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
收費標準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農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標準(以下簡
稱本標準)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七十五條規定授權訂定，作為農業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登記、核發證明文件時，向申請人收取審查費、登記費或證明
文件費等規費之依據，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以來，歷經九
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二次修正，近來部分直轄
市、縣(市)政府反映物價成本十餘年來已有顯著上漲，而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及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案件規費計收標準卻未調整，實不
符行政成本。另，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於一百零四年修正明定申請人
應檢具經營計畫書，並提出二年經營實績等證明文件，地方農業單位審
查是類農民資格案件，產生行政成本支出，應收取規費，以符合規費法
明定應核實檢討收費基準以反映相關成本變動之意旨，經蒐整地方實務
執行意見，並召開相關會議協商獲致共識，爰擬具「農業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標準」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明定農業主管機關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審查核定申請興
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案件，應收取規費。(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修正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案件之規費，由現行每件新臺幣二千
元，修正為三千元；每超過○‧五公頃公頃加收新臺幣一千元，修
正為一千五百元。(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款)
三、 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規費，每增加一筆土地加收
之費用標準調整為新臺幣三百元，並將現行以函釋方式說明分別共
有之計收規定，即依所申請之共有人數乘以共有土地筆數所得單位
計收費用；另將土地依單獨所有、公同共有或分別共有之情形予以
分列。(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四款)
四、 配合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之修正，將「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之「自產」二字刪除。(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款)
五、 增訂申請核定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案件規費，每件收取新臺幣五千
元。(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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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
收費標準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依本條例應收取費用 第三條 依本條例應收取費用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於一百
之範圍如下：
之範圍如下：
零四年九月四日修正發布第二
一、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一、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條，明定申請人應檢具經營計畫
第八條之一規定，核發農
第八條之一規定，核發農 書，並提出二年經營實績等證明
業設施之容許使用證明
業設施之容許使用證明 文件，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得邀集
文件者。
文件者。
相關單位組成審查小組，並會同
二、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二、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專家學者辦理會勘、審查，是類
第十條規定，審查同意農
業用地變更使用者。
三、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第三十四條規定，許可農
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
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承受
耕地證明者。
四、 農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本
條例第三十八條之一或
第三十九條規定，分別核

第十條規定，審查同意農 案件審查作業之行政成本支出
業用地變更使用者。
增加，應予收取規費，爰於第一
三、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項第六款增列收費規定。
第三十四條規定，許可農
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
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承受
耕地證明者。
四、 農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本
條例第三十八條之一或
第三十九條規定，分別核

發本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書或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者。
五、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第六十三條規定，核發設
置休閒農場之許可者。
六、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
十八條規定，審查核定申
請 興 建農 舍 之農 民資格
案件者。

發本條例第三十八條之
一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
書或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者。
五、 農業主管機關依本條例
第六十三條規定，核發設
置休閒農場之許可者。
依前項各款規定申請辦
理者，其費用之收取應分別核
計。

依前項各款規定申請辦
理者，其費用之收取應分別核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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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依前條應繳交之費用 第四條

依前條應繳交之費用 一、 基於本標準自八十九年四

計算基準如下：
一、 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
用者，每件收取新臺幣
二百元。
二、 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
每件新臺幣三千元；面
積超過一公頃者，每超
過○‧五公頃加收新臺
幣一千五百元，超過面

計算基準如下：
一、 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
用者，每件收取新臺幣
二百元。
二、 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面積在一公頃以下者，
每件新臺幣二千元；面
積超過一公頃者，每超
過○‧五公頃加收新臺
幣一千元，超過面積不

積不足○‧五公頃者，
以○‧五公頃計算。
三、 申請核發農民團體、農
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
研究機構許可承受耕地
證明者，每件新臺幣一
萬元。
四、 申請核發本條例第三十
八條之一土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或農業用地作

