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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業務相關權責單位 
 單位 業務權責項目 聯絡電話 

屏
東
縣
政
府 

農 業 處 
農業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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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320415  
分機 3750、
3753、3757 

農 業 處 
農會輔導科  農漁民健保及老農津貼等相關業務。 08-7320415  

分機 3723 

城鄉發展處 
工 商 科 

 各項能源(石油、瓦斯除外)業務及
興辦事業審查、養水種電、公有廳
舍、學校太陽能發電推廣及自用發
電設備申辦。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備案及登記資料
彙整。  

08-7320415  
分機 3310、
3318 

城鄉發展處 
建築管理科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免雜照及竣工申
請案，及申請建築執照核發業務。 

08-7320415  
分機 3341、
3348 

地 政 處 
地 用 科 

 受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案件之申
請、准駁。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
一定規模以下開發許可申請案件審
議、准駁。 

 核發非都市土地地政機關意見書。 

08-7320415  
分機 5243 

財 稅 局 
土 地 稅 科  辦理地價稅、土地增值稅稽徵。 

08-7338086  
分機 602(地價
稅)、603(土地
增值稅) 

財 稅 局 
房 屋 稅 科  辦理房屋稅稽徵。 08-7338086  

分機231 

綠能專案推動
辦 公 室 

 設置綠能設施之申設流程、法規及
設置模式等初步諮詢服務。 

08-7320415 
分機
6911~6913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屏 東 分 局 

 辦理營業稅、綜合所得稅稽徴。 
 遺產稅、贈與稅稽徵。 

08-7311166 
分機302 

非都市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問答集 



再生能源知識-太陽光電發電問題 
 

Q：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是否會造成噪音、或造成電磁波危害？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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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應該如何維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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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一年可發多少度電？ 

屏東縣年度日平均發電量為4.5度/日/kW，年發電度數1,643度
/kW。 

Q：一般民眾欲安裝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何處可找到系統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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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67030）及「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03-5916311 / 
03-5918571)等單位洽詢業者資訊。 

Q：自行購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可以申請銀行貸款嗎?利率多少?  

安裝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可以申請銀行貸款，融資額度約為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購買合約價之8成，融資年限約10-15年，詳情請洽銀
行評估決定貸款額度，如合作金庫屏東縣各大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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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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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 

Q：可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之非都市土地類別有那些？ 

1. 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
告位於林邊鄉之不利農業經營用地。 

2. 非都市土地容許：非都市計畫區土地的甲乙丙丁建地及交通、水
利用地(以上不限點狀使用)或農牧、林業、養殖、國土保安、鹽
業、礦業、窯業及遊憩用地面積660平方公尺以下之點狀設置；
另外農牧、林業、養殖、國土保安等用地可容許作為綠能設施使
用(不限點狀使用)。 

3. 非都市土地以容許使用方式設置太陽光電(再生能源)發電設施使
用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之1辦理，若該設置場址為
用地變更非都市可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變更編定執行
要點第28條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若2-30
公頃則是「特定目的事業區」或「特定專區」方式依「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作整體規劃申請開發」。 

4. 農業用地結合農業經營：結合農業經營事實之農業用地，如溫室
等。 

Q：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為何？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區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
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於106年9月21日函文公告屏東縣第35區(林
邊鄉鎮林段)、第36區(林邊鄉鎮安段)、第37區(林邊鄉富田段、成功
段、東港鎮大鵬段)及第38區(林邊鄉銀放索段)，面積共計495公頃，
區域範圍公告網址： 
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publication&i
d=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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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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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申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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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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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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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份，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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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計畫(設置目的、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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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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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4. 設置綠能設施，與毗鄰農地相緊鄰處，須設置1.5公尺寬度之

隔離綠帶。 

Q：在非都市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可分為容許使用設置 
       、用地變更編定與分區變更，其規定為何? 

1. 容許使用設置：可詳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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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為點狀
使用以一宗土地作為管制使用，面積不得超過660平方公尺。 

2. 用地變更編定(小面積變更)：都市土地無法以容許使用方式作
再生能源設施使用，且開發規模未達2公頃者，可依據「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8條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3. 分區變更(大面積開發)：開發規模已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11條規定，可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申請開發許可變更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又開發面積2公頃
以上未滿30公頃，原則中央已委辦縣(市)政府審查核定。 

若為瞭解非都市土地容許或變更申請流程，可請親洽或電洽地政
處地用科詢問。 



Q：如何申請農業用地結合農業經營，設置綠能設施?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須提出結合農業
經營計畫，向農業處申請。 

Q：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需要申請建築執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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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設置於建築物屋頂或露臺，其高度自屋頂面或露臺面起算4.5公
尺以下。 

2. 設置於屋頂突出物，其高度自屋頂突出物面起算1.5公尺以下。 
3. 設置於地面，其高度自地面起算4.5公尺以下。 

Q：農業用地變更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是否需繳納農變回饋金? 

1. 一般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用地需繳納回饋金，回饋金=土地公
告現值╳50％╳土地設置面積。例如：某農民有660平方公尺欲
裝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土地公告現值為500元(單位：元/平方
公尺)，回饋金則為500╳50%╳660=165,000元。 

2. 若為農委會公告之不利農業經營的農業用地範圍，可以設置未
與農業經營結合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無須繳納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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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是否得申請興建農舍?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因非屬農舍附屬設施及農業設施，因此土地如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後，不得於該農地申請興建農舍。 



Q：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農民是否仍有農保老農津貼資格? 

