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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法院在 2015 年底通過『國土計畫法』，我們關注的應該是該

法是否會侵犯到『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的土地權、以及自治權。

照說，『國土計畫法』與『原基法』應該可以發揮相輔相成功能。問

題是，『國土計畫法』所要管理、或保護的是土地，而『原基法』所

要保障的是原住民族，兩者法律適用優先順序，目前還不明朗。然而

『原基法』之下的『原住民族自治區法』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尚未完成立法，無法配套同步進行。制度設計往往會有路徑倚賴效

果，一旦上路就很難改弦更張，恐有後者法令遷就前者的遺憾。 

關鍵詞：國土規劃、原住民族權利、『國土計畫法』、『原住民族基

本法』 

 

                                                        

 原本《原住民族季刊》邀稿欲季刊於 2016 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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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在去年底通過『國土計畫法』，由於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國土

規劃基本大法，輿論媒體大致予以好評。只不過，從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

角度來看，『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立法十年，相關日出法規望穿秋

水，與之抵觸的落日條款廢修則裹足不前，不免令人擔憂會不會給原住民

族多了一個公公婆婆，特別是原住民族的土地權，更不用說自治區的推動。 

戰後，由於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土地被視為資源的來源、或生產的基

本要素，土地管理的重點因此擺在開發，目的是為了振興經濟，其他都可

以犧牲，包括環境。進入 1980 年代，國人環保意識逐漸抬頭，有志之士推

動國土保護，政府才開始以區域計畫支應；儘管如此，政府往往還是站在

開發至上的立場，特別是視土地開發為主要財源的地方政府，毫不靦腆為

企業財團開大門。 

早先，由於土地使用只有依據『區域計畫法』而來的區域計畫，缺乏

全國性的國土計畫，只有拼湊而成的「全國區域計畫」。在 1990 年代，政

府開始草擬『國土發展綜合計畫法』，因為既得利益阻撓而不前；一直要

到莫拉克風災（2009）之後，國人深切體會山河破碎，政府下定決心完成

立法。 

『國土計畫法』開宗明義「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

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理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理機制，

並復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實

質的內容在規範「國土計畫」的規劃，包括基本原則、審議核定、計畫內

容，比較像是程序性質的法律。而六年後必須提出來的，就是通盤的土地

使用藍圖。 

就實質面來看，全國土地將依其特色及功能分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

源地區、農業發展地、以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20 條），各有其土地使用原

則（第 20 條）。特別是如果土地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也就是「具

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易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度較高之地

區」，將「維護自然環境狀態，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第 21.1 條）；

另外還有所謂的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應以保育和禁止開發行為及設施之

設置為原則」（第 35-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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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0 條），「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

然資源權利」，如果原住民族的土地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土地使用將被

限制、甚至於禁止，無異侵犯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也違反『聯合國原住民

族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所揭示

的原住民族土地、領域、及資源權（rights to their lands, territories and resources）

（第 20.1 條），以其擁有、使用、開發、以及掌控的權利（第 20.1 條）。 

當然，『國土計畫法』不能說沒有考慮到原住民族，包括「國土規劃

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領域及智慧，並建立互

利共榮機制」原則（第 6.9 條）、計畫內容中特定區域「如涉及原住民族土

地及海域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理」（第 11 條）、規

則「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理」（第 23 條）、以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如涉及原住民族土

