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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6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39 號

案由：本院委員魯明哲、呂玉玲、張育美、林為洲、林奕華等 28 人
，鑒於國軍眷村文化乃我國歷史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且描繪
出近代臺灣歷史變遷、社會演進過程，並融入不同族群展現
出多樣性文化，為我國特有文化的一環，目前我國計有 13 處
「眷村文化保存園區」、37 處「眷村文化資產」。然，目前
對於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之法律依據相當薄弱且無相關預算辦
理後續修復工作，為永續推動我國國軍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
之需要，傳承其特殊風貌，以達落實眷村文化保存、活化及
永續發展之目標。爰此，特擬具「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暨發展
條例」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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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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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暨發展條例草案總說明
國軍眷村文化乃我國歷史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且描繪出近代臺灣歷史變遷、社會演進過程，
並融入不同族群所表現之多樣性文化，為我國特有文化的一環，也是大多數人共有的記憶和印象。
回顧國軍眷村文化，除空間實體建築及文物之有形文化資產外，更不容忽略集體記憶之國軍眷村飲
食文化、人物故事、人際關係、社會網絡及其生活之歷史文件、資料檔案等，為同具保存價值之資
產與史蹟。
由此可見國軍眷村文化深具保存必要，然國軍眷村文化保存非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可完全含
括適用。另隨著社會發展需要，政府為落實都市更新及改善眷村居住安全，推動了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計畫。然，國軍眷村改建固係一種更有效率的土地使用方式，也是我國整體社會變遷的一種必然
趨勢；但對文化保存而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意謂著居住環境與人際關係的重大改變，整體國軍眷
村文化隨著改建進程，遭受巨大衝擊，且快速凋零消逝。
爰此，為永續推動我國軍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之需要，傳承其特殊風貌，以達落實國軍眷村
文化保存、活化及永續發展等目標，特擬具「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暨發展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本條
例），本條例共十五條，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本條例之主管機關；涉及其他機關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辦理。（第二條）
三、國軍眷村文化之事物範圍。（第三條）
四、主管機關指定專責機關辦理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護、活化、管理及發展等工作；必要時得委
任、委辦及委託之依據。（第四條）
五、成立國軍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審議委員會，並定期召開會議及審議相關事項。（第五條、第六
條）
六、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暨發展基金之設置。（第七條）
七、明定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暨發展基金之屬性、來源及用途。（第八條、第九條）
八、主管機關對受委任、委辦或委託辦理國軍眷村文化管理維護相關工作執行成效之評鑑及對成效
不彰者之處置。（第十條）
九、主管機關辦理獎勵及補助事由。（第十一條）
十、國軍眷村文化園區之設置。（第十二條）
十一、各地方政府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業經國防部核准保存計畫之國軍眷村文化園區，
仍按原法令辦理。（第十三條）
十二、明定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第十四條）
十三、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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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暨發展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落實我國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活化
及永續發展，並彰顯國軍眷村之特殊歷史意
義與人文活動，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
二、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等相關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本條例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或機關
之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之
。

一、國防部為國軍老舊眷村管理機關，熟悉眷
村文化事務，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八條
第二項規定，公有文化資產，應由所有人
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
修復及管理維護，爰於第一項明定本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
二、本條例規定事項，涉及中央及地方文化主
管機關、國有財產主管機關職掌者，爰於
第二項明定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理
之，以周延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護、管
理及發展工作。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之國軍眷村文化，係指下
列事物：
一、由主管機關指定專責機關管理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文化資產。
二、與國軍眷村有關之文物，包括建築、器
具、設備、匾額、圖書文獻、影音資料、
紀念碑、照片、地圖、手稿、勳（獎）章
、服飾、旗幟、各類國軍眷村藝術等相關
事物。
三、與國軍眷村有關之文藝事物、口述歷史
、風俗文物、儀式等無形資產。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國軍眷村文化有
關之事務。

一、明定國軍眷村文化之事物範圍，除專責機
關列管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為
有形及無形之文化資產外，亦包含經主管
機關公告與國軍眷村文化有關之文物。
二、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有關眷村文物
之指定須經主管機關召開審議會決議通過
。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機關辦理國軍眷
村文化保存、修護、活化、管理及發展等事
項之規劃及執行，所需人員由專責機關現行
人員調派之；必要時，並得委任其所屬機關
（構）、部隊、學校、委辦地方自治團體或
委託其他機關（構）、學校、登記有案之民
間團體辦理國軍眷村文化管理維護、教育訓
練、調查、研究、發展及活化等事項。
中央及地方文化主管機關應協助辦理本
條例所列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護、活化、
管理及發展等各項工作。

