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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國家公園法   

中華民國六十一年六月二日制定三十條  

總統六十一年六月十三日台統(一)義字第八七八號令公布  

行政院七十二年八月二十七日台規字第一五八二一號令修正  

行政院八十七年七月十六日發布第二十五條之罰鍰數額提高為五倍，並自八十七

年八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31461 號令修正公布第 

6、8 條條文；並增訂第 27-1 條條文 

 

第一條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樂及研

究，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國家公園之管理，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

規定。  

第三條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四條     內政部為選定、變更或廢止國家公園區域或審議國家公園計畫，設

置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第五條     國家公園設管理處，其組織通則另定之。  

第六條     國家公園之選定基準如下：  

一、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

國家自然遺產者。  

二、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

意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三、具有天然育樂資源，風貌特異，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

賞者。 

合於前項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度或面積規模較小，得經主管機關選

定為國家自然公園。 

依前二項選定之國家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主管機關應分別於其計

畫保護利用管制原則各依其保育與遊憩屬性及型態，分類管理之。 

第七條     國家公園之設立、廢止及其區域之劃定、變更，由內政部報請行政

院核定公告之。  

第八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家公園：指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

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樂及研究，經主管機關依本

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二、國家自然公園：指符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度或面積

規模較小，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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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公園計畫：指供國家公園整個區域之保護、利用及發展等

經營管理上所需之綜合性計畫。 

四、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指供國家自然公園整個區域之保護、利用

及發展等經營管理上所需之綜合性計畫。 

五、國家公園事業：指依據國家公園計畫所決定，而為便利育樂、

生態旅遊及保護公園資源而興設之事業。 

六、一般管制區：指國家公園區域內不屬於其他任何分區之土地及

水域，包括既有小村落，並准許原土地、水域利用型態之地區。 

七、遊憩區：指適合各種野外育樂活動，並准許興建適當育樂設施

及有限度資源利用行為之地區。 

八、史蹟保存區：指為保存重要歷史建築、紀念地、聚落、古蹟、

遺址、文化景觀、古物而劃定及原住民族認定為祖墳地、祭祀

地、發源地、舊社地、歷史遺跡、古蹟等祖傳地，並依其生活

文化慣俗進行管制之地區。 

九、特別景觀區：指無法以人力再造之特殊自然地理景觀，而嚴格

限制開發行為之地區。 

〇一 、 生態保護區：指為保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

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 

第九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實施國家公園計畫所需要之公有土地，得依法申請

撥用。 

前項區域內私有土地，在不妨礙國家公園計畫原則下，准予保留作

原有之使用。但為實施國家公園計畫需要私人土地時，得依法徵收。  

第十條     為勘定國家公園區域，訂定或變更國家公園計畫，內政部或其委託

之機關得派員進入公私土地內實施勘查或測量。但應事先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為前項之勘查或測量，如使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之農作物、竹木

或其他障礙物遭受損失時，應予以補償；其補償金額，由雙方協議，

協議不成時，由其上級機關核定之。  

第十一條   國家公園事業，由內政部依據國家公園計畫決定之。  

前項事業，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執行；必要時，得由地方政府或公

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核准，在國家公園管理

處監督下投資經營。  

第十二條   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利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左列各區

管理之：  

一、一般管制區。  

二、遊憩區。 

三、史蹟保存區。  

四、特別景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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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保護區。  

第十三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列行為：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二、狩獵動物或捕捉魚類。  

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  

五、於樹林、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六、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七、將車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行為。  

