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頁 1 

契作硬質玉米作業規範修正總說明 

為兼顧近年沿海地區土壤鹽化致硬質玉米產量較低，及輔導農民落實田間管理，

避免投機行為，將硬質玉米每公頃繳售數量下限標準調整為全國統一，另考量契作硬

質玉米業納入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查核作業規範之查核對象，部分規定已無需重複訂定

之必要等，爰擬具「契作硬質玉米作業規範」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次： 

一、刪除已明定於其它規範，無需重複訂定之規定及點次調整。（修正規定第三點、第

七點、第十點） 

二、硬質玉米每公頃繳售數量下限標準調整為全國統一，每期作每公頃需達二千五百

公斤。(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明訂與農會契作之申報類型包含由農會代為契作。(修正規定第五點) 

四、調整分署抽查鄉鎮數、抽（復）查不合格率未達標準之處理方式，及未落實勘查

及相關資料修正，分署得扣發其補助費用。(修正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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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作硬質玉米作業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為鼓勵農民契作種

植硬質玉米，特訂定本作業

規範。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為鼓勵農民契作種

植硬質玉米，特訂定本作業

規範。 

本點未修正。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硬質玉米，

係指成熟時，植株苞葉枯

黃，玉米籽粒質地堅硬，顏

色為黃色、橙色或紅色，可

作為飼料、食品加工或玉米

澱粉用。 

二、本作業規範所稱硬質玉米，

係指成熟時，植株苞葉枯

黃，玉米籽粒質地堅硬，顏

色為黃色、橙色或紅色，可

作為飼料、食品加工或玉米

澱粉用。 

本點未修正。 

三、適用本作業規範之農地：符

合本會「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之農地。 

三、適用本作業規範之農地： 

符合本會「對地綠色環

境給付計畫」之農地。契作

農地以八十三年至九十二年

為基期年，在基期年期間任

何一年當期作曾種稻或種植

保價收購雜糧或契約蔗作或

參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

計畫」轉作休耕有案者。 

一、適用農地資格已於綠色環境

給付計畫執行作業規範明

定，爰刪除本點有關基期年

土地資格敘述。 

二、酌修文字。 

四、每期作每公頃繳售數量達二

千五百公斤，核發每公頃契

作獎勵金六萬元；未達規定

數量者，按實際繳售數量比

率核發契作獎勵金。 

 

四、契作獎勵金核發基準為符合

下列繳售數量規定者，每期

作每公頃核發契作獎勵金六

萬元；未達規定數量者，按

實際繳售數量比率核發契作

獎勵金。 

（一）西部地區以鄉（鎮、市、

區）為單位，一零一年期具

栽培實績者，每期作每公頃

硬質玉米繳售數量應達三千

五百公斤，其餘地區應達二

千五百公斤；東部地區（含

宜蘭、花蓮及台東）應達二

千五百公斤。 

（二）有機或友善環境方式耕作

之契作硬質玉米，每期作每

公頃硬質玉米繳售數量應達

二千五百公斤。 

為兼顧近年沿海地區土壤鹽化致

硬質玉米產量較低，及輔導農民

落實田間管理，避免投機行為，

自一百十一年起硬質玉米每公頃

繳售數量下限標準調整為全國統

一，每期作每公頃應達標準為二

千五百公斤，爰刪修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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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契作獎勵金申報、補申報及

