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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分為：規劃、審議、開發及建築四階段。台灣現行體制尚無「宗教

用地審議規範專章」，亦無政府核准的26種宗教皆能適用之「宗教專屬法令」。

「宗教用地」與「宗教設施」違規使用問題不僅是政府治理的棘手問題，也影響

著宗教團體自身的運作和發展。世界各國對於宗教事務的治理，已從原來的「立

法管制宗教事務」走向「立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價值觀。台灣的宗教事

務治理亦採行以「服務代替管理」、「輔導取代監督」模式。惟數量龐大的宗教

用地與設施違規使用問題日益嚴重；大法官會議第五七三號解釋亦曾宣告1：「監

督寺廟條例違憲問題」；各界籲請政府建置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的需求頗高，

促進宗教團體的永續發展。 

第一節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標準與模型建構 

    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是一項價值觀的認定，它受到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等

因素的影響。政府自 2002 年以降雖致力於輔導宗教問題的改善措施，先後訂定許

多管理宗教團體的行政命令，協助宗教主管機關輔導宗教團體的組織與用地合法

化（參閱附錄十二），惟迄 2004 年仍有為數龐大的宗教用地與設施的使用和現行

法令抵觸，無法納入政府的管制體系。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研究途徑，彙整「政

府官員」、「專家學者」及「宗教團體」等五十位具高度代表性的受訪者各方意見，

統計出 96﹪受訪者認為：政府有必要建置「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專章。因此，

依照土地使用管制體系建置「都市計畫」2與「非都市土地」3的『宗教用地審議規

範』，另擬訂宗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作業要點』。本研究彙整自深度訪談

的宗教用地問題，透過宗教用地審議規範TGRRL4系統分析模型與層級評分法HSM5

架構運算之研究結果，盼能提供學術研究與政府單位暨宗教界參考。 

壹、現行宗教用地審議深度訪談之分析 

台灣地區都市計畫與非都市土地的宗教用地，若未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者，

須透過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機制變更為「宗教專用區」、「寺廟專用區」、「寺

廟保存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區」或「保存區」等案件甚多。

惟迄 2004 年政府仍未有通案性之審議規範處理原則，造成現行的審議機制未能

                                                 
1大法官會議第五七三號：2004 年 2 月 27 日大法官會議作成第五七三號解釋：確立了「監督寺廟 

條例」具有法律位階，但該號解釋亦作成該條例第二條第一項及第八條有關寺廟處分不動產需經
所屬教會同意並報主管機關許可之規定，妨害宗教團體活動自由及宗教自主權、財產權之憲法保
留原則，在二年後失其效力的宣告。同時對寺廟不動產處分需經主管機關許可部分，其申請程序
及許可要件欠缺，已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並牴觸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意旨，這號解釋對主管
機關在寺廟管理依據上更形同雪上加霜。 

2既有的都市計畫審議規範包括：工業區、農業區、工商綜合專用區、媒體事業專用區四種。 
3既有的非都市計畫審議規範包括：學校、住宅區、高爾夫球場、墳墓用地、休閒農場、貨櫃集 散
場、遊憩設施區、工業區開發計畫、工業區細部計畫、海浦地開發、工商綜合區及廢棄物衛 生掩
埋場等 12 種。 

4TGRRL系統分析模型：指本研究提出的The Guideline of Reviewing for Religious Land-use Model簡稱 
TGRRL模型。 
5HSM架構：本研究運用能使資料衡量與整理不易出錯之層級評分法(Hierarchy Scoring Method) 架 
構作為評估試算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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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時需，衍生各界籲請政府制定「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專章」的需求。本研究

參考 2003 年 12 月行政院經建會出版的「土地使用變更作業手冊」與 1998 年 4
月 28 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四三七次會議紀錄：「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寺廟

土地變更為宗教專用區審議規範草案」之內容為基礎，透過宗教用地審議規範

TGRRL 系統分析模型與HSM 架構，彙集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的問卷調查結果，

據以建置「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專章。將其分為都市計畫土地與非都市土

地二類規範，且於非都市土地再區分為「開發許可」與「用地變更」兩種方式；

另擬訂宗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作業要點』配套措施以完成之。 
     本研究採「深度訪談」研究途徑，精選五十位深度訪談對象，含「政府官員」、

「專家學者」與「宗教團體」代表進行深度訪談，藉以瞭解「台灣宗教特性」、

「政府治理宗教事務」及「宗教土地使用與取得問題」。首先從政府辦理「土地

使用變更審議」案件文獻中進行收集與分類，釐清民眾申請土地審議之問題類

別，從中整理出「政府官員暨專家學者」與「宗教團體」之深度訪談題目（參

閱附錄一、二）。另為了深入問題核心與廣泛接觸問題層面，將「深度訪談調查

表」設計為可供量化整理與質化性質的內容。其次從中整理預計做「深度訪談」

的對象，找出最具專業的「政府官員」二十位訪談對象。另根據「土地使用變

更審議」機關推薦兼具理論與實務最具代表性的「專長學者暨審議委員」十位，

包括專長於：都市土地、非都市土地及都市暨非都市土地三類資深審議委員。

再從政府核准的 26 種宗教中，依照內政部民政司推薦具代表性又願意接受深度

訪談的宗教類別及其主要負責人二十位進行深度訪談。本研究將訪談結果分為

「同類訪談題目」與「異類訪談問題」二類內容進行分析如次： 

一、同類題目深度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研擬的「深度訪談調查表」因「政府官員」暨「專家學者」各有三

十題相同內容，致將其分別彙整成一份可供量化整理的「政府官員暨專家學

者深度訪談結果統計」（參閱附錄十七）與不能量化的「政府官員」暨「專家

學者」兩份文字表述意見內容（參閱附錄十九、二十）；亦將「宗教團體」的

「深度訪談調查表」六十題彙整成一份可供量化整理的「宗教團體深度訪談

結果統計」（參閱附錄十八）與一份不能量化的文字表述意見內容（參閱附錄

二十一）。上開「同類」的深度訪談題目計有 26 題，本研究採取將「宗、官、

學」三方面的訪談結果統整分析；另有「異類」的深度訪談題目：屬於「政

府官員暨專家學者」有 4 題，屬於「宗教團體」有 34 題，將其分為「政府官

員暨專家學者」與「宗教團體」二種方式進行分析，並整理出深度訪談結果

以使其具有深度與廣度，茲依序分析如次： 

（一）興建宗教設施申請規劃作業階段最困難之法規為何？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七題與附錄二第一題，此議題三方意見呈現分歧） 
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認為「環境保護」法規之適用是申請規劃作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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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難的問題；百分之五十五認為「土地使用」法規與「水土保持」法

規是第二困難問題；另有部分政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建築管理相關法

規，如：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等是最困難之處，但若公共安

全不打折扣，依法申請當無困難可言。 
2.專家學者：百分之九十認為此議題應以「土地使用」法規最為困難；70

﹪認同「環境保護」與「水土保持」法規是第二困難的問題；亦有專家

學者口述意見表示：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內容較為複雜，應是民

眾在土地開發興建宗教設施申請規劃作業階段中最感困難之處。 
3.宗教團體：百分之六十五宗教團體認為「水土保持」與「環境保護」相規

的困擾最大；百分之四十認同「土地使用」法規是第二困難的問題。 

（二）宗教用地開發過程中最難通過的行政程序為何？ 

（參閱附錄一第三十八題與附錄二第二題，此議題三方意見呈現分歧） 
1. 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五認為最難通過的程序是「環境影響評估」；百 
分之四十認為其次是「水土保持」程序；另有部分政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

「用地變更編定」或「變更都市計畫」才是宗教團體在申請開發過程中最

難通過的程序，其困難程度視個案而定，以非都市的申請程序較難通過。 
2.專家學者：百分七十認為最難通過的程序是「水土保持」程序；百分四十

認為其次是「環境影響評估」程序；部分專家學者口述意見表示：非都市

土地之開發最難。 
3.宗教團體：百分三十認為最難通過的程序是「水土保持」程序；百分二十

五認為其次是「建築執照」；其餘宗教團體口述意見表示：政府績效不

彰問題最大，因該團體已申請審議十年了還沒辦下來；或因共同持分土

地的產權取得困難是最大困難；等待政府推動社子島開發才能突破困

境；亦有認為消防問題最困難。 

（三）宗教團體申請土地變更過程中最常遭遇的困難 

 （參閱附錄一第三十九題與附錄二第三題，此議題三方意見部份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認為「土地變更面積、區位不符規定」問題最多；百

分之四十五認為其次是「使用國有土地未獲同意變更」問題；另有部分政

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資金取得不易」與「違規開發在先」的問題亦很

困難。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土地變更面積、區位不符規定」與「未能

先取得開發許可文件」是最常遭遇的困難；百分之四十五認為其次是「使

用國有土地未獲同意變更」與「審查程序冗長不便」的問題；部分專家學

者口述意見表示：宗教團體所提出的水土保持與環境影響評估若能合乎規

定，則審議通過應無太大困難。 
3.宗教團體：百分之二十五認為政府的審查程序冗長不便最受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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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團體申請土地規劃作業最耗費時間的手續為何？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一題與附錄二第四題，此議題三方意見部份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五認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是最耗費時間的手續；

百分之四十五認為其次是「變更編訂」的作業；另有部分政府官員口述意

見表示：應視視個案而定。 
2.專家學者：百分之八十認為「變更編訂」的作業最冗長；百分之四十認為

其次是「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部分專家學者口述意見表示：若能符

合審查規定，所需審議時程應不會太長。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五認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是最耗費時間的手續；

百分之三十五認為其次是「建築執照」手續。 

（五）宗教團體申請規劃作業時程較合理的時間為何？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二題與附錄二第五題，此議題三方意見大致雷同） 
1.都市土地：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三十認為六個月較合理。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一年較合理。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五認為一年以上較合理。 

2.山坡地： 
（1）政府官員：百分之四十認為二年內較合理。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都認為二年內較合理。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五認為二年內較合理。 

3.非都市土地： 
（1）政府官員：百分之四十五認為二年內較合理。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都認為二年內較合理。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五認為二年內較合理。 

（六）宗教團體申請審議過程中較困難通過的問題為何？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題與附錄二第六題，此議題三方意見大致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五認為「未能符合水土保持標準」的問題最難通過，

百分之五十的政府官員認為「宗教事業計畫之核准」與「未能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是第二難通過的問題；另有部分政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國

有地需國有財產局同意」與「辦理重劃之農地不得變更」是宗教團體在申

請審議過程中最困難克服的問題。 
2.專家學者：百分之八十認為「未能符合水土保持標準」的問題最難通過，

百分之七十認為「宗教事業計畫之核准」是第二難通過的問題；百分之五

十認為未能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是第三難通過的問題；亦有專家學

者認為若位於斷層帶區位與地質的審議過程較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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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團體：百分之三十認為「宗教事業計畫之核准」與「未能符合水土保

持標準」的問題最難通過；百分之二十五認為「經費昂貴無法負擔」其次；

另有部分宗教團體口述意見表示：「水土保持」申請七年才通過的問題最

困難；配合政府社子島開發才有機會突破問題；人為因素造成土地產權訴

訟的問題最困難；受限於容積規定無法擴建的問題最困難。  

（七）宗教信仰場所的插花地是否會影響宗教用地申請合法化？ 

（參閱附錄一第三十三題與附錄二第七題，此議題三方各有看法不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認為不會影響，其理由為：應將其踢除於申請面

積、申請合併使用或由建管機關協調合併使用、進行整編、公有未登錄

土地應陳請專案讓售；百分之四十五認為會影響，其理由為：須留設道

路，不可納入申請範圍、應保留插花地聯外道路，否則會影響權利。 
2.專家學者：專家學者有百分之八十認為不會影響，其看法認為只要證明

有無同意或購買即可，亦透調解機制處理或依建築法規定並辦理。 
3.宗教團體：百分之七十五認為會影響；另有部分宗教團體口述意見表示：

此事很難協調，因對方常會開出超高地價使其無法負荷無力購買；解決

此事的困難度很高；等到大塊土地解決才解決插花地，需要一些時間處

理；將其合併提供做停車使用；因土地購買後無辦理過戶而衍生訴訟或

土地登記產權問題的困擾。 

（八）政府的政策與措施是否會造成宗教開發案的不確定性？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三題與附錄二第八題，此議題三方看法部份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認為「錯誤的政策影響最大」；百分之二十認為

其次是「行政措施規定及執行」；另有些政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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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空變遷會影響政策制定與執行」皆會造成開發案的不確定性。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行政措施規定及執行」最會造成開發案的

不確定性；百分之三十認為其次是「錯誤的政策」；另有專家學者認為：

「審查委員與宗教界見解不一致」；「法規」對於開發案的不確定性較大。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五認為「錯誤的政策」影響最大；百分之三十五

認為其次是「行政措施規定及執行」也會造成開發案的不確定性。 

（九）申請宗教信仰場所開發興建案最大的問題為何？ 

（參閱附錄一第二十四題與附錄二第九題，此議題三方看法部份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五認為「宗教人士只管修行，這些事交給專家去做」

是最大問題；百分之四十五認為其次是「法規太多不懂」與「太複雜了

不想申辦」的問題；另有些政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宗教團體沒有找到

優良專業代辦人處理的問題最大；宗教人士不守法的問題最嚴重；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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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買土地是申請宗教信仰場所開發興建案的最大問題。 
2.專家學者：百分之六十認為「法規太多不懂」是最大問題；百分之四十

認為其次才是宗教團體沒找到優良專業代辦人處理的問題。 
3.宗教團體：百分之三十五認為「法規太多不懂」是最大問題；百分之三

十認為其次是宗教人士將這些事交給專家做；另有宗教團體口述意見表

示：燒紙錢產生環保的公共安全問題、水源保護管制區無法取得建造、

經費有限與法令限制太多都是申請開發興建案的最大問題。 

（十）宗教信仰場所的興建過程中有何因素會造成停工？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四題與附錄二第十題，此議題三方看法部份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五認為「因籌措興建經費」是停工最主要的因素；

百分之五十認為其次是下列因素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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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環評檢查沒通過；雜項執照施工無

法取得完工證明；水保、環評與雜項執照沒通過及不符建築技術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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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保環評沒通過與雜照問題；水土保持與環評檢查沒過等而停工。    
2.專家學者：百分之六十認為「因籌措興建經費」是停工最主要因素；百分

之五十認為其次是下列因素停工：合法地沒錢施工，違法地有人檢舉而

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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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保環評與雜照檢查沒過而停工。 
3.宗教團體：百分之六十亦認為「因籌措興建經費」是停工最主要的因素；

百分之三十五認為其次是因為下列因素停工：附近居民反對；附近居民

檢舉；天災地變如颱風等災變；建材漲價於議價時暫時停工。 

（十一）制定宗教審議規範專法是否有助於宗教用地合法化？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八題與附錄二第十一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差異極大） 
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五認為政府制定宗教審議規範專法有助於宗教團體   
申請合法化；百分之三十認為無助益。認為有助益的理由包括：應由宗

教主管機關制定專法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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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制定宗教的專法應有幫助；目前

水保、建管等相關法規應由更高層級規範始能解決。認為無助益者的理

由包括：基於法律之公平性、穩定性所以不宜另立法律規範；不宜採個

類訂定法律；現行規定已足夠宗教團體申請；仍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避免不公平現象；現行法令已完備無需再設置宗教審議規範專章。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政府若制定宗教審議規範專法有助於宗教團體         

申請合法化；百分之五十認為無助益。認為有助益者主張應制定特別法

以解決申請問題；或可比照特別法方式如 2003 年 7 月 3 日公佈實施的溫

泉法排除建築法。認為無助益者認為：修正現行法令即可，不必設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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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審議專法；宗教團體之設施若屬程序違建，只需補辦手續即可合法，

無需再立審議規範。  
3.宗教團體：百分之百認為政府有絕對的必要應制定宗教審議規範專法方能助於 
合法化。所持理由包括：現行宗教法令對外來宗教申請無涵蓋應予重新規範；

最好有專法並印製成冊提供參考使用；政府有必要了解宗教團體需求。 

（十二）成立宗教專責機關是否助於宗教土地與設施合法化？ 

（參閱附錄一第四十九題與附錄二第十二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差異大）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五認為政府應成立宗教專責機關幫助宗教團體的土地 
  與設施之合法化；百分之五十五反對府應成立宗教專責機關。認為有助益者

所持理由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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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單位主管此項業務之專業性不足，曠日費時；應成立專法的單一窗口；