地，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民族部落參與計畫之擬定、執行與管理」（第 35

條），特別是將草案的「得」改為「應」。 

然而，純粹就程序而言，從擬訂、審議、到報請行政院核定，只有在

劃定特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際，才會邀請原住民族部落參與計畫；至於

全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未明文規定原住民族的參與，換句話說，

原住民族只有事後背書的權利。如果以『國土計畫法』草擬的過程來看，

儘管有邀請原住民族立委、專家學者、鄉鎮首長召開座談會，應付了事，

恐難達成根據兩公約自決權而來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FPIC）。 

其實，立法院在同一時間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修訂，賦予原住民

族部落公法人地位、增設部落會議，表面上是「促進原住民族部落健全自

主發展」，配合原住民族委員會早先所做『部落會議實施要點』的修訂。

用心良苦、拐彎抹角，實質上就是要要透過部落會議的召開，來行使『原

基法』有關於限制原住民族土地及資源利用、以及設置國家公園等資源治

理機關的同意權。台東加路蘭部落墓區強拆、及屏東三地門公墓強遷，殷

鑑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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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地權，原住民族 關注的應該是『國土計畫法』是否會侵犯到

『原基法』所保障的自治權。然而，主事單位認為『國土計畫法』是基於

土地資源合理利用之規劃，而『原住民族自治區法』則屬於空間治理單位

與行政管轄，兩者並無直接關連，堅持『國土計畫法』並未排除『原基法』。

由此可見，政府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權的理解，還是侷限在所謂的「空間合

一」框架。 

我們認為，癥結在於『國土計畫法』所要管理或保護的是土地，而『原

基法』所要保障的是原住民族，這時候，主政單位有幾種對策。第一種是

特別法優於一般法（A），譬如『野生動物保育法』、或是『森林法』優於

『原基法』，也因此，『國土計畫法』應該是在『原基法』的上位。第二

種看法是兩者沒有關連（B），稍做讓步，然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同

意權頂多是亡羊補牢。坦誠而言，兩者背後的假設是物（環境）優於人（原

住民族）。 

 

 

 

 

 

圖：『國土計畫法』與『原基法』的關係 

起碼的思維是兩者至少有交集（C），因此，如果『國土計畫法』不能

排除原住民族地區的適用，至少也應該跟草擬中的『原住民族自治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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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當 程度就是先 下手為強。 制度設計往 往會有路徑 倚賴（ path 

dependency）效果，一旦上路就很難改弦更張，過渡時期的權宜不免被無

限上綱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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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另外設有所謂的「特定區域」，亦即「指具有特殊自然、

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之範圍，或可作為原住民族自治區的想像，只不

過，並未看到明示或暗示。 

議者多年來期待國土規劃、行政區劃、及財政劃撥能通盤考量，而原

住民族自治區不僅是行政單位，還要有統籌款，更重要的是還我土地，三

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台灣的法制多半師法日本、或德國，如果能參考

加拿大及美國的作法、尤其是歷年來的聯邦 高法院判例，或許會有意想

不到的想像空間。否則，任憑各種法規淩越『原基法』，蠶食鯨吞原住民

除的權利，有違歷史和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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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國土計畫法（2016）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

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

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土計畫：指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

所訂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 

二、全國國土計畫：指以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

整體性之國土計畫。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及

其海域管轄範圍，所訂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 

四、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都市在社

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

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五、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範圍。 

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指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

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綜合評估後，所訂定之

發展策略。 

                                                        

  http://glrs.moi.gov.tw/EngLawContent.aspx?Type=C&id=364（20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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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依土地資源特性，

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

展地區。 

八、成長管理：指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提升環境品質、促進經濟發

展及維護社會公義之目標，考量自然環境容受力，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與財務成本、使用權利義務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規範城鄉

發展之總量及型態，並訂定未來發展地區之適當區位及時程，以

促進國土有效利用之使用管理政策及作法。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實施。 

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國土計畫之核定及監督。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劃設原則之規劃。 

四、使用許可制度及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 

五、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核

定。 

六、其他全國性國土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執行。 

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三、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行及直轄市、縣（市）特殊性土地使用

管制之擬定、執行。 

四、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核

定。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執行。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並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

式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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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如下： 

一、國土規劃應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共同促進國土之永

續發展。 

二、國土規劃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因應氣候變遷，

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 

三、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四、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

