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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深度訪談調查表－宗教團體

『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機制之研究』深度訪談調查表』
敬啟者：

這是一份僅供學術研究的「深度訪談調查表」，主要目的是想瞭解目前我國宗

教土地使用合法化的問題與對策。懇請撥冗接受訪談惠賜寶貴經驗及卓見回答此

問卷，俾提供日後政府制定相關法規與宗教團體解決其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之參

考；本問卷調查表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絕不對外公開。非常感謝您的鼎力協

助共襄盛舉，將對本研究提供莫大的助益。恭祝

時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吳惠巧敬上二○○四年五月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
訪查時間：2004 年____月____日____時__________
訪查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查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請問您興建此宗教道場的動機如何？（可複選）

□個人心願 □親人心願 □信眾心願 □領導人心願 □神的指示

□上級指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如何選擇此處興建貴宗教道場的原因？（可複選）

□地理環境適宜 □依神的旨意 □依創辦人意思 □來自信眾捐贈

□土地價格合理 □依土地所在取得 □依信眾多數人意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貴道場有多少信徒人數？

□一百人以下 □一百~五百人 □五百~一千人 □一千~一萬人 □一萬人以上。

4. 請問您從民國____年（西元_____）開始建設此一宗教道場？於民國_____年（西

元_____）完成此一宗教道場？總共建設幾年_____？
5. 請問您貴道場建築物結構是何種類？（可複選）

□鋼骨 □R.C □磚造 □木造 □鐵皮屋加建 □其他______________。
6. 貴道場之興建費用約為________________多少錢萬元？（含設施全部）。

7. 您在申請土地變更過程中所花費的規劃費用多少？（從免受十公頃許可至取得

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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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萬元以下 □二百萬元至五百萬元 □一千萬元以上 □其他_______。
8. 就您瞭解在申請宗教道場的土地購買費以花費多少較為合理？

□二百萬元以下 □二百萬元至五百萬元 □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

□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 □五千萬元以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現在道場的建造過程狀況？（可複選）

□完全依照規定程序開發興建 □先建設後補照

□迄今仍未申請開發許可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承上題，未按照規定程序開發興建原因？（可複選）

□費用太貴無法負擔 □法令太嚴苛怕通不過 □手續太繁複耗時廢日

□沒有熟悉的專業人員負責申請 □寺廟不太有人會拆所以不必申請。

11.請問您尚未取得建築執照的原因？（可複選）

□經費不足 □產權取得問題 □不符合法令規定

□建商倒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請問您若要再興建新道場的建議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請問您申請變更道場土地使用是由誰辦理？

□自己辦理 □委託專業人士辦理 □信徒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4.貴道場申請道場開發興建案是由誰辦理？

□自己辦理 □委辦（專業公司） □信徒或義工 □其他___________。
15.貴道場的建築物設計者是誰？

□道場領導人設計 □委託設計 □信徒設計 □其他_______________。
16.請問您所經營的道場目前的狀況是：

□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權 □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尚未完成變更編定

□已取得建築執照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貴道場之土地權屬？

□公有：□國有 □縣有 □鄉鎮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私有：□自有 □非自有 □祭祀公會 □神明會 □其他_________。

18.貴道場土地使用狀況？

□自用 □租賃 □占用 □借用 □贈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9.貴道場之面積？

□未滿 0.5 公頃（約______坪） □0.5 公頃以上，未滿 2 公頃（約_____坪）

□2 公頃以上，未滿 5 公頃（約_______坪） □5 公頃以上，未滿 10 公頃

（約_________坪） □10 公頃以上（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坪）。

20.貴道場土地區位及使用類別面積為：

□山坡地_________公頃（坪） □都市土地_________公頃（坪）

□非都市土地_________公頃（坪） □國家公園土地_________公頃（坪）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頃（坪）。

21.貴道場主要設施各約多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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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本體建築物（大殿、拜殿、主殿）約___________公頃（坪）

（2）香客大樓（禪房、宿舍）約___________公頃（坪）

（3）其他設施如田園、齋堂、服務處、活動中心等約_________公頃（坪）。

22.貴道場目前志業經營包括那些機構項目？（可複選）

□福利項目 □教化項目 □醫療項目 □服務項目 □文教項目

□訓練項目 □慈善項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一般宗教道場除從事宗教活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可複選）

□夏令營 □社區聯誼 □民俗活動 □義診活動 □進修研習

□社會教化活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若讓您自己申請宗教道場開發興建案，您認為較大的問題為何？（可複選）

□太專業根本不想碰 □法規太多不懂 □規定的書表、文件不會填寫

□不知道該向何單位申請起 □宗教人士只管修行這些事交給專家去做

□太複雜了不想申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貴道場之人力資源包括？（可複選）

□出家眾____人 □在家眾____人 □義工（信徒）____人 □臨時工____人。

26.貴道場之土地使用分區為：

□都市計畫土地：□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農業區 □保護區

□行政區 □文教區 □風景區 □特定專用區。

□非都市計畫土地：□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工業區 □鄉村區

□森林區 □風景區 □河川區 □山坡地保育區

□國家公園區 □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27.承上題，貴道場若屬非都市計畫土地，其性質為何種使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墳墓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8.就您的看法，以台灣有限的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面積應該是？

□一公頃以下就好 □二公頃以下就好 □五公頃以下就好

□不必限制面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貴道場使用建物之類別：

□民房 □寺廟 □教會（堂） □農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30.您認為貴道場的建築比較傾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

□傳統式 □現代式 □中西合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您認為宗教道場建築環境在何處較佳？（可複選）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都會區 □平原區 □高原區 □山坡地 □郊區 □其他________。您

32.貴道場使用之土地有無申請變更土地使用？

□有。原土地地目___________，變更後地目__________，________公頃（坪）。



392

□無。

33.貴道場土地是否有畸零地？

□是。如何解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34.貴道場聯外道路所有權屬？

□自用 □租用 □借用 □無償提供 □公有道路 □其他_______。
35.貴道場聯外道路由何單位所興建？

□自建 □政府興建 □信徒興建 □其他______________。
36.貴道場有無設置停車場？

□有，面積為___________公頃（坪）。

□無。

37.貴道場水資源是否充足？

□是，來源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來源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8. 您認為宗教道場之開發過程中經歷何種程序較難申請通過？（可複選）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山坡地免受十公頃許可 □雜項執照 □水土保持

□建築執照 □環境影響評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39.您認為私有地的宗教道場在土地變更過程中會遭遇那些困難？（可複選）

□審查程序冗長不便 □未能先取得開發許可文件 □資金取得不易

□土地變更區位不符規定 □使用國有土地未獲同意變更

□其他（請說明曾經遭遇的困難所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用地變更審議過程中較困難通過的問題為何？（可複選）

□土地無法取得 □土地使用變更編定不易 □未能符合水土保持標準

□未能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農舍或建築物不符合宗教建築使用之規定

□經費昂貴無法負擔 □其他(請說明問題所在)___________________。
41.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過程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可複選）

□雜項執照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變更編定 □建築執照。

42.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所耗費時間的申辦手續為何？

都市土地：□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__。
非都市土地：□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
山坡地：□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_。

43.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策及行政措施是否會造成開發案的不確定性？

（請依照影響程度註明先後數字）

□錯誤的政策影響最大 □行政措施規定及執行影響最大

□主辦人員的主觀認定影響最大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建過程有無因某種因素停工？（可複選）

□施工難度高而停工 □包工無法承造停工又換包工 □籌措興建經費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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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施工不良發生危險而停工 □因建築施工不合建築技術規定而停工□因水

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檢查不通過而停工 □因雜項執照施工無法取得完工證

明而停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請問您是否了解目前土地開發建築之相關法規？

□是 □否。

46.請問您是否了解宗教道場興建及登記之程序？

□是 □否。

47.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較大？（可複選）

□土地使用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區域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如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等）

□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如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等）

□宗教登記相關法規（如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教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法律位階）是否有助於

道場興建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是 □否 □其他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9.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道場之合法化？

□ 是 □否，其他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0.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您認為未涉及土地變更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應以多久為宜？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其他___________。
52.您認為位於都市計畫土地內的宗教道場是否應限制於宗教專用區或保存區？

□是 □否。 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存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地使用分區何者尚可開

放作為宗教道場使用？（可複選）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農業區 □文教區 □風景區 □其他____。
54.貴道場運作上有無遭遇困難？（可複選）

（1）□行政方面：□政府政策未能配合 □缺乏法令宣傳及教育訓練

□政府干涉太多 □宗教登記手續太複雜

（2）□運作方面：□人力不足無法維護道場環境 □信徒奉獻太少

□欠缺熟悉相關業務人員 □道場管理不易。

（3）□道場資源方面：□交通不便 □水源不足 □面積太小 □其他。

55.貴道場在興建過程中政府或其他相關單位曾否給予協助或輔導？

□是，主要輔導單位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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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貴道場是否列入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對象？（違規使用道場）

□是，目前進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程序。

□否。

57.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是，延長多久？__________________。
□是，無限期。

□否。請說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8.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宗教建築的氾濫現象嗎？

□有必要 □無必要 □讓它自由發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9.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對宗教道場興建加

以適度限制？

□應該 □不應該 □以法規要求加以限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60.您認為政府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開發違建問題的建議？（可複選）

□有限度的法令規定應予鬆綁

□訂定土地變更業者收費標準

□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協助宗教道場開發

□制定專屬宗教道場合法化適用的規範制度

□ 由政府以合約方式委託民間專業公司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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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度訪談調查表－專家學者與政府官員

『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制度之研究』深度訪談調查表』

敬啟者：

這是一份僅供學術研究的「深度訪談問卷調查表」，主要目的是想瞭解目前我

國宗教土地使用合法化的問題與對策。懇請撥冗接受訪談惠賜寶貴經驗及卓見回

答此問卷，俾提供日後政府制定相關法規與宗教團體解決其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

之參考；本問卷調查表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使用，絕不對外公開。非常感謝您的鼎

力協助共襄盛舉，將對本研究提供莫大的助益。恭祝

時祺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吳惠巧敬上二 00 四年五月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
訪查時間：2004 年____月____日______時~_____
訪查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查對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訪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較大？（可複選）

□土地使用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區域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如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等）

□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如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等）

□宗教登記相關法規（如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等）□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認為宗教道場之開發過程中經歷何種程序較難申請通過？（可複選）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山坡地免受十公頃許可 □雜項執照 □水土保持

□建築執照 □環境影響評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認為私有地的宗教道場在土地變更過程中會遭遇那些困難？ （可複選）

□審查程序冗長不便 □未能先取得開發許可文件 □資金取得不易

□土地變更區位不符規定 □使用國有土地未獲同意變更

□其他（請說明曾經遭遇的困難所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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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過程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可複選）

□雜項執照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 □變更編定 □建築執照。

5. 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所耗費時間的申辦手續為何？

都市土地：□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__。
非都市土地：□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
山坡地：□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_。

6. 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用地變更過程中較困難通過的問題為何？（可複選）

□土地無法取得 □土地使用變更編定不易 □未能符合水土保持標準□

未能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農舍或建築物不符合宗教建築使用之規定□經

費昂貴無法負擔 □其他(請說明問題所在)_____________。
7. 您認為宗教道場土地的畸零地是否會影響其宗教用地合法申請？

□是。如何解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8. 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策及行政上措施是否會造成開發案的不確定性？

（請依照影響程度註明先後數字）

□錯誤的政策影響最大 □行政措施規定及執行影響最大

□主辦人員的主觀認定影響最大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若讓您自己申請宗教道場開發興建案，您認為較大的問題為何？（可複選）

□太專業根本不想碰 □法規太多不懂 □規定的書表、文件不會填寫

□不知道該向何單位申請起 □宗教人士只管修行這些事交給專家去做

□太複雜了不想申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建過程有無因某種因素停工？（可複選）

□施工難度高而停工 □包工無法承造停工又換包工 □籌措興建經費停工□

因施工不良發生危險而停工 □因建築施工不合建築技術規定而停工□因水

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檢查不通過而停工 □因雜項執照施工無法取得完工證

明而停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教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法律位階）是否有助於

道場興建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是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道場之合法化？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其他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您認為都市土地未涉及土地變更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應以多久為宜？

□三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三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
15.您認為非都市計畫土地未涉及變更編定土地審議變更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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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多久為宜？

□三個月以上 □一年以上 □二年以上 □三年以上 □其他_________。
16.您認為宗教道場位於都市土地內是否應限於宗教專用區或宗教保存區？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存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地分區何者尚可開放作

為宗教道場使用？（可複選）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農業區 □文教區 □風景區 □其他

______________。
18.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是，延長多久？__________________。 □是，無限期。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宗教建築的氾濫現象嗎？

□有必要 □無必要 □讓它自由發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20.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對宗教道場興建加

以適度限制？

□應該 □不應該 □以法規要求加以限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21.您認為政府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數量持續增加問題的建議？（可複選）

□由政府以合約方式委託民間專業辦理 □有限度的法令規定應予鬆綁

□訂定土地開發業者收費標準□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協助宗教道場開發

□制定專屬宗教道場合法化適用的規範制度□其他_________________。
22.一般宗教道場除從事宗教活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可複選）

□夏令營 □社區聯誼 □民俗活動 □義診活動 □進修研習

□社會教化活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就您所瞭解都市土地一個五公頃宗教道場基地開發需多少開發費用？

□一千萬元以下 □二千萬元 □五千萬元 □一億元以上 □其他_____。
24.承上題，都市土地開發案辦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多少較合理？

□一百萬元以內 □二百萬元以內 □三百萬元以內 □五百萬元以內

□一千萬元以內 □ 太貴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就您所瞭解非都市土地五公頃的宗教道場開發以多少開發費用較合理？

□一千萬元以下 □二千萬元 □五千萬元 □一億元以上 □其他_____。
26.承上題，非都市土地開發案辦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多少較合理？

□一百萬元以內 □二百萬元以內 □三百萬元以內 □五百萬元以內

□一千萬元以內 □ 太貴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您認為以台灣有限的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及其使用面積應該是？

□一公頃以下就好 □二公頃以下就好 □五公頃以下就好

□不必限制面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就您的看法，宗教道場目前所使用建物之類別有那些？（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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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 □寺廟 □教會（堂） □農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29.您認為我國宗教道場的建築比較傾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可複選）

□傳統式 □現代式 □中西合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30.您認為宗教道場建築環境在何處較佳？（可複選）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都會區 □平原區 □高原區 □山坡地 □郊區 □其他_______。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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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台灣二○○四年政府核准宗教類別統計表

