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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集合式農園土地利用之探討

劉耀源(1)
  詹勳全(2) 

摘 要 

早期台灣的農業用地管理至為嚴謹，規範只有農民方能擁有，且要維持農業使用。但考量

加入 WTO後可能對農業造成衝擊，故於 2000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政策開放大眾也可承

買農地，希望引進資金及技術投入以活絡農村。然而十餘年過去，現況卻與期望背道而馳，開

放讓龐大的資金進駐，山坡地在商業開發模式下被鯨吞蠶食，鬱鬱青翠的山林田野矗立一棟棟

木屋、別墅，讓台灣的山坡地土地細碎而突兀。而主管機關常礙於人力匱乏及經費短絀，對為

數眾多的土地使用問題，難以全面管理。惟近來在輿情壓力及民氣可用之社會氛圍，主管機關

似有振衰起蔽之意，積極修訂相關法規欲導正此現象。本文即從近年來山坡地以「農舍」及「農

業設施」之模式開發銷售，就苗栗縣日前轄內集合式農園土地利用型態，循相關法規規範及監

督管理層面以為探討。

(關鍵詞：農業發展條例、農業設施、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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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was rigorous in Taiwan. It was specified 

that the owner of an agricultural land have to be a farmer. The agricultural land had to maintain the 

agricultural use. Considering the impacts on agriculture after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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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WTO), however, the government opened up agricultural land freely traded.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capital and technical input to the active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t was then in promulgated in 2000. Over more than 10 years have gone by,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ural areas was worth than it was expected. The agricultural lands were devoured 

eroded. Houses and villas were built on the agricultural lands. The agricultural lands were divided 

into small pieces of lands without agricultural usage. Due to the lack of manpower and funding, it 

was difficult to fully manage a huge number of lands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ve issues. Under the 

public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guide the phenomenon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with positive 

amendments of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study used the developing and selling of "Cottage" 

and "agricultural facilities" as the land use of farming complex in Miaoli County as exampl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practices and regulations. 

(Keyword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t, agricultural facilities, land use ) 

前言 

台灣山勢崎嶇高峻，地勢起伏變化劇

烈，且台灣丘陵地多位在與山脈鄰接地

帶，綜括山地與丘陵即占台灣總面積的三

分之二強。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資料所示，台灣土地中屬山坡地範圍內

之部分即涵蓋台灣總面積幾近四分之三，

比率高達 73 %。。而人口聚集的平原與盆

地地勢雖較為和緩，且多位於台灣西半部

與東部地區縱谷區內，少量平原面積狹小

卻承載絕大多數人口數，加上過去農經政

策引導坡地開發失當，長期造成土地退化

情況嚴峻。 

近十數年來新興國家興起，各國競相

發展工商以改善生活。然在此新興經濟體

崛起之際，自然資源急速消耗及土地開發

需求大增，極度工業化的代價是全球氣候

暖化，溫室效應造成自然失衡以致極端氣

候屢見不鮮，輕則澇旱成災致全球經濟飽

受損害，重則土石洪流如殘暴猛獸噬人性

命。台灣山坡地近年因過度開發，森林濫

伐及土地濫用屢見不鮮，罔顧自然生態短

視近利的使用情況，造成水土資源破壞日

益嚴重，致使大地已不勝負荷，故近年來

常遇風雨即釀成土石災害，因此友善及合

理運用山坡地水土資源，實為當務之急。 

近年來各地農舍興建浮濫，山坡地違

規使用頻繁(如表 1 所示)，故 2015 年 7 月

底，監委們紛至各地檢視農舍興建情形，

加強查緝農舍及農地違規使用，宣示對土

地違規濫用的開發行為施予鐵腕。為了遏

止農地、農舍炒作，行政院會日前通過《農

業發展條例》修正案提交立法，透過修法

規範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人方得承買，擬

從條件式篩檢土地取得根源，期能導正違

規開發亂象，為受傷的大地止血。故本文

即以集合式農園土地利用型態為題，就山

坡地開發，從銷售訴求、土地使用到政府

監督管理等層面所衍生問題以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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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山坡地違規使用查報與取締案件 

