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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應注意事項檢查表應注意事項檢查表應注意事項檢查表應注意事項檢查表    

~以提報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自然地景為例 

 

    96 年 9 月間台北律師公會環境法委員會舉辦關於「藻礁」的午間小品及走訪位於桃

園縣觀音鄉外海海岸的藻礁現勘活動，隨後成立海岸生態小組。然而，在有限的資源下，

欲逐一抵擋危害藻礁海岸的眾多開發案，實力不從心。小組成員遂決議協助荒野保護協

會、野鳥學會、永續聯盟、生態學會、溼地保護聯盟、環保聯盟、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綠黨等 8 個民間團體，就該面積約 100 公頃的藻礁群，於民國（下同）97 年 5 月 9 日，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簡稱文資法）第 77 條規定申請「指定自然地景」。嗣經農委會自

然地景審議委員會及桃園縣政府現勘，達成桃園縣觀音鄉藻礁須予保護的共識並依文資

法列冊追蹤後，這片位於永安漁港以北的藻礁群，得以「暫時」不受破壞。 

 

    或許是地理位置的關係，台灣的歷史發展及自然景觀等均呈現其多樣及特殊風貌。

從苗栗的古窯、陽明山山仔后美軍宿舍群、淡水老街建築、樂生療養院到桃園縣觀音鄉

海岸藻礁群及淡水水筆仔濕地等，無不揉合了台灣獨有的歷史人文背景與自成一格的生

態景色。遺憾的是，政府對環境保護的觀念、執行及落實，仍僅聞口號聲此起彼落，未

見具體行動。甚至，這些人文及自然景觀，在政府推動經濟重大建設的政策引導下，只

剩阻撓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因此，即便環境基本法第 3 條但書明文揭示：「經濟、科

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且文資法第

12 條、第 37 條、第 53 條及第 77 條亦規定，任何個人、團體都可提報古蹟、歷史建築、

聚落、遺址、文化景觀、自然地景，不以具法律上利害關係為限，但在短視近利的各項

開發案及經濟發展策略下，法令經常淪為具文。 

 

    很難忘記積極為藻礁保護奔走的農委會特生中心劉靜榆博士心如刀割地呼喊：只要

將油管埋設位置南移 150 公尺，就可以保留藻礁海岸的完整性，為什麼明明做得到，偏

偏不願做？很難忘記某文資法地方主管機關，無視該法 30、31 條古蹟保存優先於工程

之規定，函稱：「…在不影響○○○○期程及增加部分經費前提下…將進行古蹟審查程

序，公告指定為古蹟…」，最後為了讓工程順利進行，拒絕依法進行古蹟審查程序，任

由顯具古蹟價值的珍貴建物，在主管機關蓄意怠惰下，灰飛煙滅，內心的不捨與憤慨。 

 

    文化資產沒有腳可以遷徙，策定工程計畫的官員及開發商有腦可以思考，開發行為

的選址與規劃，應將環境保護(含文化資產保存)納入整體考量，以追求永續發展。我們

的環境不是上一代留給我們的，而是下一代借給我們的，不能為了短暫的利益，透支、

毀棄屬於後代子孫的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制的實務運作仍在形塑中，本檢查表所提建議僅供參考，後續

實踐仍有賴各位先進繼續研究，並懇請賜教指正。盼本文的分享，可以鼓勵更多律師同

道參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將環境美好的樣貌完整地保存、交付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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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應注意事項檢查表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應注意事項檢查表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應注意事項檢查表辦理提報文化資產事件應注意事項檢查表    

    

蔡雅瀅律師蔡雅瀅律師蔡雅瀅律師蔡雅瀅律師    

 

