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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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055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思瑤等 20 人，鑑於文化資產具有公益價值，而現
行文化資產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缺乏公民參與機制，社會無
法藉由該項機制針對進入審查程序者應否指定或登錄為文化
資產，加以充分討論，亦無法提升在地居民或全民之文化資
產保存意識。此外，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未明定經由提報或
普查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者，應進入指定或登錄審
查程序，致使具文化資產價值者多半經年未審，妾身不明，
從而失去文化資產保存用意。再者，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僅
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遺址時，應即
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報主管機關處理，以及政府
機關為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進行調查而發現疑似遺址時，
應即報主管機關處理等，均未明定主管機關應就疑似遺址進
行指定審查。爰此，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規定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
會應開放旁聽，並於公聽會結束與審議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
實會議記錄；規定已列冊者應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並
規定發現疑似遺址時，主管機關應進行指定審查程序。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於古蹟指定、歷史建築登錄審查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制，中央主管
機關依本法訂定之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亦缺少充
分之公民參與機制，僅於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三條規定於作成指定處分前，主管機
關得招開公聽會或說明會，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就公聽會或說明會甚至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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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規定。
二、鑑於文化資產具有公益價值，古蹟指定、歷史建築登錄審查程序應充分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俾利民眾充分討論，提升在地居民或全民之文化資產保存意識，爰修正本法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應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亦應開放民眾旁聽，
並於公聽會與審議會後公布詳實會議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言內容，而非僅以「略」字
帶過。
三、本法第十六條、第四十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六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
八條涉及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古物、傳統藝術、民俗與有關文物、自然地景、保存技
術及其保存者等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亦一併修正。
四、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未明確規定個人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建
造物應否進入古蹟指定、歷史建築登錄、聚落登錄審查程序，致使許多列冊建造物經年未
審，失去文化資產保存用意。
五、建造物既經列冊，即具文化資產價值，主管機關實應依法定程序審查，作成是否指定或登
錄之處分。爰修正本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規定列冊之建造物應進入指定或
登錄審查程序。
六、本法第四十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九條、第七十九條涉及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
民俗與有關文物、自然地景等列冊者，亦一併修正為應進入指定或登錄審查程序。
七、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條僅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遺址時，應
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報主管機關處理，未規定主管機關應就疑似遺址進行指
定審查。第五十一條雖要求政府機關為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進行調查而發現疑似遺址時
，應即報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審查程序辦理，卻未明確賦予主管機關辦理審查程序之責。
是故依據本法訂定之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就上述兩情形進行
遺址指定審議；主管機關未有審查之責，其事甚明。為強化主管機關保存文化資產之責，
爰修正本法第五十條與第五十一條，規定遇上述兩項情形時，經通報後，主管機關應依第
四十條指定審查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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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四條

條

文

古蹟依其主管機關

現

行

第十四條

條

文

說

明

古蹟依其主管機關

一、現行條文於古蹟指定審查

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
（市）定三類，由各級主管

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
（市）定三類，由各級主管

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訂定之

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
。直轄市、縣（市）定者，

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
。直轄市、縣（市）定者，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亦
相應缺乏公民參與機制，僅

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古蹟滅失、減損或增加

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古蹟滅失、減損或增加

於第三條規定於作成指定處
分前，主管機關得招開公聽

其價值時，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後，始得解除其指定

其價值時，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後，始得解除其指定

會或說明會。鑑於古蹟指定
涉及公益，應充分納入公民

或變更其類別。
前二項指定基準、審查

或變更其類別。
前二項指定基準、審查

參與機制，爰規定主管機關
應於審查期間應召開公聽會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且審議委員會亦應開放民
眾旁聽，並於公聽會與審議

管機關定之。
依本法第十二條列冊之

管機關定之。
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

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會議
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言