第十四條   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理處之許可，得為左列行為：  

一、公私建築物或道路、橋樑之建設或拆除。  

二、水面、水道之填塞、改道或擴展。  

三、礦物或土石之勘採。  

四、土地之開墾或變更使用。  

五、垂釣魚類或放牧牲畜。  

六、纜車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七、溫泉水源之利用。  

八、廣告、招牌或其他類似物之設置。  

九、原有工廠之設備需要擴充或增加或變更使用者。  

〇一 、 其他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  

前項各款之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

管理處應報請內政部核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

辦理之。  

第十五條   史蹟保存區內左列行為，應先經內政部許可：  

一、古物、古蹟之修繕。  

二、原有建築物之修繕或重建。  

三、原有地形、地物之人為改變。  

第十六條   第十四條之許可事項，在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

內，除第一項第一款及第六款經許可者外，均應予禁止。  

第十七條   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為應特殊需要，經國家公園管理處之

許可，得為左列行為：  

一、引進外來動、植物。  

二、採集標本。  

三、使用農藥。  

第十八條   生態保護區應優先於公有土地內設置，其區域內禁止採集標本、使

用農藥及興建一切人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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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供學術研究或為供公共安全及公園管理上特殊需要，經內

政部許可者，不在此限。  

第十九條   進入生態保護區者，應經國家公園管理處之許可。  

第二十條   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內之水資源及礦物之開發，應經國家公園

計畫委員會審議後，由內政部呈請行政院核准。  

第二十一條  學術機構得在國家公園區域內從事科學研究。但應先將研究計畫送

請國家公園管理處同意。  

第二十二條  國家公園管理處為發揮國家公園教育功效，應視實際需要，設置專

業人員，解釋天然景物及歷史古蹟等，並提供所必要之服務與設施。  

第二十三條  國家公園事業所需費用，在政府執行時，由公庫負擔；公營事業機

構或公私團體經營時，由該經營人負擔之。  

政府執行國家公園事業所需費用之分擔，經國家公園計畫委員

會審議後，由內政部呈請行政院核定。  

內政部得接受私人或團體為國家公園之發展所捐獻之財物及

土地。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者，處六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

元以下罰金。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第六款、第九款、第十六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處

一千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一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金。  

第二十六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四款至第八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七款、

第八款、第十款或第十九條規定之一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七條 違反本法規定，經依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六條規定處罰者，其損害

部分應回復原狀；不能回復原狀或回復顯有重大困難者，應賠償其

損害。  

前項負有恢復原狀之義務而不為者，得由國家公園管理處或命

第三人代執行，並向義務人徵收費用。  

第二十七之一條 國家自然公園之變更、管理及違規行為處罰，適用國家公園之

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法施行區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內政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附錄三  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  

內政部七十二年六月二日台內營字第一六二○二三號函發布  
 

第一條   本細則依國家公園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家公園之選定，應先就勘選區域內自然資源與人文資料進行勘查，

製成報告，作為國家公園計畫之基本資料。  

前項自然資源包括海陸之地形、地質、氣象、水文、動、植物生

態、特殊景觀；人文資料應包括當地之社會、經濟及文化背景、交通、

公共及公用設備、土地所有權屬及使用現況、史前遺跡及史後古蹟。

其勘查工作，必要時得委託學術機構或專家學者為之。  
前二項規定於國家公園之變更或廢止時，準用之。  

第三條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報請設立國家公園，應擬具國家公園計畫書及圖，

其計畫書應載明左列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其現況與特性。  
二、計畫目標及基本方針。  
三、計畫內容：包括分區、保護、利用、建設、經營、管理、經費

概算、效益分析等項。  
四、四、實施日期。  
五、五、其他事項。  

國家公園計畫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五萬分之一。  

第四條   國家公園計畫經報請行政院核定後，由內政部公告之，並分別通知有

關機關及發交當地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公開展示。  

第五條   國家公園計畫實施後，在國家公園區域內，已核定之開發計畫或建設

計畫、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應協調配合國家公園計畫修

訂。通達國家公園之道路及各種公共設施，有關機關應配合修築、敷

設。  

第六條   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

之變更。  

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隨時檢討變更之。  
一、發生或避兔重大災害者。  
二、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建議變更者。  
三、變更範圍之土地為公地，變更內容不涉及人民權益者。  

依本法第七條變更國家公園計畫，準用第三條第四條之規定。  

第七條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事先通知該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時，應以書面為之。無法通知者，得為公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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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勘查或測量有損及農作物，竹木或其他障礙物之虞時，應於