 序

號 

檢  查  事  項 摘  要 

民間得主動提報主管機關審查之文化資產種類民間得主動提報主管機關審查之文化資產種類民間得主動提報主管機關審查之文化資產種類民間得主動提報主管機關審查之文化資產種類  

(1) 具「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價值建造物之內容及範圍 

(2) 具「遺址」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 

(3) 具「文化景觀」價值之內容及範圍 

(4) 
具「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價值之項目、內容

及範圍 

(5) 具「自然地景」價值之內容及範圍 

1111    

(6) 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 

文資法第 3、12、

16、37、53、57、

77、87 條 

提報權人提報權人提報權人提報權人  

(1) 個人 

2222    

(2) 團體 

a.依文資法第 12、

37、53、77 條規

定，任何個人、

團體均可提報古

蹟、歷史建築、

聚落、遺址、文

化景觀、自然地

景審查，不需具

法律上利害關

係。 

b.不限公益團體，

符合行政程序法

第 22 條規定有

行政程序之行為

能力之團體，即

可提報。 

c.所有權人、聚落

所在地居民或團

體之申請程序，

另依文資法第

14、15、79 及 16

條規定。 

3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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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蹟古蹟古蹟古蹟、、、、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聚落聚落聚落聚落、、、、遺址遺址遺址遺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傳統藝術傳統藝術傳統藝術、、、、民民民民

俗及有關文物俗及有關文物俗及有關文物俗及有關文物、、、、古物之主管機關古物之主管機關古物之主管機關古物之主管機關：：：：    

中央：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地方：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2) 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    

中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地方：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具有二種以上類別

性質之文化資產，

其主管機關由文建

會會同有關機關決

定之(文資法第 4

條)。 

文化資產跨越二以

上直轄市、縣(市)

轄區，其地方管機

關由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商定；必要時得

由中央主管機關協

調指定(文資法第 5

條)。 

提報保存之內容及範圍應儘量明確提報保存之內容及範圍應儘量明確提報保存之內容及範圍應儘量明確提報保存之內容及範圍應儘量明確  

(1) 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古蹟古蹟古蹟古蹟、、、、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聚落聚落聚落聚落、、、、遺址遺址遺址遺址))))：：：：    

A.坐落地號、建號、門牌號碼；如無建號、門牌號碼，則

以坐落地號及周圍地址特定範圍。 

B.可提報保存建造物「群體」(如：建築群、宿舍群、官

舍群、古墓群、舊倉庫群、水牛像群、碣群)，亦可僅

提報保存建造物之「部分」(如：四合院第一落門廳、

殘存橋墩、旗杆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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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建造物非建造物非建造物非建造物((((遺址遺址遺址遺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文化景觀、、、、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地景自然地景))))：：：：    

A.地號及面積或周圍地址。 

B.亦可以國有林○○事業區第○林班；○○市○○堤防外

沼澤區；○○縣○○附近○○河沿岸風景保安林；位

於○○與○○之間的沖積平原；○○除潮間帶外平均

高潮位以上之全部土地；西起○○、東至○○，南至

海岸線往南○里處，海域部分採平行海岸○公里直線

劃設；○○溪北向、西南向與○○溪南向、東南向○

山坡各○公尺為界範圍內之土地；○○縣○○鄉○○

村，臺○線北向西側約○公里新斑鳩海拔約○公尺山

麓等描述方式，特定範圍。   

 

a.建議附上「地圖」

說明，並加註「實

際位置及面積以

測量為準」。 

b.建議提報保存內

容的名稱，選擇

能彰顯其文化資

產價值者(如：使

用歷史上的舊

名)。 

c.可參考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文

化資產總管理處

籌備處網頁資料

(http://web.ha

ch.gov.tw)及農

委會林務局自然

保育網自然保留

區之公告內容

(http://conser

vation.forest.

gov.tw) 

敘明文化資產價值敘明文化資產價值敘明文化資產價值敘明文化資產價值     5 

(1) 可上主管機關之網站下載提報文化資產之相關書表。 為減少補件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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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相關史料、研究報告等資料，敘明文化資產價值。 耗費，建議使用主

管機關表格(或至

少參考其應填內

容)，再附加足以說

明文化資產價值之

資料。 

文化資產面臨緊急情況文化資產面臨緊急情況文化資產面臨緊急情況文化資產面臨緊急情況之因應之因應之因應之因應     

(1) A.如提報中之文化資產已面臨緊急情況，除於提報文件中

敘明「緊急狀況」，請求儘速進入審查程序外，並得依

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第 4 條、第 5 條向主管機關

為緊急情況通報，請求立即召開暫定古蹟處理小組。 

B.緊急情況，指下列事項：(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辦法第 2

條) 