若有專法可成立單一窗口，使對口單位單純化。反對政府成立者的理由包括：

應由宗教主管機關研擬詳細作業手冊規範指導申請即可；宜由中央宗教主管

機關主動積極協調整合以達事半功倍來代替制定宗教審議規範專法；政府已

設有土地與建築機關不必另設專責單位；制定宗教審議規範專法無法遏止新

違規的宗教土地與建築仍會繼續增加；從政府再造立場不應成立太多機關。 
2.專家學者：百分之四十認為政府應成立宗教專責機關；百分之六十反對成立。

認為有必要成立者所持理由包括：政府應設立單一窗口以減少申請人奔波；

大部分宗教團體皆有合法化之意願。反對政府成立者的理由包括：基於社會

公平原則，社會多類違建可能比照辦理；短期成立任務小組然後考慮專責機

關的可行與必要性；因為對於建築與土地的管理政府都已有專責單位。 
3.宗教團體：百分之百認為政府有必要成立宗教專責機關。其所持理由包括：應

成立宗教司以協助宗教團體申請合法化並提升宗教事務的治理；實際接受本

研究訪問者表示：原向省政府申請，到縣政府被打官腔挑毛病，很痛苦。政

府應成立單一窗口方便宗教團體作聯繫。 

（十三）山坡地宗教建築用地免受十公頃限制是否合理？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題與附錄二第十三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差異極大）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認為免受十公頃限制是合理的；百分之四十五認為不合

理。認為合理的理由包括：應符合興辦公益事業才合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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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才合理；為符合目前

眾多加蓋在山坡地寺廟之現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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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不合理的理由包括：很多宗教建築的規模不需要

十公頃；宗教建築所需土地規模應無十公頃之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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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不公平現象；可能造成山坡地大量開發之虞。 

2.專家學者：百分之七十認為是合理的；百分之四十五認為不合理，認為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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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由包括：有助於現有宗教信仰場所之合法化。認為不合理的理由包括：

就社會公平角度，政府之規定應適用一切對象不應有差別待遇；台灣有宗教

信仰場所越大越好趨勢，政府不應鼓勵宗教團體的建設與大自然作對。 
3.宗教團體：百分之九十認為是合理的；百分之十認為不合理。認為合理的宗

教團體有的強調：很多宗教團體買不起這麼大的土地，一般在一公頃左右面

積為數最多；亦有宗教團體主張須在地質安全處才能容許開發。 

   （十四）未涉及通盤檢討之都市土地審議時程以多久為宜？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一題與附錄二第十四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很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五十認為三個月；百分之二十五認為應依地政司規定。 
2.專家學者：有百分之五十亦認為以三個月為宜；百分之三十認為以六個月

為宜；另有百分之十專家學者認為應依建管單位規定。 
3.宗教團體：百分之七十五認為三個月為宜；百分之二十認為以六個月為宜。 

（十五）未涉及通盤檢討之非都市土地審議時程以多久為宜？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一題與附錄二第十五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很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三十五認為以三個月為宜；百分之三十認為以六個月為

宜或應依都計單位規定。 
  2.專家學者：百分之四十認為應三個月；百分之三十認為以六個月為宜。 

3.宗教團體：百分之七十五認為三個月；百分之二十認為以六個月為宜。 

 （十六）都市宗教信仰場所應限制於宗教專用區或保存區？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二題與附錄二第十六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具一致性） 
   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認為應限制位於宗教專用區或保存區：百分之三十

五反對此項限制。認同的理由包括：宗教團體不守法所以需做限制；宗教

信仰場所不同於其他土地利用型態，必須加以限制；為避免妨害原來使用

分區之功能等。持反對者的理由包括：只要不影響都市發展與周圍居民，

在其他土地分區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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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均可興建寺廟；只要符

合容許使用規定即可。 
     2.專家學者：百分之六十認為應予限制；百分之三十反對此項限制。認同的

理由包括：宗教具有社會教化功能，不應帶頭違法帯壞社會風氣；容易管

理；做限制才合於土地分區使用；方便政府管理減少影響週遭之土地分區。 
3.宗教團體：百分之八十認為應予限制；百分之二十反對此項限制。應限制

的理由認為：政府應讓宗教設施走向專區專用。反對者的理由包括：既有

宗教道場若公共安全無虞應予以就地合法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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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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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斥性與信徒觀念的差異，不宜在同一區。 

 （十七）都市宗教信仰場所除於宗教專用區外尚可設在何處？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三題與附錄二第十七題，此議題三方看法頗為接近） 
    1.政府官員：百分之四十五認為適合在風景區；百分之三十五認為適合在

商業區；另有政府官員口述意見強調應依都計單位規定。 
    2.專家學者：百分之七十認為適合在風景區；有百分之六十認為適合在商

業區；另有專家學者口述意見認為應有「宗教用地使用分區」。   
      3.宗教團體：百分之七十五認為適合在風景區；百分之六十認為適合在住

宅區；另有宗教團體口述意見表示宗教用地應有「總量管制或比例原則」。   

   （十八）是否應延長民政單位輔導宗教團體合法化期限？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七題與附錄二第十八題，此議題三方看法差異大）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七十反對延長輔導期限；百分之二十五贊成延長輔導期

限。反對的理由包括：延期輔導不是根本原因，應從審議規範根本改善；

輔導合法化不屬於常態措施，不宜延期；輔導違規者合法化形同鼓勵新違

規；應促請儘速合法；應視輔導成效決定是否延期；延長輔導將使問題永

無休止；應依規定期限。贊成延長輔導期限理由包括：至少應延期三年；

有的認為應無限期輔導合法化才合理。 
      2.專家學者：百分之九十贊成應延長輔導期限。百分之十反對延長期限。

贊成應延長者之中，有百分之三十三認為應延期三年；百分之三十三認為

考慮現實面應無限期輔導；亦有認為至少應延長輔導三個月。反對延長輔

導者強調反對政府輔導宗教團體合法化，違法者即應予以取締。 
      3.宗教團體：百分之九十五贊成應延長輔導期限，其中有百分之六十認為

應無限期輔導，直到宗教團體合法化為止；百分之五反對延長輔導期限。

贊成應延長的理由包括：政府應盡量輔導宗教團體合法化；至少應再延期

輔導三年；其中百分之七十認為應輔導到宗教團體合法化為止。 

 （十九）政府是否有必要重視台灣宗教建築的高度發展現象？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八題與附錄二第十九題，此議題三方看法接近） 
        1.政府官員：百分之八十五認為有必要重視台灣宗教建築高度發展現象；百

分之五主張讓它自由發展。認為有必要重視的理由為：宗教能教化人心不

應帶頭違法；應依建築法規規定辦理，不應隨意興建。 
     2.專家學者：百分之八十認為有必要重視；百分之二十主張讓它自由發展，

其理由為：在合法前提下讓它自由發展。 
     3.宗教團體：百分之八十認為有必要重視，其理由包括：宗教建築已經太多，

民族性不容亦須加以重視；百分之二十主張讓它自由發展。 

 （二十）政府是否應對宗教信仰場所不断興建適度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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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閱附錄一第五十九題與附錄二第二十題，此題三方看法幾乎一致） 
   1.政府官員：百分之八十五認為應該加以限制；百分之十主張不應限制。 

         應該限制的理由強調應採總量管制並由民政司決定；主張不應限制的理由認

為宗教發展應讓市場需求來自然限制。 
   2.專家學者：百分之八十認為應該加以限制；百分之二十主張不應限制。 

        主張不應限制的理由認為：民主國家交由市場供需決定，不須限制；有財力

有市場就可蓋宗教道場。 
   3.宗教團體：百分之九十認為應該加以限制；百分之十主張不應限制。 

 （二十一）對政府解決宗教信仰場所持續增加的問題之建議？ 

   （參閱附錄一第六十題與附錄二第二十一題，此議題三方看法接近） 
    1.政府官員：百分之九十認為應該制定專屬宗教用地合法化適用的規範；百

分之十五主張法令規定應有限度地鬆綁；另有政府官員口述意見表示：宗

教設施興建不應破壞國土須納入管理；亦有認為應由市場經濟機制決定。 
    2.專家學者：百分之七十認為應該制定專屬宗教用地合法化適用的規範；另

有百分之四十主張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協助宗教用地開發。 
    3.宗教團體：百分之九十認為政府應制定專屬宗教用地合法化適用的規範；

百分之四十五反應政府有必要訂定土地開發業者的收費標準。另有宗教團

體口述意見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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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有機會合法化的宗教用地得以合法化，進而落實整體規劃，

避免宗教信仰場所之財源來自社會資源的浪費，並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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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若需補件時，行政人員不應以退件方式處理，而應通知須補

何資料代替退件方式才合理；既成寺廟應輔導其就地合法化：新建的宗教

設施應教導其配合法令應以合法目標興建；政府應公平；政府應趕快立法

通過宗教法，並盡快制訂宗教審議規範供參考使用。 

 （二十二）一般宗教設施除從事宗教活動外尚有何其他活動？ 

   （參閱附錄一第二十三題與附錄二第二十二題，此題三方看法差異大） 
    1.政府官員：百分之九十認為最多的活動是社會教化；百分之七十五認為其

次是民俗活動。       
       2.專家學者：百分之七十認為最多的活動是社會教化；百分之六十認為其次

是民俗活動。 
    3.宗教團體：百分之九十五認為最多的活動是社會教化；百分之八十五認為

其次是節慶活動。 

（二十三）台灣宗教信仰場所之面積應該多大較為合理？  

  （參閱附錄一第二十八題與附錄二第二十七題，此題三方看法部份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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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三十認為二公頃或一公頃以下；百分之十五認為五公頃

以下或主張由宗教團體視其面積需求而定，或維持原限制規定。 
    2.專家學者：百分之三十認為二公頃以下就好；百分之三十認為不必限制面

積；百分之三十認為應視需求而定，或依層級與規模大小而異，或由市場

機制及環評決定。 
    3.宗教團體：百分之三十認為二公頃以下或五公頃以下就好；百分之二十五

認為一公頃以下就好；另有宗教團體強調台灣地區的宗教設施已經過量，

政府應予限制，不要鼓勵再興建或增加宗教設施。 

（二十四）台灣宗教信仰場所之建築物類別主要有那些型式？ 

   （參閱附錄一第二十九題與附錄二第二十八題，此題三方看法接近） 
    1.政府官員：百分之九十五認為寺廟建築最多；百分之八十認為其次是教會

（堂）；另有政府官員強調違章建築物與鐵皮屋不少。 
       2.專家學者：百分之九十認為寺廟與教會（堂）最多；百分之六十認為其次

是民房。 
    3.宗教團體：百分之八十認為寺廟建築最多；其次是教會（堂）。 

（二十五）台灣宗教信仰場所較為傾向何種型式的建築？ 

  （參閱附錄一第三十題與附錄二第二十九題，此題三方看法非常雷同）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七十五認為傳統式建築最多；百分之三十認為其次是中

西合壁；另有政府官員強調越來越多宗教團體主張其建築物應有宗教文化

特色已成趨勢。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傳統式建築最多；百分之三十認為其次是具有

宗教藝術風格且要莊嚴為主，或依不同宗教別而定，視性質及地點而定。 
    3.宗教團體：百分之五十五認為傳統式建築最多；百分之三十五認為其次是

中西合壁。 

（二十六）台灣宗教建築物之地點應以何處較佳？ 

  （參閱附錄一第三十一題與附錄二第三十題，此題三方看法頗為相近） 
   1.都市土地：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三十五認為應以郊區最佳；百分之十認為其次是都

市區或平原區或因宗教信仰場所的功能而異。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應以郊區最佳；百分之十認為其次是都市

區或平原區或視性質及地點而定。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認為應以郊區與平原區最佳；百分之十認為其

次是都市區。 

    2.非都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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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官員：百分之六十五認為應以郊區最佳；百分之十五認為其次是

因宗教信仰場所的功能而異。 
     （2）專家學者：百分之八十認為應以郊區最佳；百分之二十認為其次是山

坡地。          
（3）宗教團體：百分之四十認為應以郊區與平原區最佳；百分之十認為其

次是山坡地。  

二、異類題目深度訪談結果分析 

（一）政府官員暨專家學者 

    政府官員暨專家學者深度訪談題目之第二十三至二十六題沒有在宗教團體

之題目中出現，茲分別將其深度訪談結果分析如次： 

1.第二十三題：您認為都市土地五公頃宗教道場基地開發費用為多少？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三十五認為一千萬元以下；百分之二十五認為應需五

千萬元。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五十認為視區位與內容而異或應視區位與規模而論；

百分之四十認為需要花費一億元以上。          
  2.第二十四題：您認為都市土地開發案的規劃費以花費多少較為合理？ 

（1）政府官員：百分之三十認為一百萬元以內；百分之二十認為應需二百萬

元以內。 
   （2）專家學者：百分之三十認為應需花費五百萬元以內。 

3.第二十五題：您認為非都市土地五公頃宗教道場基地開發費用為多少？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二十五認為應需花費五千萬元或一千萬元以下；百分

之十五認為應需花費一億元以上。 
    （2）專家學者：百分之四十認為應視區位與規模而定；百分之三十認為應需

花費一億元以上。 

 4.第二十六題：您認為非都市土地開發案的規劃費以花費多少較為合理？ 

（1）政府官員：百分之二十認為應需花費一千萬元以內；百分之十五認為應

需花費五百萬元以內或一百萬元以內。 
   （2）專家學者：百分之二十認為需花費一千萬元以內或五百萬元以內。 

    上述四題的深度訪談結果，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僅第二十六題非都市土地

的規劃費用看法一致，其餘三題雙方對於都市與非都市土地的「宗教團體之基

地開發費用」與「宗教團體之基地規劃費用」的見解差異很大。經查其差異原

因，主要係雙方皆非實際付費的當事者，僅依一般概念回答上述問題所致。 

（二）純粹宗教團體之問題 

 294



第柒章 台灣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建構 

本研究擬定宗教團體「深度訪談」的研究途徑，係為了瞭解宗教團體所

面臨的問題。首先從政府辦理「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案件文獻中進行分類，釐

清「宗教團體」申請土地使用變更審議之問題類別，從中整理出「深度訪談問

題」共六十題（參閱附錄一）。另從政府核准的 26 種宗教類別中找出「主要宗

教」、6成立較久或信仰人數較多的「新興宗教」，7選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宗教

類別作為預計進行深度訪談的名單；再依照政府主管宗教事務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所推薦的宗教團體創辦人、負責人、管理人或實際負責申辦土地使用變更

程序有豐富經驗的執事者，篩選出本研究做為深度訪談的對象，分別進行深度

訪談研究共計 20 份，茲將其訪談結果扣除與「政府官員」暨「專家學者」同

類題目，餘 34 題為「宗教團體」專屬題目，茲將其彙整分析如次：  
1.第一題：當初興建此宗教信仰場所的動機為何？ 

        百分之六十五以「信眾心願」的動機最多，其次為「神的指示」，另有清

初從福建將廟宇香火帶來台灣供奉建廟宇者；或屬明清時代聚落信仰中心所

形成的；或由故蔣經國總統指示興建的；或由外交部主導興建者。 
   2.第二題：為何選擇此地點興建貴宗教信仰場所的原因？ 

        百分之三十五表示地理與環境適宜，百分之三十表示：係依神的旨意，

或因自 1738 年堪輿師選擇依山傍水之現址；或因交通方便、風水好之地；或

因歷史背景淵源；或因土地價格合理等因素。 
   3.第三題：貴宗教信仰場所共有多少信徒人數？ 

        接受的深度訪談的宗教團體最多的信徒人數有四十多萬人；百分之四十表示

在十~三十萬人之間；百分之三十五表示在一千~一萬人之間；百分之十表示在五

百~一千人之間。 
   4.第四題：貴宗教信仰場所開始建設與完工日期？總共建設幾年時程？ 

受訪的宗教團體之設施的興建時程有數年或數十年甚至數百年不定。有

的從 1730 年代、1740 年代開始興建迄今仍持續興建或維修不断；有的自乾隆

時代興建至今陸續增建或改建未停。本研究從訪談中得悉：宗教團體有建設

時程越久則越興旺之說流傳。 
5.第五題：貴宗教信仰場所之建築物材料是何種類？ 

百分之四十係磚造，百分之三十五表示為 RC，亦有石材建造等。 
6.第六題：貴宗教信仰場所之興建費用大約花費多少錢？ 

受訪的宗教團體都回答難以估計。因為有些是年代久遠無法估計，有些

表示因興建期間很長，當累積信徒捐獻足夠就動工，經費不足即停工，致無

法計算已經花費多少費用。 
7.第七題：貴宗教團體申請土地變更過程中的規劃費用共花費多少？ 

百分之七十五表示對於沒有概念，交由專人處理，因此不清楚應付多少

費用才合理；百分之二十表示共花費二百萬元左右。 
   8.第八題：貴宗教團體認為購買宗教信仰場所土地費以多少較為合理？ 

                                                 
6「主要宗教」：指台灣地區信徒多或歷史久的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蘭教、一貫道。 
7 「新興宗教」指：天理教、真光教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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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四十五表示：因個案而異，視地段與大小為而定，市區與郊區的