十日前將其名稱、地點及拆除或變更日期通知所有人或使用人。並定

期協議補償金額。  

第八條   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應交付所有人或使用人之補償金額，遇有左列情

形之一時，應依法提存。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  
二、不能確知應受補償人或其所在地不明者。  

第九條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

投資經營之國家公園事業，其投資經營監督管理辦法及國家公園計畫

實施方案，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擬定後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十條   依本法第十四條及第十六條規定申請許可時，應檢附有關興建或使用

計畫並詳述理由及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其須有關主管機關核准者，由

各該主管機關會同國家公園管理處審核辦理。  

第十一條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修繕古物、古蹟，應聘請專家及由有經驗

者執行之，並儘量使用原有材料及原來施工方法，維持原貌；依同條

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原有建築物之修繕或重建，或原有地形、地物之

人為變更，應儘量保持原有風格。其為大規模改變者，應提內政部國

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執行。國家公園內發現地下埋藏古

物，史前遺跡或史後古蹟時，應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進行發掘、整

理、展示等工作，其具有歷史文化價值合於指定為史蹟保存區之規定

時，得依法修正計畫，改列為史蹟保存區。  

第十二條 私人或團體為發展國家公園而捐獻土地或財物者，由內政部獎勵之。  

第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附錄四  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業要點  

內政部八十八年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八四五Ｏ號函修正  
 

一、 國家公園計畫之通盤檢討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之。  

二、 辦理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應依據每一國家公園計畫地區之自然資源、  
人文資料等現況及未來發展需要，並參考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進行計畫

內容之檢討。  

三、國家公園計畫經通盤檢討後，必須變更者，應即依國家公園法及施行細則所

定程序辦理變更後公告之。  

四、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人民申請變更國家公園計畫或建議，除國家公園

法施行細則第六條規定得隨時檢討變更者外，應予彙集作為通盤檢討之參

考，不得個案辦理變更。  

五、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前應先進行自然及人文資源分析，作為通盤檢討之基

礎。  

六、各分區計畫檢討原則：  

（一）生態保護區之檢討依下列之規定：  
1. 依自然生態資源狀況，仍須嚴格保護其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

地區，不得變更。  
2. 具有重要史前遺跡、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之歷代古蹟，須予保存之

地區，得變更為史蹟保存區。  
 

（二）特別景觀區之檢討依下列之規定：  
1. 依自然生態資源狀況，具有天然生物及其生育環境而須予保存之地

區，得變更為生態保護區。  
2. 具有重要史前遺跡、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之歷代古蹟，須予保存之

地區，得變更為史蹟保存區。  
3. 依自然生態資源狀況，仍須保護之特殊天然景緻地區，不得變更。  
 

（三）史蹟保存區，為保存重要史前遺跡、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之歷代

蹟，不得變更。  
 
（四）遊憩區之檢討依下列之規定：  

1. 遊憩區之位置，因自然環境及道路交通之改變無法作遊憩區使用者，

得變更為其他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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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重要史前跡、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之歷代古蹟，須予保存之地

區，得變更為史蹟保存區。  
 

（五）一般管制區之檢討依下列規定：  
1. 依自然生態資源狀況，具有完整之天然生物之生育環境應予保護之地

區，得變更為生態保護區。  
2. 依自然生態資源狀況，具有無法以人力再造之天然景緻，而應予嚴格

限制開發行為之地區，得變更為特別景觀區。  
3. 具有重要史前遺跡、史後文化遺址及有價值之歷代古蹟，須予保存之

地區，得變更為史蹟保存區。  
4. 具有適作各種野外育樂活動，而不影響周圍地區環境者，得變更為遊

憩區。其發展應以管理處擬訂之計畫為之。 
  

（六）海域地區之分區計畫，按實際需要及資源狀況檢討之。  

七、於辦理通盤檢討時，相關保護、管理計畫及保護利用管制原（規）則應一併

加入檢討修正。  

八、國家公園計畫之通盤檢討作業由各該國家公園管理處組成通盤檢討作業小

組辦理。  

九、九、國家公園計畫之通盤檢討前，辦理機關應分別通知有關機關、當地地方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並公告三十日，將公告之日期及地點登報週