Table 1.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Cases 

of Slope Land Misuse 

縣市別 

查報取締 處罰案件 
移送

司法

偵辦 

件 

數 

面 積

(公頃) 

件 

數 

金額 

(仟元) 

新北市 495 354.43 340 25,430 47 

臺北市 44 1.46 42 3,380 1 

桃園市 208 29.72 161 12,970 27 

臺中市 78 25.48 78 5,260 - 

臺南市 27 6.68 23 2,430 1 

高雄市 144 51.66 135 9,920 1 

宜蘭縣 29 6.14 23 2,360 6 

新竹縣 254 47.68 235 19,620 9 

苗栗縣 115 490.90 98 8,170 2 

彰化縣 47 15.11 43 3,020 - 

南投縣 240 92.08 138 11,010 3 

雲林縣 63 21.49 8 490 1 

嘉義縣 56 5.78 56 3,560 - 

屏東縣 118 44.46 32 2,330 - 

臺東縣 44 15.08 20 1,226 2 

花蓮縣 27 4.64 23 1,630 - 

澎湖縣 - - - - - 

基隆市 17 1.03 15 1,070 1 

新竹市 4 0.36 4 280 - 

嘉義市 4 0.31 4 320 - 

合  計 2,014 1,214.49 1,478 114,476 101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4) 

文獻回顧 

林俐玲（2004）「山坡地保育與利用之

探討」提及台灣的地理環境特殊，山坡地

面積高達 73％以上，有限的平地面積，再

加上人口的壓力，山坡地的開發乃成為土

地開發的主要對象。早期坡地利用以農業

為主，主要的水土保持工作為農地水土保

持，但隨著產業轉型，台灣由農業社會轉

變為工業社會，坡地利用轉型成非農業使

用，且利用的面積極速擴充。為了使土地

利用能永續發展，保育的工作應該與利用

並行。山坡地農業使用時，應按土地可利

用限度分類實施之。非農業使用區域更應

加強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山坡地的

保育利用，其涉及的問題廣泛而複雜，坡

地的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育需要有合理的安

排和適當的調和分配。 

謝維哲（2006）「台灣山坡地開發與政

府政策」提及「超限利用」一詞，依山坡

地保育利用條例規定查定為「宜林地」或

「加強保育地」，不實施造林，而從事農、

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者，稱為山

坡地「超限利用」。如於上述土地內，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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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建築、經營遊憩、設置墳墓等非農業