用秩序。 

五、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

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發展。 

六、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

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 

七、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

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八、特定區域應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及其他法

令所定之條件，實施整體規劃。 

九、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

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 

十、國土規劃應力求民眾參與多元化及資訊公開化。 

十一、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機制。 

第７條 

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

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二、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

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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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復議。 

四、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

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

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止之審

議。 

第二章 國土計畫之種類及內容 

第 8 條 

國土計畫之種類如下： 

一、全國國土計畫。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

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

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應

遵循國土計畫。 

第 9 條 

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三、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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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 

五、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七、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九、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其他相關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

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 

第 10 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四、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五、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第三章 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實施 

第 11 條 

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定機關如下： 

一、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

審議，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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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

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 

第 12 條 

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

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

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

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

議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應以網

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第 13 條 

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公告

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

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九十日；計畫內容重點應登載於

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公

告及公開展覽。 

第 14 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機關對於核定之國土計畫申請復議時，

應於前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前提出，並以一次為限。經復議決定維持原

核定計畫時，應即依規定公告實施。 

第 15 條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但其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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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更，並準用第十

一條至第十三條規定程序辦理。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土

計畫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

次，並作必要之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計畫

內容。 

五、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

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容及辦理程序得

予以簡化；其簡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知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

或變更。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指定各該擬定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擬定或變更。 

第 17 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時，除

應遵循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協調不成時，得報請行

政院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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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8 條 

各級主管機關因擬訂或變更國土計畫須派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

物調查或勘測時，其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但進入

國防設施用地，應經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調查或勘測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勘測時，應出

示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於進入建築物或設有

圍障之土地調查或勘測前，應於七日前通知其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 

為實施前項調查或勘測，須遷移或拆除地上障礙物，致所有人或使用

人遭受之損失，應先予適當之補償，其補償價額以協議為之。 

第 19 條 

為擬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

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資料，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定

期從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 

前項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資訊之公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第 20 條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

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設，並按環境敏感程度，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

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區。 

(二) 第二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

環境敏感程度較低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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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二、海洋資源地區：依據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

資源保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

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二)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三、農業發展地區：依據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及曾經投

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情形加以劃設，並按農地生產資源條

件，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

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二) 第二類：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

展多元化之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四、城鄉發展地區：依據都市化程度及發展需求加以劃設，並按發展

程度，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都市化程度較高，其住宅或產業活動高度集中之地區。 

(二) 第二類：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或產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

上之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第 21 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 

(一) 第一類：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允許有條件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環境資源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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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資源地區： 

(一) 第一類：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址，或符合海域管理之

有條件排他性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用之相容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者，按海洋資源條件，

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三、農業發展地區： 

(一) 第一類：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

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

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農業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四、城鄉發展地區： 

(一) 第一類：供較高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二) 第二類：供較低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城鄉發展情形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第 22 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

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

地，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時辦理外，應於國

土計畫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

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

設原則者，除應依據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行管制外，並應按其

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6 卷、第 4 期（2016/冬季號） 196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

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但屬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

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前項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者，應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訂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第 24 條 

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

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

件申請使用許可；其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認定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且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

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海域之規劃。 

第一項使用許可之申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使

用許可範圍屬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外，其餘申請使用許可範圍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議。但申請使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市）行政區以上、興

辦前條第五項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土功能分區

以上致審議之主管機關不同或填海造地案件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變更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使用計畫，應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程序辦

理。但變更內容性質單純者，其程序得予以簡化。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審議，並應收取審查費；其收費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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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後，除申請填海造地使用許可案件依第三

十條規定辦理外，應於規定期限內進行使用；逾規定期限者，其許可失其

效力。未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使用或違反其他相關法規規定，經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等主管機關廢止有關計畫者，

廢止其使用許可。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使用許可之辦理程序、受理要件、審議

方式與期限、已許可使用計畫應辦理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許可之失效、

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5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使用許可之申請後，經審查符合受理

