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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關於土地違規使用案件，因民眾檢舉時該筆土地已拍賣並登

記為拍定人所有，應要求原地主或拍定人恢復原狀疑義 

   

主    旨：關於宜蘭縣政府函為○○鎮○○段 ○○○  地號土地違

規使用案件，因民眾檢舉時該筆土地已拍賣並登記為拍定

人所有，應要求原地主（行為人）或拍定人恢復原狀疑義

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三，請  查照參考。 

說    明： 

一、復  貴部 94 年 8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0940085010  

號函。 

         二、按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之管制使用土

地，依同法第 21條命恢復原狀之義務，屬非高度屬人

性之對物處分，其義務應非不得移轉，另參照行政罰

法（94年 2月 5 日公布，95年 2月 5日施行）第 7 條

第 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為非出於故

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透過法院拍賣取得不動產之

拍定人，如對土地上原已違反區域計畫法之行為，既

非行為人，亦不具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要件，似不應將

其列為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課處罰鍰之對象，至

於依該條例規定命「恢復原狀」並非行政罰，不以具

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本部 93年 5月 25日法律字第 

0930019829 號函參照）。是法院拍定前所搭蓋之建築

物，如屬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第 1項所定主管機關命

拆除恢復原狀之地上物，此一恢復原狀之義務及同條

第 2項所定經命其限期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

者，得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並收取費用之義務，



似均隨同該不動產之移轉由拍定人繼受。 

          三、次按民法第 765條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

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

人之干涉」，是所有權於法令範圍內始享有充分之自

由，對於違反管制使用之土地既非在法令限制範圍內

使用、收益，則主管機關自得依法令對所有權權能為

限制或剝奪。准此，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

規定命義務人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並無違背民法上

開規定之問題。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本部法律事務司（3 份） 

附  件：法務部 函 

                                 中華民國 93 年 05 月 25 日 

                                 法律字第 0930019829 號 

主    旨：關於楊○姿女士因法院執行拍賣取得違反區域計畫法之土 

地，是否應摡括承受前地主恢復土地原狀之義務？又取得

土地後如未依規定恢復土地原狀，是否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疑義，本部意見復如說明二至四。請  查照

參考。 

說    明： 

        一、復  貴部九十三年五月四日台內營字第○九三○○八三

七四○號函。 

        二、按人民之行政法上義務可否移轉，首應視法規規定內容

而定，法規未特別規定者，應視該義務是否具有高度屬

人性 (或稱一身專屬性) 而定，其具有一身專屬性者，

不得移轉，不具一身專屬性者，則可移轉。至於人民之

行政法上義務，有無一身專屬性，應就各個義務內容予

以認定。通常，對物之處分所生之權利義務，可移轉， 

           例如：將建築許可予以廢止，對不動產之受讓人亦有效

力 (陳敏「行政法總論」－第三版，第二八九頁；林錫

堯「行政法要義」－第二次增訂版，第一六六頁參照) 。

關於違反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

地，依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命恢復原狀之義務，

應屬非高度屬人性之對物處分，其義務應非不得移轉。

至於如何移轉或如何使繼受人知悉羲務及其合理履行

期間等，則係另一問題。 



       三、次按行政罰應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司法院釋

字第二七五號解釋參照) ，行為人主觀上非出於故意或

過失情形，應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不予處罰。本件

透過法院拍賣取得土地之拍定人，如對土地上原已違反

區域計畫法之行為，即非行為人，亦不具故意或過失之

主觀要件，似不應將其列為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課處罰

鍰之對象。至於依該條規定命「恢復原狀」並非行政罰，

不以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四、此外，  貴部來函說明二之 (二) 之意見，本部敬表贊

同。 

          參考法條：民法 第 765 條（91.06.26）、建築法 第 73、 

91 條（93.01.20）行政 罰法 第 1、2 、7、14（94.02.05）、

區域計畫法 第 15、21 條（89.01.26） 

 

主旨：關於楊筱姿女士因法院執行拍賣取得違反區域計畫法之土地，

是否應概括承受前地主恢復土地原狀之義務？又取得土地後

如未依規定恢復土地原狀，是否違反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等疑義乙案。 

綜合計畫組  

發布日期：2004-06-10 

內政部 93.6.10台內營字第０９３００８４５４１號函  

一、按行政罰應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二七五號解 

    釋參照），行為人主觀上非出於故意或過失情形，應無可非難性

及歸責性，不予處罰。本案透過法院拍賣取得土地之拍定人，如

對土地上原已違反區域計畫法之行為，既非行為人，亦不具故意

或過失之主觀要件，應將其列為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課處罰鍰之

對象。  

二、至於依該條規定命「恢復原狀」並非行政罰，不以具有故意或過

失為必要，且拍定人取得法院拍賣前已違反區域計畫法管制使用

之土地後，其使用行為仍應符合該土地編定管制使用之規定。準

此，如縣（市）政府基於維護該土地合於原法定編定管制使用之

目的或維護公共安全之需要（違規濫採砂石形成之坑洞遇雨恐成

水池影響公共安全，如位於山坡地尚可能造成土石崩塌），另依

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或其他法規規定，對拍定人作成要求採取

相關合法使用或不影響公共安全之必要措施（含限期變更使用、



恢復原狀）之行政處分，並無不妥。 

 

主旨：貴府函為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未恢復土地原狀，已依該法第

22條規定將違規行為人移送法院處理，如其違規事實至今仍

存在，得否依該法第 21條規定再處以行為人行政罰鍰疑義案    

綜合計畫組 發布日期：2009-12-08   

內政部 98.12.8台內營字第 0980812138號函 

 