使用者為「違規使用」行為，則不屬於山

坡地超限利用。另於國有林事業區內，從

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者，

因該土地未依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規定辦

理查定，亦不屬於山坡地超限利用。於山

坡地範圍，從事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

依法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

定，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

核定而擅自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者，稱

為「山坡地違規使用」。 

林士傑 (2008) 「苗栗縣山坡地住宅社

區開發保育利用問題與對策」提及隨經濟

快速發展，土地需求日益殷切，山坡地濫

墾濫建，不當及過度開發案件層出不窮。

山坡地住宅倒塌災害，揭露出山坡地開發

問題和行政管理的嚴重疏失。其中主因不

外開發業者為降低成本，未落實水土保持

計畫。其次山坡地開發致災之因素如下：

1.自然環境因素包括降雨、地震、沖刷、

地質 2.人為開發因素包括選址不當、砍伐

森林、邊坡沖蝕、坡地排水、土壤承載力、

邊坡穩定。 

黃國樑(2009)「論行政罰上一事不二罰

原則－以土地使用管制為例」提及「重複

處罰之禁止」，其意欲禁止國家行政機關對

於人民同一違規行為，以相同或類似之措

施多次地處罰，理論基礎乃奠基於此維持

法之安定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一行為」應以個案判斷，即須從個案具

體事實予以判斷，而非就某法規與某法規

之間之關聯為何，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

象判斷，並宜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

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及

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 

許書銘(2011)「從國土空間結構看台灣

重大交通工程的發展」提出近年來全球暖

化，世界各地均遭逢氣候異常變化，台灣

亦飽受地震、風災與洪災之破壞，因此對

於災害防治的觀念均有了新思維，走向「管

理」重於「治理」。台灣敏感脆弱的環境，

921大地震及 88水災等災害改變了普羅大

眾對生態環境的看法，開始思考「水、土、

林、人、物種」如何共生，對於工程建設

也逐漸從人定勝天走向尊重自然、順應自

然，並還地於自然。目前台灣躋身已開發

國家之林，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開發，而

是如何適度的開發。 

李永展(2013)「台灣國土空間政策：沿

革及展望」提及政府應促進不同部門之間

關於國土資源政策的整合（例如農業、交

通運輸、區域發展、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

等），包括財源籌措及預算額度的分配，才

有助於將生態永續性的國土資源管理落實，

而且也可減少衝突破壞及資源重覆浪費。

各級政府也應瞭解到，國土資源能否永續

利用不應只從提供立即的減緩效果的能力

來衡量，也應從事先規劃的能力及意願來

衡量，更必須從落實國土永續發展策略，

以妥善應用自然的力量減緩氣候變遷的現

象來衡量。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與步驟 

近年來山坡地集合農舍或農業設施

型態開發頻仍，市場蓬勃亦衍生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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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故本文針對苗栗縣內山坡地農

園開發剖析，整理山坡地開發利用之問題，

從建案銷售訴求問題、土地利用型態合宜

性、行政部門管理政策及執行成效檢視，

以達環境保護與永續經營之理想。其研究

流程如下(圖 1)所示： 

圖 1 工作執行流程圖 

Figure 1. Flow chart of working procedures 

二、研究樣區概述 

1.地理位置地形：

苗栗縣地處臺灣中北部，位於大安溪

以北，南接台中縣北鄰新竹縣，東為大霸

尖山（東經 121∘ 15’19”），西至大安溪口

（東經 120∘ 36’51”），南起卓蘭（北緯

24∘ 17’24”），北至竹南（北緯 24∘ 44’39”）。

全縣東西寬約 64公里，南北長約 50公里，

面積為 1820.31 平方公里。境內山多平原

少，故有「山城」之雅號。 

區內主要屬雪山山脈西側的沖積扇，

因受河川侵蝕日積月累，漸成今日的丘陵

台地地形，河川隨著地勢穿梭其間，形成

不同的山川風貌。依水土保持法定義之山

坡地面積約為 159,335 公頃，占全縣土地

面積之 87.53% (圖 2)，其中依山坡地保育

條例定義之山坡地面積為 86,886 公頃，占

全縣面積之 47.73%，另 39.8%的土地屬於

海拔 1,000 公尺以上之高山地區。 

圖 2 苗栗縣山坡地範圍界址圖 

Figure 2. Mountain range in Miaoli Country 

河川資源主要由中港溪、後龍溪、西

湖溪、大安溪流域等共同構成；水庫方面

則有永和山、明德、鯉魚潭水庫。本區氣

候屬於亞熱帶氣候區，冬季之東北季風，

夏季之西南、東南季風顯著，屬典型之東

亞季風氣候。沿海平原及鄰近丘陵屬亞熱

帶氣候，高山屬溫帶型。雨量分佈是山岳

地區大於丘陵地，丘陵地大於平原地區。 

2.土地利用：

苗栗縣人口集中之城鎮，皆位於西部

交通動線上。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3

年)資料整理，研究區內土地利用型態以農

業及森林占比最大，合計占總面積之

84.18%，如下表 2及圖 3所示： 

研究動機
與目的 

研究範圍
與方法 

案例整理 

實地調查 問題反應 

結果與討
論 

結論 

行政管理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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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苗栗縣土地利用表 

Table 2. Statistics of land use in Miaoli 

County 

土地利用類別 面積(㎞ 2
) 