知，公開徵求意見。人民、機關、團體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住址向辦理機關提出意見，供作通盤檢討之參考。  

十、人民、機關、團體所提意見，辦理機關應予彙集，依檢討變更原則，逐案檢

討，不予變更者，應敘明理由。  

十一、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經核定後，內政部應於接獲核定公文之日起三十日

內登報週知並分別通知有關機關及當地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

告三十日。 



附錄五  雪霸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  

內政部 100 年 4 月 15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00802323 號令修正發佈公告 
 
依    據：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八款。 
禁止事項： 

一、 禁止販賣、陳列、搬運、寄藏依國家公園法及有關法令所禁止或應予保

護之動物、植物、礦石及其標本或加工製品。 

二、 禁止於指定之商店販賣區以外地區設立攤位或流動兜售。 

三、 禁止違規填土整地或傾棄土石。 

四、 禁止設置祭祀設施、墳墓、懸掛或放置路標及其他妨礙景觀之設施。 

五、 未經申請核准，禁止嬉戲喧鬧、舉辦歌舞、升火、野炊、吹奏或播放鳴

器、燃放爆竹煙火、戲水、滑草、操作遙控玩具等有礙環境安寧或公眾

安全之活動。 

六、 禁止於非指定地點丟棄廚餘、保特瓶、保麗龍、塑膠製品及其他不易自

然腐化之物品或垃圾。 

七、 禁止攜帶獵槍、索、網、夾、籠、電瓶、毒藥及其他捕捉獵殺與傷害及

毒害野生動物之器具、物品進入園區。 

八、 禁止挖設陷阱或利用地形、地物、器具誘捕野生動物。 

九、 未經申請許可禁止進入七家灣溪、高山溪、桃山西溪及桃山北溪。 

十、 大鹿林道東線除執行公務之人員外，禁止於上午五時至十一時以外之時

間進入。 

十一、 禁止攀登大霸尖山霸頂。 

十二、 未經申請許可禁止於營地或露營區以外地區露營、搭設帳棚。 

十三、 進出生態保護區禁止任意變更核准路線或行程。 

十四、 禁止破壞牌示、觀景臺、山屋、廁所等公共設施。 

十五、 禁止餵食野生動物及放生、棄養動物。 

十六、 禁止攜帶寵物進入生態保護區及特別景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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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林區域管理經營配合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五月二十五日行政院 (79) 台農字第 12626  號令訂定發布

全文 10 條 
 

第 1 條  本辦法依森林法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法劃定為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林區域之管理

經營。 

第 3 條  森林、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主管機關對於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

森林區域之管理經營，其權責區分如附表。附表未列項目，由各該主

管機關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如有爭議，經有關機關會商後仍無法解

決時，報請上級機關協調解決。 

第 4 條  林業管理經營機關或主管機關擬訂森林經營計畫或經營管理方案

時，應兼顧國家公園計畫或風景特定區計畫。 

第 5 條  國家公園管理處或風景特定區管理機構應配合林業管理經營機關，合

力執行其區域內之森林保護工作。 

第 6 條  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及風景特定區內保護

區之森林主、副產物，不得伐採。但有左列情形之一，經林業管理經

營機關會商國家公園管理處或風景特定區管理機構同意者，不在此

限： 

一、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及風景特定區內保護人工林之

撫育及疏伐。 
二、緊急災變之必要措施。 
三、災害木之處理。 
四、為試驗研究、保存基因庫所必要之採種、採穗。 
五、實驗林或試驗林內為教學、實習、試驗、研究所必要者。 

第 7 條  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及風景特定區內保護區以外之分區，其

森林之更新，依左列作業方法辦理： 

 

一、森林更新應以擇伐為之，必要時得實施三公頃以下之皆伐更新。 
二、天然林應設伐採列區，各區每年皆伐面積不得超過三公頃，伐採

鄰接伐區，應採間隔五年以上之隔年作業。 
三、每年伐採面積不得超過該伐採列區可作業立木地面積除以平均

伐期齡所得之商數。 
四、伐木跡地應於作業完畢後，選擇適當樹種，配合造林季節，立即

造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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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擇伐或天然更新之伐採率，應在該伐區總蓄積量的百分之三十以