   (1)可能而立即明顯之重大危險。 

   (2)依法取得拆除執照，即將進行拆除時。 

   (3)工程施工進行時。 

   (4)風災、水災、火災及地震等天然災害發生時。 

進入古蹟、自然地

景審查程序，為暫

定古蹟、暫定自然

地景，可獲得暫時

性保護(文資法第

17、82 條)。另應注

意 6 個月及再延長

1 次之審查期限。 

(2) 如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危害提報中之文化資產，得向

文化資產保存主管機關檢舉行為人違反文資法第 30 條、

第 50 條第 2 項、第 75 條、第 86 條第 2 項條關於「停工

義務」之規定，應依同法第 97 條處以罰鍰、限期通知改

正、代為必要處置、徵收代履行費用、勒令停工、通知自

來水、電力事業等配合斷絕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或

違反文資法第 29 條、第 50 條、第 74 條、第 86 條第 1 項

就「通報義務」之規定，應依同法 98 處以罰鍰。 

(3) 如地方主管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危害文化資產保存

時，得依文資法第 101 條請求行政院、中央主管機關「命

其於一定時間內為之」；屆期仍不作為，得由行政院中央

主管機關「代行處理」，情況急迫時，得由其「逕予代行

處理」。 

如文化保存主管機

關怠於執行職務，

可依監察法第 4 條

提出陳訴書，請求

監察院彈劾彈劾彈劾彈劾(就公

務 員 違 法 或 失

職)、糾舉糾舉糾舉糾舉(就公務

員違法或失職，應

先予停職或其他急

速處分時)及以各

委員會提出糾正案糾正案糾正案糾正案

(就行政院及其所

屬各機關之工作及

設施)(監察法第

2、6、19、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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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文化資產業經審定為古蹟、遺址、古物、自然地景(自

然紀念物、自然保留區)，或已進入審查程序，屬暫定古

蹟或暫定自然地景，得依文資法第 94 條、第 96 條對著手

違法遷移、拆除、毀損古蹟、遺跡、重要古物，破壞自然

紀念物或其生態環境、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行為人及

透過代表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犯前述罪行

之法人、自然人提出刑事告發。所有權人並得依民法侵權

行為相關規定及文資法第 95 條請求回復原狀、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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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危害文化資產之開發行為，曾經環境影響評估，可查詢

其環評「審查結論」是否載有「應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

如有該條款，受害人民、公益團體可依環評法第 23 條第 8

項書面告知環評主管機關開發單位違反環評法第 17 條，

應依環評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 款 罰鍰並限期改善，同時

向法院聲請「假處分」；環評主管機關如於 60 日內仍未依

法執行，人民、公益團體得依環評法第 23 條第 9 項提起

「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文資法第 29、30、

31、50、51、74、

75、85、86 條 

與建造物與建造物與建造物與建造物、、、、土地權利人土地權利人土地權利人土地權利人、、、、當地居民當地居民當地居民當地居民、、、、經費贊助人溝通經費贊助人溝通經費贊助人溝通經費贊助人溝通     

(1) 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土地權利人土地權利人土地權利人土地權利人：：：：    

A.古蹟容積移轉。 

B.古蹟再利用。 

C.私有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管理維護、修復及再利用經

費之補助。 

D.發掘遺址致土地權利人受有損失，應給予合理補償。 

E.捐獻私有古蹟、遺址或其所定著之土地或自然地景予政

府，主管機關得給予獎勵或補助。 

F.私有古蹟、遺址及其所定著之土地，免徵房屋稅及地價

稅；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及其所定著土地，

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房屋稅及地價稅。私有古

蹟及其所定著之土地，因繼承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 

a.文資法第 35、44

條、古蹟土地容

積移轉辦法 

b.文資法第 21、22

條、古蹟修復及

再利用辦法 

c.文資法第 26 條 

d.文資法第 48 條 

e.文資法第 90 條、

文化資產獎勵補

助辦法 

f.文資法第 91 條、

文資法第 9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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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居民當地居民當地居民當地居民：：：：    

A.主管機關於擬定古蹟保存區計畫過程中，應分階段舉辦

「說明會」、「公聽會」及「公開展覽」，並應通知當地居

民參與。 

B.聚落保存及再發展計畫之擬定，應召開「公聽會」，並

與當地居民「協商溝通」後為之。 

文資法第 33、34 條 

 (3) 經費贊助人經費贊助人經費贊助人經費贊助人：：：：    

出資贊助辦理古蹟、歷史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遺

址、聚落、文化景觀之修復、再利用或管理維護者，其捐

贈或贊助款項，得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 、第 36 條第 1 項列舉扣除為當年度費用，不受金額之

限制。  

文資法第 93 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