項目

宗教別

寺廟教堂數 信徒人數 文教機構 公益事業 醫療機構

道教 18,274 7,600,000 318 4 24
佛教 4,038 5,486,000 335 41 7
基督教 3,609 605,000 91 27 16
一貫道 3,218 791,000 34 8 2
彌勒大道 2,150 110,000 32 0 0
天主教 728 182,814 251 55 35
天理教 150 30,000 0 0 0
理教 138 182,000 31 0 6
儒教 136 13,000 173 0 0
天帝教 50 279,232 209 0 0
亥子道宗教 30 2,300 28 0 0
軒轅教 22 152,500 22 0 0
天德教 14 200,000 21 0 0
巴哈伊教 13 16,000 71 0 0
真光教團 9 1,000 0 0 0
山達基教會 7 16,000 59 0 0
先天救教 7 5,000 1 0 0
中華聖教 7 3,200 2 0 0
宇宙彌勒皇教 7 3,000 36 0 0
回教 6 58,000 1 0 0
太易教 1 1,000 2 0 0
黃中 1 850 0 0 0
總計 32,615 15,737896 1,717 135 90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 2004 年提供。

註：1.另有尚無宗務資料的乾坤教、萬教、統一教、玄門真宗等合計二十六種宗教。

2.藏傳佛教歸類於佛教；摩門教歸類於基督教。

3.道教之宮廟總數 18,274 座中，包括 8,753 座民房式的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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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台灣宗教信仰人口變遷統計表

項目

年

寺廟教

(會)堂數
信徒人數 全國人口數 信仰人口占全國

人數比例
備 註

1986 14,149 6,054,350 19,509,082 31.03%

1987 14,333 6,547,520 19,725,010 33.19%

1988 14,620 8,195,866 19,954,397 41.07%

1989 15,838 9,124,876 20,156,587 45.27%

1990 16,597 9,732,211 20,401,305 47.70%

1991 16,667 10,343,940 20,605,831 50.20%

1992 16,025 10,699,516 20,802,622 51.43%

1993 17,020 10,988,681 20,995,416 52.34%

1994 16,220 11,155,000 21,177,874 52.67%

1995 16,559 13,907,780 21,357,431 65.12%

1996 16,618 11,628,000 21,525,433 54.02%

1997 16,362 11,575216 21,742,815 53.24%

1998 17,475 11,888,000 21,928,591 54.21%

1999 18,899 10,790,000 22,092,387 48.84%

2000 21,186 10,819,000 22,276,672 48.57%

2001 23,146 12,960,000 22,405,568 57.84%

2002 23,201 12,778,000 22,520,776 56.74%

2003 31,891 15,854,000 22,604,550 70.14%
2004 年

1~2 月
32,615 15,737,896 ＊23,000,000 68.43% ＊本年度之

人口預估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 2004 年提供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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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台灣主要宗教類別信仰人口變遷統計表 單位：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 2004 年提供的數據。

宗教別

年度 道 教 佛 教 基督教 一貫道 天主教 天理教 回 教

1993 3,637,000 4,856,000 421,648 910,950 295,742 28,641 50,300

1994 3,852,000 4,862,000 422,000 918,000 304,000 29,000 52,000

1995 3,972,000 4,862,000 422,000 918,000 304,000 27,000 52,000

1996 4,322,000 4,863,000 422,000 942,000 304,000 22,000 52,000

1997 4,505,000 4,863,000 421,000 942,000 304,000 22,000 52,000

1998 4,505,000 4,864,000 423,000 983,000 304,000 23,000 53,000

1999 4,546,000 3,673,000 593,000 845,000 304,000 23,000 53,000

2000 4,546,000 3,673,000 593,000 845,000 298,000 24,000 53,000

2001 4,546,000 5,486,000 605,000 887,000 298,000 30,000 53,000

2002 4,546,000 5,486,000 605,000 845,000 298,000 30,000 53,000

2003 7,600,000 5,486,000 605,000 791,000 298,451 30,000 58,000

宗教別

年度 道 教 佛 教 基督教 一貫道 天主教 天理教 回 教

1993 3,637,000 4,856,000 421,648 910,950 295,742 28,641 50,300

1994 3,852,000 4,862,000 422,000 918,000 304,000 29,000 52,000

1995 3,972,000 4,862,000 422,000 918,000 304,000 27,000 52,000

1996 4,322,000 4,863,000 422,000 942,000 304,000 22,000 52,000

1997 4,505,000 4,863,000 421,000 942,000 304,000 22,000 52,000

1998 4,505,000 4,864,000 423,000 983,000 304,000 23,000 53,000

1999 4,546,000 3,673,000 593,000 845,000 304,000 23,000 53,000

2000 4,546,000 3,673,000 593,000 845,000 298,000 24,000 53,000

2001 4,546,000 5,486,000 605,000 887,000 298,000 30,000 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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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台灣現行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涵蓋項目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04年：頁28。

項 目 內 容

1 油庫及輸油（氣）等設施。

2 發電廠、變電所、配電中心、輸配電鐵塔。

3 加油站、加氣站、液化石油氣分裝場、天然氣貯存槽、加壓站、整壓站等設施。

4 郵政、電信機房及設施。

5 大專院校用地及設施。

6 垃圾場及廢（污）水處理設施用地或焚化爐等設施。

7 處理農業、製、儲、銷體系農業設施。

8 高級中學、國中、國小、和幼稚園用地及設施。

9 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及村里集會所。

10 農民團體興建農產品集貨、運銷場所、冷凍（藏）庫、辦公廳舍等相關設施。

11 漁民團體興建水產品集貨、運銷場所、冷凍（藏）庫、辦公廳舍等相關設施。

12 依法經中央或省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立之農業團體興建農產品集貨、運銷場

所、冷凍（藏）庫等相關設施。

13 依法經中央或省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立之漁業團體興建水產品集貨、運銷場

所、冷凍（藏）庫等相關設施。

14 農民團體興建糧食、肥料倉庫等相關設施。

15 各種農業改良物及試驗場所及設施。

16 各種農業合作社興辦集貨場。

17 文化事業設施。

18 社區活動中心用地及設施。

19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用地及設施。

20 衛生醫療用地及設施。

21 警察辦公廳設施。

22 消防用地設施。

23 水利會興建辦公廳用地及設施。

24 興建國防海防用地及其安全設施。

25 營建工程廢土棄置場用地及設施。

26 有線廣播電視事業新聞設施。

27 無線廣播、電視、電台設置之設施。

28 糧食業者興建碾米設備暨相關設施。

29 自然泉飲用水包裝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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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台灣主要宗教類別分佈統計表

教 別

縣市名
道教 佛教 一貫道

基督

宗教
回教

新興

宗教

縣市

總計

台北市 106 87 3 232 2 3 433

高雄市 184 44 1 53 1 0 283

台北縣 508 184 4 106 0 1 803

基隆市 142 58 1 16 0 0 217

新竹市 97 39 2 20 0 1 159

新竹縣 107 38 1 6 0 1 153

桃園縣 113 47 9 42 1 1 213

苗栗縣 206 63 0 14 0 0 283

台中市 127 57 0 66 1 1 252

台中縣 489 126 9 27 0 2 653

彰化縣 513 91 14 9 0 1 628

南投縣 239 96 2 12 0 2 351

嘉義市 110 24 2 13 0 0 149

嘉義縣 519 80 3 2 0 0 604

雲林縣 491 122 12 13 0 0 638

台南市 221 45 6 42 1 2 317

台南縣 823 120 7 9 0 0 959

高雄縣 659 236 7 87 0 0 989

屏東縣 801 125 0 18 0 1 945

宜蘭縣 497 71 1 15 0 0 584

花蓮縣 90 46 4 25 0 0 165

台東縣 107 24 1 13 0 0 145

連江縣 42 0 0 0 0 0 42

澎湖縣 145 38 1 1 0 0 185

金門縣 80 11 0 0 0 0 91

全國總計 7,416 1,872 90 841 6 16 10,2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全國寺廟名冊》,2002 年 10 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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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台灣寺廟建置方式統計表

登記方式

縣市名
正式登記

佔縣市寺廟

總數百分比
補辦登記

佔縣市寺廟

總數百分比
縣市寺廟總計

台北市 199 100 0 0 199

高雄市 212 92.6 17 7.4 229

台北縣 317 45.5 380 54.5 697

基隆市 83 41.3 118 58.7 201

新竹市 88 63 51 37 139

新竹縣 110 74.8 37 25.2 147

桃園縣 106 62 64 38 170

苗栗縣 256 95.2 13 4.8 269

台中市 124 67 61 33 185

台中縣 412 65.8 214 34.2 626

彰化縣 366 59 253 41 619

南投縣 229 67.5 110 32.5 339

嘉義市 116 85 20 15 136

嘉義縣 448 74.4 154 25.6 602

雲林縣 394 63.3 231 36.7 625

台南市 229 83.6 45 16.4 274

台南縣 657 69.1 293 30.9 950

高雄縣 525 58.2 377 41.8 902

屏東縣 544 59 383 41 927

宜蘭縣 310 54.5 259 45.5 569

花蓮縣 71 51 69 49 140

台東縣 66 50 66 50 132

連江縣 42 100 0 0 42

澎湖縣 161 87.5 23 12.5 184

金門縣 91 100 0 0 91

全國總計 6,156 65.5 3,238 34.5 9,3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全國寺廟名冊》,2002 年 10 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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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台灣寺廟建置別分佈統計表

建別

縣市名
私 建 佔縣市寺廟

總數百分比

公 建 佔縣市寺廟

總數百分比

募 建 佔縣市寺廟

總數百分比

縣市寺

廟總計

台北市 9 4.5 0 0 190 95.5 199

高雄市 8 3.5 1 0.5 220 96 229

台北縣 68 9.8 0 0 629 90.2 697

基隆市 19 9.0 0 0 182 91.0 201

新竹市 18 12.9 0 0 121 87.1 139

新竹縣 25 17.1 0 0 122 82.9 147

桃園縣 12 7 0 0 158 93 170

苗栗縣 34 12.6 0 0 235 87.4 269

台中市 17 9.2 0 0 168 90.8 185

台中縣 73 11.7 2 0.3 551 88.0 626

彰化縣 16 2.6 1 0.1 602 97.3 619

南投縣 17 5.0 3 0.9 319 94.1 339

嘉義市 7 5.1 0 0 129 94.4 136

嘉義縣 15 2.5 2 0.3 585 97.2 602

雲林縣 39 6.3 0 0 586 93.7 625

台南市 15 5.5 0 0 259 94.5 274

台南縣 21 2.2 0 0 929 97.8 950

高雄縣 81 8.9 0 0 821 91.1 902

屏東縣 41 4.4 0 0 886 95.6 927

宜蘭縣 14 2.5 0 0 555 97.5 569

花蓮縣 11 7.8 0 0 129 92.9 140

台東縣 3 2 0 0 129 98 132

連江縣 0 0 0 0 42 100 42

澎湖縣 6 3.3 0 0 178 96.7 184

金門縣 1 1.1 0 0 90 98.9 91

全國總計 570 6.06 9 0.11 8,815 93.83 9,3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全國寺廟名冊》,2002 年 10 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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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非都市土地審查流程圖

內政部審查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流程圖(山坡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3：37

申請人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查土地使用計畫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轉送
水土保持規

劃書

環保主管機
關審查環境
影響評估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轉送

環評書圖文

件

縣市政府建管單位

雜項執照審查

縣市政府地政單位

土地異動登記

縣市政府建管單位

建築許可

縣市政府水保
單位水土保持
計畫審核辦

理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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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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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申請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設

縣市政府受理及查核

土地基本資料

縣市政府公告開發許可

內政部核發開發許可

行政院農委
會水土保持
規劃書審議

開

發

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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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審查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流程圖(山坡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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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水
土保持單位
水土保持規
劃書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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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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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審查非都市土地用地變更流程圖(山坡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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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宗教用地申請開發程序表

註 1：”●” 需申請，”▲” 不需申請。

註 2；以宗教事業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為例，不同開發行為會有不同之面積限制。

資料來源：江良華,2000 年 5 月：6。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開發程序

辦理

時間 5 公頃以下 5 公頃以上 1 公頃以下 1~5 公頃 5 公頃以上

1.法人許可 2 個月 ▲ ● ▲ ● ▲ ● ▲ ● ▲●

2.設立許可申請(公
所、縣府)

4 個月 ● ● ● ● ●

3.內政部營建署區域

計畫委員會

6 個月 ▲ ● ▲ ▲ ●

4.環境影響說明許可

通過

6 個月 ▲ ● ▲ ● ●

5.水土保持許可通過 4 個月 ▲ ▲ ● ● ●

6.開發許可通過 3 個月 ▲ ▲ ▲ ● ●

7.雜照許可申請 3 個月 ▲ ▲ ● ● ●

8.雜項工程施工 3~6 個月 ▲ ▲ ● ● ●

9.雜項使用執照取得 2 個月 ▲ ▲ ● ● ●

10.土地變更編定 2 個月 ● ● ● ● ●

擬辦理時間(月) 9~12 12~18 18~24 24~30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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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內政部輔導宗教使用合法化處理原則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提供,2003 年。

項目 內 容

1. 為協助宗教團體位於非都市土地內已違規使用之宗教建築物，輔導其土地

使用合法化，特定本原則。

2. 依本原則輔導合法化之用地，係指宗教使用之神殿、佛堂、聖堂、講堂、

禮拜堂、公所、廂房、藏經閣、鐘鼓樓、金爐、禪休中心、神職人員宿舍、

香客大樓、辦公室、會議室、廚房、餐廳、盥洗室、停車場及其他與宗教

有關之建築物所使用之非都市土地。

3. 符合下列規定之宗教團體得依本原則申請輔導土地使用合法化：

(1) 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既存違規使用之事實，且其違規使用

行為經主管機關依法處罰者。

(2) 違規使用之土地非位於禁建、限建區域。

(3) 申請輔導合法化之土地面積與實際使用面積相符。

(4) 山坡地範圍之土地無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不得規劃作建築使用之情形。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三個月內訂定具體輔導措施，宗教團體得於直

轄市、縣（市）政府訂定輔導措施後三年內提出申請列入專案輔導。

5. 宗教團體申請變更編定之用地不得有妨害公共安全或有礙自然景觀條

件；其有涉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者，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6.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案件後，應先進行書面審核，並會同有關

單位實地勘查，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會勘，並將結果通知申請之宗教團體。

7. 申請之宗教團體接獲核准列入專案輔導合法化之通知後，應於一年內向土

地所在地宗教主管機關申請用地變更編定；屆期未申請者，原核准列入專

案輔導合法化失其效力。

8. 列為專案輔導合法化之宗教團體，應於申請用地變更編定起五年內完成土

地使用合法化；屆期未完成者，原核准列入專案輔導合法化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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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都市計畫山坡地個案變更審議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3 年 12 月：35。

申請人自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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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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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許可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市計畫變更核定及轉報
備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環保主管機關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縣市政府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及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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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公共設施興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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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送

核定 通過

土

地

規
劃

開

發

許
可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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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流程圖

資料來源：營建署市鄉規劃局，2002

縣
政
府

內
政
部

縣
政
府

鄉
鎮
市
公
所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公告三十天徵求人民團體意見協調公共設施用
地使用機關

調查

檢具檢討計畫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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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都委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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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台灣地區寺廟登記一覽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宗教輔導科提供,2004年5月。