費用不同；百分之二十表示以花費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較為合理。 
9.第九題：貴宗教團體的信仰場所之建造過程狀況如何？ 

百分之四十五表示：完全依照規定程序開發興建。百分之三十五表示：

自 1975 年起已被指定為市定古蹟列管；該宗教場所土地屬於祠地可用作宗教

用途；配合政府社子島開發計畫作興建規劃安排；1960 興建當時尚無建築法

令規定等。深度訪談對象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屬於先建設後補辦證照手續。 
10.第十題：承上題，貴宗教團體未按照規定程序開發興建的原因？ 

百分之三十認為手續太繁複耗時廢日；百分之十五表示：法令太嚴苛怕

通不過而直接興建，未按照規定程序開發辦理。 
11.第十一題：貴宗教團體尚未取得建築執照的原因？ 

百分之四十五表示：因土地產權問題；等候政府進行社子島開發計畫推

動後才提出申請。百分之二十屬於不符合法令規定的問題。 
12.第十三題：貴宗教團體申請變更宗教用地使用係由誰辦理？ 

百分之五十表示：委託專業人士辦理；百分之三十五表示：自己辦理。 
13.第十四題：貴宗教團體申請道場開發興建案係由誰辦理？ 

百分之五十表示：委託開發公司辦理；百分之二十表示：自己辦理。 
14.第十五題：貴宗教團體的建築物規劃配置係由誰設計？ 

百分之七十表示：委託專家設計；百分之三十表示：由宗教團體領導人

由自行設計；由信徒設計。 
15.第十六題：貴宗教團體所經營的宗教信仰場所的土地現況為何？ 

百分之六十表示：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尚未完成變更編定程序；百分

之四十表示：已取得建築執照。 
16.第十七題：貴宗教團體之土地權屬為何？ 

百分之八十五表示：土地權屬為私有，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為自有，百

分之十為非自有；另有百分之十為國有地。 
17.第十八題：貴宗教團體之土地使用狀況？ 

百分之九十表示：自用狀態；百分之十表示：處於租賃狀況。 
18.第十九題：貴宗教團體之土地面積有多少？ 

百分之五十五表示：未滿○.五公頃；百分之三十表示：二公頃以上，未

滿五公頃；百分之十五表示：○.五公頃以上，未滿二公頃。 
19.第二十題：貴宗教團體之土地區位及使用類別為何？ 

百分之六十五表示：屬於都市土地；百分之二十表示：屬於非都市土地；

其餘為山坡地或國家公園土地。 
20.第二十一題：貴宗教團體之宗教信仰場所主要設施各約有多大面積？ 

受訪的宗教團體之主要設施各不相同，主要依需求配置，大小不定。 
21.第二十二題：貴宗教團體目前經營之志業包括那些機構項目？（可複選） 

    百分之九十五有經營教化項目與慈善項目；百分之八十五有經營文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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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百分之六十五有經營福利項目、服務項目、訓練項目等。 
22.第二十五題：貴宗教團體之人力資源包括那些人員？ 

    百分之八十五有義工（志工）；百分之五十有在家眾支援；百分之四十五

由出家眾組成。 
23.第二十六題：貴宗教團體之宗教信仰場所的土地使用分區為何？ 

    受訪的宗教團體之土地使用分區類別非常不同，其中有百分之十五屬於

非都市土地的一般農業區或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百分之十分屬於都市

土地的保存區或風景區或保護區或住宅區；其餘分別屬於都市土地的農業

區、商業區、市定古蹟、特定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等。另有屬於非

都市土地的水源保護管制區、林地、山坡地保育區、鄉村區等。 
24.第二十七題：貴宗教場所若為非都市土地其性質屬於何種使用地？ 
    本研究篩選的深度訪談宗教團體有九家位於都市計畫土地，有十一家位

於非都市土地。非都市土地之中有百分之三十屬於遊憩用地；百分之二十分

屬於林業用地或乙種建築用地；其餘則為水利用地、農牧用地、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等，種類紛雜，態樣迥異。 
25.第三十二題：貴宗教場所之土地有無申請變更土地使用？ 

百分之七十五表示無申請變更土地使用；百分之二十五有申請。 
26.第三十四題：貴宗教場所之聯外道路的所有權屬為何者所有？ 

  百分之七十五表示由政府無償提供公用；百分之二十五表示自用。 
27.第三十五題：貴宗教場所之聯外道路係由何單位所興建？ 
   百分之七十五表示由政府興建；百分之二十五表示由宗教團體自建。 

28.第三十六題：貴宗教場所有無設置停車場？ 
   百分之六十有設置停車場；百分之四十無停車場，但都反應停車場的需求

性很高，未來若再增建新的宗教設施，停車場都會列入規劃的重要考量。 
29.第三十七題：貴宗教場所之水資源是否充足？ 

  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水資源充足；百分之五表示不充足。 
30.第四十五題：貴宗教團體是否了解目前土地開發建築之相關法規？ 

  百分之五十五表示不了解；百分之四十五表示了解或大概了解。 
31.第四十六題：貴宗教團體是否了解宗教道場興建及登記之程序？ 

  百分之六十五表示了解；百分之三十五表示不了解。 
32.第五十四題：貴宗教團體在經營運作上有無遭遇困難？（可複選） 
    接受深度訪談的宗教團體僅有三家表示在經營運作上無遭遇困難，其餘

百分之八十五提出行政方面、運作方面、道場資源方面的問題分述如次： 
（1）行政方面：百分之四十表示以「政府政策未能配合」所遭遇的困難最大；

其次為「宗教登記手續太複雜」的問題亦困擾著經營運作。 
（2）運作方面：百分之二十表示以「信徒奉獻太少」的問題最困難；其次依

序是「缺乏熟悉相關業務人員」及「人力不足無法維護道場環境」、「道

場管理不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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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場資源方面：百分之四十反應因為宗教團體的發展導致目前使用的面

積不敷需求的「面積太小」問題最大；其次「交通不便」也是相當大的

問題；另外「停車問題」也相當困擾，還有「變更地目很困難」與「水

源不足」皆是宗教團體在經營運作上的困難之處。 
33.第五十五題：貴宗教團體在興建過程是否被列入政府的輔導對象？ 
    百分之六十五未被列入政府的輔導對象；百分之三十五是政府輔導對象。 
34.第五十六題：貴宗教場所是否違規使用列入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對象？ 
    百分之八十未被列入民政單位輔導合法化對象；百分之十五屬於民政單

位輔導合法化對象；百分之五被民政局與寺廟有關單位已輔導合法化完成。 

貳、宗教用地審議選擇評估模型之設計 

      本研究擬建置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構想，首先透過深度訪談研究

途徑，彙整出「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宗教團體」等三方代表性人物所提

出的問題，將其區分為涉及審議規範部分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草案」及涉及

作業要點或行政流程部分的「相關配套措施方案」二類。再將上述兩部分中除

了基本需求與基本要件之外的內容，需要透過專家評估選擇部分以評估模型進行

選擇較佳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草案」與「作業要點配套措施」內容。將其中需

要進行評估之內容，經彙集「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的問卷調查結果，採用

HSM 層級評估法的試算方式，將上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草案」與「作業要點

配套措施」內容進行評估，再將其評估結果擇優納入「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

與「作業要點配套措施內容」的規定，另加入基本需求與基本要件之內容，因

而建置「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專章。茲將本研究選擇評估方法時，所面臨的研

究限制及其問題特性分析如次：  
1.本研究所探討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問題，是由一些交互影響的要素所組成，

需要透過一套程序將其進行分析與分類。 
2.影響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的評估因素很多，本研究從深度訪談結果將其歸納

為：社會面、經濟面、環境面、政治面等四項主要因素。 
3.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內容之績效衡量不完全可予以數量化。 
4.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內容之績效，因相關文獻之取得非常不易，致可供搜

集的資料仍有其侷限性。 
5.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內容之績效，本研究在有限的時間及政府行政命令隨

時有可能頒布的前提下，以 2004 年現有法規為研究基礎。 
基於上述問題特性因素，本研究在選擇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及其配套措施

時，採用理論嚴謹、架構清楚的多準則決策方法(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簡稱 MCDM) 進行量化分析。再依據多準則決策問題類型，將所探討主題的決

策問題之性質整理歸類為下列六種問題類型：  

一、離散型評估問題(discrete evaluatio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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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方案事先已知，例如：它可參考其他類似既有

的土地使用變更審議規範內容，經本研究進行歸納分析，繼而做出「宗教用

地審議規範」專章及其「作業要點」內容，用以做為 HSM 評估之待評估方案。 

二、群體決策問題(group decision making) 

     決策者為一群此領域最具代表性的專家所組成。由於本研究之議題屬

於：問題具有複雜性、問題具有長期性、問題的影響面深遠、所牽涉的問題

多又廣等情形。例如：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與「官學雙方問卷調查」的

二類研究途徑，採用「共識決」(Major Rule)方式，選擇優越的方案建置「宗

教用地審議規範」及其「作業要點配套措施」，如此將可集思廣益，降低個人

的主觀因素存在，促進參與範圍並提高其研究結果的認同度。 

三、評估尺度採取比例尺度(ratio scale) 

    常用的衡量尺度包括：名目尺度(nominal scale)、二元尺度(binary scale)、
順序尺度(ordinal scale)、區間尺度(interval scale)及比例尺度等，其數學運算

程度由小逐漸加大。本研究在進行「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草案評估時，採用

的衡量尺度係以「比例尺度」為主，因其數值可用數學的加減乘除加以運算

之，屬於基數尺度(cardinal scale)類別，致易於將其量化處理。 

四、依據資料性質的問題 

    本研究將「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準則權重及方案績效值之評估方法，

採用「定量評估」方式之評分(scoring)法。由於「資料性質」可區分為：軟性

評估問題(soft evaluation problems)、硬性評估問題(hard evaluation problems)
及混合評估問題(mixed evaluation problems)三類。軟性評估問題又稱為定性評

估問題(qualitative evaluation problems)，運用於質化(qualitative)或序數(ordinal)
資料。硬性評估問題又稱為定量評估問題(quantitative evaluation problems)，
適用於量化(quantitative)或基數(cardinal)資料。混合評估問題則分析「方案績

效值」或「準則權重」，包括質化及量化的資料在內。因此，本研究將「宗教

用地審議規範」的「資料性質」採用「定量評估」方式進行評分，作為確定

所要建置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內容之篩選依據。 

五、依據理性程度的區分 

        本研究將「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區分為：理性決策(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與滿意決策 (satisfying decision making)二類。前者又稱為「經濟模型」 
(economic model)，其過程屬於規範性決策(normative decision)，需透過搜集充

分資料的途徑，計算精確效益並進行比較分析，並以理性原則選擇出最佳的

計畫方案。惟本研究所探討的宗教用地審議問題之決策特性屬於「滿意決

策」，又稱為「行政模型」 (administrative model)，其決策者為政府行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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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決策時應顧及行政上的考量因素。加上本研究可搜集到的資料受限於政府

機關與宗教團體因各種考量因素，致無法充分且完整地提供，亦即所產生之

成本與效益難以完整估計。(Dye, 1987: 357)鑑於上述研究的侷限性，且其決

策結果亦不能完全預知；另在時間方面亦未能及時獲得政府最新頒布的行政

命令等限制，故決策時只能追求近似情況，期能在主觀上獲得滿意為前提。 

六、依決策程序區分屬於程序化決策(programmed decision) 

    本研究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決策型態，若依據決策程序區分，理應

屬於「程序化決策」。因其決策過程明確，且具有固定的處理方式，故本研究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的問題型式，適用於能夠將其結構化與簡單化者的「程

序化決策」。 
基於上述分析，本研究所進行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研究之量化資料處

理係採用多準則評估法(MCDM)(鄧振源, 2002: 363)之中，類似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8的層級分析方法，該法資料衡量容易與不易出差錯為其優

點。該法以「基數尺度」之「準則權重」及「方案績效值」進行評分，以之作

為建置「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專章條文」的準則及其「相關配套措施」之評

估方法。 

参、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準則之建立 

本研究依據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決策問題之性質，建立「宗教用地審議規範

系統分析模型」（參閱圖 7-1）。採用多準則決策分析法(MCDM)之層級評分法

(HSM) 作為方案選擇，進行審議規範及相關配套措施之篩選。其所建置之「宗

教用地審議規範」模型構想依序為：1.透過深度訪談彙整出「政府官員」、「專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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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 TGRRL 系統分析模型 

                                                 
8AHP為 1971 年Thomas L. Saaty（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發展出來的研究方法，主要應用在 不確
定情況下及具有多數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以使複雜的問題能夠簡化，並建立具有相 互影響
關係的層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Saat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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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宗教團體」等三方代表所提出的問題；2.將宗教用地審議問題歸納為二部

分，含涉及「審議規範」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草案」與涉及「作業要點」之「相

關配套措施方案」；3.將上述二部分條文先剃除其基本需求與基本要件(即在其他法

規已明文規定或客觀要求者)之內容，直接納入審議規範或相關配套措施而不需進

行評估，其餘整理成後續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方案(Alternatives)。再透過政府

官員與專家學者問卷結果，採用HSM評估法(層級架構如圖 7-2)進行決策分析，並

試算每一評估方案的加權評分值，篩選出優越之條文方案，建立「宗教用地審議

規範草案」與「作業要點配套措施」主要內容，最後結合基本需求及基本要件建

置「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及其配套措施」之專章內容。 
本研究有關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中屬於「基本需求」部分，應包括：1.依照「寺

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合法登記有案之寺廟，或依法成立的「宗教法人」組織者，

或經由宗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其補辦登記之既有宗教團體之土地者。2.既有宗

教團體使用的土地，除供宗教用途之外，其附屬設施的開發計畫如係從事：文教、

教化、福利、訓練、醫療、慈善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項目，應依循其土地使用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規範辦理之。3.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交通影響評

估等作業，皆須依循該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4.宗教團體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非

位於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法令規定禁建、限建區域。5.宗教設施位於地形及地質安

全無虞且不破壞自然環境者。6.宗教團體申請審議之土地與實際使用面積相符。至

於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中相關行政程序的「基本要件」，則應包括：1.行政流程的環

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交通影響評估等作業，皆依現行法令規定辦理之。

2.應檢具的相關書圖資料須依規定備齊提出申請。 
 
 
 
 
 
 
 
 
（c1, c2, …, cm）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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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7-2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 HSM 評估架構 

本研究HSM評估架構之建立如圖 7-2 所示。其建立層級依序為：HSM架構第

一層的總目標(overall objective)，此即為建置本研究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總目

標」；其次為第二層建置宗教用地審議規範須考量的主要目標(goals)，其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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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環境」為公共政策需要考慮之主要因素，亦是永續發展三大主題，

因其與「政治」息息相關，故將第二層考量目標設立為四項，包括：「社會」、「經

濟」、「環境」與「政治」等主要的「考量目標」；並將其分別整理出各自的兩項主

要評估準則(criteria)。因此，第三層的評估準則，係由第二層「考量目標」發展出

各自最主要的兩項評估準則共計八項，包括：社會公平、民眾參與、交易成本、

時間成本、環境品質、國土永續、法令規範及現行政策等。其準則集合的表示為：

C={c1, c2, …, cm}。第四層是待評估方案，係透過前段TGRRL步驟而研擬發展出

的，此即為本研究透過「定量評估」層級評分法之「問卷調查」評分試算，篩選

與擇優建置「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與「作業要點配套措施」內容。 

肆、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系統模型之建構 

本研究針對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所建立的「TGRRL」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系統分

析模型如圖 7-1 所示，其模型操作之步驟分述如次： 

Step 1. 搜集現行宗教用地審議機制之問題 

 本研究經由深度訪談結果，整理出「台灣宗教特性」、「政府治理宗教事務最

棘手之問題」、「宗教土地使用與取得問題」以及「目前宗教用地申請審議面臨之

有關審議作業、行政流程問題」等。 

Step 2. 歸納出涉及審議規範部分之問題並提出審議規範草案 

針對涉及宗教用地審議規範部分研擬審議規範草案，並將已經在相關法規中

有明文規定的「基本要件」與「基本需求」內容先行挑出，因其不需要透過本研

究的評估步驟篩選而可直接納入審議規範中。 

Step 3. 歸納出涉及行政流程部分之問題並研擬配套措施草案 

 本研究將涉及行政流程部分研擬「作業要點」之配套措施草案，亦將不需 

要透過評估步驟篩選的「基本要件」與「基本需求」內容，自相關配套措施中先

行挑出，於篩選出「作業要點」後，再將其合併於「作業要點」內容中。 

Step 4. 將基本要件之外的內容整理成評估方案以確立決策問題 

本研究所建置的「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包括：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內容及其

