農用更要多元開發

與運用，興建農舍、農產加

工廠，都可以帶動農村產

業發展，有其必要性與需求

性，尤其是偏鄉農地若能透

過農地政策輔導，讓農村有效運用，也可以增加農

村產業經濟，鼓勵青農返鄉。

　農村風景優美，吸引不少農村遊程體驗遊客，如

果農地可以多元運用，放寬農地開發的條件，新政

府應該有新思維讓農地合理開發，進而促進農村發

展。

農地政策應該放寬解套

農業管理辦法是以人來

規範與管理，農民

真實投入耕作，卻不一定

擁有農地，政府應該在農

地政策上管地不管人，輔

導、放寬、解套才有可能

為農村帶來新的契機。

　我認為，民以食為天，

農地管理很重要，但輔導

多元發展配合農地農用更

符合現在的需求，農業用地要耕作確保糧食生產

足夠，但是偏鄉農地荒廢是否政府應該輔導以多

元用途來將人潮導入農村。

　農地、農用，但是如果可以用管地不管人，以

多元開發與運用模式，可以帶動農村經濟發展，

增加農村工作機會，帶動農村發展。

多元開發帶動農村發展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工

作，對國家的發展

關係匪淺，貿然將小學校

整編為大區域學校，花蓮

縣境內被列裁併之學校共

有四十一校，其中國小有

四十所，國中一所，在校

與校間距過遠的情況下，

除影響學生就讀權外，併

校後剩餘教師又要何去何

從？希望中央慎重。

　中央應輔導縣府鼓勵學校推動校本特色課程，

將在地特色與文化融入校園空間，發展多元特色

課程，以創新教學方法及將校園空間融合特色課

程創意等目標，開啟學校全新局面。

小校裁併勿損學生權益

我們原住民保留地一直

都很不值錢，根本

與漢人的農地無法相提並

論；我建議政府在討論農

地的同時，也能夠盡快設

法來提高原住民保留地的

價錢；以卓溪鄉為例，目

前許多原住民從事高經濟

作物耕作的保留地，都是

土壤很肥沃的地方，可是

就是土地不值錢，有時候一線之隔，這邊的漢人

農地每坪高達一萬元，而那邊的原住民保留地每

坪才幾百元；此舉顯示出政府在土地政策上厚此

薄彼，對於原住民的土地政策過於保守和漠視，

希望能夠針對實際需求，讓原住民保留地趕上漢

人農地價錢的調整。

提高原住民保留地價錢

現行的農業用地農舍修

建辦法，表面上看來

審查滿嚴格的，可是我認

為到最後會變成形式上的

審查，申請人就假裝是農

民，然後種個一、兩期的

農作物，譬如到處都可以

看到豪華農舍在申請建照

前，雖然農舍四周種滿香

蕉，但是每一株種得東倒

西歪、有氣無力，一看就知道是假農民種的，就

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把建照、使用執照申請到再

說，此舉就像測速照相機一樣，我們只會在它面

前開低於速限，過了就加速一樣。因此我建議此

一農舍修建辦法，應該再多做研議，有缺點就修

正，應該以貼近民意為依歸。

農舍修建法需貼近民意

我覺得＜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不應該只

管「人」，自從農地政策

開始管「人」之後，農地

價錢直直落，而且無人買

賣、無法流通，本來花蓮

的農村已經轉趨活絡，轉

瞬又是一片死寂，因此農

地政策應該因地制宜，而

不是一體適用，就以瑞穗

鄉為例，外地退休搬來住的沒有多少戶，我們歡

迎外地人搬來住，我們不希望政府任意打壓；我

是縣議員也是農民，以後我退休了，想把農地賣

掉一塊來養老，根據此一法律，就只能夠賣給農

民，我們這裡每個農民都有很多土地，我賣給誰

呀？希望政府把不適用社會的法律予以修正！

不適用法律必須要修正

農委會修改相關規定，

只有投保農保的農

民、投保健保第三類畜牧

漁業業者，或實際從事農

業經營者，才算農民，才

有資格買、蓋農舍。這種

方法看似是保障農民，農

地農用，但也算是打壓農

地價格。許多農民年事已

高，體力無法負荷，田地

也跟著荒廢，資金被套牢、影響生計；如將土地

