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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國89年政府修正「農業發展條例」，

將「農地農有農用」調整為「農地農用」而不

限於農有，因此部分農地所有權人可能非實

際耕作者 (以下簡稱實耕者)。為因應此種農地
所有權與農業經營權逐漸分離的農業經營現

況，於是農委會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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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

定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實耕認定要點)。針對
無法取得書面租賃契約而以口頭約定方式使

用他人農地之實耕者，優先調整其農保加保

資格，以保障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以農業維

繫生計者。

實耕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之認定，是由

各區農業改良場依實耕認定要點辦理，透過

農業改良場實質審查、會同相關單位現地勘

查及進行口頭詢問，確認申請人確實具備實際

耕作之技術及能力，經審查符合

資格者，將核發實際從事農業生

產工作證明文件 (以下簡稱從農工
作證明)，以解決部分農民無法取
得書面租賃契約而以口頭約定方

式使用他人農地之情形，仍得以保有申請參

加農保之權益。

該項措施自107～108年底止，全臺已辦

理實耕宣導說明會314場次，受理諮詢3,983
人次，受理申請322件，實際現勘256件，核發

從農工作證明237件，投保農保人數186人。

為使轄區農民了解該項政策推行現況，本場

彙整轄區近2年來申辦結果並對受理案件樣態
作簡單分析，提供給有意申辦的農民作參考。

雲嘉南地區實耕者從農工作認定
執行結果

一、政策宣導或說明會：該項政策自107年2月
21日開辦，本場配合於轄區內辦理各項作

物技術講習、產銷班座談會時，進行實耕

作業要點內容說明，合計辦理48場次，宣

導5,376人次 (表1)。
二、受理諮詢：包含本場主動電訪在地青農提

供資訊及受理農民電話及現場諮詢，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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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場辦理實耕證明宣導說明會一覽表
年度別/項目別 宣導說明會場次 宣導說明會人次

107年 17 1,604
108年 31 3,772
合計 48 5,376

雲嘉南地區實耕者
申請從農工作認定之概況
雲嘉南地區實耕者

申請從農工作認定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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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件。

三、受理申請：接受民眾以郵寄或現場申辦，

合計68件 (表2)。
(一) 申請者之資格條件類型
1.以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認定基準資格申請
者：39件 (佔57％)。

2.以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
額達新臺幣25萬元以上資格申
請者：24件 (佔35％)。

3.以全年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新
臺幣15萬元以上資格申請者：5
件 (佔8％)。

(二) 申請者平均年齡：41.6歲
四、核發從農工作證明：合計45
件 (表3)。

(一) 申請者之資格條件類型
1.以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認定基
準資格申請者：28件 (佔62％)。

2.以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
額達新臺幣25萬元以上資格申
請者：15件 (佔33％)。

3.以全年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新
臺幣15萬元以上資格申請者：2
件 (佔5％)。

(二) 申請者平均年齡：43.1歲。

五、不予核發從農工作證明：合

計23件 (表4)。
(一) 資格條件未符合者：6件 (佔

26％)。
(二) 文件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正
仍未符合規定者：5件  (佔
22％)。

(三) 農業用地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3
件 (佔13％）。

(四) 其他 (撤案)：9件 (佔39％)。
六、以從農工作證明申請參加農保41件 (核
發從農工作證明合計45件，農保加保率

91.1％)、未申請參加農保4件 (佔8.9％)。

表2、雲嘉南地區實耕申請者之資格條件類型

資格條件類型 107年 108年 合計

以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認定基準 19 20 39

以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額
達新臺幣25萬元以上 11 13 24

以全年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新臺
幣15萬元以上 3 2 5

合計 33 35 68

表3、雲嘉南地區核發工作證明之資格條件類型

資格條件類型 107年 108年 合計

以農業用地經營規模達認定基準 10 18 28

以全年實際出售農產品銷售金額
達新臺幣25萬元以上 6 9 15

以全年投入農業生產資材達新臺
幣15萬元以上 0 2 2

合計 16 29 45

表4、雲嘉南地區不予核發工作證明之案件類型

不合格案件類型 107年 108年 合計

文件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
正仍未符合規定

4 1 5

資格條件未符合 5 1 6

農業用地未符合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

2 1 3

其他(撤案) 6 3 9

合計 17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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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加農保及未賡續申請從農工作證明原因：