01 農業使用土地 287.04 

02 森林使用土地 1,245.30 

03 交通使用土地 52.59 

04 水利使用土地 59.44 

05 建築使用土地 66.53 

06 公共使用土地 7.22 

07 遊憩使用土地 7.76 

08 礦鹽使用土地 2.99 

09 其他使用土地 80.47 

10 尚未列計土地 10.98 

合 計 1,820.31 

圖 3 苗栗縣土地利用圖 

Figure 3. Statistics of land use in Miaoli 

County 

結果與討論 

近年來農舍氾濫議題甚囂塵上，引發

社會各界熱議，而關鍵點即在 2000 年農業

發展條例修訂時，將原有之「農地農有，

農地農用」政策，修改成「放寬農地農有、

落實農地農用」。土地法亦同步修正，原本

承受農地限制「自耕農」的身份條件予以

刪除，開放為自然人皆可承受農地。而身

份不再認定，導致非農民、非從事農業經

營者亦可購買農地，而農地稅賦優惠令人

趨之若鶩，農地儼然變為建地，商品化情

形日益嚴重。 

苗栗縣自修正「農業發展條例」之翌

年(2001年)至 2015 年 6月止，土地登記註

記的農業用地興建農舍面積達 1870.39 公

頃。因應監委至各地檢視農舍興建情形，

加強查緝農舍及農地違規使用，苗栗縣府

先鎖定農地興建違章農舍「買地送屋」部

分。各鄉鎮查報後提報於縣務會議，針對

獅潭鄉、後龍鎮、通霄鎮違建明確建案，

擇期排定拆除作業。 

山坡地土地較建地或一般農地取得成

本低，復以山野綠意中坐擁幽谷農趣為銷

售訴求。轄內獅潭鄉及通霄鎮建案即位於

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其間規劃部分

農舍及庭園設計，另農園採小坪數規劃設

計，標榜「農地送小木屋、一圓假日農夫

夢」，以吸引水泥叢林的都市人，休閒度假

享受清幽山景。 

本文整理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就目

前關於集合式農園興建及土地利用管制之

執行面，衍生出實務上之爭議問題加以歸

納分析如下： 

一、「買地送屋」的小木屋或組合屋沒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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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在地，故不屬違建？ 

苗栗縣以「買地送屋」為銷售訴求，

建案多座落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業

者多未經申經許可，即於其上興建小木屋，

並依此抗辯買賣契約以農地為主，小木屋

是為組合式且無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單

純放在地上並非定著的建築物，企圖規避

相關法令規範。  

然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14 年 12

月 30 日農企字第 1030012942 號函所示：

「農業發展條例」第 8條之 1第 1項規定，

「無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依法得免申

請容許使用及免建築執照之認定條件如

下： 

1.以竹木、稻草、塑膠材料、角鋼、

鐵絲網或其他材料(如鍍鋅錏管或水泥桿

(柱))搭建，且農業設施內部無鋪設水泥地

板。 

2.無建築法第 4 條所稱之承載建築物

(包括屋頂、樓地板、承重牆壁、樑柱)之重

量，而設計之版基礎、樁基礎或墩基礎等

基礎構造物。 

即清楚釋明農業用地上無固定基礎之

臨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免申請建

築執照之構造及條件。 

苗栗縣府表示，首波拆除之獅潭鄉建

案小木屋為具有頂蓋、牆壁及開窗，非借

助大型動力機具不足以移動，構造及使用

與一般固定式房屋無異，未經審查許可即

擅自建築，顯屬違章建築。縣府先前獲報

派員稽查認定違建應予拆除，業者不服提

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後經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其上 10間輕鋼架小木屋係屬違建，為

有效嚇阻農地興建違章農舍，依據違章建

築處理辦法相關規定，列為專案強制拆除

目標(圖 4)。 

圖 4  研究區域 

Figure 4. Study areas 

苗栗縣農地興建農舍並以「買地送屋」

小木屋或組合屋方式銷售，對山坡地保育

影響甚鉅。觀之水土保持法第 4 條：公、

私有土地之經營或使用，依本法應實施水

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該土地之經營人、

使用人或所有人，為本法所稱之「水土保

持義務人」。業主以「買地送屋」為銷售訴

求，藉「買地」為買賣契約之標的物，「送

屋」只為創造銷售土地價格之價值，木屋

座落及後續使用後果自由承買人負擔。業

主經由此銷售手法包裝，卻藉此無需承擔

銷售之物件瑕疵擔保責任，而消費者誤為

包套式開發及興建以省去繁文縟節的廣告

所吸引，最終造成自身權益之損失。 

二、集合式農園「農業設施」用途的妥適

性？ 

住戶紛持布條高喊「打壓假日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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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農何辜、政府矯枉過正」，質疑以過時法