下。前項範圍內之左列地區應禁止伐採： 
(一) 主要溪流兩岸水平距離五十公尺範圍內之地區。 
(二) 海拔高度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地區。 
(三) 坡度在三十五度以地區。 

第 8 條  林業管理經營機關、國家公園管理處或風景特定區管理機構之人員，

得持其服務機關所發之證明文件，進入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林

區域執行職務。 

第 9 條  實驗林或試驗林在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者，教學試驗研究機構得

依研究計畫從事各種教學研究工作。前項研究計畫應由教學試驗研究

機構擬具，並定期協調林業管理經營機關、國家公園管理處及風景特

定區管理機構。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 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林區域管理經營權責劃分表 

業務項目 林業主

管機官 

國家公園或

風景特定區

主管機官 

一、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之選定、劃定、變更或廢止 △ ○ 

二、森林經營計畫、經營管理方案、森林遊樂區設置及

年度造林伐木計畫之擬定 ○ △ 

三、國家公園計畫或風景特定區計畫區之擬定與執行 △ ○ 

四、森林保護措施 ○ △ 

五、依森林法第 8 條之規定辦理國有或公有林地之出

租、讓與或撥用 ○ △ 

六、依森林法第 9 條之規定核准在森林內施工 ○ △ 

七、依森林法施行細則第 5 條之規定核准林業用地或適

合林業用地管制管制之土地供他用途使用 ○ △ 

八、依年度造林伐木計畫執行造林、伐木業務 ○ 〤 

九、依年度造林伐木計畫外之造林、主、副產物伐採業

務 ○ △ 

十、森林教育及其他 ○ △ 

符號說明：「○」表示主辦，「△」表示會辦，「〤」表示不需辦理 



附錄七  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中華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八○七六九一五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十一月十七日八十六營署園字第五九一八五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七日台內營字第０９２００８５５０３號令修正  

 

第一章 總則  

一 為使國家公園內之建築物能與自然景觀相調和，以塑造國家公園獨特之建築

景觀與優美環境，特訂定本規範。凡國家公園內之建築設計除依各該國家公

園計畫分區管制及建築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外，並依本規範設計者，得依「內

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理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施實施要點」申請補

助。  

二 國家公園區內之民宅，鼓勵配合傳統建築興趣。現有傳統舊宅鼓勵妥予維護

保存。  

內政部得設計具當地特色之傳統住家建築設計標準圖樣及說明書供民

眾參考，選用標準圖樣申請建築時，得免由建築師設計及簽章。  

 

第二章 建築物通則  

一、屋頂層  

（一）建築物屋頂層及屋頂突出物應設置斜屋頂，以形成特殊的建築風格，

但取得綠建築證書之平屋頂，不受此限。  

（二）建築物屋頂應按各幢建築物各部份頂層之總樓地板面積至少八十%設

置斜屋頂，上項斜屋頂面積不含斜版式女兒牆之投影面積。  

（三）建築物斜屋頂以朝向基地所臨接計畫道路或基地所留設之主要﹙帶

狀﹚法定空地、開放空間、廣場傾斜為原則。  

（四）前項建築物斜屋頂斜率，其坡度不得大於一比二，且不得小於一比四。  

（五）為因應特殊地形或特殊屋頂造型設計，屋頂坡度超出前項規定，經各

國家公園管理處（以下簡稱管理處）審查委員會認可者，不受前項之

限制。  

二、造型及立面  

（一）造型及立面鼓勵配合當地傳統聚落建築或採局部仿當地傳統聚落建

築，其型式請參考下列圖例（如附件一）；屋頂突出物亦應以相同型

式之立面予以美化。  

（二）新建築之外牆與頂層之間應有裝飾性線條，此類線條必須與鄰棟相類

似線條至少有部分相連接（鄰棟與新建建築物緊臨時）。  

（三）如依規定一樓必需設置騎樓應為連續柱列，騎樓淨高不得超過七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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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層樓，柱樑之型式鼓勵配合當地傳統建築柱樑部份之細部設計。