一、本案因涉行政罰法規定，經本部函詢據法務部以 98年 11月 17

日法律字第 0980040244號書函示意見略以：「．．．二、  行

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

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

之（第 1項）。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

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之（第 2項）。』本條規定乃揭示行政罰與刑罰間之『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與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為適用前提，倘非屬同一行為人之同一行為，自得分別

處罰而無『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三、適用前開『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時，尚需注意違規行為與刑事判決既判力時點

間之關係。申言之，依通常訴訟程序進行之刑事判決，係以最

後審理事實法院宣示判決日為既判力時點；依簡易訴訟程序進

行之刑事判決，則以簡易判決書正本送達時間為既判力之時點

（朱石炎著『刑事訴訟法論』，2007年 9月，第 258、259頁參

照）。故倘違法行為係發生於刑事判決既判力時點之後，該違法

行為乃刑事判決既判力所不能及，係屬另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自得再依第 21條第 1項處以罰鍰，而無違反『一行為

不二罰』原則之虞。四、依區域計畫法第 21條及第 22條規定

文義觀之，得依該法第 21條第 1項科處罰鍰之構成要件係違反

該法第 15條第 1項之管制而使用土地，至於依第 21條第 2項

按次處罰之構成要件則為不遵從主管機關限期變更使用、停止

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之命令；惟在違反第 21條第 2項之

情形，依同法第 22條之規定，並得處刑事罰。準此，有關違反

區域計畫法之案件，倘行為人違反該法第 15條第 1項之管制而

使用土地，經主管機關命令限期變更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

復土地原狀，而行為人仍不遵從者，如已依該法第 22條規定處



刑事罰者，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上不得再依同法第 21

條第 2項規定裁處罰鍰。倘行為人於該刑事判決既判力時點後

有擴建之情事者（依貴部來函說明四所述，本案行為人經人檢

舉有擴建墓園及廣場之情事），則屬另一行為，自得依該法第 21

條第 1項處罰之。反之，如仍維持原狀僅係未限期改善，則應

視原處分機關於移送地檢署偵辦後有無另行再命其改善而有不

同；若有再命其限期改善，則當事人係再次違反該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之改善義務，同時又再次違反該法第 22條規定，自得

再移送地檢署偵辦；若未再命其限期改善，則應於確定刑事判

決既判力時點後再次命其限期改善，若屆期仍不改善，則當事

人係再次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之限期改善義務，

同時又再次違反同法第 22條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6條規定，

自得再移送地檢署偵辦。」，先予敘明。 

二、又本部 92年 11月 25日台內營字第 0920090059號函補充釋示略

以：「區域計畫法第 21條及第 22條執行對象，宜以處罰行為人

為原則，對非行為人（土地所有權人、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處罰為例外；而對行為人或非行為人處罰，皆應以

其具有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且處罰對象非屬行為人時，應

具備充分、合理及適當之理由。」，再予敘明。 

三、本案如經貴府認定朱清龍君符合前揭本部 92年 11月 25日函釋

之處罰對象，得否再依區域計畫法第 21條規定裁罰或同法第 22

條規定處刑事罰等疑義，請參照前揭法務部 98年 11月 17日函

示意見辦理。 

 

相關法令規定 

法規名稱：民法 

第 148條   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 

           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第765條 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 

 

名稱：憲法 

第22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

受憲法之保障。 



第 143條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

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

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 

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 

 

法規名稱：區域計畫法 

第 15 條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

有關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

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

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

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非都市土地分區圖，應按鄉、鎮 (市) 分別繪製，並

利用重要建築或地形上顯著標誌及地籍所載區段以標明土

地位置。 

 

第 21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

縣 (市) 政府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

狀而不遵從 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

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

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

行。 

第 22條  違反前條規定不依限變更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土地

原狀者，除依行政執行法辦理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 

 

法規名稱：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第 12 條 區域土地之使用管制，依下列規定： 

         一、都市土地：包括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計畫法第八

十一條規定為新訂都市計畫或擴大都市計

畫而先行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禁建之

土地；其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管制之。 

二、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其使用依本法



第十五條規定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管制之。 

                        前項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國家公

園土地，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第 13條 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下列各種使用區： 

     一、特定農業區：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

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關認為必須加以特

別保護而劃定者。 

二、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三、工業區：為促進工業整體發展，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四、鄉村區：為調和、改善農村居住與生產環境及配合政府 

興建住宅社區政策之需要，會同有關機關劃定

者。 

五、森林區：為保育利用森林資源，並維護生態平衡及涵養

水源，依森林法等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

定者。 

六、山坡地保育區：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與

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失等地質災

害，及涵養水源等水土保育，依有關法令，

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七、風景區：為維護自然景觀，改善國民康樂遊憩環境，依

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八、國家公園區：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史蹟、野生

物及其棲息地，並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依

國家公園法劃定者。 

九、河川區：為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水流宣洩，依水利法

等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定者。 

一○、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為利各目的事業推動業務之實

際需要，依有關法令，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者。 

 

第 15條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編定各種使用

地時，應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示範圍，就土地能供

使用之性質，參酌地方實際需要，依下列規定編定並繪入

地籍圖；其已依法核定之各種公共設施用地，能確定其界

線者，並應測定其界線後編定之： 



一、甲種建築用地：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二、乙種建築用地：供鄉村區內建築使用者。 

三、丙種建築用地：供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及山坡地

範圍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四、丁種建築用地：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建築使用者。 