令打壓有心從事農業者。苗栗縣府工商處

指出，其分割土地不足 0.1 公頃，依規定

不能蓋資材室，而資材室面積亦有規範，

且僅能做為農業用途。但稽查發現小木屋

裝設豪華，冷氣、水電、瓦斯一應俱全，

銷售平台更以四通一多(水通、電通、路通、

網路通、大樹多)為賣點，不僅可供居住也

有庭園景觀，部分土地甚至以地磚鋪面，

明顯非供農業使用。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第 13條農作產銷設施分類，其

中「農業資材室」屬第 1 項農業生產設施

項下，指供農業直接生產及經營之設施。

而各類設施之許可使用細目，應符合相關

規定，農業資材室限供存放肥料、農藥、

種子、農具、器皿、農產品等使用，農業

用地面積達 0.1公頃以上者，每 0.1公頃得

興建 33平方公尺，最大興建面積以 330平

方公尺為限。 

同法 31 條於山坡地範圍內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應依水土保持

法第 12 條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或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者，

於申請雜項執照或有實際開挖行為前，應

送請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查核可。另第 33

條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者，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並

不得作為「住宅」、「工廠」或其他「非農

業使用」。 

依現地觀察知，區內木屋雖非櫛次鱗

比，但為聚落型態散落於山坡地(圖 5)，且

農業生產規模確難符合土地使用比例。部

分人工鋪面更明顯非供農業使用之途，難

謂之為農地農用合理山坡地開發及使用。 

圖 5  研究區域 

Figure 5. Study areas 

三、縣府人力匱乏及經費短絀，放任建商

繼續銷售，難辭其咎？   

住戶大喊抗議，指出境內到處都是違

建，縣府強制執行拆屋動作非常不合宜。

部分住戶接受媒體採訪時坦言，在購買時

就知建案是屬違建，但縣府 2013年就知真

相，卻仍放任建商擴建、銷售。對此苗栗

縣工商處強調，縣府在 2013年就針對該建

案依違反水土保持法、區域計畫法分別開

出 8 萬、6 萬罰鍰，並依規定公告，消費

者購買前亦可向相關單位查詢。 

行政機關對山坡地違規利用管理，多

以罰鍰之行政處罰為主。以 2014年查報取

締案件 2014 件，處罰 1478 件比例為

73.38%，總金額 114476仟元，平均每件金

額為 77.45 仟元，與豪華別墅動輒百、仟

萬元計，難收嚇阻之效。而以往行政機關

依事實行為，分別違反不同法律規定而分

別開罰，數行政罰競合情形於土地使用管

制上常見。但自 2005年公布並於次年施行

之「行政罰法」第 24 條明定：一行為違反

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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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

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前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