要件者，應於審議前將其書圖文件於申請使用案件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但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

審議者，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審查符合受理要件核轉後，於

審議前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 

前項舉行公聽會之時間、地點、辦理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

式公開外，並得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另應

以書面送達申請使用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但已依其他法規舉行公聽

會，且踐行以網際網路周知及書面送達土地所有權人者，不在此限。 

公開展覽期間內，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主

管機關提出意見。主管機關應於公開展覽期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彙整人民或

團體意見，併同申請使用許可書圖文件報請審議。 

前三項有關使用許可之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之辦理方式及人民陳述意見

處理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之案件，應檢具下列書圖文件： 

一、申請書及使用計畫。 

二、使用計畫範圍內土地與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件。但申請使

用許可之事業依法得為徵收或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得申請重

劃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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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先經各該主管機關同意之文件。 

四、興辦事業計畫已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同意之文件。 

五、其他必要之文件。 

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考量土地使用適宜性、交通與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境及人為設施容受力。依各國土功能分區之特性，

經審議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許可使用： 

一、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就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

止，為妥適之規劃，並針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採取彌

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 

二、農業發展地區：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水資源供應之完整性，避免

零星使用或影響其他農業生產環境之使用；其有興建必要之農業

相關設施，應以與當地農業生產經營有關者為限。 

三、城鄉發展地區：都市成長管理、發展趨勢之關聯影響、公共建設

計畫時程、水資源供應及電力、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統完備性。 

前二項使用許可審議應檢附之書圖文件內容、格式、許可條件具體規

定等相關事項之審議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申請使用許可案件經依前條規定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

可，並將經許可之使用計畫書圖、文件，於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並得視實際需要，將計畫內容重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網際網路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前項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使用配置、項目、強度，應作為範

圍內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 

第 28 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國土保

育費作為辦理國土保育有關事項之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

請人收取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

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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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取前項影響費後，應於一定期限內按前

項用途使用；未依期限或用途使用者，申請人得要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返還已繳納之影響費。 

第一項影響費如係配合整體國土計畫之推動、指導等性質，或其他法

律定有同性質費用之收取者，得予減免。 

前三項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收費方式、費額（率）、應使用之一定

期限、用途、影響費之減免與返還、可建築土地抵充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影響費得成立基金，其保管及運用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應先完成下列事項，始得依經許

可之使用計畫進行後續使用： 

一、將使用計畫範圍內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管

有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

或鄉（鎮、市）有。 

二、分別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國土保育費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繳交影響費。 

三、使用地依使用計畫內容申請變更。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需興建之設施，應由申請人依使用計畫分期興建

完竣勘驗合格，領得使用執照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

鄉（鎮、市）有後，其餘非公共設施用地上建築物始得核發使用執照。但

經申請人提出各分期應興建完竣設施完成前之服務功能替代方案，並經直

轄市、縣（市）或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於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興建公共設施時，不適用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使用後之程序、作業方式、負擔、公共設施項目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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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設施，其所有權移轉登記承受人依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申請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有時，得由申請人憑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許可文件單獨申請

登記；登記機關辦理該移轉登記時，免繕發權利書狀，登記完畢後，應通

知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第 30 條 

申請填海造地案件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使用許可後，申請人應於規

定期限內提出造地施工計畫，繳交開發保證金；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並依計畫填築完成後，始得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前項造地施工計畫，涉及國防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公共安全影響

範圍跨直轄市、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屆期未申請許可者，其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之

許可失其效力；造地施工計畫經審議駁回或不予許可者，審議機關應送請

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之許可。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內容及書圖格式、申請期限、展延、保證金計算、

減免、繳交、動支、退還、造地施工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之許可，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但其

他法規未規定申請期限，仍應依第一項申請期限辦理之。 

第 31 條 

使用許可內容涉及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

秘密之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不適用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有關公