登記別 建別 組織型態 教別型

態

別

縣

市

別

正
式

補
辦

募
建

私
建

公
建

管
理
人
制(

住
持
制)

執
事
制

管
理
委
員
制

財
團
法
人
制

佛
教

道
教

軒
轅
教

理
教

天
帝
教

一
貫
道

其
他

台北市 214 49 254 9 0 93 2 106 61 107 150 1 1 0 3 1

高雄市 219 59 271 6 1 120 15 122 21 47 225 0 0 0 2 4

台北縣 323 615 875 63 0 676 1 228 33 242 685 1 0 0 10 0

宜蘭縣 319 343 644 18 0 321 0 334 7 36 301 1 0 0 5 0

桃園縣 103 143 235 1 0 80 3 143 20 68 159 0 1 0 17 1

新竹縣 112 73 159 26 0 116 4 56 9 45 135 0 0 0 4 1

苗栗縣 259 90 318 31 0 83 1 256 9 87 259 0 0 0 3 0

台中縣 377 410 704 81 2 480 4 295 8 163 602 2 1 1 17 1

彰化縣 262 365 625 2 X 158 78 387 4 48 562 0 0 0 17 0

南投縣 212 164 360 13 3 161 3 201 11 113 255 1 0 0 5 2

雲林縣 394 378 738 34 0 183 0 582 7 613 141 0 0 0 18 0

嘉義縣 444 257 687 12 2 357 8 324 12 104 589 0 0 0 8 0

台南縣 638 465 1,087 16 0 884 6 266 7 171 910 0 0 0 21 1

高雄縣 527 619 1,069 77 X 744 23 353 26 293 831 X X X 18 4

屏東縣 261 192 435 18 0 293 2 150 8 64 389 0 0 0 0 0

台東縣 66 132 191 7 0 97 8 91 2 42 148 0 0 0 8 0

花蓮縣 75 106 175 6 0 60 3 108 10 63 111 0 0 0 6 1

澎湖縣 152 25 176 1 0 152 0 22 3 38 137 0 0 0 2 0

金門縣 94 99 192 1 0 4 0 128 6 14 179 0 0 0 0 0

連江縣 67 X 66 1 X 1 X 66 X X 67 X X X X X

基隆市 82 152 218 16 0 90 0 133 11 56 174 1 0 0 3 0

新竹市 89 64 138 15 X 57 5 85 6 39 111 1 X X 2 X

台中市 120 78 189 9 0 41 0 106 51 58 135 0 0 0 4 1

嘉義市 119 28 143 4 X 43 X 81 23 22 123 X X X 2 X

台南市 238 85 318 5 0 116 1 191 15 47 265 0 1 0 9 1

總 計 5,766 4,991 10,267 472 8 5,410 167 4,814 370 2,580 7,643 8 4 1 18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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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宗教用地與審議議題碩士論文彙整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領域 作者 時間 研究主題

王美文 2004
西門町「台北天后宮」發展歷程暨土地問題之
研究─兼述政權移轉對廟宇之影響

盧春田 2003 澎湖地區墓地規劃與管理策略之研究
王上維 2003 殯葬管理法令之研究：兼論德國、日本、中國

大陸制度之比較
楊榮原 2002 臺灣地區寺廟管理與建築問題之探討
黃士娟 1998 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
黃勝雄 1992 民俗宗教建築及活動土地使用秩序問題之探

討-以台北市媽祖廟為例
王美芳 1992 桃園縣寺廟發展的研究
楊國柱 1990 台灣地區墓地管理制度之研究
王鏡玲 1991 台灣廟宇建構儀式初探──以 Mircea Eliade 神

聖空間建構的觀點
黃秀鳳 1985 祭祀公業土地管理利用問題之研究

宗教用地
與設施

蔡相煇 1976 臺灣寺廟與地方發展之關係
翁寶桂 2004 台灣地區宗教團體法立法政策之評估
黃慶生 2003 我國宗教團體法制之研究
呂秉翰 2003 論宗教信仰自由與刑事不法行為之界線
左涵湄 2003 論宗教行為自由之保障

洪晟晏 2003
從宗教法規分析台灣宗教與民間信仰—以媽
祖信仰之檢討為例

周敬凡 2002 宗教自由的法建構-兼論「宗教團體法草案」
王梅芳 2001 宗教團體的租稅問題及其管理--代理觀點
尤伯祥 1999 宗教自由之權利內涵研究
許茂新 1999 臺灣宗教管理之政策分析

鄭印君 1999
宗教與法律-由其會通觀察台灣地區宗教立法
的發展方向

陳秀蓉 1998 戰後台灣寺廟管理政策之變遷
馬緯中 1997 法與宗教之研究-論現代法治國下的宗教自由

王世方 1995 中共宗教政策研究

宗教立法

林淑鈴 1980 寺廟政策與寺廟活動之研究--以兩座媽祖廟為例
蘇韶淳 2002 宗教團體與公共關係宗教團體與

公共關係 林本炫 1989 宗教團體與政府關係之研究-以台灣地區兩個案例
顏嘉鴻 2004 宗教信仰之顧客價值研究

鍾振坤 2000 城市中祭祀圈之地域變動研究
民間信仰

與
宗教活動 林榮澤 1992 臺灣民間宗教之研究: 一貫道""發一靈隱""

的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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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深度訪談結果統計表

深度訪談題目（共三十題可複選）
政府官
員意見

專家學
者意見

1.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最大？
（1）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施

行細則等）
12 人次 7 人次

（2）土地使用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區域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等）

11 人次 9 人次

（3）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如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 11 人次 7 人次

（4）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如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等） 5 人次 2 人次

（5）其他。 2 人次 1 人次

（6）宗教登記相關法規（如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等） 0 人次 1 人次

2.您認為宗教道場之開發過程中經歷何種程序較難申請通過？
（1）
（2）
（3）
（4）
（5）
（6）

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
雜項執照
其他
山坡地免受十公頃許可
建築執照

13 人次
8 人次
5 人次
4 人次
2 人次
1 人次

4 人次
7 人次
3 人次
1 人次
3 人次
3 人次

3.您認為宗教道場在土地變更過程中會遭遇那些困難？
（1）土地變更面積、區位不符規定 10 人次 5 人次

（2）使用國有土地未獲同意變更 9 人次 4 人次

（3）未能先取得開發許可文件 8 人次 5 人次

（4）審查程序冗長不便 8 人次 4 人次

（5）資金取得不易 3 人次 1 人次

（6）其他 3 人次 2 人次

4.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過程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
（1）環評審查 11 人次 4 人次

（2）變更編定 9 人次 8 人次

（3）水保審查 5 人次 3 人次

（4）雜項執照 4 人次 1 人次

（5）其他 1 人次 0 人次

（6）建築執照 0 人次 1 人次

5.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所耗費時間的申辦手續為何？
5.1 都市土地
（2）六個月內 6 人次 2 人次

（3）一年內 4 人次 5 人次

（4）二年內 1 人次 1 人次

（1）其他 7 人次 2 人次



416

深度訪談題目（續）
政府官
員意見

專家學
者意見

5.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所耗費時間的申辦手續為何？
5.2 山坡地
（1）二年內 8 人次 5 人次

（2）其他 5 人次 2 人次

（3）一年內 3 人次 2 人次

（4）六個月內 2 人次 1 人次

5.3 非都市土地
（1）二年內 9 人次 5 人次

（2）其他 5 人次 2 人次

（3）一年內 3 人次 3 人次

6.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審議的過程中較困難通過的問題為何？

（1）未能符合水土保持標準 13 人次 8 人次

（2）宗教事業計畫之核准 10 人次 7 人次

（3）未能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10 人次 5 人次

（4）土地無法取得 6 人次 1 人次

（5）農舍或建築物不符合宗教建築使用之規定 6 人次 1 人次

（6）其他 3 人次 1 人次

（7）經費昂貴無法負擔 2 人次 1 人次

7.您認為宗教道場的插花地(土地內他人之地)是否會影響宗教用地
的合法申請？

（1）否 10 人次 8 人次

（2）是 9 人次 2 人次

8.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策及行政上的措施是否會造成開發案
的不確定性？

（1）錯誤的政策影響最大 10 人次 3 人次

（2）行政措施規定及執行影響最大 5 人次 5 人次

（3）主辦人員的主觀認定影響最大 2 人次 2 人次

（4）其他 2 人次 0 人次

9.若讓您自己申請道場開發興建案，您認為最大的問題為何？
（1）宗教人士只管修行這些事交給專家去做 13 人次 4 人次

（2）法規太多不懂 9 人次 6 人次

（3）太複雜了不想申辦 9 人次 0 人次

（4）不知道該向何單位申請起 3 人次 3 人次

（5）太專業根本不想碰 3 人次 2 人次

（6）規定的書表、文件不會填寫 3 人次 1 人次

（7）其他 3 人次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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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政府官
員意見

專家學
者意見

10.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建過程有無因某種因素停工？
（1）籌措興建經費停工 13 人次 6 人次

（2）其他 10 人次 5 人次

（3）包工無法承造停工又換包工 1 人次 2 人次

（4）因施工不良發生危險而停工 1 人次 2 人次

11 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教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法律位
階）是否有助於道場興建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1）是 13 人次 6 人次

（2）否 6 人次 4 人次

12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道場之合法化？

（1）是 11 人次 4 人次

（2）否 7 人次 6 人次

13.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1）是 10 人次 7 人次

（2）否 9 人次 3 人次

14.您認為都市計畫土地未涉及通盤檢討土地審議變更之宗教道場
申請建造時程應以多久為宜？

（1）三個月 10 人次 5 人次

（2）其他 5 人次 1 人次

（3）六個月 3 人次 3 人次

（4）五個月 1 人次 1 人次

15.您認為非都市土地若未涉及變更編定土地審議變更之宗教道場
申請建造時程應以多久為宜？

（1）三個月 7 人次 4 人次

（2）六個月 6 人次 3 人次

（3）其他 6 人次 3 人次

16.您認為宗教道場位於都市土地內是否應限於宗教專用區（宗教
保存區）或保存區？

（1）是 12 人次 7 人次

（2）否 7 人次 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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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政府官
員意見

專家學
者意見

17.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存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地分區
何者尚可開放作為宗教道場使用？
（1） 風景區 9 人次 7 人次

（2） 商業區 7 人次 6 人次

（3） 文教區 5 人次 5 人次

（4） 工業區 4 人次 3 人次

（5） 農業區 3 人次 5 人次

（6） 住宅區 3 人次 3 人次

（7） 其他 1 人次 1 人次

18.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1）否 14 人次 1 人次

（2）是 5 人次 9 人次

19.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宗教建築的高度發展現象嗎？
（1）有必要 17 人次 8 人次

（2）讓它自由發展 1 人次 2 人次

20.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對
宗教道場興建加以適度限制？

（1）應該 9 人次 5 人次

（2）以法規要求加以限制 8 人次 3 人次

（3）不應該 2 人次 2 人次

21 您認為政府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開發問題的建議？
（1）制定專屬宗教道場合法化適用的規範制度 18 人次 7 人次

（2）法令規定應有限度鬆綁 3 人次 1 人次

（3）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協助宗教道場開發 2 人次 4 人次

（4）其他 2 人次 1 人次

（5）訂定土地開發業者收費標準 1 人次 1 人次

（6）由政府以合約方式委託民間土地開發公司辦理 0 人次 3 人次

22.一般宗教道場除從事宗教活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
（1）社會教化活動 18 人次 7 人次

（2）民俗活動 15 人次 6 人次

（3）進修研習 13 人次 8 人次

（4）社區聯誼 11 人次 5 人次

（5）義診活動 10 人次 6 人次

（6）夏令營 6 人次 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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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政府官
員意見

專家學
者意見

23.就您所瞭解都市土地一個五公頃宗教道場基地開發您願花費
多少開發費用？

（1） 一千萬元以下 7 人次 0 人次

（2） 五千萬元 5 人次 0 人次

（3） 其他 4 人次 5 人次

（4） 一億元以上 3 人次 4 人次

（5） 二千萬元 0 人次 1 人次

24.承上題，都市土地開發案辦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多少較合理？
（1）一百萬以內 6 人次 0 人次

（2）其他 4 人次 3 人次

（3）二百萬元以內 4 人次 1 人次

（4）五百萬元以內 2 人次 3 人次

（5）三百萬元以內 2 人次 1 人次

（6）太貴了 1 人次 0 人次

（7）一千萬元以內 0 人次 2 人次

25.就您所瞭解非都市土地五公頃的宗教道場開發以花費多少開發
費用較合理？

（1）五千萬元 5 人次 2 人次

（2）一千萬元以下 5 人次 1 人次

（3）其他 4 人次 4 人次

（4）一億元以上 3 人次 3 人次

（5）二千萬元 2 人次 0 人次

26. 承上題，非都市土地開發案辦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多少
較合理？

（1）一千萬元以內 4 人次 2 人次

（2）其他 4 人次 1 人次

（3）五百萬元以內 3 人次 2 人次

（4）一百萬以內 3 人次 1 人次

（5）二百萬元以內 3 人次 1 人次

（6）三百萬元以內 1 人次 1 人次

（7）太貴了 1 人次 0 人次

27. 就您的看法，以台灣有限的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面積應該是？
（1）二公頃以下就好 6 人次 3 人次

（2）一公頃以下就好 6 人次 0 人次

（3）其他 3 人次 3 人次

（4）五公頃以下就好 3 人次 1 人次

（5）不必限制面積 1 人次 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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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深度訪談資料。

深度訪談題目（續）
政府官
員意見

專家學
者意見

28. 就您的看法，宗教道場目前所使用建物之類別有那些？

（1） 寺廟 19 人次 9 人次

（2） 教會（堂） 16 人次 9 人次

（3） 農舍 14 人次 5 人次

（4） 民房 11 人次 6 人次

（5） 其他 3 人次 0 人次

29.您認為我國宗教道場的建築比較傾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
（1）傳統式 15 人次 5 人次

（2）中西合壁 6 人次 0 人次

（3）其他 2 人次 3 人次

（4）現代式 2 人次 1 人次

30. 您認為宗教道場建築環境在何處較佳？
30.1 都市土地
（1）郊區 7 人次 5 人次

（2）都市區 2 人次 1 人次

（3）平原區 2 人次 1 人次

（4）其他 2 人次 1 人次

30.2 非都市土地
（1）郊區 13 人次 8 人次

（2）其他 3 人次 1 人次

（3）山坡地 2 人次 2 人次

（4）平原區 2 人次 0 人次

（5）都市區 1 人次 1 人次

（6）高原區 1 人次 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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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宗教團體深度訪談結果統計表