一、為充分運用政府人力資源，落實國軍眷村
文化保存、修護、管理及發展，第一項規
定主管機關宜在不變動其組織編裝及員額
總數之原則，指定熟悉國軍眷村事務之所
屬機關為專責機關，辦理國軍眷村文化保
存、修護、管理與發展之規劃及執行，所
需人員由現行編裝人力調派；必要時，主
管機關並得將國軍眷村文化管理維護或發
展等事項委任、委託或委辦，以符實需。
二、第二項規定中央及地方文化主管機關應協
助辦理本條例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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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國軍眷村文化資產保

參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條，為審議各類文化

存及活化、發展工作，應成立國軍眷村文化
保存及發展審議委員會，其組職章程及運作
方式，由主管機關訂之。
主管機關應訂定國軍眷村保存及發展委

資產之指定、登錄、廢止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
大事項，主管機關應組成相關審議會，進行審
議。

員會審議委員遴聘條件、程序、任期、任務
、開會程序、議決方式、運作及其他相關事
項等規定。
前項國軍眷村保存及發展審議委員會之
組成，具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專業之專家學
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國軍眷村保存及發展審議委員會之委員
姓名、職業及與其專業背景之關係，應予公
開。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召開國軍眷村保存及
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復、活化、管理
及發展及其他重大計畫。
二、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復、活化、管理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
二十七條規定，管理人應擬定管理維護、
再利用、搶修及修護等計畫報經文化主管
機關備查及核准。為周延前述計畫之擬定
，爰於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得召開國軍眷

及發展委任、委辦及委託事項之審議及評
鑑。
三、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復、活化、管理
及發展之補助相關事宜。
四、國軍眷村文化園區之設立、變更、廢止
等事項。
五、國軍眷村之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
產之審訂。
六、其他有關眷國軍村文化保存、修復、管
理及發展之重大事項。

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國軍
眷村文化管理維護、再利用、搶修、修護
等計畫、委任、委辦及委託事項之評鑑、
補助基準、國軍眷村文物之指定及其他有
關國軍眷村文化之重大事項。
二、協助辦理各項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
彌補專業性不足之疑慮，進而提升執行成
效。

第七條 為辦理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護、活
化、管理及發展事項，應設置國軍眷村文化
保存暨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國軍眷文基金）
。

主管機關為辦理眷村文化保存、修護、活化、
管理及發展事項，應設置屬特別收入基金之國
軍眷文基金。

第八條 國軍眷文基金為特種基金，其來源如
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撥款。
二、發展及運用國軍眷村文化收入。
三、發展國軍眷村創意產業收入。
四、受捐獻及贈與收入。

明定眷文基金之屬性及其資金來源。

五、眷文基金孳息收入。
六、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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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國軍眷文基金之用途如下：

明定眷文基金之用途。

一、辦理國軍眷村文化保存、修護、活化、
管理及發展事項之支出。
二、發展國軍眷村創意產業之支出。
三、辦理國軍眷村文化相關之獎勵及補助支
出。
四、設立、營運、管理國軍眷村文化園區等
支出。
五、國軍眷文基金管理及總務支出。
六、其他國軍眷村文化保存業務有關支出。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對受委任之所屬機關

明定主管機關對於受委任之所屬機關（構）、

（構）、部隊、學校或受委辦之地方自治團
體或受委託之其他機關（構）、學校、登記
有案之民間團體，就其執行成效進行評鑑輔
訪。
前項辦理評鑑輔訪之結果，不符委辦、
委託契約者，得限期要求改善；經限期改善
未果者，得終止契約並償還主管機關已支付
之相關費用。

部隊、學校、受委辦之地方自治團體或受委託
之其他機關構、學校、登記有案之民間團體，
應進行執行成效管考輔訪。第二項明定對於委
辦、委託執行成效不彰者，主管機關得限期改
善或終止契約並追回主管機關已支付之相關費
用。

第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給
予獎勵或補助：

一、明定主管機關得給予獎勵或補助之事由。
二、獎勵及補助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捐獻私有國軍眷村文物、紀念物等。
二、維護或傳習國軍眷村文化具有顯著績效
。
三、發展國軍眷村文化或創意產業具有顯著
績效。
四、辦理主管機關委任、委辦或委託事項，
經評鑑執行成效優異。
五、其他具國軍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特殊功
績、貢獻等事由。
前項獎勵或補助之對象、條件、適用範
圍、申請程序、審查基準、廢止補助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得運用報經行政院核定之
國有土地設置國軍眷村文化園區，以典藏、
展示國軍眷村文物並協助有關研究，及提供
辦理文化展演、技藝傳習、推廣教育等有關
活動。

主管機關得運用列冊報奉行政院核定之國有土
地，設置眷村文化園區，以推展眷村文化保存
及發展等有關活動。

第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之日，已依國軍老舊眷
村改建條例完成核准之國軍眷村文化保存計
畫，仍依原法令規定辦理。

為顧及法安定性與政策之延續，直轄市、縣（
市）政府已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以簡稱
眷改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眷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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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計畫經國防部核准並經容積調派後，無償
撥用之眷村土地及建物，不適用本條例。
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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