開展覽、公聽會及計畫內容公告周知之規定。 

第 32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後，應按本法規定進

行管制。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者，除准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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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或遷移，其因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之補償；在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令其變更使用、遷移前，得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使用、原來之合

法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 

前二項補償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3 條 

政府為國土保安及生態保育之緊急需要，有取得土地、建築物或設施

之必要者，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價購、徵收或辦理撥用。 

第 34 條 

申請人申請使用許可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

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

告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

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

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支付適當律師費用、

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用予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國土復育 

第 35 條 

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

工作： 

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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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

協調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 

第 36 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

為原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復育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民族部落參與計畫之擬

定、執行與管理。 

前項復育計畫，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報請行政

院核准變更；復育計畫之標的、內容、合於變更要件，及禁止、相容與限

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第一項復育計畫，必要時，得依法價購、

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土地改良物。 

第 37 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已有之聚落或建築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安全堪虞者，除有立即明顯之危害，不得

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 

前項經評估有安全堪虞之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研擬完善安置及配套計畫，並徵得居民同意後，於安全、適

宜之土地，整體規劃合乎永續生態原則之聚落，予以安置，並協助居住、

就業、就學、就養及保存其傳統文化；必要時，由行政院協調整合辦理。 

第六章 罰則 

第 38 條 

從事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之土地使用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行為人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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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行為人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經使用許可而從事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

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二、未依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使用配置、項目、強度進行使

用。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四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行為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前三項規定處罰者，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變

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於管制使用土地上經營業務

者，必要時得勒令歇業，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廢止其全部或一部登記。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或勒令歇

業而不遵從者，得按次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罰，並得依行政執行法規

定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

由行為人負擔。 

有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三項情形無法發現行為人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序命土地或地上物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限期停

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屆期不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行政執

行法規定辦理。 

前項土地或地上物屬公有者，管理人於收受限期恢復原狀之通知後，

得於期限屆滿前擬定改善計畫送主管機關核備，不受前項限期恢復原狀規

定之限制。但有立即影響公共安全之情事時，應迅即恢復原狀或予以改善。 

第 39 條 

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處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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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不論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4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土地違規使用應加強稽查，並由依第三

十八條規定所處罰鍰中提撥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勵使用。 

前項檢舉土地違規使用獎勵之對象、基準、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 41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海域管轄範圍，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劃定。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海域內違反本法之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

海岸巡防機關協助提供載具及安全戒護。 

第 42 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第三款及第二十三條第五項所定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

用事業計畫，其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3 條 

政府應整合現有國土資源相關研究機構，推動國土規劃研究；必要時，

得經整合後指定國家級國土規劃研究專責之法人或機構。 

第 4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其基金來源如下： 

一、使用許可案件所收取之國土保育費。 

二、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三、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 

四、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 

五、違反本法罰鍰之一定比率提撥。 



當國土規劃遇上原住民族權利 205

六、民間捐贈。 

七、本基金孳息收入。 

八、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政府之撥款，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國土

計畫檢討變更情形逐年編列預算移撥，於本法施行後十年，移撥總額不得

低於新臺幣五百億元。第三款及第四款來源，自本法施行後第十一年起適

用。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其附徵項目、一定比率之計算方式、繳交時間、

期限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依本法規定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 

二、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 

三、依第一項第五款來源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

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 

四、其他國土保育事項。 

第 4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

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

計畫法不再適用。 

第 4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7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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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e Territorial Law in 2015.  We are 

concerned whether rights to lands and to self-rule protected unde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may be encroached.  Originally, the 

Territorial Law is designed to complemen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However, since the former is intended to manage and protect lands 

while the latter is to prote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t is not clear what 

priority will be taken if conflicts occur.  As the Indigenous Self-rule Bill 

and the Indigenous Lands and Seas Bill are still pending, we don’t expect the 

Territorial Law would be reconciled to the two bills as path dependency is 

usually the rule in law-mak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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