五、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者。 

六、林業用地：供營林及其設施使用者。 

七、養殖用地：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者。 

八、鹽業用地：供製鹽及其設施使用者。 

九、礦業用地：供礦業實際使用者。 

一○、窯業用地：供磚瓦製造及其施設使用者。 

一一 、交通用地：供鐵路、公路、捷運系統、港埠、空運、氣象、

郵政、電信等及其設施使用者。 

一二、水利用地：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一三、遊憩用地：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一四、古蹟保存用地：供保存古蹟使用者。 

一五、生態保護用地：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一六、國土保安用地：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一七、墳墓用地：供喪葬設施使用者。 

一八、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各種特定目的之事業使用者。 

      前項各種使用地編定完成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報內政部

核備。變更編定時，亦同。 

 

 

法規名稱：行政程序法 

第 7 條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

害最少者。 

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

均衡。 

第 68 條     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行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件、傳真或其他

電子文件行之者，視為自行送達。 

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但文書內容對人

民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者，應為掛號。 



文書由行政機關自行送達者，以承辦人員或辦理送達事務人

員為送達人；其交郵政機關送達者，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 

前項郵政機關之送達準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三條訂定

之郵政機關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 

第 76 條     送達人因證明之必要，得製作送達證書，記載下列事

項並簽名︰ 

一、交送達之機關。 

二、應受送達人。 

三、應送達文書之名稱。 

四、送達處所、日期及時間。 

五、送達方法。 

除電子傳達方式之送達外，送達證書應由收領人簽名或蓋

章；如拒絕或不能簽名或蓋章者，送達人應記明其事由。 

送達證書，應提出於行政機關附卷。 

第 92 條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

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

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第 93 條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

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

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 

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 

一、期限。 

二、條件。 

三、負擔。 

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第 94 條     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

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 95 條     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

詞或其他方式為之。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

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理由要求作成書面時，處分機

關不得拒絕。 

第 96 條     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

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

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

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

統一號碼、住居所。 

      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

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

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 

      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

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前項規定於依前條第二項作成之書面，準用之。 

第 97 條     書面之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記明理

由︰ 

      一、未限制人民之權益者。 

      二、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待處分機關之說明已知悉或

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者。 

      三、大量作成之同種類行政處分或以自動機器作成之行政處

分依其狀況無須說明理由者。 

      四、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 

      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

程序。 

      六、依法律規定無須記明理由者。 

第 105 條     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依前條規定提出之陳述書，應為

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陳述書，為事

實上及法律上陳述，但應釋明其利害關係之所在。不於期

間內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第 110 條     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

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 

        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

發生效力。但處分另訂不同日期者，從其規定。行政處分

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

存在。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 



第 135 條     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

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 

第 136 條     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

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 

第 137 條     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互負給付義務者，

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 

      二、人民之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 

      三、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理

之關聯。 

     行政處分之作成，行政機關無裁量權時，代替該行政處分之行

政契約所約定之人民給付，以依第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得為附

款者為限。 

     第一項契約應載明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及僅供該特定用途使

用之意旨。 

第 139 條     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但法規另有其他

方式之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 148 條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

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行政機關時，應經主管院、

部或同等級機關之認可；締約之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

政機關時，應經該地方自治團體行政首長之認可；契約內

容涉及委辦事項者，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始生效力。 

第一項強制執行，準用行政訴訟法有關強制執行之規定。 

 

法規名稱：行政執行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

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 

第 3 條     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

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

之必要限度。 

第 27 條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

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

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前項文書，應載明不依限履行時將予強制執行之意旨。 



第 29 條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

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

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 

        前項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

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

額。 

 

 

 

第 34 條     代履行費用或怠金，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處

依第二章之規定執行之。 

 

法規名稱：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

要點 

 

內政部 95.3.29台內營字第 0950801476號函訂頒  

一、為加強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交換利用，

並使工程順利推動，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適用對象為行政院所屬機關辦理且符合第四點規定

之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但營建剩餘土石方屬可再利用物

料者，工程主辦機關（以下簡稱主辦機關）得估算其處理成本

及價值，列入工程採購之競標項目，並納入預算及工程契約書，

得不適用本作業要點。 

 

（一）依法核准由民間投資興辦或參與投資之工程，得準用本作業

要點。 

 

（二）統包工程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辦理之工程

得視需要參照本作業要點辦理。 

 

三、主辦機關編擬新興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計畫時，應依行政

院政府公共工程計畫及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納入土石方資源

處理或來源先期規劃構想及經費概估，並列為辦理工程專業審

議項目之一。 

 



四、主辦機關於工程設計階段，應責成規劃設計單位符合工程挖填

土石方之平衡原則。計畫總工程預算達一億元以上、或單一工

程標案預算達二千萬元以上，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機關

應向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資

訊服務中心）上網申報工程區位、數量、土質、預計時程等相

關規劃資料（如附件一）。 

 

（一）土石方剩餘（以下簡稱出土）達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工程。 

 

（二）土石方不足（以下簡稱需土）達兩萬立方公尺以上之工程。  

未達前項所列經費及土石方數量，得參照本要點辦理申報。 

 

五、工程主管機關應責成所屬主辦機關，參據資訊服務中心撮合評

估及交換對象建議，辦理土石方撮合交換；必要時，得提案送

交內政部營建土方處理協調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內政部協調小

組）撮合協調。  

經濟部、交通部等工程數量龐大之部會，應建立土石方處理協

調機制協助所屬主辦機關辦理土石方撮合交換。 

 

六、主辦機關向資訊服務中心上網申報後，應採下列方式協調土石

方交換： 

 

（一）上網查詢土石方交換潛在對象或參考資訊服務中心建議對象。 

 

（二）報請工程主管機關參考資訊服務中心之建議，協調所屬公共

工程間之土石方撮合交換。 

 