深度訪談題目（共六十題可複選）
宗教
團體
意見

1. 請問您興建此宗教道場的動機如何？
（1） 信眾心願 13 人次

（2） 其他 5 人次

（3） 神的指示 3 人次

（4） 個人心願 2 人次

（5） 領導人心願 2 人次

（6） 上級指示 2 人次

2. 請問您如何選擇此處興建貴宗教道場的原因？

（1） 地理環境適宜 7 人次

（2） 其他 6 人次

（3） 依神的旨意 4 人次

（4） 來自信眾捐贈 4 人次

（5） 依創辦人意思 3 人次

（6） 土地價格合理 3 人次

（7） 依信眾多數人意見 2 人次

（8） 依土地所在取得 1 人次

3. 請問您貴道場有多少信徒人數？
（1） 一千~一萬人 7 人次

（2） 一百~五百人 2 人次

（3） 一百人以下 1 人次

（4） 其他 8 人次

5.請問您貴道場建築物結構是何種類？

（1） 磚造 12 人次

（2） R.C 7 人次

（3） 其他 4 人次

（4） 鋼骨 1 人次

7.您在申請土地變更過程中所花費的規劃費用多少？（從免受十公頃許
可至取得建築執照）

（1） 二百萬元 4 人次

（2） 三百萬元 1 人次

（3） 其他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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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8.就您瞭解在申請宗教道場的土地購買費以花費多少較為合理？

（1） 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 4 人次

（2） 二百萬以下 2 人次

（3） 五百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 2 人次

（4） 一億元以上 2 人次

（5） 二百萬元至五百萬元 1 人次

（6） 其他 9 人次

9. 您現在道場的建造過程狀況？

（1） 完全依照規定程序開發興建 9 人次

（2） 其他 7 人次

（3） 先建設後補照 5 人次

（4） 迄今仍未申請開發許可 1 人次

10.承上題，未按照規定程序開發興建原因？
（1） 手續太繁複耗時廢日 6 人次

（2） 法令太嚴苛怕通不過 3 人次

（3） 其他 3 人次

（4） 費用太貴無法負擔 1 人次

（5） 沒有熟悉的專業人員負責申請 1 人次

11.請問您尚未取得建築執照的原因？
（1） 不符合法令規定 4 人次

（2） 產權取得問題 2 人次

（3） 經費不足 1 人次

（4） 其他 9 人次

13.請問您申請變更道場土地使用是由誰辦理？

（1） 委託專業人士辦理 10 人次

（2） 自己辦理 7 人次

（3） 其他 4 人次

14.貴道場申請道場開發興建案是由誰辦理？
（1） 委辦（開發公司） 10 人次

（2） 自己辦理 4 人次

（3） 其他 4 人次

（4） 信徒或義工 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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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15.貴道場的建築物設計者是誰？

（1） 委託專家設計 14 人次

（2） 道場領導人設計 3 人次

（3） 信徒設計 3 人次

（4） 其他 3 人次

16.請問您所經營的道場目前的狀況是：
（1） 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尚未完成變更編定 12 人次

（2） 已取得建築執照 8 人次

（3） 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權 2 人次

（4） 已取得土地與建物合法化 1 人次

17.貴道場之土地權屬？
（1） 公有 國有 2 人次

縣有 0 人次

鄉鎮有 0 人次

其他 0 人次

（2） 私有 自有 15 人次

非自有 2 人次

其他 2 人次

18.貴道場土地使用狀況？
（1） 自用 20 人次

（2） 租賃 2 人次

19.貴道場之面積？
（1） 未滿 0.5 公頃 11 人次

（2） 2 公頃以上，未滿 5 公頃 6 人次

（3） 0.5 公頃以上，未滿 2 公頃 3 人次

20.貴道場土地區位及使用類別面積為：
（1） 都市土地 13 人次

（2） 非都市土地 4 人次

（3） 其他 4 人次

（4） 山坡地 2 人次

（5） 國家公園土地 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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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22.貴道場目前志業經營包括那些機構項目？

（1） 教化項目 19 人次

（2） 慈善項目 19 人次

（3） 文教項目 17 人次

（4） 福利項目 13 人次

（5） 服務項目 13 人次

（6） 訓練項目 13 人次

（7） 醫療項目 6 人次

（8） 其他 4 人次

23.貴道場除從事宗教活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
（1） 社會教化活動 19 人次

（2） 節慶活動 17 人次

（3） 夏令營 15 人次

（4） 進修研習 15 人次

（5） 民俗活動 14 人次

（6） 義診活動 10 人次

（7） 禪修 9 人次

（8） 婚喪場地 7 人次

（9） 競選活動 2 人次

（10） 其他 1 人次

24.若讓您自己申請道場開發興建案，您認為最大的問題為何？
（1） 法規太多不懂 7 人次

（2） 其他 7 人次

（3） 宗教人士只管修行這些事交給專家去做 6 人次

（4） 太專業根本不想碰 2 人次

（5） 規定的書表件太繁雜不會填寫 2 人次

（6） 太複雜了不想申辦 2 人次

25.貴道場之人力資源包括？
（1） 義工（志工） 17 人次

（2） 在家眾 10 人次

（3） 出家眾 9 人次

（4） 臨時工 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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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26. .貴道場之土地使用分區為：

26.1 都市計畫土地

（1） 住宅區 2 人次

（2） 保存區 2 人次

（3） 風景區 2 人次

（4） 特定專用區 2 人次

（5） 其他 2 人次

（6） 商業區 1 人次

（7） 農業區 1 人次

26.2 非都市計畫土地

（1） 一般農業區 3 人次

（2） 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 3 人次

（3） 其他 2 人次

（4） 特定農業區 1 人次

（5） 鄉村區 1 人次

（6） 山坡地保育區 1 人次

27.承上題，貴道場若屬非都市計畫土地，其性質為何種使用地？
（1） 遊憩用地 3 人次

（2） 乙種建築用地 2 人次

（3） 林業用地 2 人次

（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 人次

（5） 甲種建築用地 1 人次

（6） 農牧用地 1 人次

（7） 水利用地 1 人次

（8） 古蹟保存用地 1 人次

28.就您的看法，以台灣有限的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面積應該是？

（1） 二公頃以下就好 6 人次

（2） 五公頃以下就好 6 人次

（3） 一公頃以下就好 5 人次

（4） 不必限制面積 2 人次

（5） 其他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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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29.貴道場使用建物之類別：

（1） 寺廟 16 人次

（2） 教會（堂） 2 人次

（3） 民房 1 人次

（4） 農舍 1 人次

（5） 其他 1 人次

30.您認為貴道場的建築比較傾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
（1） 傳統式 11 人次

（2） 中西合壁 7 人次

（3） 其他 2 人次

31.您認為道場建築環境在何處較佳？
（1） 平原區 8 人次

（2） 郊區 8 人次

（3） 都市區 6 人次

（4） 山坡地 2 人次

（5） 其他 1 人次

32.貴道場使用之土地有無申請變更土地使用？
（1） 無 15 人次

（2） 有 5 人次

33.貴道場土地是否有插花地（指土地範圍內有他人土地）？
（1） 否 15 人次

（2） 是 5 人次

34.貴道場聯外道路所有權屬？

（1） 11 人次

（2）
無償提供
自用 5 人次

（3） 其他 4 人次

（4） 租用

（5） 借用

2 人次
1 人次

35.貴道場聯外道路由何單位所興建？

（1） 政府興建 15 人次

（2） 自建 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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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36.貴道場有無設置停車場？

（1） 有 12 人次

（2） 無 8 人次

37.貴道場水資源是否充足

（1） 是 19 人次

（2） 否 1人次

38.貴道場之開發過程中經歷何種程序？
（1） 水土保持 6 人次

（2） 建築執照 5 人次

（3） 環境影響評估 3 人次

（4） 山坡地免受十公頃許可 2 人次

（5） 雜項執照 2 人次

（6） 其他 13 人次

39.貴道場在申請土地變更審議時有無遭遇那些困難？（如未變更此題免答）
（1） 審查程序冗長不便 5 人次

（2） 未能先取得開發許可文件 2 人次

（3） 資金取得不易 2 人次

（4） 土地變更面積、區位不符規定 1 人次

（5） 其他 20 人次

40.您認為在道場興建過程中較為困難的問題為何？
（1） 宗教事業計畫之核准 6 人次

（2） 未能符合水土保持標準 6 人次

（3） 經費昂貴無法負擔 5 人次

（4） 土地無法取得 2 人次

（5） 未能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2 人次

（6） 農舍或建築物不符合宗教建築使用之規定 1 人次

（7） 其他 10 人次

41.您認為道場興建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
（1） 環評審查 9 人次

（2） 建築執照 7 人次

（3） 水保審查 5 人次

（4） 其他 5 人次

（5） 雜項執照 4 人次

（6） 變更編定 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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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42.您認為一個道場的興建（含申請手續與程序等）以多少時間較為合理？
（1） 一年以上 9 人次
（2） 一年內 4 人次

（3） 二年以上 3 人次
（4） 三年以上 3 人次
（5） 五年以上 1 人次

43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策及行政措施是否會造成開發案的不確定性？
（1） 錯誤的政策影響最大 9 人次

（2） 行政措施規定及執行影響最大 7 人次
（3） 其他 3 人次
（4） 主辦人員的主觀認定影響最大 1 人次

44.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建過程有無會因某種因素停工？
（1） 籌措興建經費停工 12 人次
（2） 其他 7 人次
（3） 包工無法承造停工又換包工 2 人次
（4） 因建築施工不合建築技術規定而停工 2 人次
（5） 因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檢查不通過而停工 2 人次
（6） 因雜項執照施工無法取得完工證明而停工 2 人次

45.請問您是否了解目前土地開發建築之相關法規？

（1） 否 11 人次
（2） 是 9 人次

46.請問您是否了解宗教道場興建及登記之程序？
（1） 是 13 人次
（2） 否 7 人次

47.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最大？
（1） 水土保持相關法規（如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 13 人次
（2）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等） 13 人次
（3） 土地使用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區域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等
8 人次

（4） 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如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等） 6 人次

（5） 其他 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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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48.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教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法律位階）
是否有助於道場興建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1） 是 20 人次

（2） 否 0 人次

49.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道場之合法化？

（1） 是 20 人次

（2） 否 0 人次

50.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1） 是 19 人次

（2） 否 1 人次

51.您認為未涉及土地變更編定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應以多久為宜？

（1） 三個月 15 人次

（2） 六個月 4 人次

（3） 四個月 1 人次

（4） 其他 1 人次

52.您認為位於都市計畫土地內的宗教道場是否應限制於宗教專用區或保存區？
（1） 否 16 人次

（2） 是 4 人次

53.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存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地使用分區
何者尚可開放作為宗教道場使用？

（1） 風景區 15 人次

（2） 住宅區 12 人次

（3） 文教區 10 人次

（4） 農業區 7 人次

（5） 商業區 5 人次

（6） 工業區 2 人次

（7） 其他 1 人次

54.貴道場運作上有無遭遇困難？
54.1 行政方面
（1） 政府政策未能配合 6 人次

（2） 宗教登記手續太複 2 人次

（3） 缺乏法令宣傳及教育訓 1 人次

（4） 政府干涉太多雜 1 人次

54.2 運作方面
（1） 信徒奉獻太 4 人次

（2） 缺熟悉相關業務人員 2 人次

（3） 人力不足無法維護道場環境 1 人次

（4） 道場管理不易 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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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深度訪談資料。

深度訪談題目（續）
宗教
團體
意見

54.貴道場運作上有無遭遇困難？

54.3 道場資源方面

（1） 面積太小 8 人次

（2） 交通不便 5 人次

（3） 其他 5 人次

（4） 水源不足 1 人次

55.貴道場在興建過程中政府或其他相關單位曾否給予協助或輔導？

（1） 否 13 人次

（2） 是 7 人次

56.貴道場是否列入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對象？（違規使用道場）

（1） 否 16 人次

（2） 是 3 人次

57.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1） 是，無限期 12 人次

（2） 是 7 人次

（3） 否 1 人次

58.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宗教建築的高度發展現象嗎？
（1） 有必要 16 人次

（2） 讓它自由發展 4 人次

59.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對宗教道
場興建加以適度限制？

（1） 以法規要求加以限制 10 人次

（2） 應該 7 人次

（3） 不應該 2人次

（4） 其他 1 人次

60.您認為政府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興建開發違建問題的建議？
（1） 制定專屬宗教道場合法化適用的規範制度 18 人次

（2） 訂定土地開發業者收費標準 9 人次

（3） 有限度的法令規定鬆綁 8 人次

（4） 其他 6 人次

（5） 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協助宗教道場開發 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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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深度訪談文字表述統計表－政府官員
訪談問題 口述意見

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如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等）

公共安全不打折扣

1.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

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最大？

依法申請當無困擾

用地變更編定或變更都市計畫。

視個案而定

視基地條件而異

2.您認為宗教道場之開發過程

中經歷何種程序較難申請通

過？

非都市的申請程序

其他視個案而定

資金取得不易且不確定

土地變更面積、區位不符規定

使用國有土地未獲同意變更

3 您認為宗教道場在土地變更

過程中會遭遇那些困難？

違規開發在先

4.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

過程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

視個案而定

5.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

所耗費時間的申辦手續為何？

無口述意見

國有地需國有財產局同意6.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審議的過

程中較困難通過的問題為何？ 辦理重劃之農地不得變更

須留設道路，插花地不可納入申請範圍

公有未登錄土地應陳請專案讓售

應保留插花地聯外道路，否則會影響權利

將其踢除於申請面積之外

申請合併使用或由建管機關協調合併使用

7.您認為宗教道場的插花地(土
地內他人之地)是否會影響宗

教用地合法申請？

是

整編

審議規範與相關規定時常改變

政策會造成行政規定的改變

8.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策

及行政上的措施是否會造成開

發案的不確定性？ 時空變遷會影響政策制定與執行

宗教團體沒找到優良專業代辦人

宗教人士不守法

9.若讓您自己申請道場開發興建

案，您認為最大的問題為何？

沒經費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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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因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檢查不通過或對興建過程

的噪音不能控制而停工

因水保環評檢查沒通過；雜項執照施工無法取得完工

證明而停工

因水保、環評與雜項執照沒通過及不符建築技術規定而停工

因土地先行違規開發使用尚未合法化

不守法

建築施工不合建築技術規定而停工

因水保環評沒通過與雜照問題停工

10.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

建過程有無因某種因素停工？

因水土保持與環評檢查沒過而停工

制定適合宗教的專法當然有幫助但需考量其特

殊性

若能排除相關法令的競合制定宗教的專法應有幫助

應由宗教主管機關制定專法規範

是

目前水保、建管等相關法規應由更高層級規

範始能解決

基於法律之公平性、穩定性不宜另以法律規範之

不宜採個類訂定法律

現行規定均可申請

仍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避免不公平現象

11.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教

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法

律位階）是否有助於道場興建

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否

法令已完備

成立宗教司可作為解決宗教土地與建築之單一窗口

目前由民政局主政，專業性不足，曠日費時

單一窗口

是

單一窗口，使對口單位單純化

應由宗教主管機關研擬詳細作業手冊規範指導申請

宜由中央宗教主管機關主動積極協調整合以達

事半功倍

政府已設有土地與建築機關不必另設專職單位

新違規宗教土地與建築仍會繼續發生

不應成立太多機關

12.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

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

道場之合法化？

否

不應單為宗教道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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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很多宗教建築的規模不需要十公頃