（如附件一）  

三、建築材料  

（一）宜採配合當地景觀、自然景觀、人文環境之材質如自然石材、木材、

仿石材、紅磚、瓦、清水泥斬假石及洗石子等材質。  

（二）經管理處指定或建議採用之材料或其他經管理處審查委員會認可之

材料。  

四、色彩  

（一）建築物色彩計畫應考慮環境調和之原則，其顏色以屋頂色、牆壁色為

主，復以一或二種強調色配合而成。屋頂色、牆壁色彩為黑色瓦對白

色或淺黃、淺灰、古銅色、磚色等牆壁色擇一；或磚紅色瓦對白色、

淺黃色、磚色等牆壁色擇一；或參考下列圖例訂定色彩計畫。（如附

件二）  

（二）外牆材料若採自然材質（木材、石材、磚材）或清水泥斬假石及洗石

子應保持該材質原色。  

（三）自行配色色彩計畫且經管理處審查委員會認可亦可設置。  

五、圍牆  

（一）建造高度二公尺以下之圍牆。  

（二）透空部分達七十％以上，高度一．二公尺以下者得免受本項限制。  

（三）欄柵之牆基不得高於四十五公分。  

（四）圍牆之材料應與建築材料相配合或綠化植生處理。  

六、法定空地  

（一）建築物之法定空地，其空地綠覆率及透水層，均應超過五十％。  

（二）前條空地面積應予生態綠化，配合作景觀設計。  

（三）農民住宅為農產生產需要，得不受前項之限制。  

七、設備與施工  

（一）儘量採乾式工法以減少濕式工法。  

（二）基地內挖填土石方平衡設計。  

（三）給水設備應採省水器具。  

 

第三章 附則  

宗教及紀念性建築建築設計有益於自然環境景觀、建築藝術者，經管理處審

查委員會認可者，得不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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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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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配色計畫： 

配色計畫擬訂為Ａ、Ｂ、Ｃ等三種類之配色，而針對每一種類之配色則有三

幅配色圖（Ａ１-Ａ３，Ｂ１-Ｂ３，Ｃ１-Ｃ３）。又因各配色圖係由六種變化組

合而成（如配色圖之使用方法），故合計可得五十四種配色。 

1 Ａ群因使用明朗壁色，故適用於面水域之地區。 

2 Ｂ群因使用中間之壁色，故可共通適用於兩地區。 

3 Ｃ群因使用暗壁色，故適用於面水域以外之地區。 

4 配色計畫要素如次： 

（1） 屋頂色 

（2） 牆壁色-使用於面積大之壁面。 

（3） 強調色-建築類、面積小之壁面、欄干等。 

（4） 磚瓦 

 

二、配色圖之使用方式： 

 

屋頂（R）  

 

壁色（W） 
強調色（a1） 強調色（a3） 

 

 

強調色（a2） 強調色（a4） 
 

 

Ⅰ 
 

Ⅱ 

六種顏色變化之色彩 

Ⅰ 

（1） R+W+a1 

（2） R+W+a2 

（3） R+W+a1+a2 

Ⅱ 

（1） R+W+a3 

（2） R+W+a4 

（3） R+W+a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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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國家公園管理處補助園區內建築物美化措施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八０七六九一五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十一月十七日營署園字第五九一八五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三月二十七日台內營字第０９２００８５５０３號令修正  
 

一、補助目的： 

 為重視各國家公園地域環境景觀特色，維持園區聚落、建築人文景觀與自然

景觀整體之諧調，補助居民配合國家公園整建住宅部分經費負擔。  

二、補助對象： 

在各國家公園計畫區範圍內合法建築物之起造人或所有權人。  

三、補助條件： 

於各國家公園管理處（以下簡稱管理處）指定之地區內依規定程序申請新建

之建築物，並依「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規定或配合綠建築、生態工法及污

染防制理念，其設計圖說經管理處審查合格，且依法取得建築執照者；原有合法

建築物之增建、改建、修建得比照辦理。  

四、申請程序：  

（一）申請人於取得建造執照後三個月內檢具申請表、建造執照影本、切結書及

相關圖說至管理處提出申請，經管理處審查核可者，核發補助經費證明

單；申請配合綠建築之平屋頂者，應附綠建築證書。其他配合綠建築、生

態工法及污染防制理念補助者，需另附相關設計原則、達成目標說明書以

供管理處審查。  
（二）申請人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三個月內檢具使用執照影本、相關圖說及補助經