（三）提案送交內政部協調小組，協調跨部會公共工程間之土石方

撮合交換。  

土石方交換協調撮合結果，應副知資訊服務中心辦理登錄，

並應記錄交換之工程名稱、時程、經費分擔及無法依協調結

果履行之後續處理措施。 

 

七、土石方交換協調撮合原則 

 

（一）土質、預計期程相符及相互距離較近之工程優先交換，工程



交換不限定單一工程。 

 

（二）為配合雙方期程及土質，出土工程主辦機關得於工區內規劃

設置臨時性暫屯處理場所或租用合法收容處理場所，該場所

之環保、水保、管理申報及相關費用，由出土工程主辦機關

辦理。若有需要得協調由需土工程主辦機關辦理。 

 

（三）工程間土石方交換之相關費用，原則上土石方產出費用及至

需土工程地點之運輸費用由出土工程主辦機關負擔；土石方

進入需土工程工區範圍後之堆置及施工利用相關費用，則由

需土工程主辦機關負擔。若有需要得由出土及需土工程主辦

機關另行協調負擔。 

 

八、土石方交換工程預算編列及配套措施如下： 

 

（一）主辦機關應將協調結果納入土石方資源處理或來源規劃構

想，並依該規劃構想覈實編列土石方開挖、處理、運輸、購

置、夯實等相關費用，依實際處理數量計價。 

 

（二）土石方交換協調發包後之變異，得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定之變更設計加減帳規定辦理。 

 

（三）主辦機關為配合期程及交換作業，得於工區內設置面積以小

於五公頃之臨時性暫屯處理場所，其設置計畫應納入土石方

資源處理或來源規劃構想，並應符合環境保護及水土保持等

相關法規之要求。 

 

（四）土石方交換作業所產生單價及科目不足時，得由工程準備金

予以支應。 

 

（五）主辦機關所轄公共工程土石方交換之出土工程與需土工程，

視需要得併案發包。 

 

（六）主辦機關得視需要將所轄數項工程之土石方處理或購土費用

單獨編列預算統一發包處理。 

 



九、主辦機關應於協調後將協調結果納入工程發包文件及工程預算

內，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十、主辦機關依據協調結果辦理工程發包後，因故無法依據協調結

果辦理土石方交換時，應將變更之結果，副知相關機關及資訊

服務中心。 

 

十一、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於發包後，如欲將剩餘土石方處理

方式變更為土石方交換，得由雙方工程主辦機關就土質、數量

及相關費用等事項協調同意後辦理，其協調結果應副知雙方上

級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及資訊服務中心。 

 

十二、為加強土石方交換利用，內政部應視各部會申報及交換辦理

情形，每季召開一次土石方交換成效檢討會議，並每半年於

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小組委員會議中提報土石方交換成果。  

 

 

 

 

 

 

 

 

 

 

 

 

 

 

 

 

 

 

 

 

 



宜蘭縣政府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作原則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30 日府地權字第 1000098719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30 日府地權字第 1000098719A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22日府地權字第 1010201766號令修正 

公布增訂第 6點第 6款；並刪除第 11點 
中華民國 102年 10 月 29日府地權字第 1020175192 號令修正 

一、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防止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造

成環境污染、危害公共安全及處理公共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

方，依經濟部訂頒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及內政部

訂頒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定義：本原則所稱早期遭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係指民國九十

二年二月六日土石採取法公布施行前，非都市土地遭盜濫採土

石所造成之遺留坑洞，經本府依區域計畫法裁處且列管有案者。 

三、 本府依違反區域計畫法裁處且列管有案者，除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與本府訂定行政契約者

外，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完成者，基於維護公共安全、公共衛

生，得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規定強制執行坑

洞回填作業，其所需代履行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 

四、 凡符合本原則之坑洞回填，其所有人與本府訂定行政契約後，

應於二個月內提出回填計畫書送府審查，或同意由本府代擬回

填計畫書，逾期未提出申請者，由本府代擬回填計畫書予以執

行，所需費用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回填之坑洞含數筆土地時，應一併提出申請。如含公有土地時，

須檢附管理機關同意書。土地所有權人有數人時，得出具委託

書委由一人提出申請。 

五、 申請人應提回填計畫書一式八份，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並

應由相關專業技師之審查及簽證： 

（一）回填區之土地登記謄本。 

（二）回填作業方法。 



（三）回填區位置圖。 

（四）回填區實測圖，含回填區及臨近地區地形等高線、縱橫斷

面剖面圖。 

（五）毗鄰排水溝及其他相關設施之配置情形。 

 （六）水土保持計畫及環境維護措施。 

 （七）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六、 前點坑洞回填，由本府代尋政府機關辦理之公共工程或接受

委辦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含河川疏浚土石方)、或由本府代尋

縣內民間自辦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數量達三萬立方公尺

以上者為來源之回填物質，其種類須符合本縣管制之土質類

別：  

（1）B1：岩塊、礫石、碎石。 

（2）B2-1：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百分之

三十) 

（3）B2-2：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百分之

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4）B2-3：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於百分之

五十)。 

（5）B3：粉土質土壤。 

 (6) B4：黏土質土壤(限縣內公共工程土石方，作回填表土層

使用) 