(一) 申請人年屆65歲，改領國保年金 (1件)。
(二) 申請人由農保改投勞保 (2件)。
(三) 地主不願意農地給予申請者投保農保 (1件)。

由以上結果可知，農民對於實耕證明申

請的諮詢度雖高，但實際送件者不到10％，主

要原因為大部分的青農為兼業農，多數為勞

保且無意轉農保；又因計畫剛推行，農民一時

之間無法取得相關憑證並認為申辦過程較為

麻煩、資格限制多且證明時效性短，必須經常

申請，因此降低申請意願。

雲嘉南地區實耕申請不合格案樣
態分析

一、經通知補正，屆期仍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

符合規定：

申請者一般不符合該項規定的主要原因

為無法取得合格的憑證或取得之憑證仍不符

合規定者，常見的情形有以下幾種：

(一) 申請者為固定式設施栽培，申請時除了檢

附資格相關憑證外，還須檢附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證明。

(二) 申請者所使用之耕地為都市計畫土地，申

請時除了檢附資格相關憑證外，還須檢附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 申請者所檢附之買售憑證不符合現行農
民健康保險制度認定之規定，目前實耕申

請所檢附之買售憑證審認是比照現行農

民健康保險制度認定方式，銷售農、林、

漁、畜產品購買農業生產資材之憑證，

其中銷售憑證指由政府機關、政府核准

設立或登記有案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農

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承銷商、零售通

路業者或國軍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等

大消費團體最近1年出具之出貨單、收購

聯單、市場拍賣結帳統計表或其他銷售

證明文件；購買憑證指向政府機關、農民

團體、廠商、商店等最近1年購買種苗、

種用動植物、肥料、動植物用藥、農業機

械、固定設施、設備及材料等生產資材之

發票或收據。

二、未符合資格條件：

(一) 申請者本人有土地達0.1公頃以上者：不符

合作業要點第2點第3項規定無其他面積
達0.1公頃以上之農業用地或0.05公頃以
上依法令核准設置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

(二) 檢具之銷售或生產資材憑證未符合規定
者：如以宅配單、農民收據或未登記公司

行號之收據作為佐證者。

(三) 申請表資料填寫不完全者：無法完整填寫

承租土地之地籍資料者。

(四) 承租之土地具有書面租賃契約者：如承租

台糖用地、國有地、河川公地等。

(五) 非農糧類產業：目前實耕證明僅限於農糧

類及蜂農申請，其他產業別則尚未開放。

三、耕作之農業用地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

(一) 申請人之耕作地為都市計畫道路、公園及變

電所預定用地，並無法取得相關證明者。

(二) 現地勘查時申請人耕作地，部份農地鋪設

水泥地及柏油，涉違反都市計畫法有關農

業區之土地分區管制規定。

(三) 現地勘查時，耕作地上有農業資材室且尚

未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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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撤案)
(一) 申請人有書面租賃契約者：依實耕作業要

點第2點第2項規定實耕者資格條件，應為

我國農民且以口頭約定方式，於他人農業

用地依法從事農業工作。申請人如持有書

面契約，建議其可持租約至法院或民間公

證單位進行公證後，可至農會申請農保。

(二) 直系親屬有自有農地者：申請人之直系親

屬扣除自身農保土地面積 (0.1公頃) 後，

仍有剩餘農地或其他筆土地可供加保者，

建議申請人洽詢當地農會以土地使用同意

書申請農保。

(三) 有領取過社會年金保險或有其他保險者：

申請人即使取得實耕工作證明，仍須持之

向戶籍所在地農會申請加保，並由投保農

會依照農保審查辦法規定審理，因此有領

取過社會年金保險或有其他保險者，就有

可能無法辦理農保，故建議申請人再行考

量後是否申辦。

(四) 不符合申辦資格條件或無法取得相關憑證
者：依申請人個案給予輔導建議或提

供其他申辦管道相關資訊。

(五) 耕作用地非本場轄區者：本場轄

區範圍為雲林縣、嘉義縣市及

臺南市地區，如申請人耕作之農業用地跨

越所屬轄區改良場者，以面積較大之所在

地改良場為其受理單位。

結論

政府為因應現行農地所有權與農業經營

權逐漸分離地農業經營現況，並考量農民健

康保險係屬「職域性」社會保險，所保障之對

象應為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以農業維繫生計

者，因此優先調整農保加保資格，實施實耕

者申請從農工作認定，藉此讓實際耕作者能

獲得農保的福利與保障。農委會自107年推動
政策，依據執行成果及農民反映意見，適時

的修正實耕作業要點內容，取消申請者必須

具備三章一Q的資格條件，並且將從農工作

證明有效期限自1年延長至3年，期望能達到

便民及符合農民實際需求的目標。為了避免

農民重蹈覆轍犯同樣的錯誤，提高申辦的合

格率，故彙整轄區2年執行成果及申辦案件樣
態，提供給農民作參考，如農民有其他實耕

申辦問題，可電洽本場同仁詢問 (電話：

06-5912901轉211、209) 或至官網-
文件下載 (https://www.tndais.gov.tw/
ws.php?id=9) 查詢相關資料。

1 申辦案件現
地勘查照片
(雲林縣 )

2 申辦案件現
地勘查照片
(臺南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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