費證明單，提送管理處審核，經管理處派員實地勘查合格後發給補助經費

憑單，並於指定期限內至管理處領取補助費，未依規定期限內領取補助經

費者，其已發給之補助經費證明單及憑單應予作廢。 

五、核發標準： 

申請補助面積以建築物最大投影面積計算併同庭園美化依個案審定。每案補

助額度以不超過新臺幣貳拾萬元為原則。  

六、設置審查委員會：  

（一）各管理處為辦理補助建築物美化措施審查工作、應設審查委員會。  
（二）審查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處長或副處長兼任；另置委員六人，由處

長就左列人員聘（派）兼之： 
生態或景觀設計專家學者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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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專家學者二人。  
管理處企劃經理、工務建設（或建築管理）課主管。 
置幹事二名，由管理處指派業務主辦人員兼任。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委員超過半數方可召開審查會議，出席委員至少應有專家學者兩名。  

七、補助費發放後，非經申請同意，不得任意改變外部景觀造型、色彩、材料及

減少法定空地綠覆率，如有違反情事者，應依切結書規定收回補助費。  

八、各國家公園管理處得依實際需要，另訂實施補充要點，並報內政部營建署備

查。 

 



附錄九  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  

內政部 94.9.5 台內營字第 0940085386 號令訂定發布  

 

一、為保護國家公園特有自然資源，預防及減輕開發利用行為對環境造成不良影

響，並建立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審議機制，特訂定本原則。  

二、申請人依國家公園法施行細則第十條規定辦理預先評估環境影響作業時，應

檢具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格式如附件一）及有關興建（使用）計畫等，

向該管國家公園管理處（以下簡稱管理處）申請。  

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應進行環境影響評估者，申請人應檢具之預先評估環境影

響說明書得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代替之。  

四、開發（利用）行為經管理處認定其規模較小或影響環境較輕微者，其應檢具

之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得以簡易預先評估環境影響申報書（格式如附件

二）代替之。前項規模較小或影響環境較輕微之認定基準如附件三。  

五、災害復舊等緊急性工程，得免依本原則規定辦理預先評估環境影響，管理處

應於前述緊急工程開工一週內報內政部備查。  

六、管理處受理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相關文件後，經查須補正者，應通知

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為駁回之處分。  

七、管理處應就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相關文件進行審查，必要時並得邀請

相關權責機關、專家學者、相關團體、承辦技師或地方居民出（列）席參加。  

八、管理處應於受理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做成審查結論，並將審查結論通知申請

人。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  

前項所稱三十日，不含下列期間：  

（一）申請人補正文件日數。  

（二）涉其他主管機關法令釋示或與其他機關 (構) 協商未逾六十日之日

數。  

（三）其他不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除日數。  

第一項所稱特殊情形者，指該開發（利用）行為規模龐大，影響層面廣

泛或其爭議性高，非短時間所能完成審查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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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 

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圖依下列規定章節撰寫，並輔以分析圖表說明，但

其內容得視開發個案性質差異予以調整；例如：依水土保持法製作水土保持相關

書圖文件者，免製作開發計畫書圖之整地排水工程部分。 

 

壹、申請書 

申請人應具檢具下列基本資料，採橫寫式書寫，連同有關附圖及附表，以

A4 的格式複製後併同附錄依序加封面裝訂成冊，或併同興建或使用計畫書圖文

件加封面裝訂成冊。 

 

一、申請人（公司）清冊（附證件影本） 

法人名稱 稅籍編號 文件字號 地  址 負責人 電  話 

      

      

或 

個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地  址 電  話 

     