七、 前項回填施工、整平、壓實作業(含人員、挖土機、壓路機、水

車等)及環境維護等工項，由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或本府代尋土方

之民間工程單位負責，並由本府監督管理。 

八、 申請人應依行政契約所定，向本府繳交行政管理作業費。 

九、 申請坑洞回填計畫由本府地政處受理後，經核對應附文件齊全

後，計畫書圖分送各相關單位審查，其審查事項如下： 



（一）地政處： 

1.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 

2.回填坑洞為早期遭盜濫採土石所遺留，同一坑洞含數筆土

地應一併申請。  

3.回填區實測圖應含套疊地籍圖。 

（二）建設處： 

1.回填設備應以必要範圍內為限。 

2.回填作業方式及方法應屬可行。 

（三）工務處： 

1.回填期間作業方式及方法不得影響天然排水。 

2.回填區實測圖應含回填區及鄰近地區地形等高線、縱橫斷

面剖面圖、搬運道路、排水溝、護坡、擋土牆及其他相關

設施之配置情形，並酌以文字說明。 

（四）農業處： 

1.回填後土地應為農業使用者。 

2.回填作業不得妨害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3.回填計畫之作業方式，應先由底部分階段回填，填土高度

以恢復原有地形高度且不影響天然排水為原則。 

（五）警察局： 

1.回填區位置交通運輸路線應注意避免防礙用路權人之權

益，必要時應要求申請人提出相關防範措施。 

2.運輸車輛應於必要範圍內為限。 

（六）環保局：坑洞回填申請前是否曾回填事業廢棄物。 

 

 

 

 

 

 



行政契約書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為防止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造成環境污染、危害公共安全兼

處理公共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經雙方同意依經濟部訂頒「陸上盜

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內政部訂頒「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

案」及甲方訂頒「宜蘭縣政府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作業

原則」規定回填，締結行政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定義： 

所稱早期遭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係指民國九十二年二月

六日土石採取法公布施行前，非都市土地遭盜濫採土石所

造成之遺留坑洞，經甲方依區域計畫法裁處且列管有案者。 

第二條 乙方所有土地面積總計○○○平方公尺，預估回填數量總計

○○○立方公尺，其地段、地號及數量分述如下： 

宜蘭縣○○鄉鎮市○○地段○○地號，○○平方公尺，預估

回填數量計○○立方公尺。回填物資之處理費用，由本府公

共造產基金依規定收取。 

第三條  前開地段，乙方同意由甲方代尋政府機關辦理之公共工

程或接受委辦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含河川疏浚土石方)為

來源之回填物質，其種類須符合本縣管制之土質類別：  

（1）B1：岩塊、礫石、碎石。 

（2）B2-1：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百分之

三十) 

（3）B2-2：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百分之

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4）B2-3：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於百分之

五十)。 



（5）B3：粉土質土壤。 

第四條  前開地段，乙方應於期限內檢附回填計畫書圖並經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向甲方申請，並經甲方審查核可。其回填計畫書圖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土地登記簿謄本。 

二、 回填範圍實測圖（含臨近地區地形等高線、縱橫斷面

剖面圖）。 

三、 毗鄰排水溝及其他相關設施之配置情形。 

四、 回填期程。 

乙方未於期限內向甲方提出申請者，由甲方逕為代擬回 

填計畫書予以執行，所需各項費用均由乙方支付。 

第五條 前開地段，乙方同意由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回填作業，

並由本府監督管理，其回填作業方式如下： 

一、填土高度，以恢復原有地形高度，且不影響天然排水

為原則。 

二、提供放置回填物資之處所。 

三、施工整平作業及環境維護等工項。 

第六條  前開地段，乙方無條件同意由甲方設置管制站，並由甲方派

員進駐管制站，以管制車輛進出及土方流向總量勾稽。 

第七條  訂定本契約時，乙方應檢具印鑑證明、同意書、土地所有權

證明等文件，同意由甲方單獨向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預告登

記，非經甲方同意禁止移轉。 

        前開地段完成坑洞回填並經確認已恢復原狀後，甲方應於一

個月內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塗銷預告登記。 

回填期間，乙方辦理所有權移轉前，應會同承買人與甲方另

訂定行政契約。 

第八條  前開地段預計回填土方數量○○○立方公尺，應向甲方繳交



行政管理作業費，每立方公尺 10元，並以實做數計之。 

前項之行政管理作業費，乙方可依回填進度分期繳交，但每

次繳交時，所回填數量不得低於 5萬立方公尺。 

第九條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乙方(債務人)不為給付時，

甲方(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第十條  契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如有涉

訟，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  本契約正本 2 份、副本(2)份，乙方正本一份，餘由甲方

收執。 

立契約人： 

甲方：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法規名稱： 宜蘭縣政府受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審查作業

要點 ( 民國 97 年 08 月 21 日 發布／函頒 ) 所有權

人申請自行回填，本要點已停止適用。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受理早期遭盜濫採土石遺留坑

洞申請回填計畫審查作業，依區域計畫法及經濟部九十五年六

月二日訂頒之「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早期遭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係指民國九十二年二

月六日土石採取法公布施行前，私有非都市土地遭盜濫採土石

所造成之遺留坑洞，經本府依區域計畫法裁處且列管有案者。 

三、凡符合本要點之坑洞回填，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下列文件向 

本府（地政處）申請： 

（一）申請書（如附表一）。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印鑑證明書（如土地所有權人親自到本府核對身分得免附）。 