配套措施方案(alternatives)，透過審慎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所完

成的問卷調查結果，以求得「共識決」之優先評分方案，將其納入建置宗教用地

審議規範及宗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行政作業要點之配套措施中。 

Step 5. 建立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準則之層級架構 

依據總目標、考量目標、評估準則等不同層級，逐步發展而決定評估指標及

獲得評估準則C={c1, c2, …, cm}。本研究HSM之層級架構分別為：第一層的「總

目標」；第二層以探討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的四項主要「考量目標」，包括：社會、

經濟、環境及政治等。第三層為「評估準則」，係由第二層分別提出的各自兩項

主要評估準則共計八項，包括：社會公平、民眾參與、交易成本、時間成本、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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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品質、國土永續、法令規範及現行法令等所建立之層級架構(如圖 8-2 所示)。 

Step 6. 透過政策分析選擇可能之政策方案 

本研究經由深度訪談結果歸納之問題，區分為「審議規範」與「配套措施」

二類，除了相關法規已規定或客觀的基本要件之外，凡具有選擇彈性部分將其列

為需要評估的項目，將其透過政策分析選擇，提出本研究之評估方案，其方案集

合為A={a1, a2, …, an}。 

Step 7. 決定評估準則層級中各群組內要素之重要性順序 

此步驟為：在做問卷調查時，提供決策群體成員（專業的政府官員與專家

學者）進行評分之參考。經過群組內要素之排列順序的擬定再進行評分，將可避

免評分方式錯誤，能使其達到一致性，並容易決定評分值大小。 

Step 8. 進行評分與衡量 

     對於評估指標層級中各群組內要素進行評分利用 0~S 評分尺度衡量。決策群

體成員依據評估準則層級中各群組內要素的重要性順序排序結果進行評分，再應

用平均數法、中位數法或多數決法，決定最後的評分結果。本研究採用以下方法，

使評分時避免有分佈過於集中現象。若以 0~10 評分尺度為例：1.將最不重要的

要素指定為「1」，再往上對於重要性較高的項目逐項比較與評分。2.將最重要的

要素指定為「10」，再往下針對重要性較低的項目逐項比較與評分。3.將各群組

內所有要素重要性評分合計為「10」，再依要素的重要性進行順序分配評分。 

Step 9. 要素重要性評分的歸一化 

    進行評估準則層級中各群組內要素重要性評分的歸一化(normalization)。茲

l t k
為：

將第 層第 群組第 要素的評分以 表示，則該群組的總評分應為 ，其結果

 

                                                    (1) 

      其中 ，表示第 l 層第 t 群組要素的個數，故第 l 層第 t 群組要素的權 

 

l
tkR l

tT

tlRT
ltm

k

l
tk

l
t ,,

1
∀= ∑

=

ltm

重(weight) ，依以下歸一化方式求得： l
tkλ

         ktl
R

l
tk ,,,∀=                 

Tt

l
l
tkλ                          (2) 

每一層級中每一群組內各要素的權重是分配該群組直接關聯上一層級要素

的權重，即若(l-1)層級第 h 群組的第 g 要素 ，在第 l 層直接關聯到 個次要

，

−λ

   同理，由此方式可以推導至最下層 m 個評估準則的權重為： 

Step 10. 計算整個層級架構下各評估準則的權重 

1−l
hg lt

素。該 t 群組個 ltm 次要素的權重即在分配 −l
hgλ 其次要素整體權重 l

tkw 即為： 

       ktlw l
tk

l
tk ,,,1 ∀= λ                                        (3) 

λ m

1

l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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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衡量每一評估方案在每一評估指標下的達成值 

),...,,( 21 mwwwW =                                        (
Step 1

    

      將每一個評估方案在每一評估指標下的績效值，轉換為共同單位的績效 
      換績效評分的方法分為二大類，包括：「最大化準則」與「最小 

 好。 

  假 方案在 準則下達成值為 ，X設 ijX ij可為客觀量化統計資料，或主觀判iA jC

斷的衡量。 
Step 12. 將績效值轉換為共同單位的績效評分值 

 評分值。因轉

   化準則」，前者表示越大越好，後者表示越小越

1.將最大化準則的達成值轉換成績效值，即達成值越高，績效值越佳。 

            j
X

Ag
ij

ij ∀×= ,100
}max{

)(                  
X ij                 (5) 

i

j
X

X
Ag n

i
ij

ij
ij ∀×=

∑
=

,100)(

1

                                  (6)       或

2.將最小化準則的達成值轉換成績效值，即達成值越低，績效值越佳。 

j
X

X
Ag n             

i
ij

ij
ij ∀×−=

∑
−

,100)1()(                                (7) 

Step 13. 計算每一評估方案的加權評分值 
值如表 7-1 所示，應用加權評方法計算每一評估方案的加權評分值

Si (i=1,2,…,n)，其結果為： 

1

    其加權評分

             iAwS
m

∀= ∑ ,)                                       (g
j

jjji
=

8) 

表 7-1 審議規範評估指標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
1

   ci

條文 w1

綜合 

績效值 w2 w3 w4 w5 w6 w7 w8

條文 1    …      

條文 2    …      

條文 3    …      

… … … … g … … … …  j(Aj) Si

條文 j    …      

…    …      

條文 N    …      

資料來源：本 究整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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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4. 建 宗教用 審議 範內容

權評分值大小排列其優先順序。此時，將加權評分值太小之宗

教用地審議規範方案予以捨棄，其門檻值依柏拉圖法則選擇百分之八十優先的方

所篩選出之審議規範內容，納入宗教用地審

議規

S

需 型之步驟 Step 13 所篩選出之相關配合措施內容結合，即為本研究之

第二

境造成不良的影響，藉以達到

保護環境之目的，於 1994 年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範對於開發行為可能造

制其影響程度與範圍，透過事

之條件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

展之

立 地 規  
依據 Step 13 加

案。將前述問題分析後，將 Step 13
範先行挑出的「基本需求」內容使其相結合，即為本研究之宗教用地審議規

範內容。 
tep 15. 建立宗教用地審議之「作業要點」配套措施 

依據前述問題分析後提出的宗教用地審議配套措施「基本要件」與「基本 
求」及本模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作業要點」配套措施內容。 

節 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之規範內涵 

    政府為了預防及減輕土地開發行為對於國土環

成之自然環境、人文社經環境及生態環境的衝擊控

前的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方法，提出對環境的管理計畫，

並予以公開說明及審查。台灣地區都市計畫土地的管制及其用地使用變更作業，

係依照都市計畫法及其相關規定進行都市計畫之擬定及發布實施。其用地使用變

更方式有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由擬定機關辦理「通盤檢討」及第 24 條土地權

利關係人自行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因都市計畫通盤檢討通常由都市計畫擬定機

關約每五年負責檢討一次，因此，較難符合一般都市計畫土地開發案件之需求。

又因大部分都市計畫的分區劃設，係設置於主要計畫事項中，致使都市計畫開發

案無法依都市計畫法第 20 條僅辦理細部計畫變更。 
現行都市計畫包括：市鎮計畫、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等。大多數都市計畫

開發案若涉及土地變更，主要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規定

辦理都市計畫的「個案變更」。其中，第 3 款及第 4 款

需要，或配合中央、直轄市、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為了加速辦理都市計畫

變更，於必要時由內政部或縣（市）政府指定各該原擬定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

亦可由上級主管機關逕為變更。原則上，市計畫由市政府擬定；縣轄市計畫、鎮

計畫、鄉街計畫分別由縣轄市、鄉鎮公所擬定，但若必要時得由縣政府擬定之；

特定區計畫由縣政府擬訂，亦於必要時得由內政部擬定之。鑒於都市計畫各擬定

機關並不相同，因此，造成有些計畫需先經由鄉鎮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成後，

才能再送至縣（市）政府辦理公開展覽；有些計畫則不需由縣（市）政府的都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致其審議流程亦不相同。本研究針對都市計畫的土地開發，主

要探討經由縣（市）政府擬定的都市計畫，依照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辦理土地變更

的「個案變更」議題，進行建置都市土地宗教用地之審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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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都市計畫宗教用地審議之法規依據

      都市計畫區內辦理宗教用地之審議變更程序，其可能涉及的環境影響評估

與都市計畫之相關法令依據分述如下： 

（一）環境影響評估 

       ；直轄市、縣（市）

政府的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採一級一審制，由

申請開發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對應之同級環保主管機關負責審查。因

此 （市）政府的「民

（二）都市計畫 

」；在地方政府則分為二類：位於台北市及高雄市二直轄市內之土

地，皆由「該市政府都市發展局」主辦；位於各縣（市）政府轄區內土地，

則由其「城鄉發展局」或「工務局之都市計畫單位」負責辦理。茲將都市計

畫土

1.主要計畫 

（  

2.  

」及第 16 條

定者，係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

其餘均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施之。 

二、相關法令依據 

1
 

 

 

一、主辦機關與審議權責 

行政院「環保署」是環境影響評估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

「環保局」為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宗教專用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民政司及各縣

政局」，其相對的環保主管審議機關應為行政院「環保署」及各縣（市）政府

「環保局」，負責針對宗教團體所提出用地變更的「環境影響評估」內容進行

審議。 

都市計畫土地之用地進行變更時，主要負責機關：在中央政府為「內政

部營建署

地使用變更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等核定權責分述如次: 

（1）由內政部核定的「直轄市擬定之特定區計畫」，需轉報行政院備案。 
（2）由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畫」，需報請行政院備案。 

3）其餘計畫則由內政部自行核定之。

細部計畫

除由內政部依照都市計畫法第 14 條訂定之「特定區計畫

規定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合併擬

都市計畫土地之相關法令依據包括下列 15 種： 
. 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施行細則。 

2.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3.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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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範。 
。 

理原則。 
 

。 

貳、都市計畫宗教用地審議之相關規定 

     之宗教用地若依照個案變更方式申請土地使用變更審議，其

申請審議之相關規定應包括：申請資格、審查內容及書圖文件，茲分述如次：  

變更之申請：

 

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款申請變

更程序之認定核准機關，分為「政府機關」與「私人團體」二類規定： 

（一）政府機關 

「個案變更」，除為配合縣（市） 
 

政

    變更」，應逕 
      

                                                

文教、醫療建設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5. 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

6. 陸上土石採取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7. 都市計畫法。 
8. 都市計畫農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 
9. 都市計畫工商綜合區專用區審議規範。 
10. 都市計畫保護區變更為醫療專用區回饋處

11. 監督寺廟條例。

12. 寺廟登記原則。 
13. 民法。 
14. 土地法。 
15. 相關的行政命令等

 都市計畫土地

一、申請資格 

      宗教團體如欲採取「個案變更」方式申請土地使用變更審議，其申請資格

須符合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規定，須具有下列情形者始能符合提出辦理個案

 
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為配合中央、

   內政部曾以「行政命令」9規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4

凡中央、縣（市）暨所屬有關機關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4 款申請都市計畫之「個案變更」，應依下列二要點辦理： 

1.縣（市）暨所屬有關機關申請都市計畫之

興建之重大設施者，由該縣（市）政府逕予認定外，其餘應函報縣（市）

府之都市計畫主管機關轉報內政部核處。 
  2.中央暨所屬有關機關依據前開規定申請都市計畫之「個案

  函內政部函轉相關機關表示意見後予以核部核處。 

 
9參閱 1985 年 9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三二八四七七號函說明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3、4 款之 

申請變更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之規定，以使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能有一明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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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人團體（宗教團體） 

27 條第 1 項第 3、
計畫時，得建議地方政府依規

二、審查內容 

    案變更」審議內容，本研究參考 1994 年內政 
  部陸續函頒的「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 
用審議規範」  

   （一）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法所定義之「環境影響評估」，係指：開發行為或政

、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

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

1.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 

查」。若經認定需進入第

二階

2.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行為者 

「開發行為應實施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所規定應實施

生物科技園區之開發、

港灣之開發、機場之開

發、

       私人團體或宗教團體之興辦事業如符合都市計畫法第

4 款之規定情事，並有具體可行之財務及實施

定辦理都市計畫之「個案變更」。地方政府於接獲其建議案應先審酌都市計畫

之整體發展趨勢，會同相關單位實地勘查，若確有不妨礙鄰近土地之使用者，

得檢具相關資料提報內政部。 

  宗教團體辦理都市計畫之「個

、「都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及「都市計畫媒體事業專

用區審議規範」之規定，草擬本研究針對宗教團體申請都市計畫「個案變更」

審議之審查內容，主要將其分為：.「環境影響評估」與「.都市計畫土地變更」

二部分。 

    依據

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

可能影響之程度及範園，事前以科學、客

定，提出環境管理計畫，並公開說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

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其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內容為：凡「宗教團體申請許可開發行

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的事業主機關（民政單位）提出，並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相對應之環保主管機關審

段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者，則依該法第 11 條及第 13 條之規定，提出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檢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環保主管機關辦理

審查。 

依照

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行為分為：工廠設立、工業區、

道路之開發、鐵路之開發、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

土石採取、探礦、採礦、蓄水工程之開發、供水工程之開發、防洪排

水工程之開發、農地之開發利用、林地之開發利用、魚池之開發利用、牧

地之開發利用、遊樂區之開發、風景區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開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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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之開發、文教建設之開發、醫療建設之開發、新市區建設、高樓建築、

舊市區更新、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放射性核能

廢儲存或處理場所之興建及其他開發行為等。宗教團體之個案變更內容若

涉及上述規定審議內容者，應提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內容。 

宗教團體申請都市計畫之個案變更內容的開發行為，若採用其

3.採用開發面積（長度）規定者 

開發面

以界定其是否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園

  （二）都市計畫土地變更 

   本研究針對不同土地使用分區性質所訂定之都市計畫宗教專用區用地 

   

2.基 道路、不得位於禁止或限制開發地 

    3.附帶條件  

  三、書圖文件 

圖文件將

 

 

評估書圖文件包

 
（1）

責人之姓名、住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簽名 

。 

現況。 
響衝擊。 

 

                                                

積（長度）、挖填土石方量、規模、產能或所在區位等因子，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詳如「

認定標準」10。 

 變更審議規範的主要規定如次： 

1.適用範圍：本規範適用範圍指都市計畫範圍內之不同土地使用分區申請

變更為興建宗教用途設施使用者。 
地條件：包括申請變更面積、聯外

區、坡度限制及公共設施、基地整體配置等。 
：舉辦大型宗教活動對於環境的交通衝擊因應之道。

      本研究草擬宗教團體申請都市計畫「個案變更」審議應具備之書

其分為：「環境影響評估」與「都市計畫土地變更」二部分。

（一）環境影響評估

宗教團體申請許可開發宗教設施時，應檢具的環境影響

括下列各項： 
1. 第一階段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應具備的書圖文件

宗教團體的名稱或法人組織名稱。 
（2）宗教團體負

（3）環境影響說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

（4）宗教設施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5）宗教設施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6）宗教設施開發行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

（7）預測宗教設施開發行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

（8）宗教設施的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9）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10參閱環境影響評估法：2002 年 12 月 31 日修正之「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園 
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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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預防及減輕宗教設施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之對策摘要表。 

2.  