     

 

二、設計人清冊（附證件影本）： 

單位 

名稱 

稅級編號 地址 負責人 聯絡 

電話 

 聯絡人 

      

      

 

三、土地清冊 

申請範圍土地清冊、產權或土地使用同意書應經該主管機關查核並載明查核

結果。 

筆數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分區 編定 面積 使用面積 所有權人

           

           

（附錄：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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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技師簽證（或簽名）資料 

（舉例說明如下：） 

技師別 姓名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單位 聯絡電話 證照文號 備註

        

        

（附錄：相關技師證件影本） 

五、相關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同意文件，例如： 

(一) 自來水公司 

(二) 電力公司 

(三) 電信機構 

(四) 省轄市或鄉（鎮、市）公所清運垃圾同意書（指廢棄物清理法第二條

規定所稱之一般廢棄物） 

(五) 剩餘土石方堆置處理場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六、土地及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 

 

貳、開發（利用）內容分析。 

參、基地環境資料分析：可能影響範圍區位環境現況分析。 

肆、預先環境影響評估分析：預測興建或使用行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環境保

策與替代方案、執行環境保護所需經費、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

對策。 

護對

影響

伍、其他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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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簡易預先評估環境影響案件申報書 

一、申請人基本資料（申請人填寫第一項至第四項由）： 

單位名稱（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填表人及聯絡電話： 

 

二、申請土地及建築物基本資料： 

（一）土地坐落：○縣（市）○鄉（鎮、市、區）、地段（小 段）地號 

（二）土地權屬： 

（三）國家公園分區及用地別：（無用地別者免填） 

（四）開發（利用）行為或申辦工程名稱： 

（五）委託興建單位名稱： 

 

三、申請事項：（請逐項確實勾選） 

1. □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或□史蹟保存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建或

修建之建築面積一百六十五平方公尺以下：實際申請建築面積     平方

公尺 、總樓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2. □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內之道路□新建或□拓寬工程其□總長度未滿

一公里或□挖填土石方未滿一萬立方公尺：實際申請道路新建或□拓寬

之總長度       公里、挖填土石方        立方公尺。 

3. □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內申請建築物新建建築面積三百三十平方公尺

以下：實際申請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總樓地板面積        平方公

尺。 

4. □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內申請遊憩區開發土地面積□未滿一公頃或□

挖填土石方未滿三萬立方公尺或□擴建面積未滿一公頃：本次申請遊憩

區開發面積      公頃、或□增建面積     公頃、挖填土石方      立

方公尺。 

5. □其他經管理處認定者           

6.             。 

四、填報日期：     年     月     日 

(上述各項次所填內容，請連同相關證明文件依序以Ａ4格式檢附裝訂成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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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理處查核意見（以下由各管理處填寫）： 

初核意見：        

□  書圖不齊全。 

□                   

□                   

 

綜合意見： 

□請申請人依初核意見第     點意見，並應於  日內補正。 

□審查事項符合，審查同意許可之。 

□本案應依本原則第二點規定，並於   日內提送預先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

文件。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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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規模較小或影響環境較輕微認定基準 

分區別 性質 規模 備註 

 

生態 

保護區 

1原有合法建築物

改建或修建 

建築面積一百六十五平方公尺

以下 

 

2 其他經管理處認定者 

 

特別 

景觀區 

1原有合法建築物

改建或修建 

建築面積一百六十五平方公尺

以下 

 

2 其他經管理處認定者 

 

史蹟 

保存區 

1原有合法建築物

改建或修建 

建築面積一百六十五平方公尺

以下 

 

2 其他經管理處認定者 

 

 

 

一般 

管制區 

 

或 

 

遊憩區 

 

1 道路新建（或拓

寬） 

1 總長度未滿一公里  

2 挖填土石方未滿一萬立方公

尺 

 

2 建築物新建 

 

建築面積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以

下 

 

 

 

3 遊憩區開發 

1 面積未滿一公頃  

2 挖填土石方未滿三萬立方公

尺 

3 擴建面積未滿一公頃 

4 其他經管理處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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