（四）回填計畫書圖一式八份。 

     回填之坑洞含數筆土地時，應一併提出申請。 

     土地所有權人有數人時，得出具委託書及第一項第（二）、（三）

款之文件委由一人提出申請。  

四、回填計畫書圖應包含下列文件： 

（一）回填區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申請日前一個月內）。 

（二）回填物質合法來源證明。 

（三）回填物質種類及數量。 

（四）回填物採樣、監測及檢驗計畫。 

（五）回填設備明細。 

（六）回填期間。 

（七）回填作業方法及方式。 

（八）現場管理人員名冊及其同意書。 

（九）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如屬山坡地範圍應依水土保持法

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 

（十）回填區位置交通圖。 

（十一）回填區實測圖（含回填區及鄰近地區地形等高線、套疊地

籍圖、縱橫斷面剖面圖、由底部起算每六千立方公尺土方

量之高程、搬運道路、排水溝、護坡、擋土牆及其他相關

設施之配置情形）。 



    前項第（三）、（四）、（七）、（九）、（十一）款文件應檢附經 

    學術單位、民間專業機構或相關專業技師之審查合格證明文

件。  

五、回填之坑洞於申請前已回填廢棄物或其他未經申請許可之回填

物者，申請人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清除處理

後，始得申請回填。  

六、本案坑洞回填計畫由本府（地政處）受理後，經審核其應附文

件齊全者，應將計畫書圖分送各相關單位就主管業務依審查表

（如附表二）予以審查，並表示具體意見。  

七、本府各相關單位審查應注意事項： 

    地政處： 

   （一）回填區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應以申請日前一個月內

為限。 

   （二）申請人應為土地所有權人。 

   （三）回填坑洞為早期遭盜濫採土石所遺留，同一坑洞含數筆土

地應一併申請。 

   （四）申請人僱用之現場管理人員及其同意書應與名冊相符。 

   （五）回填區實測圖應含套疊地籍圖。 

    建設處： 

   （一）回填物如全數來自本府公共造產土資場者，無本要點之適

用。 

   （二）回填物質應有合法來源證明文件。 

   （三）回填物種類包含岩塊、礫石、碎石或沙、土壤與礫石及沙

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百分之三十）、土壤與礫石及沙

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百分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土壤

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於百分之五十）、粉土

質土壤（沉泥）、黏土質土壤及其他經本府核定之回填物。 

   （四）回填物質數量之計算應適當。 

   （五）回填設備應以必要範圍內為限。 

   （六）回填期間、作業方式及方法應屬可行。 

   （七）回填計畫如需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者，應經本府審查為合

法之收容處理場所，並加註收受時間、條件及土石種類後，

方得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 

    工務處： 

   （一）回填期間作業方式及方法不得影響天然排水。 

   （二）回填區實測圖應含回填區及鄰近地區地形等高線、縱橫斷



面剖面圖、搬運道路、排水溝、護坡、擋土牆及其他相關

設施之配置情形，並酌以文字說明。 

    （三）回填期間不得有土石外運之情形。 

    農業處： 

    （一）回填後土地如計畫作為農業使用者，應載明農業經營利

用方式與回填表層土壤作業之目標、操作及驗證方法。 

    （二）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應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如

屬山坡地範圍應依水土保持法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書）。 

    （三）回填作業不得妨害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四）回填計畫之作業方式應先由底部分階段回填，並予壓實，

填土高度以恢復原有地形高度且不影響天然排水為原則。

如與原鄰地有高低差，需再鋪土壓實。 

    環保局： 

    （一）回填之坑洞於申請前，如有已被回填廢棄物或其他未經

申請許可之回填物者，應依規定先行清理完畢。 

    （二）回填物採樣、監測及檢驗計畫應符合規定。 

    警察局： 

    （一）回填區位置交通運輸路線應注意避免防礙用路權人之權

益，必要時應要求申請人提出相關防範措施。 

    （二）回填設備（含運輸車輛）應於必要範圍內為限。  

八、回填物質如全數來自本府公共造產土資場者，應由本府民政處

依其作業規定辦理，不受本作業要點之限制。  

九、本府各相關單位經審核後其文件有不符合規定或欠缺者，應通

知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予以駁回。  

十、申請回填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通知申請人與本府締結行政契

約（如附表四），並依回填數量以每立方公尺新台幣四十元計

算，繳交回填保證金，由本府收取代為保管，於回填檢驗合格

後保證一年確無產生環境危害者，始得發還。  

十一、申請人繳交回填保證金後，由本府（地政處）核准回填計畫

函復申請人，副知相關單位，並敘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應依計畫執行，如未依計畫辦理回填作業者，原繳

交回填保證金不予發還。 

  （二）回填作業方式應分為底層（即坑洞底部至原有高程一五○

公分以下屬之）及表層實施，底層回填作業先由底部分階

段回填，並予壓實，且不影響天然排水，如與鄰地有高低

落差，需再鋪土壓實 



        。 

  （三）回填區回填物質數量超過六千立方公尺者，每回填六千立

方公尺土方量應向本府地政處申請現場會勘及回填物質抽

樣檢驗，回填物質數量不足六千立方公尺，於底層回填完

成時亦同，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四）底層回填完成時，應立即停工，並向本府（地政處）申請

現場勘驗。 

  （五）回填作業期間，應有管制車輛進出、防止傾倒廢棄物之措

施，且不得有土石外運之行為，一經發現將依規定處理。 

  （六）回填物質檢驗由申請人自行委由行政院環保署認可之合格

檢驗單位進行檢驗，檢驗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檢驗前

應檢送檢驗計畫（包含採樣日程、採樣地點、數量及方式、

檢驗方式、檢驗項目），經本府環保局同意後進行檢驗。未

依期限檢驗者，撤銷原核准函。  

十二、本府相關單位應依核准函副本，列管回填坑洞並實施管控，

申請人回填作業開始後，應就主管業務權責加以監督、管制，

不定期巡查回填區域，如有違反相關規定情事者，由各該業

務主管單位（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置。  

十三、申請人實施底層回填完成後，本府相關單位現場勘驗審查（如

附表五）核符後，函復申請人實施表層回填作業，載明下列

事項，並副知本府相關單位列管實施管控。 

  （一）回填後土地如計畫作為農業使用者，表層應以可耕作且無

污染之土壤回填一百五十公分以上，不得伴存有土棲性病

蟲源，並應注意土壤水份含量。 

  （二）回填後土地如計畫作為水田使用者，應回填可耕作土壤至

少五十公分以上，次層應回填黏土不得少於一百公分。 

  （三）實施表層回填完竣後，應向本府（地政處）申請現場會勘

及回填物質抽樣檢驗，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四）申請人應依本府（環保局）規定出具回填物質檢驗合格報