足○‧五公頃者，以○‧
本，爰依規費法規定，就該
五公頃計算。
等案件之規費額度予以檢
三、 申請核發農民團體、農
討修正。
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 二、 第二款申請農業用地變更
研究機構許可承受耕地
使用案件費用，由每件新臺
證明者，每件新臺幣一
幣二千元調整為每件新臺
萬元。
幣三千元；超過一公頃者，
四、 申請核發本條例第三十
每超過○‧五公頃加收金
八條之一土地作農業使
額，由新臺幣一千元調整為
用證明書或農業用地作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農業使用證明書，依下
列規定計收：
(一) 土地為單獨所有或
公同共有者，依申
請之土地筆數計
收，每件第一筆土
地收取新臺幣五百
元；每增加一筆加
收新臺幣三百元。
(二) 土 地 為 分 別 共 有
者，依所申請之共

農業使用證明書者，土 三、 第四款針對本條例第三十
地一筆，每件收取新臺
八條之一土地作農業使用
幣五百元；每增加一筆
證明書或農業用地作農業
土地另收取新臺幣二百
使用證明書，依本會一百零
元。
四年四月七日農企字第一
五、 申請許可設置休閒農場
○四○七○八七三六號、一
者，每件收取新臺幣一
百零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農
萬元。但未涉及住宿、
企字第一○二○二二二三
餐飲、自產農產品加工
○七號、一百年八月五日農
（釀造）廠、農產品與
企字第一○○○一四五四
農村文物展示（區）及
二五號、一百年一月二十四

有人數乘以共有土
地筆數所得單位數
計收費用。第一單
位收取新臺幣五百
元；每增加一單位
加收新臺幣三百

教育解說中心等設施
者，每件收取新臺幣五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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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迄今
已十八年，物價已有顯著變
動，惟尚未就各項案件之規
費額度進行調整。另，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及農業用地
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核
發，因所依據之法規在審認
基準、條件及審查流程，配
合政策及實務需求多次調
整，相對增加所需之行政成

日農企字第一○○○一○
三七○○號等函釋有關單
獨所有、公同共有與分別共
有土地之計收方式，分目予
以納入明定，並酌予調高費
用金額。第一目明定單獨所

元。

有或公同共有之收費標

五、 申請許可設置休閒農場
者，每件收取新臺幣一
萬元。但未涉及住宿、
餐飲、農產品加工（釀
造）廠、農產品與農村
文物展示（售）及教育
解說中心等設施者，每
件收取新臺幣五千元。
六、申請核定興建農舍之農
民資格者，每件收取新

準；第二目針對分別共有依
上開函釋原則計收，即依所
申請之共有人數乘以共有
土地筆數所得單位數計收
費用。例如三人分別共有二
筆土地，僅有二人就其持分
部分，共同提出申請，則共
計四個單位，應繳新臺幣一
千四百元(第一單位收取五
百元，另增加三單位加收九

臺幣五千元。

百元)。如三人均擬提出申
請，則有六個單位，應繳新
臺幣二千元(第一單位收取
五百元，另增加五單位加收
一千五百元)。
四、 現行條文第五款所定「自產
農產品加工(釀造)廠」，因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於
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修正第十九條(現行第二十
一條)，已將該項休閒農業
設施名稱刪除「自產」二
字。另「農產品與農村文物
展示（區）」
，配合休閒農業
輔導管理辦法規定文字修
正。
五、 新增第六款。因應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於一百零四
年修正發布第二條，明定申
請人應檢具經營計畫書，並
提出二年經營實績等證明
文件，地方農業單位審查是
類農民資格案件，產生行政
成本支出，為合理反映相關
成本以符合規費法意旨，有
其增訂之必要性。又實務
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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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民資
格案件審查，除須進行書件
審查及經營事實調查外，並
須邀集建管、地政等單位至
現場會勘，爰評估相關行政
成本支出，增訂申請該類案
件，應收取新臺幣五千元之
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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