買賣出去，還可以稍微利用一下，但新法實施

後，恐怕會造成農地賣不出去，農民錢也無法周

轉，形成真農民沒錢蓋農舍的狀況。但也需加強

控管農地的使用，應避免建物對農地帶來污染。

限制買賣打壓農地價格

農民好不容易感受到辛

苦一輩子的農地有價

值，也許能享受農退的機

會，但某些學者專家類型

的高官及民代見不得農民

有翻身的機會，又提出種

種謬論，認為這樣就會損

害未來的耕地，試問過去

的休耕政策從何而來？目

前休耕及廢耕的公私有土

地到處可見，做何處理？農舍管理辦法過去已訂

得很清楚，十分之一蓋農舍，十分之九應做農業

使用，不能有水泥圍牆等規定，法律多如牛毛卻

不去嚴格執行，放任某些人再來說影響了多少耕

地，難道農民一輩子要務農，一輩子不能翻身？

別讓農民永遠不能翻身

當初為免農地炒作方

式再惡化下去，政

府推動修正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也希望青年農

民返鄉有田可種，以改善

農業人口老化的問題，但

是卻引起正反兩面的強烈

意見，也就表示這辦法還

有可以再思考的地方。農

委會應該提出多元化的農

業經營政策，按照不同區域、農地類型規劃適合

的經營形態，另外，修法後引起不少農民的反

彈，政府最根本還是要針對問題解決，如改善農

業環境、協助解決農民窮困問題或輔導轉作其他

行業，很多現實上的條件必須考量進去。

需提多元農業經營政策

台灣的良田若都蓋農

舍，不是良好發展，

因為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很

低，必須仰賴進口，一旦

下降到標準以下，會影響

國家安全。目前國土發展

局已成立，對全國國土規

劃會有深入研究，但在國

家安全與國土運用以及經

濟和公平正義的平衡，要

拿捏得宜，是考驗現階段修法過程裡，專業人

士、產官學界和農民等，大家談了詳細之後才能

塵埃落定。日本集村方式可做為台灣參考，他們

的農地是全面耕種，在建蔽率和容積率情況下，

則劃分另一區域集中居住，既不損及居住權也能

使農地有效耕種而不致荒廢。

可以參考日本集村方式

保護農地不受破壞 才是農地農用原則
去年農委會提出的農發條例十八之一

的修正案，該法案主要針對農舍之

興建辦法做出了更嚴格的規範，且重點在於限制興建人的

資格，內政部為配合農委會修法，也研擬修正相關辦法，

交由地方政府執行，因為此法太多爭議，許多縣市政府索

性不處理或暫不審核。

　內政部所修正的辦法是針對人，以興建人資格做為主要

認定標準，也就是說，他是不是農民的身分，成為准予興

建農地的認定，且將許多資格認定授權交給地方去執行，

而地方政府因無能力做出認定，使得審核案因此停擺，以

花蓮為例，目前的農地興建農舍案均無審查，完全處於擱

置審查和執行的狀態。

　農地有效被活化和使用，以及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是

農地農用的精神所在，如果法規的制定導致了老農還得面

對無力耕種和後繼無人的窘境，任由土地荒蕪，最後待價

而沽，迫使農業生產力下降，這都不是農民所樂見的。許

多非農民身分者欲從農，例如退休人員或返鄉青年農民，

此法規對農民的嚴格認定，導致他們裹足不前，間接造成

老農和農地的傷害，這也是現階段所有偏鄉農地所有老農

們的共同悲歌。

　農地農用改革的方案，不該是對人的管理，而是應該針

對農地的管理，才能兼顧偏鄉農村的發展，因地制宜才是

真正苦民所苦，憂民所憂，很遺憾中央以人的資格來認定

准予興建農舍與否，根本無法確保農民的基本權益，更遑

論所有農地農用精神的落實。農地農用的改革理應著重在

對農地的管理，有效的制定農地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制約規

範，才是保護農地農用的最高指導原則，而非對人的嚴格

限制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