的名稱或法人組織名稱。 

（ 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3）環境影響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 ）宗教設施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 ）宗教設施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 ）環境現況、開發行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 ）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

（ ）減輕或避免不利環境影響之對策。

（ ）替代方案。 

（ ）綜合環境管理計畫。 

（ ）對有關機關意見之處理情況。 

（ ）對當地居民意見之處理情形。 

（ ）結論及建議。 

（ ）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 

（ ）參考文獻。

（

市計畫之「個案變更」所需具備的書圖文件，主要依據

 

1.宗教用地變更案涉及主要計畫者 

（  
（

圍。 

目標年期、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公共設施計畫、 

教用地變更案涉及細部計畫者( 7-2) 

（11）參考文獻。 
（12）附錄。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1）宗教團體

2）宗教團體負責人之姓名、住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二）都市計畫土地變更 

宗教團體申請都

「都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辦理，其應具備之書圖文件包括下列各項：

（1）計畫緣起。 
2）法令依據。

3）原都市計畫概要。 
（4）變更位置及範

（5）變更理由。 
（6）變更計畫內容：計畫

交通系統計畫等。 

2.宗 參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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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都市計畫內容比較表 

資料來  

 
（1）計畫緣起。 
（2）法令依據。 

範圍。 
（4）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析：地形、土地利用、交通系統。 
想。 

及面積、計畫目標年、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公共設

都市防災計畫、容積移轉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項目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擬定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所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所

計畫年期 5 年為一期、最長不得超過 25 年  
計畫範圍 視實際需要劃定範圍 視實際需要劃定範圍 

計畫內容 

1.當地自然、社會及經濟狀況之調查與

分析。 
2.行政區域及計畫地區範圍。 
3.人口之成長、分布、組成、計畫年期

內人口與經濟發展之推估。 
4.住宅、商業、工業及其他土地使用之

配置。 
5.名勝、古積極具有紀念性或藝術價值

應予保存之建築。 
6.主要道路及其他公眾運輸系統。 
7.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8.學校用地、大型公園、批發市場及供

作全部計畫地區範圍使用之公共設

施用地。 
9.實施進度及經費。 

1.計畫區域範圍。 
2.居住密度及容納人口。 
3.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4.事業及財務計畫。 
5.道路系統。 
6.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7.其他。 
 
 
 
 
 

10.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土地使用管制 劃設使用分區 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計畫圖最小比

例尺 
1/10000 1/1200 

計畫審議 
鄉、鎮、縣轄市、直轄市及內政部

都市計畫委員會。 
鄉、鎮、縣轄市、直轄市及內

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源：本研究整理。

（3）計畫位置與

（5）現況說明及分

（6）規劃原則與構

（7）實質計畫：計畫範圍

施計畫、交通系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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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令

展覽之起迄日期、人民團結對本案之反應意見、

員會之審核結果、人民陳情綜理表包括：陳情人、

陳情

参、都市計畫宗教用地審議之流程時間 

      
究亦將其分為「環境影響評估」與「都市計畫土地變更」二類，茲分述如次： 

 

施開發行為，依規定應於

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同級

步驟三

居民所提出之意見。 

循。 

步驟六 並作成紀錄併環

步驟七 並刊登公報，以作為是否許

（二）都市計畫土地變更審查流程( ) 

後，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都市計畫單位。 

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或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應將公開展覽之

都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都市計畫審核摘要表」應包括：都市計畫名稱、變更都市計畫之法

依據、變更都市計畫之機關名稱、申請都市計畫變更之機關名稱或土地

權利關係人之姓名、公開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委

內容、縣都委會決議與內政部都委會決議等內容。 

都市計畫土地若依照「個案變更」方式申請審議之審議流程與時間，本研

一、審議流程 

（一）環境影響評估的審議流程

步驟一：經認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宗教設

申請許可時提出環境影響說明書，

之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步驟二：審查結果如認為其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進行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 
：宗教團體應辦理環境影響說明書之陳列或揭示及公開說明會等

程序，應包含受理機關或

步驟四：由環保主管機關召開範疇界定會議，以決定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範疇，俾供宗教團體之依

步驟五：宗教團體編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理現場勘察及公聽會，

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主管機關作成審查結論摘要公告，

可開發之依據。 

參閱附錄十三

步驟一：申請開發案如符都市計畫「個案變更」之申請資格者，由宗教

團體自擬開發計畫

步驟二：都市計畫單位受理宗教團體之案件後，應於各

日期及地點登報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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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宗教團體之開發案如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者，可同時將環境影

響評估書圖文件，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轉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

議。 
步驟四：宗教團體之開發案完成公告展覽後，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都市計畫委員會進行審議。都市計畫委員會於審議時，需併同公

開展覽時各界之意見予以參考審議，連同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

步驟五

涉及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檢送環保主管機關

步驟六

，並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登報週知。 

二、審查時

（一）環境影響評估的審議時間 

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時間，係指環保主管機關收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之環境

影響評估資料後，進行相關環評審查。原則上環境影響說明書的審查時間為五十

日以內，必要時得以延長五十日為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為六十日以內，必要

之審查時間，依都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規定，應於六十日

內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其審議期限得予延長，惟延長時間以六十日為限。目

會正式審議之前，先組成專案小組辦理

初審

肆、

一、「都市計畫區內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建置草案」11

 （一）宗教用地規範緣由 

地，因不符 
                                                

請內政部核定之。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收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函轉之都市

計畫審議案，於審議同意後，宗教團體依決議修正計畫書圖報表，

請內政部核定之。若

審查通過之證明文件。 
：內政部都委會審查同意後，將核定之都市計畫送當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地方政府於收到核定或備案公文，應於三十日

內，將計畫書圖發布實施

步驟七：宗教團體於地方政府發布核定之計畫書圖後，可辦理整地或建

築等相關事宜。 

間 

時得以延長六十日為限。 

（二）都市計畫土地變更審查時間 

都市土地個案變更

前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通常在該委員

後，再將建議意見報請該委員會決議。 

都市計畫宗教用地審議之規範草案 

        為確立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

 
11參考1998年4月28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三七次會議紀錄：都市計畫區內現有寺廟土地 
  變更為宗教專用區審議規範草案內容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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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土地使用分區而須透過用地變更審議程序，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案件以利管理而草擬本規範。

 
 

 

規則」規定辦理合法登記有案之寺廟或 
 

      2    

 

         計畫土地之宗教信仰場所，依都市

（民政單位）全面清查該都市計畫

  （四）統一為宗教專用區 

      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依本規範辦理變更後之分區名稱，將統一訂為

  （五）宗教用地使用限制 

40﹪以上地區應維持原始地貌，不得變更

其坵塊圖上平均坡度在 30

5
2.

       3.申 更土地之地號及面積等資料列 
      
      4 變更為「宗教專用區」之地點，應臨接或自行留設寬度 

 

 （二）本規範之適用範圍

    1.都市計畫區內依照「寺廟登記

      依法成立「宗教法人」組織之土地者。

.於都市計畫區內原未取得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且經宗教主管機關同

意其補辦登記有案之現有寺廟土地者。 

 （三）申請辦理審議程序

 宗教團體負責人設置於台灣各地區都市

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理通盤檢討時，向各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申請辦理都市

計畫變更，該擬定機關應會同宗教主管機關

區內現有宗教團體登記或立案設置情形及其土地利用現況，依本規範規定核實

辦理。 

    都市

「宗教專用區」，係指現有宗教用地與設施以及新申請興建宗教設施和其相關

附屬設施而言。除供宗教用途使用之外，其附屬的開發計畫：如文教、休閒、

社教、慈善設施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應受相關土地使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管理。宗教團體之開發計畫應分別詳列其開發後使用之各項硬體設施及預

定使用事業。其使用事業並需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1.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規

定外，其坵塊圖上平均坡度在

及開發利用，並不得計入申請變更使用面積；

﹪至 40﹪之間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不得供作建築

使用，其限制標準亦考慮放寬 %~10%。 
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不得位於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規定禁 
止開發之土地。 
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之範圍，應將實際變

 入計畫書規定，俾據以執行。 
.現有宗教用地申請

       六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其實際變更之範圍宜避免毗鄰土地成為畸零地。 

   （六）申請審議變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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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經宗教主管機關查明該宗教團體確為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合

法登記有案者或經由依法立案成立的「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者，就

其已明確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權利證明文件部分之範圍予以變更

2.屬原未取得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而經宗教主管機關同意補辦登記有案

。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
 

         2 ，應由當地主管

地政、交通、環保、都計等相關單位，依本規範及相

         3

      4 地至少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化。 

       「宗教專用區」者，應

 

   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清冊、地籍套繪圖及建築物配

4.  

 

         合「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

，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

，列入都市計畫

者，為利宗教之輔導管理，得就該宗教團體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地及法

定空地範圍予以變更，並由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會同宗教主管機關實地

勘察，詳予查明確定範圍面積後劃設之。 
3.既有宗教設施屬實質違建者，在不違背建築物安全、國土保安，對環境無

衝擊前提下，得採「通盤檢討」或「個案變更」途徑，循土地使用變更

審議申請。 

宗教專用區」內以興建宗教建築物為主，不得作與宗教無關之其他建築

使用；並應設置適當之消音設施，以維周遭環境之安寧、安全與衛生。

.「宗教專用區」內原址建築物申請補領建築執照或改建時

建築機關會同民政、

關法令規定同步進行個案審查。 
.「宗教專用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40%；其容積率不得大於

160%，山坡地不得大於 120%。大殿高度以 21 公尺為限，或建蔽率放寬

10%，容積率放寬 20%。 
.「宗教專用區」內建築基地法定空

    （八）申請書圖文件規定 

宗教團體將其原土地使用分區申請變更都市計畫為

檢附下列書圖文件： 
1.宗教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登記證、登記表、法人權利主體或同意補辦登

記等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變更範圍土地做「宗教專用區」使用同意書或相關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3.現有宗教設施基地

置圖。 
擬變更都市計畫範圍圖。

5.山坡地且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應補附比例尺五百分之一之實測地形圖。 

 （九）都計環評併行作業

 申請用地變更之土地，如符

標準」者，採都市計畫變更審議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併行作業方式辦理，

但於各該都市計畫變更案報請核定或備案時

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圖文件及審查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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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規定，以利執行查考。並應依開發後衍生之交通需求（含交通量及停車需求

等）進行交通影響評估。其實際交通量及停車量之計算依其土地使用之不同予以

加總計算。 

    本研究擬定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內容，盼能提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作業指導原則

 （十）宗教用地審議原則 

   

之參考，若遇特殊情況，為符合實際需求，仍以核定或備案機關

第三節 非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內涵 

   
與「用地變更」兩種規範。若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者，必須採用「開發許可」

1996年行政院核備通過的

壹、水土保持規劃書之審議相關規定 

都市土地」依開發許可申請

辦理土地使用變更之山坡地開發案，規定

書」 列於非都市土地「開

一、主管機關 

的主管單位負責管理。 

1. 水土保持法及其施行細則。 

                                                

都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非都市土地之用地變更審議分為是否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更的「開發許可」

審議方式，將「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變更」同時辦理變更；如未涉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更者，則採「用地變更」審議方式；政府依據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將國土劃分為「限制發展地區」與「可發展地區」，前者

經由縣（市）綜合開發計畫，劃定為「限制發展地區」，依各該計畫內容管理；後

者為「可發展地區」，採申請許可方式管理。「限制發展地區」係指以保護自然環

境與國防安全之地區，目的為環境保育與確保安全、衛生之生活與工作環境。應

依計畫體系分層限制不宜開發地區，包括：生態敏感地區（國家公園、自然保留

區）、文化景觀敏感區（文化古蹟保存區）、資源生產敏感區（水源保護區）、天然

災害敏感地區、國防安全及其他土地。在此地區之土地依據各該目的事業計畫加

以限制與管理；其符合申請審議之非都市土地須於2001年3月31日以前既存違規使

用之事實，且其違規行為經主管機關依法處罰者。12

      政府規定開發基地位於山坡地者，於開發階段應實施「水土保持計畫」。行

政院農委會於「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中」，針對「非

於審議階段必須提出「水土保持規劃

。因此，本研究將「水土保持規劃書審議之相關規定」

發許可審議」與「用地變更」規定之前，俾方便參閱。 

依照政府規定主管水土保持規劃的中央機關為「行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地方政府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則由水土保持

二、法令依據 

 
12參閱內政部函令：2004 年 12 月 14 日內授中民字第○九三○七二一七九四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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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

三

      建築用地屬於非都市土地位於山坡地或森

林區且依區域計畫法申請開發許可者，於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開發許可前，依

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第九條，須先製作「水土保持規劃書」，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民政單位）轉送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議。若開發面積未達十公頃者，由縣

（市）政府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議。如開發面積超過十公頃者，改由行政院農

四、審查內容 

    

源、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之依循。 

審議；水土保持審查機關於收到水土保持規劃書後，若認為有必要補件者，應

通知宗教團體申請人期限補件，並知會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若該宗教團體申

六、審查時間 

  

貳、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規定與草案 

發與建築管理途徑，經由申請「許

項目應包含「事業設立」與「土地

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 
3.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審查對象 

宗教團體之土地開發案，其開發

委會水土保持局負責審議；但如屬於非都市土地小面積用地變更或都市計畫變

更者，則無須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送審。 

    對於水土保持相關審議，行政院農委會訂有「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作為對

於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建立其調查、規劃、設計、施工、監督、檢查、

審查等技術準據，以供宗教團體從事水土資

五、審查流程 

      宗教團體的水土保持計畫如屬應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且其面積超過十公

頃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政單位）送「行政院農委會審議」。目前該項業

務由水土保持局負責；若面積未達十公頃者，應送縣（市）政府水土保持單位

請人未於規定期限內補件，或經補件不完備者，再經通知補件仍未能補齊者，

主管機關得不予核可，並將相關書、圖文件退還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水土保

持主管機關審議後，將水土保持規劃書審定本檢還，並副知內政部或縣（市）

政府非都市土地審查分區及其用地之專責單位。 

   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於收到宗教團體提出的水土保持規劃書後，應於三十日內

(扣除法定假日)完成審查。但因審核工作之需要，得延長三十日，並通知申請

一、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之相關規定 

台灣現行的「開發許可」係指公私立團體為其事業發展目的而衍生對土

地使用之需求時，透過土地使用變更、開

可手續」以取得許可之體制。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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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核可」者。其完整之程序則應包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規劃許可」

土地使用主管機關的「開發許可」、建管機關的

、

「建築許可」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計畫，基於規劃目的

予以

（一）公共設施建設之同時性(concurrency) 

（二）整體發展之一致性(consistency)  

    

    

   亦會有不同性質之  

    能性計畫出現 ，於審查「開 

    發許可」 體計畫與發展之協調與整合 

的「使用許可」，以達到土地使用之目的。以往的「開發許可」含非都市

分區變更與都市計畫分區變更，係指凡符合土地使用分區之使用行為，為達

到目的事業使用之需要，必須配置、建設所需之公共設施、挖填土石、區劃

配置與設計、整理地界，並提出「開發計畫」申請「開發許可」。因此，宗教

用地變更審議若位於山坡地者，需透過「開發許可」程序進行其用地變更審

議程序。其能獲核可之條件須重視所配置之內、外部公共設施能否符合本身

需要，區劃配置與設計是否合理及滿足規劃許可所附帶之條件。許可之結果

是「同意」、「附帶條件」或「不同意」給予「開發許可」；俾能進一步準備取

得包含雜項執照與建造執照之「建築許可」為鵠的。 

台灣自 1989 年以後因社經發展因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受到社經環

境需   求的挑戰。在既有法令限制條件下，土地使用變更缺乏彈性，土地使

用計畫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亦不敷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之需要。因此，

自 1994 年以後，政府引進英國的規劃許可制與美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策略及

成長管理之精神，以個案審查方式，就開發者所提出之

准許開發、附條件准許開發及不准開發的決定，藉先審後開發的許可制

度達成土地使用規劃管制的目標。強調「效率」、「公平」、「民眾參與」等特

色，盼能在「行政組織」方面提升效率；在「開發義務」方面使開發者同意

負擔某種程度的社會責任，如公共設施、付費及限制某種使用等，包括：內

部性負擔、外部性負擔、其他負擔等以達到公平性原則；惟在「民眾參與」

方面仍缺乏管道，僅借助環評程序採納民意而已。本研究認為政府在治理宗

教用地變更審議應秉持「三 C 原則」， (John M. De Grove, 1996)用以去廡存

菁，輔導能合乎條件的宗教用地得以合法化。此「三 C 原則」分述如次： 

宗教用地開發所需之內部、外部性設施，不論是既有的或配合開發同

時興建的設施，皆應能同時滿足其發展之所需。這是「開發許可」與「用

地變更」應考慮之許可條件，例如：宗教用地開發應具有鄰里性、道路配

置以及設施服務水準皆應同時達到合乎標準的要求。 

     指宗教用地發展應與既有之其他計畫不發生衝突，尤其是須與其他功 

 能性計畫或環境保護計畫的一致性。在其計畫體系內，各相關計畫應以功 

 整合不同計畫為第一要務，惟受到社經因素變化影響，

，為發揮宗教團體在用地與設施的動態規劃功能

與「用地變更」時，須充分注意其整

    之一致性。 

 318



第柒章 台灣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建構 

（三）發展模式之緊密性(compact) 

者，應視不同地區給予最小面積之發展限制，藉以降低都

市 宗教團體的開發基地位於山坡

地者 農委會在《水土保持施行細則》

對非

二、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之規範草案 

（一）主管機關 

市土地的宗教設施，其開發許可的主管機關，在中

（市）政府辦理單位分別為：基

園縣地政局用地課、新竹市

工務旅遊局、台中縣建設局

建管課、雲林縣地政局地用

課、

（二）法令依據 

用管制規則。 
 

（三）適用範圍

規則第 11 條第 2 款規定，符合各開發類別辦

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案件所需最小規模者。凡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