建造物，主管機關應依法定
程序審查之。

機關申請指定古蹟，主管機
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

內容，而非僅以「略」字帶
過。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程序審查之。

二、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建造
物應否進入古蹟指定審查程

會議紀錄。
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

序，致使許多列冊建造物經
年未審，失去文化資產保存

機關申請指定古蹟，主管機
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

用意。建造物既經審查列冊
，即具古蹟價值，主管機關

程序審查之。

實應依法定程序審查，作成
是否指定之處分。

第十五條 歷史建築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

第十五條 歷史建築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

一、現行條文於歷史建築登錄
審查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

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對已登錄之

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對已登錄之

制，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訂
定之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

歷史建築，中央主管機關得
予以輔助。

歷史建築，中央主管機關得
予以輔助。

及輔助辦法亦相應缺乏公民
參與機制。鑑於歷史建築登

前項登錄基準、審查、
廢止條件與程序、輔助及其

前項登錄基準、審查、
廢止條件與程序、輔助及其

錄涉及公益，應充分納入公
民參與機制，爰規定主管機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關應於審查期間應召開公聽
會，且審議委員會亦應開放

依本法第十二條列冊之

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

民眾旁聽，並於公聽會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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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物，主管機關應依法定
程序審查之。

機關申請登錄歷史建築，主
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

議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會
議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前項程序審查之。

言內容，而非僅以「略」字
帶過。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二、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會議紀錄。
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建造
物應否進入歷史建築登錄審

機關申請登錄歷史建築，主
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

查程序，致使許多列冊建造
物經年未審，失去文化資產

法定程序審查之。

保存用意。建造物既經審查
列冊，即具歷史建築價值，
主管機關實應依法定程序審
查，作成是否登錄之處分。

第十六條 聚落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

第十六條 聚落由其所在地之
居民或團體，向直轄市、縣

一、現行條文與第十四條、第
十五條均為文化資產指定或

，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

登錄之相關程序規定，行文
方式應一致，爰將現行條文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
已登錄之聚落中擇其保存共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

第一項分為二項，即修正條
文第一項與第五項。

識及價值較高者，審查登錄
為重要聚落。

已登錄之聚落中擇其保存共
識及價值較高者，審查登錄

二、現行條文於聚落登錄審查
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前二項登錄基準、審查
、廢止條件與程序、輔助及

為重要聚落。
前二項登錄基準、審查

惟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訂定
之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廢止條件與程序、輔助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辦法第四條規定登錄審查程
序包含公聽會，爰將此規定

依本法第十二條列冊之
建造物，主管機關應依法定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於此。
三、為擴大公民參與機制，爰

程序審查之。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規定審議委員會應開放民眾
旁聽，並於公聽會與審議委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會議紀
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言內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會議紀錄。

容，而非僅以「略」字帶過
。

所在地居民或團體得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四、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申請登錄聚落，主管機關受
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程序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建築
群應否進入登錄審查程序，

審查之。

致使許多列冊建築群經年未
審，失去文化資產保存用意
。建築群既經審查列冊，即
具聚落價值，主管機關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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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定程序審查，作成是否
登錄之處分。
第四十條 遺址依其主管機關
，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

第四十條 遺址依其主管機關
，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

一、現行條文於遺址指定審查
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縣（市）定三類，由各級主
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

縣（市）定三類，由各級主
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訂定之
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亦

告。直轄市、縣（市）定者
，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告。直轄市、縣（市）定者
，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相應缺乏公民參與機制。鑑
於遺址指定涉及公益，應充

。

。
遺址滅失、減損或增加

遺址滅失、減損或增加

分納入公民參與機制，爰規
定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應

其價值時，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並辦

其價值時，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並辦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亦應開放民眾旁聽，並於公

理公告。直轄市、縣（市）
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理公告。直轄市、縣（市）
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聽會與審議委員會結束後公
布詳實會議紀錄，載明會議

定。

定。
前二項指定基準、審查

前二項指定基準、審查

參與者發言內容，而非僅以
「略」字帶過。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二、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管機關定之。
依本法第三十七條列冊

管機關定之。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具遺
址價值者應否進入指定審查

者，主管機關應依法定程序
審查之。

程序，致使許多已列冊者經
年未審，失去文化資產保存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用意。一地既經審查列冊，
即具遺址價值，主管機關實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應依法定程序審查，作成是
否指定之處分。

