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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8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836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國書等 18 人，鑑於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文化古
蹟整體修復相關流程之公開與資訊透明化並無明文規範，且
文化古蹟毀損具有不可逆之特性，爰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二十一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明
文規範古蹟修復流程應舉辦說明會、公聽會並公開相關資訊
及古蹟修復不當且評定實有減損古蹟價值者之罰則，以維我
國珍貴文化資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鑑於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文化古蹟整體修復相關流程之公開與資訊透明化並無明文規範
。在現行強調行政透明化、加強民間參與、監督及讓古蹟再生活化融入居民生活中等之潮
流趨勢，增加當地民眾得以在地監督之機制，透過民眾參與古蹟修復與再利用過程的方式
，發揮監督政府與增強居民在地責任等功能。
二、古蹟為國家重要文化資產，修復不當可能會造成不可逆之損失，而古蹟若修復不當，其產
生迫害程度可能不亞於毀損古蹟罪，故對於修復不當且經評定確實有減損古蹟價值者，應
與毀損古蹟、考古遺跡或國寶等者一併罰則。
三、綜上所述，爰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七條修正草案」，
以維我國珍貴文化資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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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七條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古蹟應保存原有
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

第二十一條 古蹟應保存原有
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

一、修正第一項，增列第三項
，原條文第三項條次變更，

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
，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

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
，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並

順延為第四項並修正部分文
字。

保存之原則，依照原有形貌
修復，並得依其性質，由所

得依其性質，由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提出計畫，經

二、明定古蹟修復應基於文化
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提出
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
之修復或再利用方式。

並由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
輔助。

採取適當之修復或再利用方
式。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前項修復計畫，必要時
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

三、基於現行文化資產法對於
古蹟整體修復相關流程之公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酌予
輔助之。

增加其抗震、防災、防潮、
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限。

開與資訊透明化並無明文規
範，故增訂古蹟修復及再利

前項修復計畫，必要時
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

第一項再利用計畫，得
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原有形

用過程，應分階段舉辦說明
會、公聽會，相關資訊應公

增加其抗震、防災、防潮、
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限。

貌原則下，增加必要設施。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開，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與
。

第一項再利用計畫，得
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原有形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貌原則下，增加必要設施。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過程
中，應分階段舉辦說明會、
公聽會，相關資訊應公開，
並應通知當地居民參與。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理
事項、方式、程序、相關人
員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九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修正第一項有期徒刑及罰
金、修正第一項第二款，增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列第一項第三款，原條文第
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順延為

：
一、違反第三十二條規定遷

：
一、違反第三十二條規定遷

為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八款。
二、現行條文明定「暫定古蹟

移或拆除古蹟。
二、毀損古蹟、暫定古蹟之

移或拆除古蹟。
二、毀損古蹟之全部、一部

於審查期間內視同古蹟」，
亦即暫定古蹟具有等同古蹟

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

或其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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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計

三、毀損遺址之全部、一部
或其遺物、遺跡。

定古蹟之行為者，爰於第一
項第二款增列暫定古蹟處罰

畫與設計修復古蹟或有其
他修復不當之情形，經主

四、毀損國寶、重要文物。
五、違反第七十一條規定，

規定，俾使其處罰要件明確
化。

管機關評定有減損古蹟價
值者。

將國寶、重要古物運出國
外，或經核准出國之國寶

三、文化古蹟毀損具有不可逆
之特性，而古蹟若修復不當

四、毀損遺址之全部、一部
或其遺物、遺跡。

、重要古物，未依限運回
。

，其產生破壞程度可能不亞
於本條關於毀損古蹟罪，故

五、毀損國寶、重要古物。
六、違反第七十一條規定，

六、違反第八十三條規定，
擅自採摘、砍伐、挖掘或

對於修復不當且經評定確實
有減損古蹟價值者，應與本

將國寶、重要古物運出國
外，或經核准出國之國寶

以其他方式破壞自然紀念
物或其生態環境。

條其他毀損古蹟、考古遺跡
或國寶等者一併罰則。

、重要古物，未依限運回
。

七、違反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改變或破壞自然保

七、違反第八十三條規定，
擅自採摘、砍伐、挖掘或

留區之自然狀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以其他方式破壞自然紀念
物或其生態環境。
八、違反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改變或破壞自然保
留區之自然狀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第九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一、修正第一項罰鍰、增列第
一項第一款、第八款，原條

兩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古蹟修復過程經主管機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

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順
延為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

關審查認有修復不當之情
形，經通知限期改善，屆

或管理人，對古蹟之修復
或再利用，違反第二十一

；修正第二項部分文字。
二、鑒於古蹟修復不當只處罰

期仍未改善。
二、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

條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核
定之計畫為之。

鍰且限於未依主管機關核定
之修復計畫為之，並只罰古

或管理人，對古蹟之修復
或再利用，違反第二十一

二、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對古蹟之緊急

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形成處罰範圍過狹、罰

條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核
定之計畫為之。

修復，未依第二十三條規
定期限內提出修復計畫或

度太輕，故納入限期改善仍
未改善者構成情事。

三、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對古蹟之緊急

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為之。

三、毀損歷史建築無相關罰則
之規定，造成其保存維護之

修復，未依第二十三條規
定期限內提出修復計畫或

三、古蹟、自然地景之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經主

成效不佳，故增訂第八款明
定毀損歷史建築之罰則。

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為之。

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第
七十九條規定通知限期改

四、古蹟、自然地景之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經主

善，屆期仍未改善。
四、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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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第
七十九條規定通知限期改

為，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五十四條、第七十三條或

善，屆期仍未改善。
五、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第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
。

為，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五十四條、第七十三條或

五、發掘遺址或疑似遺址，
違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

第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
。

六條或第五十二條規定。
六、再複製公有古物，違反

六、發掘考古遺址或疑似考
古遺址，違法第四十八條

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原保管機關（構）核

、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
條規定。

准者。
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七、再複製公有古物，違反
第六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及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
，經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

未經原保管機關（構）核
准者。

而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項
改正者，得按次分別處罰，

八、毀損歷史建築之全部、
一部或其附屬設施。

至改正為止；情況急迫時，
主管機關得代為必要處置，

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四款至第八款情形之一

並向行為人徵收代履行費用
；第四款情形，並得勒令停

，經主管機關限期通知改正
而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項

工，通知自來水、電力事業
等配合斷絕自來水、電力或

改正者，得按次分別處罰，
至改正為止；情況急迫時，

其他能源。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主管機關得代為必要處置，
並向行為人徵收代履行費用

，其產權屬公有者，主管機
關並應公布該管理機關名稱

；第四款情形，並得勒令停
工，通知自來水、電力事業

及將相關人員移請權責機關
懲處或懲戒。

等配合斷絕自來水、電力或
其他能源。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其產權屬公有者，主管機
關並應公布該管理機關名稱
及將相關人員移請權責機關
懲處或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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