變更申報之期程及方式，依

本會「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或接續計畫執行作業規範所

定之期程及方式辦理。其申

報類型及應檢附之文件如

下： 

（一）申報類型分為與農會契作

（含由農會代為契作）、自

行與廠商契作、自有土地(含

租賃土地)種植硬質玉米供

自行餵飼使用(以下簡稱自

產自用)、自有土地(含租賃

土地)種植硬質玉米供自行

加工銷售食用(以下簡稱自

行加工)四類，並應於申報時

申明。 

（二）自行與廠商契作者，申報

時應檢附收購契約證明文件

（範本如附件一）。 

（三）自產自用者，申報時應檢

具「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

禽飼養登記證」文件。 

（四）自行加工者，申報時應檢

具加工室（廠）之工廠登記

證或加工室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並出具供自行加工使用

與不得要求政府機關協助處

理產銷之切結證明文件。必

要時農會或農糧署（含各分

署）人員得前往加工室（廠）

查證。 

（五）採有機或友善環境方式耕

作者，申報時應檢具有機驗

證（含轉型期）或友善環境

耕作證明文件(包含農民姓

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

(號)、面積、作物別、有效

期間或登錄日期等)。若申報

時尚未取得當年度友善環境

耕作證明文件，得以前一年

度文件替代，惟應於當期作

五、契作獎勵金申報、補申報及

變更申報之期程及方式，依

本會「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或接續計畫執行作業規

範所定之期程及方式辦理。

其申報類型及應檢附之文件

如下： 

（一）申報類型分為與農會契

作、自行與廠商契作、自有

土地(含租賃土地)種植硬質

玉米供自行餵飼使用(以下

簡稱自產自用)、自有土地

(含租賃土地)種植硬質玉米

供自行加工銷售食用(以下

簡稱自行加工)四類，並應於

申報時申明。 

（二）自行與廠商契作者，申報

時應檢附收購契約證明文件

（範本如附件一）。 

（三）自產自用者，申報時應檢

具「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

禽飼養登記證」文件。 

（四）自行加工者，申報時應檢

具加工室（廠）之工廠登記

證或加工室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並出具供自行加工使用

與不得要求政府機關協助處

理產銷之切結證明文件。必

要時農會或農糧署（含各分

署）人員得前往加工室（廠）

查證。 

（五）採有機或友善環境方式耕

作者，申報時應檢具有機驗

證（含轉型期）或友善環境

耕作證明文件(包含農民姓

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

(號)、面積、作物別、有效

期間或登錄日期等)。若申報

時尚未取得當年度友善環境

耕作證明文件，得以前一年

度文件替代，惟應於當期作

結束前補附當年度文件。 

考量基層農會可與農民契作硬質

玉米，亦可整合轄區內農友，由

其代與契作主體契作，爰將與農

會契作之申報類型中載明包含由

農會代為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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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前補附當年度文件。 

（六）自行與廠商契作、自產自

用、自行加工者，於籽實收

穫時，應檢附該期作生產硬

質玉米之銷售數量證明文件

或於農會或民營地磅（非自

有地磅）之過磅紀錄或由農

會會同過磅過程之紀錄，送

鄉（鎮、市、區）執行小組

辦理契作獎勵金撥付。 

（六）自行與廠商契作、自產自

用、自行加工者，於籽實收

穫時，應檢附該期作生產硬

質玉米之銷售數量證明文件

或於農會或民營地磅（非自

有地磅）之過磅紀錄或由農

會會同過磅過程之紀錄，送

鄉（鎮、市、區）執行小組

辦理契作獎勵金撥付。 

六、出（入）耕之處理 

（一）農民申報之土地不在申報

地時，由申報地鄉（鎮、市、

區）執行小組填具「出耕他

鄉（鎮、市、區）申報種植

契作硬質玉米面積移送表」

（附表一），連同申報書影

本、出耕勘查清冊，分送土

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之統

籌辦理農會，並副知有關分

署。 

（二）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

統籌辦理之農會收到其他鄉

（鎮、市、區）執行小組所

送之移送表、申報書影本及

出耕勘查清冊後，應在期限

內實地勘查申報土地之實際

種植情形，並將勘查結果填

載於出耕勘查清冊及核章

後，將出耕勘查清冊及移送

表分別送還申報地之鄉

（鎮、市、區）執行小組及

有關分署，並由申報地之鄉

（鎮、市、區）執行小組將

勘查結果登錄系統。 

（三）跨縣（市）出耕者，申報

地農會應連同申報書影本、

出耕勘查清冊、移送表及耕

作錄等相關資料，移送土地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六、出（入）耕之處理 

（一）農民申報之土地不在申報

地時，由申報地鄉（鎮、市、

區）執行小組填具「出耕他

鄉（鎮、市、區）申報種植

契作硬質玉米面積移送表」

（附表一），連同申報書影

本、出耕勘查清冊，分送土

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之統

籌辦理農會，並副知有關分

署。 

（二）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

統籌辦理之農會收到其他鄉

（鎮、市、區）執行小組所

送之移送表、申報書影本及

出耕勘查清冊後，應在期限

內實地勘查申報土地之實際

種植情形，並將勘查結果填

載於出耕勘查清冊及核章

後，將出耕勘查清冊及移送

表分別送還申報地之鄉

（鎮、市、區）執行小組及

有關分署，並由申報地之鄉

（鎮、市、區）執行小組將

勘查結果登錄系統。 

（三）跨縣（市）出耕者，申報

地農會應連同申報書影本、

出耕勘查清冊、移送表及耕

作錄等相關資料，移送土地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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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統籌辦