1. 農保條例之立法意旨係為照顧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故農民於持以
參加農保之農業用地上建置綠能設施，該農業用地倘仍有農業生產
之事實，且持續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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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第2-1條、第2-2條、第2-3條與第
2-4條所定之相關資格條件時，其農保資格不受影響。 

2. 農保資格: 
因土地已非做農業使用，原地主喪失農保資格，除以下狀況可不
受影響： 
 地主有其他未出租的農地達0.1公頃以上且維持農地農用，仍可
保有農保資格。 

3. 老農津貼: 
 年滿65歲，投保年資滿15年 
 已開始領老農津貼者 
 非農業收入每年不超過50萬元 

 Q：農地裝設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是否須繳納營業稅? 

1. 個人(農民)售電給台電：售電收入半年內無超過48萬元，平
均一個月無超過8萬元者，台電會開立一時貿易所得資料申報
表，農民須繳交綜合所得稅(依個人的所得而徵收)；但售電
收入如半年內超過48萬元者，要加收營業稅，營業稅算法如
超過20萬元/月，須繳納5%營業稅，如低於20萬元/月，須
繳納1%營業稅。 

2. 小規模營業人售電給台電：營業稅算法如售電收入超過20萬
元/月須繳納5%營業稅，如售電收入低於20萬元/月須繳納
1%營業稅。 

3. 股份有限公司售電給台電：營業稅算法每月售電收入須繳納
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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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農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若有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之建築物是 
       否要課徵房屋稅(如升壓站及發電設備)? 

依建築法須申請建築執照之建築物要課徵房屋稅，其徵收的稅額
及計算方式，請親洽或電洽財稅局房屋稅科詢問。 

 房屋稅的計算：房屋稅額＝房屋課稅現值＊稅率 

   註1：房屋課稅現值=核定單價＊面積＊(1-折舊率＊折舊年數)＊街路 
             等級調整率(地段率) 
   註2：核定單價=標準單價＊(1± 各加減項之加減率) ±樓層高度之超 
              高或偏低價 
   註3：如為新建、增建、改建之房屋，則按月比例計算課徵，未滿1 
             個月者不計。 

Q：農地申設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是否須課徵地價稅? 是否須課徵 
       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 
1. 農地只要結合農業經營，仍符合農地農用就可維持課徵田賦，不

須課徵地價稅，舉例來說，農業設施上附屬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只要是合法容許和合法綠能設施，在太陽能設施底下仍做農業使
用，即符合課徵田賦。 

2. 若是直接架設在地面，非與農業設施結合之綠能設施，因非作農
業使用，該部分面積則需要課徵地價稅。 

3. 地價稅計算方式：於變更之次年期開始課徵地價稅，計算方式為
土地面積（未作農用面積及鋪設水泥地面積）＊申報地價＊適用
稅率（千分之10~千分之55），即為該年度之地價稅額。詳情請
洽屏東縣財稅局土地稅科查詢。 

 土地增值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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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稅率依一般用地
或自用住宅用地而有所不同，可逕自屏東縣財稅局網站線上試算
(http://www.pttb.gov.tw/Calculate/Land.aspx?1=1&MenuID
=43)，或請親洽/電洽財稅局土地稅科詢問。 

2. 若為農委員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區不利農業經營得設置綠能設施之
農業用地範圍比照休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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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移轉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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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的裝設申請作業，可否委由系統廠商申辦?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的裝設申請作業繁雜(併聯作業/同意備案/設備
登記/土地變更或容許申請)，填報文件涉及電力規劃等專業內容，
建議交由太陽光電系統商處理，有效縮短送件時程。 

Q：農地結合農業經營容許使用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當遇天然 
       災害時，是否就有種植的面積申請災害救助?若農地已變更非 
       農用，是否仍可申請災害救助? 

農地結合農業經營容許使用設置光電設施，就合法種植的部份依農
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得依法申請救助。若農地已變更非農用，
則無法申請災害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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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農地若回填以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是否有其注意事項？ 

合約應載明承租廠商進行土地回填動作，須經地主同意。並且應依
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使用規定，應以
維持農地原有之地形地貌為原則，如需回填土方，亦應符合農地使
用管制之規定，不得藉此回填廢棄物等不法行為，一經查獲將撤銷
設置太陽能設施土地容許使用案之申請並依法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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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嚀一 建議合約應要求向法院公證，好確保權利義務。 

叮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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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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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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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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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嚀六 

建議合約應載明，該筆土地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後，
所增加之所有相關稅賦/農變回饋金問題，並明訂由何方繳
付。(建議加註如有合約未載明之因設置太陽光電所衍生出
之稅賦問題，一律由承租廠商全額給付)。 

叮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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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嚀八 
建議合約應載明，承租廠商如因故中途放棄申辦太陽光電
發電設施或申辦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未果，其土地租金應如
何給付或如何解約。 

叮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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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合約應載明未經地主同意，承租廠商不得將承租土地
向政府機關申請變更編定等情事。 

叮嚀十一 
建議合約應載明土地承租商與太陽光電發電設施申辦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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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合約簽訂小叮嚀 



項次 問題 答案 

1 
土地移轉時是否
課徵土地增值稅、
遺產稅、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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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施是否課徵
地價稅? 

未與農業設施結合之太陽光電發電設施，該
農牧用地因作非農業使用，須繳納地價稅。 

3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施可能會喪
失農保資格? 

於農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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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施是否須繳
交回饋金? 

5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施是否得申
請興建農舍? 

非屬農舍附屬設施及農業設施，因此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設施後，不得於該農地申請興建
農舍。 

6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施是否須留
設隔離綠帶?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與毗鄰農地相緊鄰
處，須設置1.5公尺寬度之隔離綠帶。 

7 

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施是否有區
位、面積、項目
之限制? 

1.農牧用地作太陽光電設施，不得位於非都市
土地特定農業區。 
2.農牧用地作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應做點狀使
用，點狀使用面積不得超過660平方公尺。 

申設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土地所有權人須知 
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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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