宗教建築所需土地旨在提供宗教清修，規模應無

十公頃之必要

應符合公益才合理

因都市土地取得不易，只要符合法令規定能做宗

教用地即合理

因地制宜

是

為符合目前眾多加蓋於山坡地寺廟之現狀，解決

之道應訂定合理之審查項目，如興辦公益慈善事

業才是正途

因水土保持、生態保護、國土保安不因基地小而無影響

應與其他設施同等待遇

山坡地開發規定應有一致性

造成不公平現象

13.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

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否

造成山坡地之大量開發

14. 您認為都市土地未涉及土

地變更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

序應以多久為宜？

應依地政司規定

15. 您認為非都市計畫土地未

涉及變更編定土地審議變更之

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應以多

久為宜？

應依都計單位規定

宗教團體不守法

不同於其他土地利用型態

是

避免妨害原使用分區之功能

只要不影響都市發展與周圍居民，再其他分區亦可

應依都計單位規定

符合規定即可,因有些都市道場容許在商業區面臨

大馬路興建

住宅區、商業區均可建寺廟

16.您認為宗教道場位於都市

土地內是否應限於宗教專用區

（宗教保存區）或保存區？

否

容許使用即可

17.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

存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

地分區何者尚可開放作為宗教

道場使用？

應依都計單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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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延長三年是

無限期

不清楚

它不是根本原因，應從審議規範改善

輔導合法化不屬常態措施，不宜延期

輔導違規者合法化形同鼓勵新違規

促請儘速合法

應視輔導成效決定

永無休止

18.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

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否

應依規定期限

宗教能教化人心不應帶頭違法。19.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

宗教建築的高度發展現象嗎？ 依建築法規規定辦理

宗教發展讓市場需求來限制20.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

決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

對宗教道場興建加以適度限制？ 總量管制應由民政司決定

不應破壞國土納入管理。21.您認為政府要徹底解決宗

教道場興建開發問題的建議？ 市場經濟機制。

22.一般宗教道場除從事宗教

活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

無口述意見

23.就您所瞭解都市土地一個

五公頃宗教道場基地開發您願

花費多少開發費用？

無口述意見

24.承上題，都市土地開發案辦

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多

少較合理？

無口述意見

25.就您所瞭解非都市土地五

公頃的宗教道場開發以花費多

少開發費用較合理？

無口述意見

26.承上題，非都市土地開發案

辦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

多少較合理？

無口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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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由宗教團體視其面積需求而定27.就您的看法，以台灣有限的

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

面積應該是？ 維持原限制

28.就您的看法，宗教道場目前

所使用建物之類別有那些？

違章建築

29.您認為我國宗教道場的建築

比較傾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

應有宗教文化特色

30.您認為宗教道場建築環境

在何處較佳？

因道場功能而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深度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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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深度訪談文字表述統計表－專家學者

訪談問題 口述意見

1.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

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最大？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符合雜項執照、水土保持、建築執照才能通過2.您認為宗教道場之開發過程中

經歷何種程序較難申請通過？ 非都市土地之開發

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須合乎規定3 您認為宗教道場在土地變更

過程中會遭遇那些困難？ 能符合審查規定的時程不會太久

4.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

過程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

無口述意見

5.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規劃作業

所耗費時間的申辦手續為何？

因案而異

6.您認為宗教道場申請審議的過

程中較困難通過的問題為何？

位於斷層帶區位與地質

依建築法規定是

應透調解機制處理

7.您認為宗教道場的插花地(土
地內他人之地)是否會影響宗

教用地合法申請？ 否 因為只要證明有無同意或購買

審查委員與投資者見解不一致且市場(財務)風險大8.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策

及行政上的措施是否會造成開

發案的不確定性？
法規的影響最大

9.若讓您自己申請宗教道場開發興

建案，您認為較大的問題為何？

無口述意見

合法地沒錢施工；違法地有人檢舉

因雜項執照施工無法取得完工證明而停工

因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檢查不通過而停工

10.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

建過程有無因某種因素停工？

因水保環評與雜照檢查沒過而停工

是 應制定特別法以解決申請問題

只要修正現行法令即可，不必設置宗教審議專法

若屬程序違建，補辦手續即可合法

11.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教

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法

律位階）是否有助於道場興建

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否

以特別法方式如 92.7.3.公佈實施的溫泉法排除

建築法

政府應設立單一窗口以減少申請人奔波是

大部分宗教團體皆有合法化之意願

短期成立任務小組然後考慮專責機關的可行與必要性

基於社會公平原則，社會多類違建可能比照辦理

12.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

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

道場之合法化？ 否

因為建築與土地管理政府都已有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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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是 有助於現有道場之合法化

就社會公平角度而言，規定應適用一切才合理

13.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

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否

台灣有宗教信仰場所越大越好趨勢造成山坡地

濫墾，政府不應鼓勵宗教團體建設與大自然作對

14.您認為都市土地未涉及土地

變更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

應以多久為宜？

依建管單位規定

15.您認為非都市計畫土地未涉及

變更編定土地審議變更之宗教道

場申請興建程序應以多久為宜？

無口述意見

宗教具有社會教化功能，不應帶頭違法帯壞社會風氣

因為限制後容易管理

做限制後才能合於土地分區使用

16.您認為宗教道場位於都市土

地內是否應限於宗教專用區

（宗教保存區）或保存區？

是

方便管理及減少影響週遭之土地分區

17.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存

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地

分區何者尚可開放作為宗教道

場使用？

應有特定的宗教用地分區（zoning）

三年*2（指 2 份）

考慮現實面應無限期

無限期*2（指 2 份）

是

三個月內

18.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輔

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否 反對輔導合法化

19.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宗

教建築的高度發展現象嗎？

在合法前提下讓它自由發展

民主國家交由市場供需決定，不須限制20.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決

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對宗

教道場興建加以適度限制？
有財力有市場就可蓋道場

21.您認為政府要徹底解決宗教道場

興建數量持續增加問題的建議？

無口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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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深度訪談資料。

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22.一般宗教道場除從事宗教活

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

無口述意見

視區位與內容而異23.就您所瞭解都市土地一個五

公頃宗教道場基地開發您願花

費多少開發費用？
視區位與規模而論*2

24.承上題，都市土地開發案辦

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多

少較合理？

無口述意見

25.就您所瞭解非都市土地五公

頃的宗教道場開發以花費多少

開發費用較合理？

視區位與規模而論

26.承上題，非都市土地開發案

辦成的規劃費，您認為以花費

多少較合理？

無口述意見

視需求

依層級與規模大小而異

27.就您的看法，以台灣有限的

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

面積應該是？ 由市場機制及環評決定

28.就您的看法，宗教道場目前

所使用建物之類別有那些？

無口述意見

具有宗教風格與藝術且要莊嚴

依不同宗教別而定

29.您認為我國宗教道場的建築

比較傾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

視性質及地點（located）而定

30.您認為宗教道場建築環境在

何處較佳？

視性質及地點（located）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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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一、深度訪談口述意見統計表－宗教團體

訪談問題 口述意見

清初從福建將廟宇香火帶來台灣共奉建廟
明清時代聚落信仰中心

1.請問您興建此宗教道場的動
機如何？

故蔣經國總統指示興建
1738 年堪輿師選擇依山傍水之現址
歷史背景淵源
土地價格合理

2.請問您如何選擇此處興建貴
宗教道場的原因？

交通方便、風水好之地
3.請問您貴道場有多少信徒人數？ 無口述意見

1738~1740 共 2 年

1742 年

4. 請問您從民國 年（西元 年）
開始建設此一宗教道場？於民國
_年 西元 年_）完成此一宗教
道場？總共建設幾年？ 清乾隆時代已 250 週年

5.請問您貴道場建築物結構是
何種類？

無口述意見

1500 萬
3000 萬
4000 萬
500 萬
7000 萬
400 多萬
1 億
13 億

6.貴道場之興建費用約為多少
錢萬元？（含設施全部）

難估算
7.您在申請土地變更過程中所花
費的規劃費用多少？（從免受十公
頃許可至取得建築執照）

無口述意見

以地段為主市區與郊區不同8.就您瞭解在申請宗教道場的土
地購買費以花費多少較為合理？

因個案而異

1975 年被指定為市定古蹟列管

祠地可用作宗教用途
配合政府社子島開發計畫作興建規劃

9.您現在道場的建造過程狀況？

民國 49 年興建當時尚無建築法令
10.承上題，未按照規定程序開
發興建原因？

無口述意見

因為土地九個人共同持有，未取得建照11.請問您尚未取得建築執照的
原因？ 等候政府進行社子島開發

規模不在大小，但科儀很重要，應依信徒需要規劃設
備並提供安撫人心的功能

12.請問您若要再興建新道場的
建議為何？

目前宗教道場已過剩不應再興建，現有道場應致力推
動社會公益活動為主



440

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土地使用分區應合乎規定合法使用

找到合法土地才建設，才不會麻煩

必須合法用地才能興建宗教建築

弘法度眾生的講道場所，合法化道場很重要

在地質安全之地點

應依照建築法申請比較好

在合法土地為前提且須經董事會同意才興建

申請手續應更簡化，希望政府有專門提供給宗教團體

適用的手冊供參考

應合法

土地取得價格低，合法申請，須有停車設置

依法興建，但建議政府：消防法規應適度鬆綁

在合法合法土地興建現代化宗教建築，傳統式宗教建

築師傅難覓且造價高

須有停車場更需合法化並注意消防合乎法令規定

交通方便，合法有產權的土地

希望政府放寬對宗教團體的法令限制，讓道場能取得

土地與建物合法化申請

申請單位如為單一窗口較符合民眾需求

12.（續）請問您若要再興建新

道場的建議為何？

要有宗教特色的建築，並將種植櫻花樹營造宗教道場

環境的特色文化

13.請問您申請變更道場土地

使用是由誰辦理？

無口述意見

14.貴道場申請道場開發興建

案是由誰辦理？

委託專業人士辦理

匠師與風水師

建築師參照董事會決議設計

依照神指示規劃

15.貴道場的建築物設計者是誰？

購買成屋

16.請問您所經營的道場目前的狀況是 無口述意見

17.貴道場之土地權屬？ 無口述意見

18.貴道場土地使用狀況？ 無口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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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150 坪

200 坪

500 坪

2800 坪

19.貴道場之面積？

12000 坪

20.貴道場土地區位及使用類別面積為

300 坪

500 坪*2

1800 坪

2747 坪

3000 坪

6000 坪

20000 坪

2 公頃

3 公頃

4.5 公頃

(1) 都市土地

12 公頃

200 坪(2) 非都市土地

793 坪

3 公頃(3) 山坡地

4.5 公頃

(4) 國家公園土地 1.63 公頃

21.貴道場主要設施各約多大面積？

60 坪

80 坪

100 坪*3

120 坪

200 坪*4

250 坪

300 坪

400 坪

1200 坪

21.1宗教本體建築物(大殿、拜殿、

主殿)約__公頃(坪)?

1400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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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1500 坪

0.2 公頃

21.1宗教本體建築物(大殿、拜殿、

主殿)約__公頃(坪?(續)

200 公頃

105 坪

200 坪*2

250 坪

300 坪

350 坪

500 坪

600 坪

800 坪

1000 坪

21.2香客大樓(禪房、宿舍、教室、

會議室)約__公頃(坪)?

200 公頃

80 坪

90 坪

100 坪

150 坪

200 坪*3

300 坪

500 坪

600 坪

700 坪

21.3其他設施約__公頃(坪)?

1200 坪

22.貴道場目前志業經營包括那

些機構項目？

無口述意見

23.貴道場除從事宗教活動外，

尚有何其他活動？

無口述意見

燒紙錢環保的公共安全問題_

水源保護管制區無法取得建造

24.若讓您自己申請道場開發興

建案，您認為最大的問題為何？

經費有限，法令限制太多

25.貴道場之人力資源包括？ 無口述意見

26.貴道場之土地使用分區為 無口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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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27.承上題，貴道場若屬非都市計畫

土地，其性質為何種使用地？

無口述意見

28.就您的看法，以台灣有限的

土地資源考量，較合理的道場面

積應該是？

政府應限制不要鼓勵再興建道場

29.貴道場使用建物之類別 無口述意見

30.您認為貴道場的建築比較傾

向於何種型式建築物？

無口述意見

31.您認為道場建築環境在何處較佳？ 在合法土地又風水好且依神明旨意

32.貴道場使用之土地有無申請

變更土地使用？

無口述意見

很難協調，對方開出超高地價無法負荷買不下去

未解決，困難度高

合併提供做停車使用

等大塊地解決才解決插花地，需要一些時間處理

33.貴道場土地是否有插花地

（指土地範圍內有他人土地）?
如何解決

是

土地購買後無過戶進入訴訟

34.貴道場聯外道路所有權屬？ 無口述意見

35.貴道場聯外道路由何單位所

興建？

無口述意見

36.貴道場有無設置停車場？ 無口述意見

37.貴道場水資源是否充足？ 無口述意見

38.貴道場之開發過程中經歷何

種程序？

無口述意見

申請十年了還沒半下來

共同持分土地產權取得困難

等政府推動社子島開發

39.貴道場在申請土地變更審議

時有無遭遇那些困難？（如未變

更此題免答）請說明曾經遭遇的

困難所在 消防最困難

水土保持申請七年才通過40.您認為在道場興建過程中較

為困難的問題為何？ 配合政府社子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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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人為因素造成土地產權訴訟40.您認為在道場興建過程中

較為困難的問題為何？(續)
受限於容積規定無法擴建

41.您認為道場興建最耗費時

間的手續為何？

無口述意見

42.您認為一個道場的興建（含

申請手續與程序等）以多少時

間較為合理？

無口述意見

宗教行政人員更換頻繁且須再教育

墨守成規不切實際

43.您認為政府對土地開發政

策及行政措施是否會造成開發

案的不確定性？ 行政官僚已減少很多

附近居民反對

附近居民檢舉

天災地變如颱風等災變

44.據您所了解宗教道場的興建

過程有無會因某種因素停工？

建材漲價於議價時暫時停工

45.請問您是否了解目前土地

開發建築之相關法規？

無口述意見

46.請問您是否了解宗教道場

興建及登記之程序？

無口述意見

稅務問題與地目變更問題

經費財源須充裕

47.您認為申請開發土地興建道

場適用何種法規的困擾最大？

環保審查須敦親睦鄰，若第一次沒通過很麻煩

現行宗教法令對外來宗教無涵蓋應予規範

最好有宗教用地的專法規範供參考使用

48.您認為若制定專法規範宗

教土地與建築物合法化（提高

法律位階）是否有助於道場興

建申請之程序與手續？

是

政府有必要了解宗教團體的需求

應成立宗教司協助合法化並提升宗教事務治理

實際案例受訪者表示：原向省政府申請，到縣

政府被打官腔挑毛病，很痛苦。

49.您認為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

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是否有助於

道場之合法化？

是

政府應成立單一窗口方便宗教團體作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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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是 很多人買不起這麼大的地，一般一公頃左右為多數50.您認為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得