理之農會，並由該農會代農

民與契作主體簽訂銷售契

約、辦理勘查及受理農民繳

交籽實。農民辦理縣（市）

內出耕者，前述作業由當地

分署協調相關農會辦理。 

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統籌辦

理之農會，並由該農會代農

民簽訂銷售契約、辦理勘查

及受理農民繳交籽實。農民

辦理縣（市）內出耕者，前

述作業由當地分署協調相關

農會辦理。 

七、勘查認定及作業方式 

（一）勘查認定 

1.須以經濟生產為前提，成

活率佔該種植面積百分之

五十以上，應採作畦或行

列栽培，不得間作雜糧或

撒播方式種植。 

2.農地經勘查未種植硬質玉

米或提前採收青割玉米

者，按「綠色環境給付計

畫」查核作業規範申報不

符規定辦理。 

3.農地未落實田間管理，導

致發生蟲害或其他危害物

種入侵，或因雜草管理不

當，影響鄰近農業生產環

境，且未積極辦理防治措

施，不核予獎勵。 

（二）作業方式 

1.鄉（鎮、市、區）農會應

配合當地轉（契）作期於

硬質玉米收穫前一個月，

逐筆勘查硬質玉米種植情

形，於勘查清冊（附表二）

內加註勘查紀錄、簽章，

並將勘查結果登錄資訊系

統。 

2.分署於接獲鄉（鎮、市、

區）農會之勘查結果後，

應抽選該縣市內四分之一

鄉（鎮、市、區）數，至

少應抽選一個鄉（鎮、市、

區）辦理抽（復）查，經

抽選之鄉（鎮、市、區）

農會應會同辦理： 

七、勘查認定及作業方式 

（一）農民實際種植面積如與申

報內容有所差異，應於土地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

告之轉（契）作期前，向原

申報之鄉（鎮、市、區）農

會辦理更正，嗣經勘（抽）

查發現不符者，不得辦理更

正，並應依規定辦理。 

（二）勘查認定 

1.農地已變更為固定使用、

水（漁）池或長期作物之

面積，應於農民耕作資料

檔內可耕面積中予以扣

除。 

2.農地已廢耕、無種植事

實、間作雜糧及以撒播方

式種植、或硬質玉米生育

不良植株矮小、存活率未

達百分之五十者等，認屬

不合格之農地，其面積應

予扣除。 

3.農地未落實田間管理，導

致發生蟲害或其他危害物

種入侵，或因雜草管理不

當，影響鄰近農業生產環

境，且未積極辦理防治措

施，不核予獎勵。 

（三）作業方式 

1.鄉（鎮、市、區）農會應

配合當地轉（契）作期於

硬質玉米收穫前一個月，

逐筆勘查硬質玉米種植情

形，於勘查清冊（附表二）

內加註勘查紀錄、簽章，

一、契作硬質玉米為綠色環境給

付計畫項目之一，該計畫執

行作業規範第六點第五款及

查核規範第六點第六款已規

範相關勘查處理方式，爰擬

保留並增列本作物品項對勘

查認定之特殊需求，如存活

率僅規範百分之五十，較一

般轉作作物百分之八十低，

及未種植硬質玉米或提前採

收青割玉米按申報不符規定

辦理，同時刪除相同作法之

規定，回歸各作業規範；另

考量硬質玉米因品種及配合

耕作制度種植時間長，既有

存活率需達百分之五十，且

每公頃繳售數量達二千五百

公斤之規定，爰刪除生育不

良植株矮小需扣除面積之規

定。 

二、調整抽查鄉鎮數、抽（復）

查不合格率未達之處理方

式、未落實勘查及相關資料

修正，分署得採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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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抽選鄉（鎮、市、區）