業使用或不可歸類為風景區土地之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特定專

宗教團體在用地與設施的開發，應以不衝擊到其周圍環境為前提。並於

市場機能指導下，獲得社會成本之最大節省效果。因之，對於土地形狀畸零

不完整或面積太小

「神壇」設施漫無限制地無限量持續增加。

，於開發階段應實施水土保持計畫。依照

都市土地之規定：依開發許可申請辦理土地使用變更之山坡地開發案，

於審議階段必須增加水土計畫書之審議項目，以使水土保持計畫於土地使用

計畫之規劃時即能納入考量。「開發計畫」應包括：敷地計畫等之街廓、公共

設施、設備、建築基地及開挖整地等。由於使用構想業已成熟，無論個別基

地劃分、設施界址或景觀調配等，均能預為妥適規劃設計，並據以整理地籍。

惟現行體制係先有細部計畫之後，因其樁位、設施、建地之糾葛難解，阻礙

了需要者的使用機會。 

宗教團體位於非都

央為「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於各縣

隆市工務局建管課、台北縣城鄉局規劃課、桃

工務局建管課、新竹縣地政局用地課、苗栗縣

城鄉課、彰化縣工務局建管課、南投縣工務局

嘉義縣地政局、台南縣城鄉局綜計課、高縣縣建設局建管課、屏東縣

地政局地用課、宜蘭縣建設局、花蓮縣計畫室、台東縣地政局地用課、澎

湖縣地政局等。 

 1.區域計畫法。 
 2.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3.非都市土地使

 4.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依據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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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

（四）審查內容 

   政部頒佈的「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分為二大項： 
48 條，包括基地是否位於限制發展區、基地基本條

、水土保持、交通規劃、公共設施、景觀及植栽等。 
物衛

之開發計畫

    （五）審查流程( 7-4) 

      分為面積十公頃上下二種不同的審查

 

 

請人依據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檢具申請

步驟二：縣

步驟三：宗

步驟四： 發案件，經該縣（市）政府

2.面積十公頃以上者 

步驟一：宗 議作業規範，檢具申請書

，但若涉及其他法令規定其開發所需最小規模者，應符合各該法令之

規定。 

 依據內

  1.總編：審議條文計

件、環境保護

  2.專編：分別為住宅社區、高爾夫球場、遊憩設施區、學校、廢棄

生掩埋場、墳墓用地、貨櫃集散地、工業區開發計畫、工業區細

部計劃、休閒農場、海埔地開發及工商綜合區等。 
遇專編條文與總編條文有重複規定者，以專編條文為準，未列入專編

適用總編條文之規定。 

參閱圖

    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的審查流程

流程，茲分別如次：

1.面積十公頃以下者

步驟一：宗教團體申

書及開發計畫書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水土保持規劃書件等

資料，送請其申請基地所轄的縣（市）政府，由該縣（市）政

府受理單一窗口的專責單位，查核申請書圖及土地基本資料。 
（市）政府於受理宗教團體的申請案件次日算起九十日內，須

成立專責審議小組進行審議。審議結果應通知該宗教團體，並

副知「區域計畫擬定機關」。若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惟

延長時間不得超過原規定之期限。 
教團體開發案若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審議者，縣（市）

政府得採併行審查或聯席審查方式辦理。 
縣（市）政府受理宗教團體之土地開

專責審議小組審查合於規定者，由縣（市）政府核發許可。凡

不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步驟五：縣（市）政府應將開發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三十日。 

教團體申請人依據非都市土地開發審

及開發計畫書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水土保持規劃書件等資

 320



第柒章 台灣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建構 

料，送請其申請基地所轄的縣（市）政府，由該縣（市）政府受

理單一窗口的專責單位，查核申請書圖及土地基本資料。  
 
 

 

料來源：本研究整理繪製 

 

 

 
 上層

      區域計畫 非都市土地使用計畫
 
 

中層

 使用分區        制定非都市土地使 
               用計畫分區圖 

 
 
 
 
 
 
 
 
 
 
 
 

 

 

 
 
 

 

 

 

 

 

資

圖 7-3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理架構 

下層
   使用管制       編定各種使用地

(指導制定)

(指導辦理)

容許使用項目管制 

山坡地 

按原編定 變更編定 

免受十公頃限

制但受非山坡

地開辦法部分

條文規定及相

關行政命令限

非山坡地 

十公頃以上用地 十公頃以下用地編訂

十公頃以上並

非受非都市土

地各項審議規

範及山坡地開

辦法規定 

內政部區域計畫

原擬定機關同意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獲核准 

受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使用分區內各種

使用地變更編訂原則限制及其他相關行政命令

十公頃以下 十公頃 

縣市政府 
審議小組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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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市）政府於受理宗教團體申請案後，應於六十日內報請該「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辦理開發許可審議。 

勘及進行審議。 

知申請人及其所在地之縣

步驟六：

市、區）公所公告三十日。 

（六

       非都市土地用地使用變更審議之審查時間亦依土地面積十公頃作為

政府機關於受理宗教團體申請案件次日起九十日內，組成「審議小

組 殊情況者，得延長一次，其延長時間不得超過原規

定之

2.十公頃以上者 

政府機關於受理宗教團體申請案件後六十日內，報請各該區域計畫

可審議。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之審議時程為九十日，

如有

参、非都市土地用地變更之相關規定 

    宗教團體位於非都市土地，因發展需要新建宗教設施或針對既有宗教設施須

申 規則第三章規定，面積達一定規

：縣

步驟三：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於收到縣（市）政府核轉知開發計畫相關書圖

文件及查核意見後，辦理專案小組現場會

步驟四：目的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

之審查作業，得採併行方式辦理。 
步驟五：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俟環評審議通過後，辦理區委會大會審議，審

議通過後予以核發開發許可，並通

（市）政府。 
縣（市）政府主辦機關應將開發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

）審查時間 

區分： 

1.十公頃以下者 

」進行審議。若有特

期限。 

擬定機關辦理開發許

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 

請「用地變更」時，除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

模需辦理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者外，其餘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更編

定」。上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編定原則，除管制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使用

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更編定原則表辦理（參閱表 7-3）。宗教團體申請人擬具之興

辦事業計畫，若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內者，其面積不得少於十公頃。但有下列情

形者之一者不在此限：興闢公共設施、公用事業、慈善、社會福利、醫療保健、

教育文化事業或其他公共建設所必要一之建築物，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政司）訂定之審議規範核准者。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計

畫若於原土地使用分區內申請「使用地變更編定」，或因興辦事業計畫變更，達

 322



第柒章 台灣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建構 

「非都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11 條」13規定規模，足以影響原土地使用分區劃定目

的者，除毋需辦理土地使用分區即使用地變更外，可採「用地變更」程序辦理，

茲分述其規定如次： 

一、非都市土地開發「用地變更」之法規依據 

(地政業務) 、各縣（市）政府地政局。 

（二）法令依據 

 
 

管制規則。 
要點。 

更使用審查作要點。 
作業要點。 

（三）非都市土地用地變更審議相關規定 

，除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達一定規模需辦理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者外，其餘應在原使

用分

    2.審查內容 

 
             ，經依建築相關法令認定有下列各

為宗教設施使用：a 坡度陡峭者。b.地質結構

                                                

（一）主管機關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1. 區域計畫法。

2.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

3. 非都市土地使用

4. 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

5.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

6.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更編定審查

   1.審議對象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內之各種使用地

三章規定面積

區範圍內申請變更編定。各種使用地之變更編定原則，除管制規則另有

規定外，應依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更編定原則表辦理（參閱表 1-3）。宗

教團體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土地位於山坡地範圍內者，其面積不得大於十公

頃。但有下列情形者之一者不在此限，如：興闢公共設施、公用事業、慈善、

社會福利、醫療保健、教育文化事業或其他公共建設所必要之建築物，經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審議規範核准者。 

     (1)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宗教團體之宗教設施基地位於山坡地者

款情形之一者，不得規劃作

不良、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滑動之虞者。c.宗教團體之宗教設

 
13內政部頒布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11 條與宗教用地有關規定內容：「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為鄉村
區、工業區、特定專用區達下列規模者，應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七、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
的事業使用或不可歸類為鄉村區、工業區及風景區之土地達二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若申請變更案件涉及其他法令規定開發所需最小規模者，應符合各該法令之規定」。 

 323



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機制之研究 

施基地周圍有危害安全之虞者。d.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宗教設施基

地安全者。e.有崩塌或洪患之虞者。f.依其他法規定不得建築者。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議作業要點      (2

   者，應先徵得變更前

3.應備書圖文件 

        (

(2 更使用者，如屬農業用

         以上各款事項以文字說明為主，須配合不少於一千二百分之一比例尺之位

（四）非都市土地用地變更審議流程 

1.申請程序 

教團體申請人擬具興辦事業計畫並檢附相關書圖文件，送

步驟二：縣（市）政府民政機關於審理變更編定案件時，須依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審查，並會簽變

更前縣（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a.宗教團體之宗教設施基地擬變更使用如屬農業用地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其審查標準為農委會發布之「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更使用審議作業要點」。b.申請農業用地變更，基地規畫須符合下

列條件：(a)規畫設置隔離綠帶或設施。(b)不得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

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者。(c)申請變更範圍內不得夾雜未申請變更之農

業用地且妨礙其農業經營。(d)不得妨礙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e)非都市

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峻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

產區範圍內之農業用地，除符合特殊情形者，不得申請辦理變更。 

1)宗教團體需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於用地變更之興辦事業計畫

之審議標準及書圖文件，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政單位）訂定之審

查作業要點辦理，其應備之書圖文件包括：a.申請書。b.興辦事業計畫

書。c.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d.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位置圖。

e.土地使用同意書。f.土地使用現況說明書。 
)宗教團體擬變更使用之基地如屬農業用地擬變

地，應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議作業要點」製作

農地使用說明書：a.擬申請變更農業用地之使用現況說明。b.變更使用

前後之分區、編定類別、面積。c.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農業設施位置及

其說明。d.變更後土地使用計畫之興建設施配置說明。e.隔離綠帶或設

施設置之規劃說明。f.該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

說明。g.聯外道路規劃與寬度及對農路通行影響說明。h.降低或減輕對

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之因應設施。 

置圖、灌排水系統圖等相關圖表輔助說明之。 

(1)平地部分 
步驟一：宗

縣（市）政府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政單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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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計畫依規定需向內政部民政司申請或徵

得其同意者，且應從其規定辦理。 
步驟四：經民政單位核准的興辦事業計畫，由宗教團體申請人檢具奉

步驟五：

已審查者，六個月內免重複會審)，辦理非都市

(2)山坡地部

步驟一：

後由民政機關審查。 
市）政府民政機關於審理興辦事業計畫案件時，須依各

同意。 

步驟四：經民政單位核准的興辦事業計畫，由宗教團體申請人檢具奉

業主管機關轉送核准興

步驟五：

步驟七：宗教團體申請人完成水土保持及雜項工程，並取得水土保持

 

肆、非都市土地用地變更之規範草案 

    非都市土地內宗 ，需要修訂「非都市土地開發審

一、宗教用地審議緣由

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或由民政機關轉送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文

件，併同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申請書件向地政單位申辦變更

編定手續。 
地政單位依「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審查表」項目簽會各相關

機關審查同意後(興辦事業階段就「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審查

表」相同項目

土地異動登記。 
分 
宗教團體申請人擬具興辦事業計畫並檢附相關書圖文件，送

縣（市）政府變更

步驟二：縣（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審查，並徵

得變更前縣（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步驟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計畫依規定需向內政部民政司申請或徵

得其同意者，且應從其規定辦理。 

計畫文件，併同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申請書件，向地政單位

申辦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或由目的事

辦事業變更編定手續。 
縣（市）政府地政單位將申請案送專案小組，依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四十九條之一及「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審查

表」進行審查。 
步驟六：專案小組審查同意後，通知宗教團體申請人接續辦理水土保

持、計畫及雜項執照。 

完工證明及雜項使用執照後，再向縣（市）政府地政單位申

請非都市土地異動登記。

教用地變更之審議規範部分

議作業規範」之「總篇」及增訂「專篇」之宗教用地內容。茲將本研究整理之

非都市土地用地變更之規範草案臚列如後： 

 

 325



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機制之研究 

       

二、本規範之適用範圍 

      1 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合法登記有案之寺廟者或依

。 

 

，該擬定機關應會同宗教主管機關全面

  四、統一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五、宗教用地使用之限制 

，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法

，不

      2.申

為確立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非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因不符

合土地使用分區而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案件

以利管理訂定本規範。宗教團體申請開發宗教用地之開發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並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可做為宗教及觀光遊憩之開發，但不得違背其

他法令之規定。 

.非都市計畫區內依照「寺

法成立「宗教法人」組織之土地者

      2.於非都市計畫區內原未取得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且經宗教主管機關同意

其補辦登記有案之現有寺廟土地者。 

   三、申請辦理審議程序

       宗教團體負責人依區域計畫法規定向各地區非都市區域計畫擬定機關申

請辦理變更編訂或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時

清查該非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團體登記或立案設置情形及其土地利用現

況，依本規範規定核實辦理。 

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依本規範辦理變更後之分區名稱，宜統一訂為

「宗教專用區」或「宗教保存區」；非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依本規範辦理

變更後之分區名稱，宜統一訂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現有宗教用地與設施以

及新申請興建宗教設施和相關附屬事業設施者，除供宗教使用之用途外，其附屬

的開發計畫：如文教、休閒、社教、慈善設施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應受相關

土地使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理。開發計畫應分別詳列開發後所使用之各項

硬體設施及其預定使用之事業項目。其使用事業並需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之興辦事業計畫規定。 

1.申請變更使用之宗教用地位於山坡地者

規定外，其坵塊圖上平均坡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應維持原始地貌

得變更及開發利用，並不得計入申請變更使用面積；平均坡度在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四十間之地區，准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但不得供作建

築使用；其坡度限制考慮放寬百分之五~十。 
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不得位於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規定禁止

開發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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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範圍，應將實際變更

土地之地號及面積等詳列於「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計畫書規定，俾據以執

行。 
4.現有宗教用地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地點應

臨接或自行留設寬度六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實際變更之範圍宜避免毗鄰土

地成為畸零地；申請新建之宗教建築，應有二條獨立之聯外道路，其中一條

道路寬度至少須六公尺以上，另一條可為緊急通路，其寬度不得小於四．五

公尺。前項路寬若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者，且有具體交通改善計

畫，若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申請審議變更範圍 

1.屬經宗教主管機關查明該宗教團體確為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合法

登記有案者，或經由依法立案成立的「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者，就其

已明確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權利證明文件部分之範圍予以變更。 
2.屬原未取得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而經宗教主管機關同意其補辦登記有案

者，為利宗教之輔導管理，得就該宗教團體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地及法定空

地範圍予以變更，並由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會同宗教主管機關實地勘察詳予

查明確定範圍面積後劃設之。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宗教專用區內以興建宗教設施為主，不得作與宗教無關之其他建築使用。其

附屬事業設施使用時，需獲相關主管機關同意；並應設置適當之消音設施，

以維周遭環境之安寧、安全與衛生。 
   2.宗教專用區內原址建築物申請補領建築執照或改建時，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會同民政、地政、交通、環保、都計等相關單位，依本規範及相關法令規

定同步進行個案審查。 
   3.宗教專用區內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宗教設施之建蔽率與容積率，比照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之規定。其大殿高度以 21 公尺為限，或建蔽率與容積率考慮放

寬 5-10﹪。   

      4.宗教專用區內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至少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化。 

 八、申請書圖文件規定 

      現有宗教用地申請變更非都市計畫土地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時，應檢附下列書圖文件： 
   1.宗教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登記證、登記表、法人權利主體或同意補辦登記等

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變更範圍之土地做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使用同意

書或相關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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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現有宗教設施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清冊、地籍套繪圖及建築物配置

圖。 
    4.擬變更之非都市土地範圍圖。 
    5.山坡地且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應附比例尺五百分之一之實測地形圖。 

九、區域計畫與環評併行作業 

     申請變更之土地，如符合「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者，採區域計畫變更審議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平行作業方式辦理，但於各

該區域計畫變更案報請核定或備案時，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

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及審查結論，列入區域計畫書內規定，

以利執行查考。並應依開發後衍生之交通需求（含交通量及停車需求等）進行

交通影響評估。其實際交通量及停車量之計算依其土地使用之不同應予以加總

計算。 

十、宗教用地審議原則 

      本研究所擬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盼能成為政府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作

業指導原則之參考，若遇特殊情況，為符合實際需求，仍以核定或備案機關區

域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第四節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專章之評估檢討 