免受十公頃之限制是否合理？ 是 但須在地質安全處才能容許開發

51.您認為未涉及土地變更編

定之宗教道場申請興建程序

應以多久為宜？

無口述意見

是 應走向專區專用

既有宗教道場若公共安全無虞應就地合法化

需考慮地理風水問題，劃定專區不一定適用

應視信眾需求而定，不宜以宗教專區限制之

不宜設置，因為國土太小

因都市土地不可能做到除非在重劃區或保護區

52.您認為位於都市計畫土地內

的宗教道場是否應限制於宗教

專用區或保存區？
否

各種宗教的互斥性與信徒觀念的差異，不宜在同

一區

53.您認為除宗教專用區與保

存區以外，下列都市計畫內土

地使用分區何者尚可開放作

為宗教道場使用？

應有總量管制或有比例原則

無停車場設置

宗教法令不周延

停車問題

無處停車

54.貴道場運作上有無遭遇困

難？

山坡地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很困難

茲因主管單位太多不勝困擾也不單純

台北縣政府工務局協助聯外道路修建。

55.貴道場在興建過程中政府

或其他相關單位曾否給予協

助或輔導？

是

民政單位

56.貴道場是否列入民政單位輔導

合法化對象？（違規使用道場）

是 目前進行的程序：十年前民政局與寺廟有關單位

延長多久: 三年

應有期限地輔導

應有一段相當時間輔導才合理

直到合法化完成，讓宗教團體有所依循

57.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

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

是

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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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深度訪談資料。

訪談問題(續) 口述意見

無限期: 盡量輔導合法化

無限期：直到合法化

57.您認為是否應將民政單位

輔導合法化的期限延長？(續)
是

無限期：應輔導到合法化為止

民族性不容58.您認為政府有必要重視台灣宗

教建築的高度發展現象嗎？

是

宗教建築已經太多

59.您認為政府若有必要徹底解決

宗教道場興建的問題，是否應對宗

教道場興建加以適度限制？

是 應做合理限制

申請案若需補件，行政人員不應以退件處理，應通知

須補何資料代替退件方式才合理

目前宗教道場大都無整體規劃，政府應訂出一套可行

的審議規範讓有機會合法化的道場得以合法化，進而

落實整體規劃，避免到廠財源來自社會資源的浪費，

建立有特色的宗教建築永續發展

既存寺廟在地方已生根，若土地無安全問題應盡量輔

導其合法化

既成寺廟應輔導其就地合法化：新建寺廟應交導其配

合法令與合法

應公平

60.您認為政府要徹底解決宗教

道場興建開發違建問題的建議？

政府應趕快立法通過宗教法，並進快制訂宗教審議規

範供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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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二、監督寺廟條例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十三條）

第 一 條 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為寺廟。

第 二 條 寺廟及其財產法物，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依本條例監督之。

前項法物，謂於宗教上、歷史上、美術上、有關係之佛像、神像、禮器、樂器、

法器、經典、雕刻、繪畫、及其他向由寺廟保存之一切古物。

第 三 條 寺廟屬於左列各款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

一 由政府機關管理者。

二 由地方公共團體管理者。

三 由私人建立並管理者。

第 四 條 荒廢之寺廟，由地方自治團體管理之。

第 五 條 寺廟財產及法物，應向該管地方官署呈請登記。

第 六 條 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

寺廟有管理權之僧道，不論用何名稱，認為住持。但非中華民國人民，不得

為住持。

第 七 條 住持於宣揚教義修持戒律，及其他正當開支外，不得動用寺廟財產之

收入。

第 八 條 寺廟之不動產及法物，非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

不得處分或變更。

第 九 條 寺廟收支款項及所興辦事業，住持應於每半年終報告該管官署，並公

告之。

第 十 條 寺廟應按其財產情形，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

第 十一 條 違反本條例第五條、第六條或第十條之規定者，該管官署得革除其

住持之職，違反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者，得逐出寺廟或送法院究辦。

第 十二 條 本條例於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寺廟不適用之。

第 十三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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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三、宗教團體法草案

宗教團體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章 總 則 章 名
第一條 為維護信仰宗教自由，協助宗教

團體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
之規定。

本法之立法宗旨。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
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主管機關為處理宗教事
務，得遴選宗教界代表及學
者、專家十五人至三十七人組
成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其中
宗教界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三分之二；其遴聘及集會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宗教團體之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成員

及人數，並授權由各主管機關定其
遴聘及集會辦法。

第三條 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之宗教
團體為宗教法人。

全國性宗教團體得設立分
支機構或分級組織，接受該團
體之監督輔導。

一、按現行法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依法創設權利義務主體者，乃以民
法規定之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為
依據。惟宗教團體組織屬性特殊，
爰參酌國外法例，依民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之意旨，另創設宗教法人，
以別於民法上之社團與財團，於第
一項明定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
之宗教團體為宗教法人。

二、第二項明定全國性宗教團體得設立分
支機構，接受該團體之監督輔導。

第四條 本法所稱宗教團體，係指從事宗教
群體運作及教義傳佈與活動之
組織，分為下列三類：

一、寺院、宮廟、教會。
二、宗教社會團體。
三、宗教基金會。

一、明定宗教團體定義。
二、鑑於目前國內宗教類別有十餘種之

多，其從 事宗教祭祀及活動場所
名稱甚多，無從一一涵蓋，且其宗
教團體之組織、制度及成員之特性
不同，爰明定宗教團體之分類名
稱，俾依其特性分別規範其組織與
活動。

三、第一款所稱寺院、宮廟、教會，係指
本法施行前依監督寺廟條例與寺
廟登記規則登記之寺廟、依民法與
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所設
立之各類宗教財團法人，及將來本
法施行後以宗教建築為基礎而設
立之宗教團體。至其名稱因各宗教
對其傳教場所用詞各異，如佛教之
寺院、庵堂、道教有宮廟、堂觀、
一貫道之佛道堂、基督宗教之教
會、教堂……，不一而足，無從一
一列舉，故以寺院、宮廟、教會概
括稱之；第二款所稱「宗教社會團
體」係指以個人或團體所組成之宗
教組織；第三款所稱「宗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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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捐助特定金額所組成之宗教
組織。

第五條 在同一行政區域內，有同級同類
之宗教法人者，其名稱不得
相同。

明定宗教法人名稱之限制，以免混淆。

第六條 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之宗教團
體，由主管機關發給宗教法
人登記證書及圖記。

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之宗教團體，即具
有宗教法人資格，無須向法院辦理法人登
記，逕由各該宗教法人主管機關發給宗教
法人登記證書及圖記。

第二章 寺院、宮廟、教會 章 名
第七條 寺院、宮廟、教會係指有住持、神

職人員或其他管理人主持，為
宗教之目的，有實際提供宗教
活動之合法建築物，並取得土
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或使用同意
書之宗教團體。

寺院、宮廟、教會發起人
或代表人應檢具申請書、章程
及其他應備表件，向寺院、宮
廟、教會建築物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具有隸屬關係之十三所以上寺
院、宮廟、教會，且分布於十
三以上直轄市或縣（市）行政
區域者，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登記。

前項登記之資格要件、應
備表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寺院、宮廟、教會之定義。

二、第二項明定以宗教建築物之數量及座
落劃分為地方或全國性宗教團體組
織，單一寺院、宮廟、教會應向其
建築物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登記；十三所以上寺院、宮
廟、教會具有隸屬關係之寺院、宮
廟、教會分布於十三直轄市或縣
（市）行政區域者，向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登記，俾明確劃分其主管機
關。

三、第三項明定寺院、宮廟、教會登記之
資格要件、審查程序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寺院、宮廟、教會之章程，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宗教派別。
四、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五、法人代表之名額、職權、產

生及解任方式；有任期者，
其任期。

六、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
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
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七、法人之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所在地。

八、章程修改之程序。
寺院、宮廟、教會之章

程，除應載明前項事項外，
並得載明解散事由與程
序、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第五款法人代
表之名額超過三人時，其相
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
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一、第一項明定寺院、宮廟、教會章程應
載明之事項，俾利其依章程運作與
管理。

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於第二項明
定寺院、

宮廟、教會之章程除應載明組織管理
方法等重要事項外，對解散後賸餘
財產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亦得
於章程中載明，俾減少不必要之困
擾。

三、第三項明定法人代表親等之限制，以
利組織之健全。

第 三 章 宗教社會團體 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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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宗教社會團體係指以實踐宗教信
仰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
之社會團體。

宗教社會團體分全國、
直轄市及縣（市）二類。

直轄市及縣（市）宗教
社會團體由團體組成者，其
發起團體不得少於十個；由
個人組成者，其發起人不得
少於三十人。

全國性宗教社會團體
由團體組成者，其發起團體
數不得少於三十個，且應分
布於十三以上直轄市或縣
（市）行政區域；由個人組
成者，其發起人數不得少於
一百人，且其戶籍應分布於
十三以上直轄市或縣（市）
行政區域。

一、第一項明定宗教社會團體之定義。
二、第二項明定宗教社會團體分全國、直

轄市及縣（市）等二類，並為使各
類宗教社會團體確實發揮其功
能，爰於第三項及第四項明定其設
立條件。

三、宗教社會團體由團體組成及個人組成
之計算方式，採分別計算，不得以
個人與團體混合計算其發起人額
數。

四、宗教社會團體分全國性由內政部主管
及地方性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主管，為明確規定全國性及地方性
宗教社團受理標準及條件之主管機
關，參酌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
定訂定全國性與縣（市）級設立標
準，俾使將來實務執行避免窒礙難
行情況。

第十條 宗教社會團體之籌設，應由發起
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發
起人名冊及其他應備表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許可應備表
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一、參考人民團體法第八條，於第一項明
定宗教社會團體應向各該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二、第二項明定宗教社會團體申請籌設之
應備表件、審查程序之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宗教社會團體經許可籌設後，應
於六個月內召開發起人會議，
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
籌備完成後，應於三個月內召
開成立大會。

前項成立大會，因故不
能召開時，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展延一次，其展延期
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屆期仍
未召開時，原籌設許可失其
效力。

發起人會議、籌備會議
及成立大會，均應通知主管
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列席。

宗教社會團體籌備及成立大會召開程序。

第十二條 宗教社會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
三十日內，檢具章程、選任
職員簡歷冊，送請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

宗教社會團體成立三十日內，應檢具相關
表件送請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第十三條 宗教社會團體之章程，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宗教派別。
四、組織區域。
五、會址。
六、任務。
七、組織。
八、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九、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十、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名額、

一、第一項明定宗教社會團體章程應載明
之事項，俾利宗教社會團體依章程
運作與管理。

二、基於宗教事務自治原則，於第二項明
定宗教社會團體之章程除應載明組
織管理方法等重要事項外，對解散
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
項，亦得於章程中載明，俾減少不
必要之困擾。

三、為健全組織，爰於第三項至第五項明
定法人代表之名額及親等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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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任期、選任及解任。

十一、會議。
十二、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

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處
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十三、章程修改之程序。

宗教社會團體之章
程，除應載明前項事項
外，並得載明解散事由與
程序、解散後賸餘財產之
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第十款理事
之名額，不得少於五人，
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一人，
並須為單數；理事相互間
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
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監事名額為理事名
額三分之一，任期與理事
同。

監事相互間或監事
與理事間，不得有配偶或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
係。

第 四 章 宗教基金會 章 名
第十四條 宗教基金會係指以特定金額之

基金為設立基礎，並以推展
宗教相關公益、慈善、教
育、醫療及社會福利事業為
目的所組成之團體。

宗教基金會分全國、直
轄市及縣（市）二類，其
基金數額由主管機關定
之。但直轄市及縣（市）
類者，不得超過全國類之基
金數額。

一、宗教基金會係指本法施行前依民法及
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許可設
立之以捐助一定基金所成立財團法
人組織及將來依本法許可設立之宗
教基金會。

二、明定宗教基金會之定義、類別，有關
基金數額，則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宗教基金會之籌設，應由捐助人
檢具申請書、章程及其他應
備表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前項申請許可應備表
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宗教基金會應向各該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二、第二項明定宗教基金會申請許可應備
表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宗教基金會之章程，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宗教派別。
四、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五、董事名額、產生方式、任期、

任期 屆滿之改選及任期屆
滿不辦理改選之處理方式。

六、設有監察人者，其名額、任

列明宗教基金會章程應載明及得載明之
事項，俾利其管理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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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產生方式。
七、董事會之職權。
八、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
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處
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

九、法人之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所在地。

十、章程修改之程序。
宗教基金會之章程除應載

明前項事項外，並得載明解散
事由與程序、解散後賸餘財產
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十七條 宗教基金會以董事會為執行
機構，置董事長一人，由董事
互選之。

董事之名額，不得少
於五人，最多不得超過三十
一人，並須為單數；董事相
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
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置有監察人者，名
額為董事名額三分之一，任
期與董事同。

監察人相互間、監
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
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
係。

一、宗教基金會屬他律法人性質，故於第
一項明定宗教基金會以董事會為執
行機構、董事長之人數及產生方式。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明定董事、監察人之
上下限額數及擔任董事、監察人之
親等額數限制。

第 五 章 財 產 章 名
第十八條 宗教法人因出資、徵募購置或受

贈之不動產，應造具不動產清
冊送經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不動產登記名義
人應為該宗教法人，並由該法人
章程所定有權管理之人管理之。

宗教法人因出資、徵募購置或受贈之不動
產，應造具不動產清冊送主管機關備查，
且其不動產應以宗教法人名義登記，以避
免宗教法人財產私有化產生紛爭及社會
問題，俾利監督。

第十九條 宗教法人之財產及基金之管理，
應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監督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宗教法人之不動產，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處分、變更或
設定負擔。寺院、宮廟、教會依
其章程定有所屬宗教社會團體
者，不動產之處分，應先報經所
屬宗教社會團體之同意。

前項許可應備表件、審查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宗教法人辦理獎助或捐
贈，應符合章程所定之宗旨；其
對特定團體或個人所為之獎助
或捐贈，超過財產總額一定比率
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財產總額一定比率，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宗教法
人之財產及基金管理應受主管機關
之監督，且其不動產之處分應經主
管機關許可及許可應備表件、審查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以確保宗教法人之
財產。

二、第四項及第五項明定宗教法人辦理獎
助或捐贈超過財產總額一定比率
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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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宗教法人於本法施行前已繼續使
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從事宗教活動
滿五年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報經主管機關核轉土地管理
機關，依公產管理法規辦理讓售。

前項供宗教目的使用之土
地，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或使用
地變更編定。

各級政府擬定或變更都市
計畫時，應以維護既有合法宗教
用地及建築之完整為原則。

一、第一項明定宗教法人在本法施行前已
繼續使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從事宗教
活動滿五年者，得依公產法規辦理讓
售。