告證明，未依期限出具合格檢驗證明者，撤銷原核准函。 

十四、申請人實施表層回填完竣後，本府相關單位現場會勘（如附

表六）審查結果與原計畫不符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清

理回填物質，逾期未清理完竣者，撤銷原核准函及沒收保證

金，並以該保證金辦理招標清理所回填之土石方，如有不足

本府得依法向申請人追償。  

十五、依前條規定勘驗合格後由本府函復申請人，載明一年後未產



生環境危害，得向本府申請辦理現場複勘及退還回填保證

金。  

十六、申請人於回填作業期間本府各單位發現回填物質、回填作業

方法及方式等與計畫不合或經勘驗不合格者，應通知申請人

限期改善處理，逾期未處理完竣者，撤銷原核准函及沒收回

填保證金，由本府代為清理，所需費用由該保證金支付，如

有不足本府得依法向申請人追償。  

十七、申請人所回填物質如經發現含有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

物者，除由本府（環保局）調查污染源外，並依前條規定辦

理。  

十八、申請人於表層回填作業完竣一年後向本府申請退還回填保證

金，經本府相關單位實地勘驗檢查確無產生環境危害者，由

本府（地政處）通知領回回填保證金，辦理結案並解除列管；

如檢查結果有產生環境危害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改善，逾

期未改善者，沒收回填保證金，並以該保證金辦理招標清理

所回填之土石方，如有不足本府得依法向申請人追償。  

十九、為處理因審查作業所生之爭議或疑義，特設立宜蘭縣政府受

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作業處理小組（下稱本小

組），本小組設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副召集人

一人，由地政處處長兼任，並由本府建設處、農業處、工務

處、環保局、警察局等單位主管組成。 

      本小組得視實際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副

召集人因故均無法出席時，得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指定小組

成員一人擔任主席，各單位主管因故無法出席時，得由副主

管代理。  

二十、本小組另置執行秘書一名由本府地政處地權科科長兼任，相

關行政作業及執行成果彙辦由本府地政處地權科辦理，並將

相關資料彙整，接受經濟部考評。  

二十一、本作業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圖表附件： 

•  附表一申請書.DOC  

•  附表四行政契約.DOC 

 

 

 



所有權人申請自行回填已停止適用 

(附表一)          申              請              書 

受文者：宜蘭縣政府 

主旨：為申請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計畫案，請准予同意辦理。 

申請土地座落： 

鄉鎮市 段 

小

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使用分區 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檢附文件： 

(一) 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份   

(二)  土地所有權人印鑑證明書 份   

(三)  回填計畫書圖一式八份 份   

(四) 其他： 份   

 1  份   

 2  份   

 3  份   

   申請人(即土地所有權人)：   

   身分證編號：     

   住  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回填計畫書圖含 1.回填區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2.回填物質合法來源

證明。3.回填物質種類及數量。4.回填物採樣、監測及檢驗計畫。5.回填設



備明細。6.回填期間。7.回填作業方法及方式。8.僱用現場管理人員名冊及

其同意書。9.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措施。10.回填區位置交通圖。11.回填區

實測圖 (含回填區及鄰近地區地形等高線、套疊地籍圖、縱橫斷面剖面圖、

由底部起算每 6,000立方公尺土方量之高程、搬運道路、排水溝、護坡、擋

土牆及其他相關設施之配置情形) 

 

 

 

 

 

 

 

 

 

 

 

 

 

 

 

 

 

 

 

 

 

 

 

 

 

 

 

 

 

 

 



附表三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所有權人申請自行回填已停止適用) 

分析項目 英文名稱 
溶出試驗標準 

(毫克／公升) 

一、農藥污染物 

(一)有機氯劑農藥 Organic Chloride pesticides ○．五 

(二)有機磷劑農藥 Organic Phosphorous pesticides 二．五 

(三)氨基甲酸鹽農藥 Carbamates pesticides 二．五 

二、有機性污染物 

(一)六氯苯 Hexachlorobenzene ○．一三 

(二)2,4-二硝基甲苯 2,4-Dinitrotoluene ○．一三 

(三)氯乙烯 Vinyl chloride ○．二 

(四)苯 Benzene ○．五 

(五)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五 

(六)1,2-二氯乙烷 1,2-Dichloroethane ○．五 

(七)六氯-1,3-丁二烯 Hexachlorobutadiene ○．五 

(八)三氯乙烯 Trichloroethylene ○．五 

(九)1,1-二氯乙烯 1,1-Dichloroethylene ○．七 

(十)四氯乙烯 Tetrachloroethylene ○．七 

(十一)2-(2,4,5三氯酚丙酸) 2-(2,4,5-TP) (Silvex) 一．○ 

(十二)2,4,6-三氯酚 2,4,6-Trichlorophenol 二．○ 

(十三)硝基苯 Nitrobenzene 二．○ 

(十四)六氯乙烷 Hexachloroethane 三．○ 

(十五)吡啶 Pyridine 五．○ 

(十六)氯仿 Chloroform 六．○ 

(十七)1,4-二氯苯 1,4-Dichlorobenzene 七．五 

(十八)2,4-二氯苯氧乙酸 2,4-Dichlorphenoxyacetic Acid 一○．○ 

(十九)氯苯 Chlorobenzene 一○○．○ 

(二十)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一○○．○ 

(二十一)總甲酚 Cresol 二○○．○ 

(二十二)丁酮 Methyl ethyl ketone 二○○．○ 

(二十三)2,4,5-三氯酚 2,4,5-Trichlorophenol 四○○．○ 

三、有毒重金屬 

(一)汞及其化合物(總汞) Mercury and Mercury compounds ○．二 

(二)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Cadmium and Cadmium compounds 一．○ 