因都市與非都市土地之管制方式與法規均不相同，土地開發審議流程亦因基

地條件之差異而不同，如非都市土地超過分區變更之規模者，須採「開發許可」，

否則採「用地變更」方式辦理。而都市計畫審議及開發許可亦可採聯席審議方式

進行。若宗教用地之開發行為已達應進行環境影響評估之標準者，應辦理環境影

響評估審議；若宗教用地之基地位於山坡地且依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辦理者，則

需辦理水土保持規劃書審議。本研究透過TGRRL系統分析模型，將具有彈性選擇

之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地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內容，經由MCDM群體決策，

運用層級評分法輸入的評估方案來篩選較為滿意的審議規範內容及其相關行政配

套措施，再分別套入都市計畫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案例之評估、非都市土地宗

教用地（含開發許可）審議規範案例之評估，用以確知本研究所研擬建置之宗教

用地審議規範內容及其相關配套措施內容的可行性。 

壹、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評估 

本研究TGRRL模型將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評估前之初選草案區

分為兩部分，即「基本需求」部分及具有「彈性選擇」部分。前者包括相關法規

已規定事項，後者則屬於土地使用強度、量體等規定。其相關行政程序與配套措

施的「基本要件」之外，亦需要透過篩選程序，選擇適宜措施方案。都市土地之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內容及其相關行政配套措施草案，具有彈性選擇部分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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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評分法以群體決策來進行分析。TGRRL模型納入以上兩部分，考慮不同坡

度、建蔽率、容積率等擬訂評估方案(參閱附錄二十三)。上述評估方案，包括：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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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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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地區，得

作為開放性公共設施為限，不得作為建築使用。 
條文2：放寬以上之限制標準5-10﹪。 
條文3：宗教用地申請變更使用若位於法規禁止開發之地區，其安全無虞者交

付審議委員會認定。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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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留設寬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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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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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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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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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宗教團

體提供輔導及相關優惠措施。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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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9：成立專責機關（宗教司）辦理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有助於宗教土地與設施

之合法化。 

表 7-3 專家學者評定之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指標

(wi) 
條文 0.148 0.121 0.096 0.093 0.143 0.159 0.125 0.115 

綜合

績效值

條文 1 8 5.8 5.7 6.1 8.3 8.3 8 7.9 7.42
條文 2 5.9 4.7 5.1 5.6 5.7 5.7 5.5 5.3 5.47 
條文 3 6.4 5 6 6.2 6.4 6.4 6.4 6.6 6.20
條文 4 7.5 5.8 6.6 6.5 7.2 7.2 7.2 7.1 6.94
條文 5 8 6.1 6.1 6.1 8 8 8.1 7.9 7.41
條文 6 6 5 6 5.9 5.5 5.4 6.1 6.2 5.74 
條文 7 7.5 5.9 5.7 6.2 6.4 6.3 7.2 7.6 6.64
條文 8 7.8 6.1 5.8 5.9 7.3 7.2 7.9 8.1 7.11
條文 9 7.2 5.8 6.3 6.1 7.2 7.3 7.5 7.4 6.92
條文 10 7.6 8.3 5.9 6 7.1 7 8.1 8.1 7.33
條文 11 7.8 7.4 6.6 6.6 6.9 7 7.3 7.5 7.17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附錄二十五問卷調查結果資料整理。 

 329



台灣「宗教用地」問題與審議機制之研究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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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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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進行問卷調查之受訪者，皆係實際參與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機制最具代

表性之「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各十人，合計二十人，分別進行八項評估準

則權重及十一項都市土地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與配套措施方案績效值之問卷

調查。經由 TGRRL 模型的 step 9 及 step 10 進行評估準則權重計算，其計算結果

各評估準則權重如表 7-3、7-4、7-5 所示。就學者所評分的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

部分，其中以國土永續為 0.159 最高，社會公平 0.148 次之，時間成本 0.143 再次

之，依序為法令規範 0.125、民眾參與 0.121、現行政策 0.115、交易成本 0.096 及

權重最小的環境品質 0.093。若以官員所評分的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部分，其中

以國土永續為 0.200 最高，社會公平 0.186 次之，時間成本 0.179 再次之，依序為

民眾參與 0.117、環境品質 0.093、現行政策 0.077、法令規範 0.074 及權重最小的

交易成本 0.073。上述全部受訪者評分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部分，其中以國土永

續為 0.178 最高，社會公平 0.166 次之，時間成本 0.159 再次之，依序為民眾參與

0.119、法令規範 0.101、現行政策 0.099、環境品質 0.094 及權重最小的交易成本

0.085。 

表 7-4 政府官員評定之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指標

(wi) 
條文 0.186 0.117 0.073 0.093 0.179 0.200 0.074 0.077 

綜合 
績效值 

條文 1 6.8 5.5 5.8 5.3 7.9 8.1 8 7.7 7.05 

條文 2 5.7 5.5 5.6 5 5.3 5.3 5.6 5.1 5.40
條文 3 5.3 5.7 5.5 5.6 5.6 5.3 5.1 4.5 5.37
條文 4 5.8 6.2 6.8 6.5 6.1 6.2 6.1 5.8 6.14 

條文 5 6.4 5.6 6.2 5.8 6.5 6.7 5.9 6.3 6.27 

條文 6 5.6 5.5 6.1 5.7 5.7 5.7 5.1 5.1 5.60
條文 7 7.2 7.1 6.9 6.9 7.2 7.1 8.1 7.5 7.21 

條文 8 7 6.9 6.6 6.6 7 7 7.9 7.6 7.04 

條文 9 6.1 6.2 6.5 6.2 6.6 6.6 6.1 6 6.33 

條文 10 8 8.3 5.9 5.9 6.9 6.9 7.5 7.7 7.21 

條文 11 7.3 7.4 5.5 4.8 6.9 6.9 7.6 7.3 6.82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依附錄二十五問卷調查結果資料整理。 

 

為瞭解學者與官員對「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草案與配套措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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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判斷之差異，並分別做為篩選評估方案之依據，本節將問卷調查結果區分為 

表 7-5 全部受訪者評定之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指標

(wi) 
條文 0.166 0.119 0.085 0.094 0.159 0.178 0.101 0.099 

綜合

績效值

條文 1 7.4 5.7 5.8 5.7 8.1 8.2 8.0 7.8 7.25
條文 2 5.8 5.1 5.4 5.3 5.5 5.5 5.6 5.2 5.45
條文 3 5.9 5.4 5.8 5.9 6.0 5.9 5.8 5.6 5.77
條文 4 6.7 6.0 6.7 6.5 6.7 6.7 6.7 6.5 6.55
條文 5 7.2 5.9 6.2 6.0 7.3 7.4 7.0 7.1 6.84
條文 6 5.8 5.3 6.1 5.8 5.6 5.6 5.6 5.7 5.64
條文 7 7.4 6.5 6.3 6.6 6.8 6.7 7.7 7.6 6.93
條文 8 7.4 6.5 6.2 6.3 7.2 7.1 7.9 7.9 7.09
條文 9 6.7 6.0 6.4 6.2 6.9 7.0 6.8 6.7 6.62
條文 10 7.8 8.3 5.9 6.0 7.0 7.0 7.8 7.9 7.26
條文 11 7.6 7.4 6.1 5.7 6.9 7.0 7.5 7.4 7.00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附錄二十五問卷調查結果資料整理。 

 
「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全部受訪者」三部分，分別計算其績效值(如表 7-3
至表 7-5)，以三組評估值來篩選審議規範條文及相關配套措施。表 7-3 至表 7-5 內

績效值是將各別受訪者填寫資料，經求其算數平均數得到。表中最後一欄綜合績

效值是依 step 13 由績效值乘以權重累加而得到，由綜合績效值高低進行評估方案

的優先順序排序。 
在進行篩選審議條文及其配套措施之評估方案時，首先，需要決定篩選綜合

績效值之門檻值。門檻值之決定可以透過受訪者之判斷或客觀分析，本節考慮採

取評估尺度 10 之中間值，並依柏拉圖法則選擇 80﹪之原評估方案數量。惟若門檻

值採 5，則未有刪減項目，若將門檻值調整為 6，將綜合績效值 6 以下之審議條文

方案刪去，則在「專家學者」的表 7-3 會刪去 2 項。若提高至 6.5 則「政府官員」

的表 7-4 會刪去 3 項，合計有 5 項會被刪去，會將數量過多且建蔽率與容積率條文

均刪除，並不合理。因此，本研究將門檻值設為 6.0，則「專家學者」的表 7-3 問

卷調查結果建議刪去條文 2、6 兩項；「政府官員」及「全部受訪者」的表 7-4 與表

7-5 問卷調查部分建議刪去條文 2、3、6 三項。 

綜合以上統計分析，本研究將未通過門檻值而建議不列入「都市土地宗教用

地審議規範條文」草案與配套措施的評估方案條文依序為第2、第6、第3等，其內

容即指：1.放寬山坡地之坡度限制標準5-10﹪；2.建蔽率放寬至不得大於50﹪；其

容積率分為：平地不得大於180﹪，山坡地不得大於140﹪；3.宗教用地申請變更使

用若位於法規禁止開發之地區，其安全無虞者交付審議委員會認定等審議規範條

文，皆因經過「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之共識意見，未通過門檻值而予以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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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評估 

在使用 TGRRL 模型過程中，非都市宗教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評估與前述

之都市宗教用地審議規範評估程序相同，亦將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與相

關配套措施區分為「基本需求」部分及具有「彈性選擇」部分。本節將具有彈性

選擇之非都市土地之宗教用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條文及相關配套措施，透過層級

評分法與群體決策來篩選滿意的條文草案。在層級評分法輸入的評估方案及相關

配套措施方案(參閱附錄二十三)，包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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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地區，以

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不得建築使用。 
條文 2：放寬以上之限制標準 5-10﹪，視地質地形地貌決定。 
條文 3：既有宗教用地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地點，應留設二條聯外道路，

其中一條寬度 6 公尺以上，另一條寬度不得小於 4.5 公尺。惟若情況特

殊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條文 4：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宗教設施之建蔽率與容積率，應比照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之規定。 
條文 5：放寬以上之限制標準 5-10﹪，視地質地形地貌決定。 
條文 6：宗教設施之大殿高度以 21 公尺為限。惟若已成為古蹟或具宗教價值

者，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不在此限。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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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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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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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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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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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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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問卷調查受訪者，皆係與「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條文評估」相

同對象之「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各十人，合計二十人，分別進行八項評

估準則權重及十二項非都市土地宗教用地開發許可之審議規範條文與配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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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專家學者評定之非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指標

(wi) 
條文 0.148 0.121 0.096 0.093 0.143 0.159 0.125 0.115 

綜合

績效值

條文 1 8.1 5.8 5.9 5.9 8.1 7.9 8 8 7.35
條文 2 5.9 4.6 5.9 5.9 6.2 6 5.6 5.7 5.74
條文 3 7.8 6 6.5 6.1 7.6 7.6 8 7.5 7.23
條文 4 7.6 6.1 6.2 6.1 7.6 7.5 7.3 7.2 7.05
條文 5 5.8 4.8 5.8 5.6 5.8 5.9 5.6 6 5.67
條文 6 7.5 6.2 6.3 6.1 7.5 7.7 7.7 7.6 7.17
條文 7 7.7 6.4 6.3 6.3 7.3 7.3 7.5 7.2 7.07
條文 8 7.7 6.2 6.7 6.6 7.5 7.4 7.8 8 7.29
條文 9 8.1 6.8 6.8 6.6 7.8 7.9 8.4 8.2 7.65
條文 10 6.5 5.6 5.8 5.9 6.5 6.4 5.9 6.2 6.14
條文 11 7 5.6 6.6 6.4 6.4 6.4 6.7 6.8 6.49
條文 12 6.4 5.5 6.6 6.3 6.2 6.1 6.5 6.3 6.23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附錄二十五問卷調查結果資料整理。 

 
施方案績效值之調查。本研究對於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地之宗教用地變更審議

問題，其評估準則權重視為相同，經由 TGRRL 模型的 step 9 及 step 10 進行評

估準則權重計算，計算結果各評估準則權重如表 7-6 至表 7-8 所示。 

表 7-7 政府官員評定之非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指標

(wi) 
條文 0.186 0.117 0.073 0.093 0.179 0.200 0.074 0.077 

綜合

績效值

條文 1 6.8 5.5 5.8 5.5 8 8.2 8 7.8 7.12
條文 2 5.4 5.4 5.7 5.4 5.2 5.2 5.7 5.1 5.34 
條文 3 6.1 6 5.9 5.6 6.6 6.7 6.6 6.4 6.30
條文 4 6.9 6.7 6.3 6.3 6.5 6.6 7.1 6.9 6.66
條文 5 5.2 5.8 6.1 6.1 5.1 5.2 5.5 4.9 5.40
條文 6 6.3 6.3 5.9 5.7 6.5 6.7 6.7 6.3 6.36
條文 7 6.7 6.7 7.3 7.5 6 6.1 6.6 6.6 6.56
條文 8 6.6 6.3 6.7 6.8 6.4 6.2 6.9 6.5 6.49
條文 9 7.5 7.4 7.6 7.3 7.1 7.3 8 8.2 7.46
條文 10 4.4 5.8 6.5 6.5 5.8 6.1 4.3 4.3 5.49 
條文 11 7.1 6.9 6.2 6.1 6.8 6.9 7.7 7.5 6.90
條文 12 3.5 4.6 5.2 5.2 4 3.9 3.9 3.5 4.11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附錄二十五問卷調查結果資料整理。 

 
本節亦將「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與相關配套措施評估方案問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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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區分為「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全部受訪者」三部分，以三組評估值來

篩選審議規範條文及相關配套措施分別計算其績效值(參閱表 7-6 至表 7-8)。表 7-6
至表 7-8 內績效值是由受訪者填寫資料之算數平均數，其最後一欄綜合績效值係依

step 13 由績效值乘以權重累加而得到，由綜合績效值高低進行評估方案的排序。

篩選審議條文及配套措施之評估方案時，亦將門檻值設定為 6，則「專家學者」的

表 7-6 問卷調查結果建議刪去條文第 2、5 兩項；「政府官員」及「全部受訪者」之

表 7-7、表 7-8 問卷調查部分建議刪去條文第 2、5、10 及 12 等四項審議規範條文，

皆因經過「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之共識意見，未通過門檻值而予以刪去。 
綜合以上分析，未通過門檻值而建議不列入「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

條文」草案與「配套措施的評估方案」之條文，依序為第 2、第 5、第 10 及第 12
項，即指：1.放寬山坡地之坡度限制標準百分之五~十；2.建蔽率及容積率放寬限制

標準百分之五~十；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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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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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學

者、官員之共識意見，未通過門檻值。 

表 7-8 全部受訪者評定之非都市土地評估準則權重與條文績效值 

社會公平 民眾參與 交易成本 環境品質 時間成本 國土永續 法令規範 現行政策   指標

(wi) 
條文 0.166 0.119 0.085 0.094 0.159 0.178 0.101 0.099 

綜合 
績效值 

條文 1 7.5 5.7 5.9 5.7 8.1 8.1 8.0 7.9 7.24
條文 2 5.7 5.0 5.8 5.7 5.7 5.6 5.7 5.4 5.56 
條文 3 7.0 6.0 6.2 5.9 7.1 7.2 7.3 7.0 6.77
條文 4 7.3 6.4 6.3 6.2 7.1 7.1 7.2 7.1 6.87
條文 5 5.5 5.3 6.0 5.9 5.5 5.6 5.6 5.5 5.55 
條文 6 6.9 6.3 6.1 5.9 7.0 7.2 7.2 7.0 6.77
條文 7 7.2 6.6 6.8 6.9 6.7 6.7 7.1 6.9 6.84
條文 8 7.2 6.3 6.7 6.7 7.0 6.8 7.4 7.3 6.90
條文 9 7.8 7.1 7.2 7.0 7.5 7.6 8.2 8.2 7.58
條文 10 5.5 5.7 6.2 6.2 6.2 6.3 5.1 5.3 5.81 
條文 11 7.1 6.3 6.4 6.3 6.6 6.7 7.2 7.2 6.71
條文 12 5.0 5.1 5.9 5.8 5.1 5.0 5.2 4.9 5.17 
資料來源：本研究依附錄二十五問卷調查結果資料整理。 

参、非都市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評估 

宗教團體申請非都市土地之「用地變更」，除了依據區域計畫相關法規及

「非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進行審議之外，需要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審查作業要點辦理。現有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宗教建築使用事業計畫審