二、第二項明定供宗教目的使用之土地，
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或使用地變更
編定，俾解決宗教法人土地使用問
題。

三、第三項明定各級政府擬定或變更都市
計畫時，應以維護既有合法宗教用地
及建築之完整為原則。

第二十一條 寺院、宮廟、教會之會計基礎
採現金收付制，應設置帳簿，
詳細記錄有關會計事項。

宗教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
會之會計年度起迄以曆年制為
準，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應
設置帳簿，詳細記錄有關會計事
項，按期編造收支報告。

前二項會計帳簿及憑證，準
用商業會計法規定保存十年或
五年。

關於宗教法人之會計基礎，為配合現況，
宜就不同宗教法人型態作不同規範，爰明
定寺院、宮廟、教會採現金收付制；宗教
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會採權責發生制。

第二十二條 宗教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會
應於年度開始前三個月，檢具
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報
主管機關備查。

宗教法人應於年度結束後
六個月內，檢具年度決算書，
報主管機關備查。

宗教團體依其類別，於年度開始及終了後
應檢具相關書類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宗教法人除有銷售貨物、勞務
收入或附屬作業組織者外，得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免辦理
年度結算申報。

個人或營利事業對宗教法
人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相關
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
為費用或損失。

宗教法人接受捐贈之所得
及孳息，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免納所得稅。

一、依財政部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台財稅
第八六一八八六一四一號函訂定之
「宗教團體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
認定要點」規定，宗教團體無銷售
貨物、勞務收入或附屬作業組織
者，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免辦理
結算申報，爰於第一項明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個人或營利事業，對宗教
法人之捐贈，得依規定作為列舉扣
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以鼓勵
捐贈。

三、第三項明定以宗教法人名義接受捐
款，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免納
所得稅。

第二十四條 私人或團體捐贈宗教法人
專供宗教、教育、醫療、公益、
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事業
等直接使用之土地，得由受贈
人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
於再移轉第三人依法應課徵土
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捐贈前
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
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
課徵土地增值稅。

私人或團體捐贈宗教法人專供宗教等直
接使用之土地，於捐贈移轉時，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

第二十五條 私人捐贈宗教法人之財產，專
供宗教、教育、醫療、公益、
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事業
等使用者，得依遺產及贈與稅

私人所有之財產，捐贈並登記為宗教法人
所有，專供公益、慈善事業等使用時，得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或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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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
與總額。

與總額。

第二十六條 宗教法人解散，於清償債務
後，其賸餘財產得依其章程
之規定，歸屬於其他宗教法
人。

無前項章程之規定
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該宗
教法人主事務所或會址所
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宗教法人經依第三十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廢止
其登記或設立許可後，其財
產之處理，準用前二項規
定。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宗教法人解散後
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二、第三項明定宗教法人經廢止其登記或
設立許可後，其財產之處理，以期
完備。

第 六 章 宗教建築物 章 名
第二十七條 宗教建築物係指宗教團體為

從事宗教活動，依建築法令領
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宗教建築物為社會發
展之需要，經宗教建築物所
在地之主管機關許可，並符
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者，得
為其他使用。

宗教法人所有之宗教建
築物供其作為宗教活動使用
者，得依房屋稅條例免徵房
屋稅，其基地得依土地稅減
免規則免徵地價稅。供出租
使用，且其收入全部作為宗
教目的使用者，亦同。

一、 宗教建築性質特殊，且基於公共安
全考量，故於第一項明定宗教建築
物應依建築法令領得使用執照。

二、 又為鼓勵宗教與社區生活相結
合，於主管機關許可並符合土地使
用分區規定者，宗教建築物得為其
他使用，如作為社區活動中心、村
里辦公處等，爰於第二項規定之。

三、第三項明定宗教建築物享有免稅規定
之情形。

第二十八條 宗教法人於不妨礙公共安
全、環境安寧及不違反建築
或土地使用或公寓大廈管
理法令之範圍內，經主管機
關之許可，得以區分所有建
築物為宗教建築物。

都市土地價格高昂，供宗教團體使用之土
地取得不易，為因應都市道場、教會傳教
之需，爰明定建築物於不違反建築、土地
使用分區、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公寓大
廈管理或其他公共安全法令之範圍內，經
主管機關之許可，得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
宗教建築物。

第 七 章 附 則 章 名
第二十九條 宗教法人得按其章程所定目

的及財產情形，依法興辦相
關教育、醫療、公益、慈善
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事業。

宗教法人得按其章程所定目的及財產情
形，興辦公益、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
事業，以充分發揮宗教功能。

第三十條 宗教法人之宗教活動，有涉及詐
欺、恐嚇、賭博、暴力、妨
害風化或性自主犯罪行為
者，除依相關法律規定處罰
外，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仍不改善者，按其
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一、解除法人代表、董事、理事、
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

二、廢止其登記或設立許可。
主管機關為前項之處分，其
設有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
者，應徵詢宗教事務諮詢委

一、為維護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於第一
項明定宗教法人之宗教活動違反相
關法律，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二、第二項明定宗教法人違反相關法律處
分時，應徵詢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之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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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意見。非有三分之二
以上之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時，主
管機關不得為前項之處分。

第三十一條 宗教法人違反第十八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
規定或違反章程情節重大者，主
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
不改善者，應按其情節輕重，不
予適用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
條及第二十七條全部或一部之
規定。

宗教法人違反本法規定之處分。

第三十二條 宗教法人經主管機關之許
可，得設立宗教教義研修機
構；其許可條件、應備表件、
審查程序、廢止許可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其
授予教育部認定之學位者，應
依教育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一、 為規範宗教教義研修機構，爰於第
一項明定宗教法人經主管機關許
可，得設宗教教義研修機構。

二、第二項明定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如授予
教育部認定之學位，應依教育相關
法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前，寺院、宮廟、教
會附設之納骨、火化設施已滿
十年者，視為宗教建築物之一
部分。但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
宗教建築物者，不適用之。

前項視為宗教建築物一部
分之納骨、火化設施，其有損
壞者，得於原地原規模修建。

一、寺院、宮廟、教會附設納骨、火化設
施由來已久，為宗教文化之一，惟
多數未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之規定
申請設置，為解決寺廟附設納骨、
火化設施之問題，爰於第一項明定
寺院、宮廟、教會於本法施行前，
已附設滿十年之納骨、火化設施，
視為宗教建築物之一部分。但以區
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者，不
適用之。此一規定旨在預防寺院、
宮廟、教會在區分所有建築物內設
置納骨塔及假借宗教名義附設納骨
塔，而行營利之實。

二、第二項明定視為宗教建築物一部分之
納骨、火化設施如有損壞者，得於
原地原規模修建。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登
記之宗教團體，經依本法規定
修正章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後，視為依本法登記或設立之
宗教法人，發給宗教法人登記
證書及圖記。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登記之宗教團
體，符合一定條件者，視為依本法登記或
設立之宗教法人。

第三十五條 外國宗教法人經主管機關之
認許，得在本國購置土地供宗
教團體興建宗教建築物使用；
其認許條件、應備表件、審查
程序、廢止認許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土地法第十九條規定：「外國人為供自
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得取得左列
各款用途之土地，其面積及所在地點，應
受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依法所定
之限︰一住宅。二營業處所、辦公場所、
商店及工廠。三教堂。四醫院。五外僑子
弟學校。六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七
墳場。八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
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者。前項第八款所需土地之申
請程序、應備文件、審核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爰增訂
此條文，俾利外國宗教法人在國內取得或
設定不動產權利。惟第三款所規定之「教
堂」，係採廣義規定，應包含本草案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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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款所稱之寺院、宮廟、教會等宗教
建築物。

第三十六條 非依本法設立或登記為宗教
法人之個人或團體，而有經
常性藉宗教信仰名義，對外
從事宗教活動之事實者，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予清查，列冊輔導、管理。

前項輔導、管理，由直
轄市、縣（市）制定或訂定
自治法規辦理之。

非依本法設立或登記為宗教法人之個人
或團體而有對外從事宗教活動事實者之
輔導管理措施。

第三十七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資料來源：依據 2002 年 3月 20 日行政院第二七七七八次會議通過，2002 年 3月 22 日院臺內字第
○九一○○一○五三七號函送立法院審議的宗教團體法草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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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事務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事務條例

（2004年7月7日國務院第57次常務會議第426號令公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規範宗教事務管

理，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
教的公民（以下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稱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應當相互尊重、和睦相處。

第三條 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維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
的合法權益。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維
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
礙國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
活動。

第四條 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事務不
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在友好、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
往；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在對外經濟、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動中不得接受附加
的宗教條件。

第五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
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
依法負責有關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聽取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見，協調宗
教事務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宗教團體
第六條 宗教團體的成立、變更和註銷，應當依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

定辦理登記。
宗教團體章程應當符合《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
宗教團體按照章程開展活動，受法律保護。

第七條 宗教團體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編印宗教內部資料性出版物。出版公開發
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國家出版管理的規定辦理。

涉及宗教內容的出版物，應當符合《出版管理條例》的規定，並不得含
有下列內容：
（一）破壞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和睦相處的；
（二）破壞不同宗教之間和睦以及宗教內部和睦的；
（三）歧視、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
（四）宣揚宗教極端主義的；
（五）違背宗教的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

第八條 設立宗教院校，應當由全國性宗教團體向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
或者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宗教團體向擬設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的省、自治
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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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提出意見，對擬同意的，報國務
院宗教事務部門審批。
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全國性宗教團體的申請或者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設立宗教院校的報告之日起 60 日內，作出批准或
者不予批准的決定。

第九條 設立宗教院校，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明確的培養目標、辦學章程和課程設置計畫；
（二）有符合培養條件的生源；
（三）有必要的辦學資金和穩定的經費來源；
（四）有教學任務和辦學規模所必需的教學場所、設施設備；
（五）有專職的院校負責人、合格的專職教師和內部管理組織；
（六）佈局合理。

第十條 全國性宗教團體可以根據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規定選派和接收宗教留學人
員。

第十一條 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公民前往國外朝覲，由伊斯蘭教全國性宗教團體負
責組織。

第三章 宗教活動場所
第十二條 信教公民的集體宗教活動，一般應當在經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寺院、

宮觀、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動處所）內舉行，由宗教活動場所
或者宗教團體組織，由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本宗教規定的其他人員主持，
按照教義教規進行。

第十三條 籌備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由宗教團體向擬設立的宗教活動場所所在地的
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
到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對擬同意的，報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
批。
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
報告之日起 30 日內，對擬同意設立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的，提出審核
意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對設立其他固定
宗教活動處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決定。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
宗教事務部門擬同意設立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的報告之日起 30 日內，
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決定。
宗教團體在宗教活動場所的設立申請獲批准後，方可辦理該宗教活動場所的
籌建事項。

第十四條 設立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設立宗旨不違背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的規定；
（二）當地信教公民有經常進行集體宗教活動的需要；
（三）有擬主持宗教活動的宗教教職人員或者符合本宗教規定的其他人員；
（四）有必要的資金；
（五）佈局合理，不妨礙周圍單位和居民的正常生產、生活。

第十五條 宗教活動場所經批准籌備並建設完工後，應當向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政府
宗教事務部門申請登記。縣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30 日內對該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組織、規章制度建設等情況進行審核，對符
合條件的予以登記，發給《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

第十六條 宗教活動場所合併、分立、終止或者變更登記內容的，應當到原登記管
理機關辦理相應的變更登記手續。

第十七條 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成立管理組織，實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組
織的成員，經民主協商推選，並報該場所的登記管理機關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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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加強內部管理，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
建立健全人員、財務、會計、治安、消防、文物保護、衛生防疫等管理制度，
接受當地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監督、檢查。

第十九條 宗教事務部門應當對宗教活動場所遵守法律、法規、規章情況，建立和
執行場所管理制度情況，登記專案變更情況，以及宗教活動和涉外活動情況
進行監督檢查。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接受宗教事務部門的監督檢查。

第二十條 宗教活動場所可以按照宗教習慣接受公民的捐獻，但不得強迫或者攤
派。
非宗教團體、非宗教活動場所不得組織、舉行宗教活動，不得接受宗教性的
捐獻。

第二十一條 宗教活動場所內可以經銷宗教用品、宗教藝術品和宗教出版物。
經登記為宗教活動場所的寺院、宮觀、清真寺、教堂（以下稱寺觀教堂）按
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編印宗教內部資料性出版物。

第二十二條 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舉行超過宗教活動場所容納規模的大型宗教活
動，或者在宗教活動場所外舉行大型宗教活動，應當由主辦的宗教團體、寺
觀教堂在擬舉行日的 30 日前，向大型宗教活動舉辦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
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 15 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決定。
大型宗教活動應當按照批准通知書載明的要求依宗教儀軌進行，不得違反本
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的有關規定。主辦的宗教團體、寺觀教堂應當採取有效
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大型宗教活動舉辦地的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依據各自職責實施必要的管理，保證大型宗教
活動安全、有序進行。

第二十三條 宗教活動場所應當防範本場所內發生重大事故或者發生違犯宗教禁
忌等傷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壞民族團結、影響社會穩定的事件。
發生前款所列事故或者事件時，宗教活動場所應當立即報告所在地的縣級人
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

第二十四條 宗教團體、寺觀教堂擬在宗教活動場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應
當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宗教團體向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
部門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申請
之日起 30 日內提出意見，擬同意的，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審批。
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應當自收到在宗教活動場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報
告之日起 60 日內，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決定。
宗教團體、寺觀教堂以外的組織以及個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二十五條 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宗教活動場所內改建或者新建建築物、設立商業服
務網點、舉辦陳列展覽、拍攝電影電視片，應當事先征得該宗教活動場所和
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同意。

第二十六條 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要遊覽內容的風景名勝區，其所在地的縣級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協調、處理宗教活動場所與園林、文物、旅遊等方面的利
益關係，維護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權益。
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要遊覽內容的風景名勝區的規劃建設，應當與宗教活動
場所的風格、環境相協調。

第四章 宗教教職人員
第二十七條 宗教教職人員經宗教團體認定，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備

案，可以從事宗教教務活動。
藏傳佛教活佛傳承繼位，在佛教團體的指導下，依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辦
理，報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或者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
批准。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的全國性宗教團體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備案。

第二十八條 宗教教職人員擔任或者離任宗教活動場所主要教職，經本宗教的宗教
團體同意後，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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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宗教教職人員主持宗教活動、舉行宗教儀式、從事宗教典籍整理、進
行宗教文化研究等活動，受法律保護。

第五章 宗教財產
第三十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

構築物、設施，以及其他合法財產、收益，受法律保護。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哄搶、私分、損毀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
沒收、處分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財產，不得損毀宗教團體、宗教
活動場所佔有、使用的文物。

第三十一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應當依法向縣級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產、土地管理部門申請登記，領取所有權、使用權證書；
產權變更的，應當及時辦理變更手續。
土地管理部門在確定和變更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土地使用權時，應當
徵求本級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的意見。