(三)硒及其化合物(總硒) Selenium and Selenium compounds 一．○ 

(四)六價鉻化合物 Hexavalent chromium 二．五 

(五)鉛及其他合物(總鉛) Lead and Lead compounds 五．○ 

(六)鉻及其化合物(總鉻)(不包含製造或

使用動物皮革程序所產生之廢皮粉、皮

屑及皮塊) 

Chromium and Chromium compounds 五．○ 

(七)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Arsenic and Arsenic compounds 五．○ 

(八)銀及其化合物(總銀) (僅限攝影沖洗

及照相製版廢液) 

Silver and Silver compounds 五．○ 

(九)銅及其化合物(總銅)(僅限廢觸媒、集

塵灰、廢液、污泥、濾材、焚化飛灰或

底渣) 

Copper and Copper compounds 一五．○ 

(十)鋇及其化合物(總鋇) Barium and Barium compounds 一○○．○ 



 

行政契約書(所有權人自行申請回填案例) 

為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間因土

地於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申請案雙方當事人同意依行政程

序法第 137條及經濟部訂頒「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規

定締結行政契約，特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查座落  鄉   段   小段         地號

等  筆非都市土地，確屬民國 92年 2月 6日土石採取法公

布實施之前遭盜濫採土石致遺留坑洞，迄未回填。 

第二條、乙方為避免上該坑洞造成環境污染、公共安全危害等事件發

生及影響該區地貌及地層，特檢具申請書、身分證明文件、

印鑑證明書、回填計畫書圖等文件向甲方申請回填，乙方承

諾同意依回填計畫書圖執行回填。 

第三條、回填之坑洞於申請前，乙方應確認申請標的無被回填廢棄物

或其他未經申請許可之回填物，如已有上該情形者，乙方應

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清除處理完竣後，始提

出申請。 

第四條、乙方所提之回填申請案如經甲方同意者，乙方同意依回填數

量以每立方公尺新台幣 40 元計算，繳交回填保證金，本計

畫回填數量計        立方公尺，回填保證計金新台幣      

萬        元整，並由甲方收取代為保管，甲方於回填作業

完畢 1年後，經檢驗確無產生環境危害者，應將原繳交回填

保證金發還乙方。 

第五條、甲方為確保回填物質之安全性，乙方於回填作業期間(含回

填完竣)得依本府「受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回填審查

作業要點」第 11、13 點規定辦理抽驗回填物質，抽驗費用

由乙方自行負擔，另乙方應提出檢驗計畫書，經甲方同意後

委由行政院環保署認可之合格檢驗單位進行檢驗，如未依檢

驗計畫進行，甲方得撤銷原核准回填計畫案。 

附表四 



第六條、乙方應確實依回填計畫執行回填作業，如經甲方發現有未依

計畫執行者，甲方得要求乙方限期改正，乙方如於期限內未

改正完竣者，沒收乙方所繳交之回填保證金。 

第七條、乙方回填作業期間，甲方因業務需要辦理會勘、檢驗等工作

時，乙方應全力配合並提供必要之人力及機具。 

第八條、為保全契約之履行，申請標的如於申請回填期間辦理所有權

移轉，移轉前應經甲方同意，始得移轉。乙方並應於所有權

移轉前會同承買人與甲方重新訂定行政契約。 

乙方（含前項經甲方同意之承買人）於訂定本契約時，應檢

具印鑑證明、同意書、土地所有權證明文件等，同意由甲方

單獨向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預告登記，非經甲方同意，禁止

移轉。 

乙方如有違反本契約之約定，甲方得以申請標的逕為聲請假

處分。 

第九條、契約有效期間，自契約簽訂日起至回填完竣檢驗後保證 1年

確無產生環境危害者，經甲方確認時止。 

第十條、本契約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條第 2項規定，業經宜蘭縣長認

可；乙方依本契約應負擔之義務不履行時，甲方依行政程序

法第 148條規定，得以本契約為執行名義逕為強制執行。 

第十一條、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宜蘭縣政府受理早期盜濫採

土石遺留坑洞回填審查作業要點」並適用行政程序法等有關

法令之規定。契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理原則解

釋之；如有涉訟，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本契約正本 2 份、副本(2)份，乙方正本一份，餘由甲方

收執。 

 

立契約人： 

甲方：宜蘭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呂  ○  ○ 

乙方：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土 質 分 類 代 碼 表 

B1 岩塊、礫石、碎

石或沙 

B4 黏土質土壤 

B2-1 土壤與礫石及

沙混合物（土壤

體積比例少於

30﹪） 

B5 磚塊或混凝土

塊 

B2-2 土壤與礫石及

沙混合物（土壤

體積比例介於

30﹪至 50﹪） 

B6 淤泥或含水量

大於 30﹪之土

壤 

B2-3 土壤與礫石及

沙混合物（土壤

體積比例大於

50﹪） 

B7 連續壁產生之

皂土 

B3 粉土質土壤（沉

泥） 

B8 營建混合廢棄

(磚、混凝土

塊、沙、木材、

金屬、玻璃、塑

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