會議紀錄。
第五十條

發見疑似遺址，應

第五十條

發見疑似遺址，應

現行條文未規定營建工程或其

即通知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採取必要維護

即通知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採取必要維護

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遺
址時，主管機關應否進行遺址

措施。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措施。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指定審查程序。依據本法訂定
之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為進行中，發見疑似遺址時
，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

為進行中，發見疑似遺址時
，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

二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就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所發

之進行，並通知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除

之進行，並報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現之疑似遺址，進行遺址指定
審議；主管機關未有審查之責

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依
第四十條審查程序辦理。

，其事甚明。為強化主管機關
保存文化資產之責，於第二項
增列「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
關應依第四十條審查程序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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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條 遺址所在地都市
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應先徵

第五十一條 遺址所在地都市
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應先徵

現行條文雖規定政府機關為策
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進行調查

求主管機關之意見。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

求主管機關之意見。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

而發現疑似遺址時，應即報主
管機關依第四十條審查程序辦

工程計畫時，不得妨礙遺址
之保存及維護，並應先調查

工程計畫時，不得妨礙遺址
之保存及維護，並應先調查

理，卻未明確賦予主管機關辦
理審查程序之責。是故依據本

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
址；如有發見，應即通知主

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
址；如有發見，應即報主管

法訂定之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
辦法第二條規定，主管機關得

管機關，主管機關應依第四
十條審查程序辦理。

機關依第四十條審查程序辦
理。

就該項情形進行遺址指定審議
；主管機關未有審查之責，其
事甚明。為強化主管機關保存
文化資產之責，爰修正現行條
文，規定遇該項項情形時，經
通報後，主管機關應依第四十
條指定審查程序辦理。

第五十四條

文化景觀由直轄

第五十四條

文化景觀由直轄

一、現行條文於文化景觀登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

審查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
制，惟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

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登錄基準、審查、

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登錄基準、審查、

訂定之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
審查辦法第三條規定登錄審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查程序包含公聽會，爰將此
規定明定於此。

機關定之。
依本法第五十三條列冊

機關定之。

二、為擴大公民參與機制，爰
規定審議委員會應開放民眾

者，主管機關應依法定程序
審查之。

旁聽，並於公聽會與審議委
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會議紀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言內
容，而非僅以「略」字帶過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
三、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會議紀錄。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具文
化景觀價值者應否進入登錄
審查程序，致使許多列冊景
觀經年未審，失去文化資產
保存用意。一地既經審查列
冊，即具文化景觀價值，主
管機關實應依法定程序審查
，作成是否登錄之處分。

第五十九條

傳統藝術、民俗

及有關文物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

第五十九條

傳統藝術、民俗

一、現行條文於傳統藝術、民

及有關文物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

俗及有關文物登錄及指定審
查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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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訂定
之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
已登錄之傳統藝術、民俗及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
已登錄之傳統藝術、民俗及

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亦
相應缺乏公民參與機制。鑑

有關文物中擇其重要者，審
查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重

有關文物中擇其重要者，審
查指定為重要傳統藝術、重

於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
物涉及公益，應充分納入公

要民俗及有關文物，並辦理
公告。

要民俗及有關文物，並辦理
公告。

民參與機制，爰規定主管機
關應於審查期間應召開公聽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滅失或減損其價值時，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
文物滅失或減損其價值時，

會，且審議委員會亦應開放
民眾旁聽，並於公聽會與審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登錄、指
定或變更其類別，並辦理公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登錄、指
定或變更其類別，並辦理公

議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會
議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

告。直轄市、縣（市）登錄
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告。直轄市、縣（市）登錄
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言內容，而非僅以「略」字
帶過。

。

。
前三項登錄、指定基準

前三項登錄、指定基準

二、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具傳
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價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本法第五十六條列冊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值者應否進入登錄審查程序
，致使許多已列冊者經年未

者，主管機關應依法定程序
審查之。

審，失去文化資產保存用意
。既經審查列冊，即具傳統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價值
，主管機關實應依法定程序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審查，作成是否登錄之處分
。