第三十二條 宗教活動場所用於宗教活動的房屋、構築物及其附屬的宗教教職人員
生活用房不得轉讓、抵押或者作為實物投資。

第三十三條 因城市規劃或者重點工程建設需要拆遷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
的房屋、構築物的，拆遷人應當與該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協商，並徵
求有關宗教事務部門的意見。經各方協商同意拆遷的，拆遷人應當對被拆遷
的房屋、構築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據國家有關規定，按照被拆遷房屋、構築
物的市場評估價格予以補償。

第三十四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可以依法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所獲收益以及
其他合法收入應當納入財務、會計管理，用於與該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
所宗旨相符的活動以及社會公益事業。

第三十五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接受境內外組織和個
人的捐贈，用於與該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宗旨相符的活動。

第三十六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執行國家的財務、會計、稅收管理制度，
按照國家有關稅收的規定享受稅收減免優惠。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向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報
告財務收支情況和接受、使用捐贈情況，並以適當方式向信教公民公佈。

第三十七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註銷或者終止的，應當進行財產清算，清算
後的剩餘財產應當用於與該宗教團體或者宗教活動場所宗旨相符的事業。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八條 國家工作人員在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中濫用職權、怠忽職守、徇私舞

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第三十九條 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擾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

所正常的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改正；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
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侵犯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權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條 利用宗教進行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財產等違法活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對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組織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大型宗教活動過程中發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情況的，依照
有關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規進行現場處置和處罰；主辦的宗教團體、
寺觀教堂負有責任的，由登記管理機關撤銷其登記。
擅自舉行大型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所得的，
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１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其中，大型宗
教活動是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擅自舉辦的，登記管理機關還可以責令該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撤換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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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改
正；情節較重的，由登記管理機關責令該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撤換直接
負責的主管人員；情節嚴重的，由登記管理機關撤銷該宗教團體、宗教活動
場所的登記；有非法財物的，予以沒收：
（一）未按規定辦理變更登記或者備案手續的；
（二）宗教活動場所違反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未建立有關管理制度或者管

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的；
（三）宗教活動場所內發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時報告，造成嚴重後果

的；
（四）違反本條例第四條規定，違背宗教的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
（五）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接受境內外捐贈的；
（六）拒不接受登記管理機關依法實施的監督管理的。

第四十二條 涉及宗教內容的出版物有本條例第七條第二款禁止內容的，對相關責
任單位及人員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給予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責任。

第四十三條 擅自設立宗教活動場所的，宗教活動場所已被撤銷登記仍然進行宗教
活動的，或者擅自設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務部門予以取締，沒收違法所
得；有違法房屋、構築物的，由建設主管部門依法處理；有違反治安管理行
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非宗教團體、非宗教活動場所組織、舉行宗教活動，接受宗教性捐獻的，由
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
可以並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
擅自組織信教公民到國外朝覲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所
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罰款。

第四十四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
施工，限期拆除；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第四十五條 宗教教職人員在宗教教務活動中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除依法
追究有關的法律責任外，由宗教事務部門建議有關的宗教團體取消其宗教教
職人員身份。
假冒宗教教職人員進行宗教活動的，由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活動；有違法
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六條 對宗教事務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
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七條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進行宗教交往，

按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八條 本條例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4 年 1 月 31 日國務院發佈的

《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同時廢止。
資料來源：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考察報告，2005 年 2 月。頁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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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五、政府官員暨專家學者問卷調查表

敬啟者：
這是一份僅供學術研究的「問卷調查表」共三類問卷，目的為了

建置「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機制之研究」。因景仰您是此領域的專
家，懇請您能撥冗填妥第2至4頁各項評分後，盼您能回傳給吳惠巧博
士生：03-3274098為禱。謝謝您！本問卷調查姓名絕不會對外公開。恭
祝 時祺

【懇請您填妥後回傳：03-3274098，謝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博士生吳惠巧敬上二○○五年一月

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機制之研究

問卷編號：_______

姓 名： 服務單位：

地 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

總目標

評估準則

審議條文

考量目標

本研究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 TGRRL 評估模型架構

宗教用地審
議規範內容

社會
公平

交易
成本

時間
成本

環境
品質

國土
永續

條文1 條文2 條文3 條文j 條文N
…

社會 經濟 環境

民眾
參與

政治

法令
規範

現行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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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一】：審議規範內容
(一)都市計畫土地：評分範圍 1~10 分，評分值越高表示達成準則程度越高或「成
本」越低。

社會
公平

民眾
參與

交易
成本

時間
成本

環境
品質

國土
永續

法令
規範

現行
政策規範方案(Alternatives)

（績效最佳的請給10分，最不佳的請給1分）符合社

會公平

程度

民眾接

受程度

協調等

之交易

成本

執行之

時間成

本

影響環

境之程

度

影響國

土永續

程度

與法規

配合程

度

與政策

配合程

度

1.宗教用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
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規定外，其坵塊圖
平均坡度在 40%以上之地區應維持原
始地貌，不得變更及開發利用，並不
得計入申請變更使用面積；平均坡度
在 30%~40%間之地區，得作為開放性
公共設施為限，不得作為建築使用。

2.放寬以上之限制標準 5%~10%。

3.宗教用地申請變更使用若位於主管機
關依法規禁止開發之土地，無安全之
虞者交付審議委員會認定。

4.現有宗教用地申請變更使用為「宗教專
用區」之地點，應有臨接或自行留設
寬度 6 公尺以上之聯外道路。惟若情
況特殊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者不在
此限。

5.宗教專用區建築物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平地不得大於 160%，
山坡地不得大於 120%。大殿高度以
21 公尺為限，惟若屬歷史性建築者交
付審議委員會認定之。

6.以上建蔽率放寬至不得大於 50%；其
容積率：平地不得大於 180%，山坡地
不得大於 140%。

7.宗教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要審
查其興辦事業計畫及該項計畫對宗教
團體未來之發展情形。

8.宗教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興
辦事業計畫之審查主要依據其所訂定
之相關規定審查該事業計畫之項目、
內容及經營管理計畫等。

9.成立專責機關辦理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
有助於道場之合法化。

10.土地使用審議過程應提供民眾參與
及宗教團體表達意見及申訴管道。

11.宗教用地位於都市地區之土地使用
變更程序，因受限於都市計畫法相關
規定較缺乏彈性且程序較為冗長，包
括：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審議、舉辦
公開展覽、徵求公民團體意見等，應
有更透明、合理、效率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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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都市土地部分【適用於開發許可及用地變更】
評分範圍 1~10 分，評分值越高表示達成準則程度越高或「成本」越低。

社會
公平

民眾
參與

交易
成本

時間
成本

環境
品質

國土
永續

法令
規範

現行
政策規範方案(Alternatives)

（績效最佳的給 10 分，最不佳的給 1 分）
符合社

會公平

程度

民眾接

受程度

協調等

之交易

成本

執行之

時間成

本

影響環

境之程

度

影響國

土永續

程度

與法規

配合程

度

與政策

配合程

度

1.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開
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外，坵塊圖上平均
坡度在 40%以上之地區應維持原始地
貌，不得變更及開發利用，並不得計入
申請變更使用面積；平均坡度在 30%~
40%間之地區，准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
施使用為限，不得建築使用。

2.放寬以上之限制標準 5%~10%，視地質
地形地貌決定。

3.既有宗教用地申請變更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地點，應留設二條寬度 6 公尺
以上與不得小於 4.5 公尺之聯外道路。
惟若情況特殊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
者不在此限。

4.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宗教建築物之建蔽
率與容積率，應比照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規定。

5.放寬以上之限制標準 5%~10%。
6.大殿高度以 21 公尺為限。惟若已成為古

蹟或具宗教文化及歷史建築者，經區域
計畫委員會同意不在此限。

7.宗教用地申請變更位於山坡地者，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核發開發許可後，需擬
具「水土保持計畫」經水土保持機關審
查通過後，於申請雜項執照時，可免除
重複審查該項「水土保持計畫」內容。

8.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宗教團體土地規
劃階段，應僅針對其興辦事業的需要性
與政府相關機關配合情形及是否符合申
請目的。

9.宗教事業計畫限於宣揚各宗教教義，修
持戒律、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福利
事業為宗旨者。

10.聯外道路其土地所有權如係私人，經所
有權人同意者，可由政府協助興建。如
係公有，由政府協助興建。

11.宗教團體申請土地規劃審查階段，主要
釐清地權問題以取得土地使用相關文
件，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
設。

12.既有宗教用地若循開發許可、經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查無法申請變更編定者，得
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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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二】：目標權重問卷調查表

評分範圍1~10分，評分值越高其相對重要性越高請避免集中分佈。

【問卷三】：評估準則權重問卷調查表

評分範圍 1~10 分，評分值越高其相對重要性越高請避免集中分佈。

目標(Goals) （最重要的給 10 分，最不重要的給 1 分） 相對重要性（1-10 分）

（一）社會 10
（二）經濟 1
（三）環境 5
（四）政治 7

相對重要性（1-10 分）（一）社會評估準則(Evaluation Criteria)
（最重要的請給 10 分，
最不重要的請給 1 分）

1.社會公平

2.民眾參與

相對重要性（1-10 分）
（二）經濟評估準則(Evaluation Criteria) （最重要的請給 10 分，

最不重要的請給 1 分）

3.交易成本

4.時間成本

相對重要性（1-10 分）
（三）環境評估準則(Evaluation Criteria) （最重要的請給 10 分，

最不重要的請給 1 分）

5.環境品質

6.國土永續

相對重要性（1-10 分）
（四）政治評估準則(Evaluation Criteria) （最重要的請給 10 分，

最不重要的請給 1 分）

7.法令規範

8.現行政策

8.現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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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六、宗教議題博士論文彙整表

研究領域 作者 時間 探討主題

楊國柱 2003 台灣殯葬用地區位之研究-土地使用競租模型的新
制度觀點

張崑振 1999 台灣傳統齋堂神聖空間之研究

蔡 穗 1996 墓園選址與規劃之研究～以高雄市軍人示範公墓為
分析案例～

蔡主恩 199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地理分布及其土地使用之研究

張文瑞 1991 陽宅風水與建築相關技術之研究

宗教用地

與設施

莊芳榮 1987 台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

李崇信 2002 台灣社會宗教現象的哲學省思－宗教信仰之法律規範的
可能性探討

宗教立法

劉廣華 1999 宗教社會化與國家發展之研究－從社會化觀點探討宗教
與國家之關係

張培新 2004 臺灣宗教性非營利組織運作的社會資本考察-以慈
濟功德會為例

鍾秋玉 2000 禪修型新興宗教之社會心理學研究

宗教團體

與公共關係

王順民 1997 臺灣地區宗教福利服務之銳變––兼論若干個案的歷
史考察

戴萬平 2003 印尼族群政治研究:宗教、地域與種族

陳廣芬 2003 康有為的宗教信仰與變法運動

奚永慧 2002 言說與認同：殖民時期美國書寫 1584-1637

陳家倫 2002 新時代運動在台灣發展的社會學分析

邱麗娟 2000 設教興財：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經費之研究

江燦騰 2000 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臺灣新佛教
運動得頓挫與轉型

宗教與

政治活動

葉永文 2000 臺灣政教關係之研究(1949-1999)：一種統治觀點之分析

林榮澤 2004 持齋戒殺：清代民間宗教的齋戒信仰研究

范純武 2003 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

黃聖堯 2001 當代基督教的人權觀

金相範 2001 唐代禮制對於民間信仰觀形成的制約與作用─以祠廟信
仰為考察的中心

林淑媛 2001 慈航普度--觀音感應故事敘事模式及其宗教義涵

李燕芬 2000 里察‧柯禮修宗教詩裡的三個神祕主題

王鏡玲 2000 神聖的顯現：重構艾良德宗教學方法論

林本炫 1998 當代台灣民眾宗教信仰變遷的分析

蔡維民 1996 批判理論與臺灣民間信仰研究:從社會及文化觀點批判

民間信仰

與宗教活動

張榮富 1994 民間信仰與媽祖神格的建構──宗教社會學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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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六、宗教議題博士論文彙整表(續)

研究領域 作者 時間 研究主題

鄭印君 2004 遠藤周作文學中的宗教觀—人與神聖論述會晤
楊碧玉 2004 洪秀全政治人格之研究
黃寶珊 2004 魏晉格義佛學與玄學之關係研究
吳耀庭 2003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析論

余慧珠 2003 都鐸王朝演義：莎士比亞歷史劇中顛覆傳統的王
權意象

劉惠萍 2003 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
王見川 2003 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
曾陽晴 2003 唐朝景教文獻思想研究

連瑞枝 2003 王權,觀音與妙香古國：十至十五世紀雲南洱海
地區的傳說與歷史

金清海 2002 台閩地區傀儡戲比較研究

鄭弘岳 2001 中國歷代的宗教衝突：一個衝突社會學的考察

林慶文 2001 當代台灣小說的宗教性關懷

周西波 2001 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

劉婉俐 2001 藏傳佛教傳記的主體性與空性：伊喜措嘉佛母密

傳的敘事研究

黃瑩暖 2001 朱子所理解的佛教思想——以心性意涵與修持

工夫為討論中心

元弼聖 2001 從"佛陀觀"看中國佛教思想之開展

陳重成 2000 一個新封建主義的歷史範疇 : 中國宗教社會與
村落社會的持續與變遷

邱彥彬 2000 中道疆界:論姜唐作品中宗教與政治的曖昧性

鄭愛蘭 2000 商周宗教與藝術所反映的社會政治心態之研究
林正三 2000 從胡適與基督教的互動關係談胡適的宗教情操

鍾雲鶯 2000 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

鄭燦山 2000 邁向聖典之路—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

沈宗憲 2000 國家祀典與左道妖異-宋代信仰與政治關係之研究

賴慧玲 1999 明傳奇中宗教角色研究
曹秀明 1999 多瑪斯倫理哲學研究
謝聰輝 1999 修真與降真：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仙傳研究

文學、歷史
、理哲神學

王志宇 1996 儒宗神教之研究--台灣民間宗教的歷史學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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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六 宗教議題博士論文彙整表(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領域 作者 時間 研究主題

張瑞芬 1995 佛教因緣文學與中國古典小說

洪淑苓 1994 關公「民間造型」之研究——以關公傳說為重心
的考察

俞美霞 1993 東漢畫像石與早期道教發展之關係

蔡榮婷 1992 唐代詩人與佛教關係之研究

尤雅姿 1991 顏之推及其家訓之研究
胡其德 1990 蒙古帝國初期的政教關係
丁敏 1990 佛教譬喻文學研究

張長臺 1990 唐代喪禮研究

陳熾彬 1989 左傳中巫術之研究
金億珠 1985 王維研究－宗教、藝術與自然之融合
何乾 1983 禪宗精神與中國藝術

孔維勤 1982 宋永明延壽宗教論與根識境之探討

文學、歷史

、理哲神學

薛保綸 1974 墨子的人生哲學
張妙娟 2002 《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教 育

黃隆民 1994 台灣地區中小學實施宗教教育可行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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