查作業要點存在執行困難的規定，包括：(1)原要點第四點第一項基於當地多數

民眾之共同意願立具建廟意願書之規定。(2)原要點第四點第三項同一村里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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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神寺廟之規定。(3)原要點第六點寺廟用地核准變更前，應檢附土地所有權

人之土地捐贈書之規定。(4)原要點第九點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面積，不得超過

寺廟實際使用面積之規定。(5)僅規範寺廟建築用地，非適用所有宗教團體使用

者。因此，本研究研擬修正「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宗教建築使用事業計畫

審查作業要點(建議草案)」及其相關配套措施如次： 

一、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宗教建築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建議草案 

　  （一）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宗教建築使用，其事業計畫之主管機關授權

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三）非都市土地事實上已作宗教建築使用，申請同意變更使用者，應具備

下列要件： 
1.合法登記之宗教，其所屬宗教設施需已辦妥寺廟登記。 
2.若是寺廟則需由公眾出資建立屬於社會大眾共有之「募建」寺廟。 
3.信徒名冊已依法公告確定(財團法人免除本項限制)。 

4.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經法院公證之土地捐贈書(應書明於核准變更使用編

定後願無條件捐贈)。 
（四）非都市土地新設宗教建築申請同意變更使用者，應具備下列要件： 

1.成立籌建委員會為建造寺廟之主體。 
2.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經法院公證之土地捐贈書(應書明於核准變更使用編

定後願無條件捐贈)。 
（五）私建寺廟不適用監督寺廟條例之規定，其用地無論已建或未建，均不同

意其申請變更使用。 
（六）宗教建築物負責人或籌建委員會代表人向主管機關申請變更使用時，應

具備下列書件： 
1.依本審查作業要點（三）之規定申請者：（1）非都市土地申請作宗教使

用；（2）興辦事業計畫書三份。申請書三份；（3）土地登記（簿）謄本

三份（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限）；（4）地籍圖謄本三份（以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者為限，申請變更範圍並應著色標明）；（5）計畫用地配置示意

圖（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及位置圖（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各三份；

（6）寺廟登記證或補辦寺廟登記表（限於募建寺廟）、信徒名冊、報備有

案之組織章程影本（新建及未辦登記之寺廟不須檢附），經法院公證之土

地捐贈書等影本各三份。 
2.依本審查作業要點（四）之規定申請者：（1）非都市土地申請作宗教使

用申請書三份；（2）興辦事業計畫書三份；（3）土地登記（簿）謄本

三份（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限）；（4）地籍圖謄本三份（以最近三

個月內核發者為限，申請變更範圍並應著色標明）；（5）計畫用地配置

示意圖（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及位置圖（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各三份；（6）報備有案之籌建委員會暨組織章程三份；（7）經法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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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土地捐贈書等影本三份。 
（七）宗教財團法人事業計畫，除應具第（六）點規定之文件外，並應具備

董事會議紀錄與捐助章程影本及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八）宗教事業計畫之宗教建築使用基地，為供宗教設施所占之地面及其所

應留設之法定空地。前項宗教設施，係指宗教使用之神殿、佛堂、聖堂、

講堂、禮拜堂、公所、廂房、藏經樓、鐘鼓樓、金爐、禪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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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直接與宗教有關之建築物。 
（九）宗教團體負責人或宗教設施籌建委員會代表人依本審查作業要點提出

申請時，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理後，需邀集有關單位派員實地勘查，

並簽註具體意見作為准否之依據。 
（十）經核准同意申請變更使用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單位依規定申請

變更編定後於三個月內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宗教團體所有。否則撤

銷其許可並恢復原編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並應列入追蹤管制，以杜變

賣圖利情事發生。 
（十一）依本審查作業要點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面積不得超過實際宗教建築

使用之面積。 

 肆、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專章之建構內容 

     完整的土地開發過程包括：事業計畫的擬定、資金籌措、基地選擇及購置、

土地使用變更、回饋義務、建築施工及經營管理等方面。若土地開發之土地使用

分區類別能符合既有之法定分區或用地類別，則免辦理土地使用變更程序。反

之，則須辦理。為確立宗教用地明確可行之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機制，宗教團體自

開發案送件申請至實際開發的整個審議過程中，可由地權、地用、變更及建築等

不同層面，區分為土地規劃階段、開發審議階段、辦理變更階段及建築許可階段。

其中主要涉及土地、環保、水保與目的事業等四類審議主管機關。茲就都市計畫

區土地、非都市土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作業要點的配套措施等相關內容分述

如次，以健全宗教用地土地使用審議機制之構想： 

一、「都市計畫區內宗教用地變更審議規範建置」建議草案 

經本節審議條文篩選結果，修正本研究建置之審議規範條文如次： 

（一）宗教用地規範緣由 

為確立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都市計畫區內既有宗教用地，因不符

合土地使用分區而需透過用地變更審議程序，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案件以利管理，特草擬本規範。 

（二）本規範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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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都市計畫區內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合法登記有案之寺廟或依

法成立「宗教法人」組織之土地者。 
           2.於都市計畫區內原未取得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且經宗教主管機關同

意其補辦登記有案之現有寺廟土地者。 

（三）申請辦理審議程序 

 宗教團體負責人設置於台灣各地區都市計畫土地之宗教信仰場所，

依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理通盤檢討時，向各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申

請辦理都市計畫變更，該擬定機關應會同宗教主管機關全面清查該都市計

畫區內現有宗教團體登記或立案設置情形及其土地利用現況，依本規範規

定核實辦理。 

（四）統一為宗教專用區 

                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依本規範辦理變更後之分區名稱，將統一

訂為「宗教專用區」，係指現有宗教用地與設施以及新申請興建宗教設施

和其相關附屬設施而言。除供宗教用途使用之外，其附屬的開發計畫：如

文教、休閒、社教、慈善設施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業，應受相關土地使用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理。宗教團體之開發計畫應分別詳列其開發後使

用之各項硬體設施及預定使用事業。其使用事業並需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五）宗教用地使用限制 

1.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理辦

法規定外，其坵塊圖上平均坡度在 4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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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坵塊圖上

平均坡度在 30-40﹪之間地區，以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

不得供作建築使用。 
 2.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不得位於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規   
   定禁止開發之土地。 

  3.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之範圍，應將實際變更土地之地號及面積等資

料列入計畫書規定，俾據以執行。 
  4.現有宗教用地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之地點，應臨接或自行留設

寬度六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其實際變更之範圍宜避免毗鄰土地成為

畸零地。 

（六）申請審議變更範圍 

1.屬經宗教主管機關查明該宗教團體確為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

理合法登記有案者，或經由依法立案成立的「財團法人」或「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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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者，就其已明確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權利證明文件部

分之範圍予以變更。 
2.屬原未取得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而經宗教主管機關同意補辦登記有

案者，為利宗教之輔導管理，得就該宗教團體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

地及法定空地範圍予以變更，並由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會同宗教主

管機關實地勘察，詳予查明確定範圍面積後劃設之。 
3.既有宗教設施屬實質違建者，在不違背建築物安全、國土保安，對環

境無衝擊前提下，得採「通盤檢討」或「個案變更」途徑，循土地

使用變更審議申請合法化。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宗教專用區內以興建宗教設施為主，不得作與宗教無關之其他建築使

用；並應設置適當之消音設施，以維周遭環境之安寧、安全與衛生。 
2.「宗教專用區」內原址建築物申請補領建築執照或改建時，應由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會同民政、地政、交通、環保、都計等相關單位，依本規範

及相關法令規定同步進行個案審查。 
        3.「宗教專用區」內建築物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40﹪；其容積率不得大於

160﹪，山坡地不得大於 120﹪。大殿高度以 21 公尺為限。 
        4.「宗教專用區」內建築基地法定空地至少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化。 

（八）申請書圖文件規定 

           宗教團體將其原土地使用分區申請變更都市計畫為「宗教專用區」

者，應檢附下列書圖文件： 
 1.宗教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登記證、登記表、法人權利主體或同意補辦 
  登記等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變更範圍之土地做為「宗教專用區」使用同意書或相關土地權利  
   證明文件。 

           3.現有宗教設施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清冊、地籍套繪圖及建築  
             物配置圖。 

 4.擬變更都市計畫範圍圖。 
 5.其屬山坡地且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應補附比例尺五百分之一之實 測 
   地形圖。 

（九）都計環評併行作業 

               申請用地變更之土地，如符合「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者，採「都市計畫變更審議」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平

行作業方式辦理，但於各該都市計畫變更案報請核定或備案時，應檢附環

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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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審查結論，列入都市計畫書內規定，以利執行查考。並應依開發後衍生

之交通需求（含交通量及停車需求等）進行交通影響評估。其實際交通量及停

車量之計算依其土地使用之不同予以加總計算。 

      （十）宗教用地審議原則 

          本研究所擬定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內容，盼能提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作業指導原則之參考，若遇特殊情況，為符合實際需求，仍以核定

或備案機關都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二、非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建議草案 

經本節審議條文篩選結果，增訂「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專篇

第十三篇宗教用地部分，非都市土地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建議草案條文如下： 

(一) 宗教用地審議緣由 

為確立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非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因不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而申請變更為「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案

件以利管理訂定本規範。宗教團體申請開發宗教用地之開發計畫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並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可做為宗教及觀光遊憩之開發，但不得

違背其他法令之規定。 

(二) 本規範之適用範圍 

       1.非都市計畫區內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合法登記有案之寺廟者或

依法成立「宗教法人」組織之土地者。 
       2.於非都市計畫區內原未取得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且經宗教主管機關同

意其補辦登記有案之現有寺廟土地者。 

(三)申請辦理審議程序 

 宗教團體負責人依區域計畫法規定向各地區非都市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申請辦理變更編訂或土地使用變更審議時，該擬定機關應會同宗教主管

機關全面清查該非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團體登記或立案設置情形及其土

地利用現況，依本規範規定核實辦理。 

(四)統一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非都市計畫區內現有宗教用地依本規範辦理變更後之分區名稱，將統

一訂為「宗教專用區」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除供宗教使用之用途外，

其附屬的開發計畫：如文教、休閒、社教、慈善設施等宗教團體的興辦事

業，應受相關土地使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理。開發計畫應分別詳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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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後所使用之各項硬體設施及其預定使用之事業項目。其使用事業並需

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規定。 

(五)宗教用地使用之限制 

宗教用地使用之限制包含： 
1.申請變更使用之宗教用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      
  理辦法規定外，其坵塊圖上平均坡度在 4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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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准作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但不得供作建築使用。 
2.申請變更使用之土地，不得位於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定或相關法規規定禁

止開發之土地。 
3.申請變更為「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範圍，應將實際變更

土地之地號及面積等詳列於「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計畫書規定，俾據

以執行。 
4.現有宗教用地申請變更為「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地點應

臨接或自行留設寬度六公尺以上之聯外道路，實際變更之範圍宜避免毗

鄰土地成為畸零地；申請新建之宗教建築，應有二條獨立之聯外道路，

其中一條道路寬度至少須六公尺以上，另一條可為緊急通路，其寬度不

得小於四．五公尺。前項路寬若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者，且

有具體交通改善計畫，若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者不在此限。  

(六)申請審議變更範圍 

1.屬經宗教主管機關查明該宗教團體確為依照「寺廟登記規則」規定辦理

合法登記有案者，或經由依法立案成立的「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者，就其已明確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權利證明文件部分之範圍予

以變更。 
2.屬原未取得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而經宗教主管機關同意補辦登記有案

者，為利宗教之輔導管理，得就該宗教團體現有已興建完成之基地及法

定空地範圍予以變更，並由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會同宗教主管機關實地

勘察詳予查明確定範圍面積後劃設之。 

(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甲、乙、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等用地內以興建宗教設  

  施物為主，不得作與宗教無關之其他建築使用，其附屬事業設施使用時， 

  需會相關主管機關同意，並應設置適當之消音設施，以維周遭環境之安 

  寧、安全與衛生。 

2.甲、乙、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等用地內原址設施申請 
  補領建築執照或改建時，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會同民政、地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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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都計等相關單位，依本規範及相關法令規定同步進行個案審查。 
      3.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宗教建築物之建蔽率與容積率，比照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之規定。其大殿高度以 21 公尺為限。 
         4.甲、乙、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等用地內建築基地之法

定空地，至少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化。 

(八)申請書圖文件規定 

現有宗教用地申請變更非都市計畫土地為「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時，應檢附下列書圖文件： 
1.宗教主管機關核發之寺廟登記證、登記表、法人權利主體或同意補辦登記 
  等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變更範圍之土地做為「遊憩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使用同意 
  書或相關土地權利證明文件。 

      3.現有宗教設施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清冊、地籍套繪圖及建築物配 
        置圖。 
      4.擬變更之非都市土地範圍圖。 
      5.屬山坡地且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應附比例尺五百分之一之實測地形圖。 

(九)區域計畫與環評併行作業 

申請變更之土地，如符合「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者，採區域計畫變更審議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平行作業方式辦

理，但於各該區域計畫變更案報請核定或備案時，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

查通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及審查結論，列入

區域計畫書內規定，以利執行查考。並應依開發後衍生之交通需求（含交

通量及停車需求等）進行交通影響評估。其實際交通量及停車量之計算依

其土地使用之不同應予以加總計算。 

(十)宗教用地審議原則 

本研究所擬之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盼能成為政府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

議作業指導原則之參考，若遇特殊情況，為符合實際需求，仍以核定或備

案機關區域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三、宗教用地審議配套措施建議草案 

為強化宗教用地與附屬設施的合法化，除以上規範外，積極加強配套措施： 
（一）加強寺廟依據寺廟登記規則(1936 年 1 月 4 日內政部訂定發布)規定辦 
    理合法登記或宗教團體依法成立的「宗教法人」組織或經宗教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其補辦登記。 

    （二）民政單位研擬宗教設施合法化獎勵措施，並加強宣導土地使用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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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設施法令，並積極輔導宗教團體用地合法，直到合法化問題解決為 
        止。 
    （三）加速推動「地籍清理條例」草案：行政院院會通過「地籍清理條例」 
        草案，明定清查範圍包括日據時期以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土地權   
        利不詳及以寺廟或宗教團體名義登記者、辦理土地總登記時或離島地 
        區實施戰地政務終止前，地籍登記不完整或與現行法令規定不符等之 
        土地，以促進土地利用，健全地籍管理。 

（四）內政部於 2003 年 7 月 31 日內授中民字第○九二○○八九四八九號 
    令修正發布的「宗教團體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建築面積不得少於十公  
    頃限制案審查原則」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審查宗教團體依非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 條之 1 第 3 款規定，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 
    建築面積不得少於十公頃限制。 

    （五）宗教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名義以外名義登記之不動產辦理更名登 
   記為寺廟教堂（會）所有，內政部曾訂定與發布其應行注意事項為：14

宗教團體依內政部 1995 年 5 月 11 日台內地字第八四七四九○六號函

規定：「寺廟等宗教團體於土地登記規則修正發布施行前（1995 年 9
月 1 日以前）所取得之不動產，而以住持、信徒、管理委員等自然人

名義登記，但自始即供該團體所使用，並經證明其取得不動產之資金

確為該團體所支付，或以私人名義登記之不動產有公開之文件紀錄資

料可認定該私人為該團體之關係人，並係以該團體之基金或資金為該

團體所取得者，准以『更名登記』方式變更登記為該團體所有。」及

內政部 1996 年 4 月 26 日台內地字第八五七四六一九號函規定略以：

「關於宗教團體所有之不動產，而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

者，如經審查確與內政部 1981 年 6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二七八三三號

函及 1995 年 5 月 11 日台八四內地字第八四七四九○六號函釋：有關

該不動產自始即供寺廟等宗教團體使用，並經證明其取得不動產之資

金確為該團體所支付之要件相符者，准予申辦更名登記。」辦理更名

登記。 
（六）寺廟設施在國有土地上者，可依國有財產法第 42 條、第 43 條、第 

49 條、第 54 條規定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利；如係 1987 年 6 月 17
日以後佔用者，則必須符合該法第 51 條或第 60 條規定，方可取得土

地使用權。協助合法登記之宗教設施位於國有土地之出租或出售事宜。 
（七）宗教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要審查其興辦事業計畫，對於宗教 
    團體提供輔導及相關優惠措施，及該項計畫對宗教團體未來之發展情 
    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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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參閱 2004 年 2 月 4 日內政部內授中民字第○九三○七二一三三九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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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台灣宗教用地審議規範之建構 

（九）成立專責機關辦理宗教土地與建築程序有助於宗教設施之合法化。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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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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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非都市土地申請許可做為宗教用地，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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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非都市土地申請許可做為宗教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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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非都市土地申請許可做為宗教用地，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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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非都市土地申請許可做為宗教用地，宗教團體申請土地規劃審查階 
       段，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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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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