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

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

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

得重複裁處，此乃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雖說縣府已依相關法規開罰及公告，

然縣府行政罰鍰金額相較開發利益，實難

有效阻卻業者開發之腳步。利之所趨使業

者肆無忌憚獵地後開發銷售，縣府礙於人

力不足及經費短絀，難以長期控管致違規

案件仍層出不窮。然此次中央與地方針對

苗栗縣轄內違規明確建案強力拆除，後續

土地回復農用仍待持續監管改善。除了 10

間確認屬違建之外，其餘現則仍在公文確

認階段，苗栗縣政府也鎖定，後龍鎮及通

霄鎮同類型開發之組合式木屋，都將會陸

續排定日期拆除。  

四、農舍起造人「農民資格審查」徹底解

決農地濫用問題？ 

根據內政部地政司統計，非都市土地

違規使用查處成果顯示，2014年各縣（市）

政府報部之違規查處土地筆數計 3,078筆，

面積合計約 816 公頃。至於查處結果，罰

鍰金額合計新臺幣 1 億 3,906 萬元，其中

違規最多之用地別為農牧用地。 

綜觀 2000年修訂農業發展條例時，對

於興建農舍申請人之資格羅列幾項條件卻

未臻完善，設計承買農地者皆實際從事農

作，故有興建農舍之需。然對於農民只粗

略以「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定義

之，而維持農地農用之農業生產又憑何認

定更是付之闕如。因此許多人就在農地植

草種樹務起農事，眾多農舍問題也因應而

生。 

2015年 9 月修正之「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案，直接觸動許多開發商及投資

客，修正前農民資格認定寬鬆，但修正後

申請人就必須具有一定資格，如農保或第

三類健保保險人資格，從興建農舍申請人

之農民資格著手，明確律定除前述具特定

投保身份者外，須提出「農業生產相關佐

證資料」，供主管機關會同專家、學者會勘

認定之。 

另農舍確供農業使用與不影響農業生

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認定，由申請人檢附

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畫書」，載

明該筆農業用地農業經營現況、農業用地

整體配置及其他事項，送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希望嚴管台灣各地日益嚴

重的農舍浮濫問題。由此農舍申請人資格

門檻核實施行，主管機關有明確之審核依

據，將有助大幅降低農地上種農舍的風

氣。 

結論 

「看見台灣」紀錄片讓吾人得見台灣

的美麗與哀愁，近來引起國人日益關注國

土開發現況。而休閒農舍、農莊建案近年

數量大增，開發的腳步仍未曾停歇，造成

休閒型態農地價格飆漲，農地坵塊細分零

散，優良農田破碎化的窘態比比皆是。尤

以山坡地區域因視野遼闊景色絕美，且土

地價格遠較一般農地為低，遂成為許多都

會人的休閒置產之首選，田野間不再蒼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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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生硬的水泥、柏油路環繞而

成的休閒小屋。 

政府看到了農舍亂象，也試圖亡羊補

牢導正浮濫現象。然台灣農業普遍存在獲

利偏低，生產規模不符經濟效益的問題，

復加以往誤謬的休耕補助政策，更促使農

民競相將農地轉做他用或寧荒不耕，致使

台灣農地休耕面積日益擴大，長此以往台

灣農業生產永難自給自足，而要在農村務

農日益艱困，更加突顯台灣土地使用管制

的失控，因此就算未來主管機關嚴管農民

身分，加強稽查違規農舍，要完全杜絕違

規濫用問題仍有難度，但至少已跨出改革

的第一步。 

目前行政機關欲藉立法限制承買農舍

者的資格，以彌補農業發展條例的另一個

漏洞，讓只想蓋農舍而無心務農之非農民

不再有機可乘，從承買者條件壓抑限縮需

求面，冀望放緩土地開發的腳步，惟本案

尚須立委諸公於立院審議，恐仍有未定變

數。加入 WTO 時代背景而修正的「農業

發展條例」，引領台灣十餘年的農業施政，

法令開了農地買賣大門，而行政稽查又礙

於人力及經費難能落實，農地價格居高不

下，真正想要返鄉務農的農民，根本無力

取得經濟規模土地。現今迥然不同社會氛

圍下，政策似已改弦易轍，國人國土保育

觀念萌芽，期望本次修法能終結台灣農地

亂象，以保珍貴土地資源永續利用。

參考文獻 

1. 林俐玲(2004)，山坡地保育與利用之探

討，國政研究報告，財團法人國家政策

研究基金會。 

2. 謝維哲(2006)，台灣山坡地開發與政府

政策，暨南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3. 林士傑(2008)，苗栗縣山坡地住宅社區

開發保育利用問題與對策，水土保持學

報 40(2)，223-246。

4. 黃國樑(2009)，論行政罰上一事不二罰

原則以土地使用管制為例，玄奘大學碩

士論文。

5. 許書銘(2011)，從國土空間結構規劃看

台灣交通建設的發展，國立臺灣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 李永展(2013)，台灣國土空間政策：沿

革及展望，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

7. 水土保持局全球資訊網 (2015) ，

http://www.swcb.gov.tw.

8. 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整合查詢

(2015)，http://gis.moeacgs.gov.tw

9. 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2015)，

https://www.land.moi.gov.tw/pda/content

.asp?cid=87&mcid=72

105年 03月 14 日收稿 

105年 04月 07 日修改 

105年 04月 19 日接受 

1948

http://www.swcb.gov.tw/
http://gis.moeacgs.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