之勘查清冊抽（復）查百

分之三，至少五筆，最高

三十筆，倘抽(復)查結果

與農會勘查結果不一致達

百分之二十者，應請該農

會全面重新辦理勘查，至

抽（復）查不一致情形小

於百分之二十止。 

（2）應督促鄉（鎮、市、區）

農會依勘查結果修正相關

資料；鄉（鎮、市、區）

農會未落實勘查或相關資

料修正，分署得視情節扣

發其補助費用。 

並將勘查結果登錄資訊系

統。 

2.分署於接獲鄉（鎮、市、

區）農會之勘查結果後，

應會同鄉（鎮、市、區）

農會依勘查清冊抽（復）

查至少百分之三，並督促

鄉（鎮、市、區）農會依

勘查結果修正相關資料。 

八、農會整合轄區內農友，由其

代與契作主體契作者，應與

契作主體簽訂銷售契約。 

前項之銷售契約，應明

訂履約規範、銷售價格及提

貨期限等相關事項。 

契作生產之硬質玉米全

數由訂約雙方依契約使用或

銷售，訂約雙方須自行處理

產銷事宜，不得要求政府機

關協助處理。 

八、農民與農會契作種植硬質玉

米者，農會應協助農民將硬

質玉米銷售至市場，並參考

市價訂定銷售價格，及代農

民簽訂銷售契約。 

前項之銷售契約，應明

訂履約規範、銷售價格及提

貨期限等相關事項。 

契作生產之硬質玉米全

數由訂約雙方依契約使用或

銷售，訂約雙方須自行處理

產銷事宜，不得要求政府機

關協助處理。 

酌修文字。 

九、契作獎勵金之匯撥： 

（一）鄉（鎮、市、區）農會依

勘查及分署抽（復）查結果，

及農民繳售乾玉米粒數量填

具契作獎勵金發放清冊（附

表三），送本署當地分署審

查，並由分署核撥資金至鄉

（鎮、市、區）農會設置之

相關專戶，鄉（鎮、市、區）

農會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獎

勵金轉入申報農民指定之存

款帳戶。 

（二）分署應於每期作收撥結束

後1個月內，查核轄內農會資

九、契作獎勵金之匯撥： 

（一）鄉（鎮、市、區）農會依

勘查及分署抽（復）查結果，

及農民繳售乾玉米粒數量填

具契作獎勵金發放清冊（附

表三），送本署當地分署審

查，並由分署核撥資金至鄉

（鎮、市、區）農會設置之

相關專戶，鄉（鎮、市、區）

農會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獎

勵金轉入申報農民指定之存

款帳戶。 

（二）分署應於每期作收撥結束

後1個月內，查核轄內農會資

本點附表三、附表四、附表五增

列獎勵金面積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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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專戶價款匯入個別農民帳

戶情形，抽查比率應達轄內

契作農戶數百分之二以上。

每次資金查核結果應填列相

關報告表（附表四）各二份，

一份存查，一份送農糧署備

查。 

（三）農民係出（入）耕者，耕

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統籌辦

理之農會，應將勘查結果及

繳售數量等資料送回原受理

申報單位，據以轉請當地分

署辦理審查與核撥契作補貼

金。 

（四）本署各地分署於獎勵金發

放結束後應填具執行情形表

（附表五）送本會農糧署備

查。 

金專戶價款匯入個別農民帳

戶情形，抽查比率應達轄內

契作農戶數百分之二以上。

每次資金查核結果應填列相

關報告表（附表四）各二份，

一份存查，一份送農糧署備

查。 

（三）農民係出（入）耕者，耕

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農會或當地分署指定統籌辦

理之農會，應將勘查結果及

繳售數量等資料送回原受理

申報單位，據以轉請當地分

署辦理審查與核撥契作補貼

金。 

（四）本署各地分署於獎勵金發

放結束後應填具執行情形表

（附表五）送本會農糧署備

查。 

 十、經查獲農民之農地有申報不

實情事或未落實田間管理

者，由受理申報之農會或公

所以書面通知農民該等未符

之面積，當期作不予核發契

作獎勵金外，並停止次年同

一期作辦理保價收購稻穀或

轉（契）作、生產環境維護

措施給付之資格。 

一、本點刪除。 

二、契作硬質玉米為綠色環境給

付計畫項目之一，該計畫查

核作業規範第六點第四款已

規範申報不符之處理方式，

爰刪除本點。 

十、契作硬質玉米經勘查不合格

係因生育期間遭受天然災

害，經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區）公

所、鄉（鎮、市、區）農會、

農業改良場及本署當地分署

會同勘查認定屬實者，仍得

核發全額契作補貼金。其作

業程序如下： 

（一）已啟動農業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地區，硬質玉米受災情

形經政府核定符合農業天然

災害現金救助條件者，得由

分署逕行核定；未符合農業

十一、契作硬質玉米經勘查不合

格係因生育期間遭受天然災

害，經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區）公

所、鄉（鎮、市、區）農會、

農業改良場及本署當地分署

會同勘查認定屬實者，仍得

核發全額契作補貼金。其作

業程序如下： 

（一）已啟動農業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地區，硬質玉米受災情

形經政府核定符合農業天然

災害現金救助條件者，得由

分署逕行核定；未符合農業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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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災害現金救助條件，但

經會勘認定災害屬實者，由

分署彙整報本會農糧署核

備。 

（二）未啟動農業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地區，鄉（鎮、式、區）

農會得視當地災害情形，邀

集相關單位會勘，認定受災

屬實，由分署報本會農糧署

核備。 

天然災害現金救助條件，但

經會勘認定災害屬實者，由

分署彙整報本會農糧署核

備。 

（二）未啟動農業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地區，鄉（鎮、式、區）

農會得視當地災害情形，邀

集相關單位會勘，認定受災

屬實，由分署報本會農糧署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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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 硬質玉米契作收購契約書範本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附件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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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表一出耕他鄉(鎮、市、區)申報種植契作硬質玉米面積移送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表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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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表二契作硬質玉米抽、勘查清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表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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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表三 契作硬質玉米獎勵金發放清冊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表增列獎勵金面積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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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表四 查核農會契作硬質玉米獎勵金轉撥農戶情形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表增列獎勵金面積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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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表五 契作硬質玉米獎勵金執行情形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表增列獎勵金面積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