會議紀錄。

三、為強化中央主管機關就已
登錄之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進行審查指定之責，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擇其重要
者進行審查，作出是否指定
為重要傳統藝術、重要民俗
及有關文物之處分。

第六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就前二條所列冊或登錄之古

第六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就前二條所列冊或登錄之古

現行條文於古物登錄與指定審
查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物，擇其價值較高者，審查
指定為國寶、重要古物，並

物，擇其價值較高者，審查
指定為國寶、重要古物，並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訂定之古
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

辦理公告。
前項國寶、重要古物滅

辦理公告。
前項國寶、重要古物滅

法亦相應缺乏公民參與機制。
鑑於古物登錄與指定涉及公益

失、減損或增加其價值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

失、減損或增加其價值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

，應充分納入公民參與機制，
爰規定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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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更其類別，並辦理公告
。

或變更其類別，並辦理公告
。

應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亦應開放民眾旁聽，並於公聽

古物之分級、登錄、指
定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

古物之分級、登錄、指
定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

會與審議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
實會議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發言內容，而非僅以「略」字
帶過。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會議紀錄。
自然地景依其主

一、現行條文於自然地景指定

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
市定、縣（市）定三類，由

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
市定、縣（市）定三類，由

審查程序未納入公民參與機
制，惟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條

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
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

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
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

訂定之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
辦法第三條規定自然保留區

）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之指定應先行舉辦說明會，
而自然紀念物之指定則無相

自然地景滅失、減損或
增加其價值時，主管機關得

自然地景滅失、減損或
增加其價值時，主管機關得

同要求。鑑於自然地景指定
涉及公益，應充分納入公民

廢止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
並辦理公告。直轄市、縣（

廢止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
並辦理公告。直轄市、縣（

參與機制，爰規定主管機關
應於自然保留區與自然紀念

市）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市）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物之指定審查期間應召開公
聽會，且審議委員會亦應開

前二項指定基準、審查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前二項指定基準、審查
、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

放民眾旁聽，並於公聽會與
審議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會議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
發言內容，而非僅以「略」

依本法第七十七條列冊
者，主管機關應依法定程序

具自然地景價值之所有
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

字帶過。
二、現行條文未明確規定個人

審查之。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
依法定程序審查之。

或團體提報或政府普查並經
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之具自

第七十九條

自然地景依其主

第七十九條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然地景價值者應否進入指定
審查程序，致使部分已列冊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會議紀錄。

者經年未審，失去文化資產
保存用意。一地或一物既經

具自然地景價值之所有
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

審查列冊，即具自然地景價
值，主管機關實應依法定程

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
依法定程序審查之。

序審查，作成是否指定之處
分。

第八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
於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工作

第八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
於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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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或缺，且必須加以保
護之技術及其保存者，應審

中不可或缺，且必須加以保
護之技術及其保存者，應審

與機制，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
訂定之文化資產產保存法施行

查指定，並辦理公告。
主管機關應於審查期間

查指定，並辦理公告。
前項指定之保存技術無

細則第二十七條亦相應缺乏公
民參與機制。鑑於保存技術及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
應開放旁聽。公聽會與審議

再加以保護之必要時，中央
主管機關得於審查後廢止該

其保存者之指定涉及公益，應
充分納入公民參與機制，爰規

委員會結束後皆應公布詳實
會議紀錄。

項技術及其保存者之指定。
第一項保存技術之保存

定主管機關應於指定審查期間
召開公聽會，且審議委員會亦

第一項指定之保存技術
無再加以保護之必要時，中

者因身心障礙或其他特殊情
事，經審查認定不適合繼續

應開放民眾旁聽，並於公聽會
與審議委員會結束後公布詳實

央主管機關得於審查後廢止
該項技術及其保存者之指定

作為保存者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指定。

會議紀錄，載明會議參與者發
言內容，而非僅以「略」字帶

。

過。
第一項保存技術之保存

者因身心障礙或其他特殊情
事，經審查認定不適合繼續
作為保存者時，中央主管機
關得廢止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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