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
承辦人：徐家楹
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8369
傳真：(02)2759-5769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裝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732893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32893700A00_ATTCH1.pdf、32893700A00_ATTCH2.pdf)

主旨：函轉內政部辦理「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
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3條、第5條、第14條修正草案
公告，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依本府107年3月21日府授消整字第10711299400號函辦理
訂

。
正本：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 2018-03-28
10:51:14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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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73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弄
2號5樓
承辦人：王炯東
電話：02-27297668轉8822
傳真：02-87863103
電子信箱：a00010604@tfd.gov.tw
裝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整字第10711299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11299400A00_ATTCH1.pdf)

主旨：有關內政部辦理「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
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第3條、第5條、第14條修正草案
公告，請查照。
訂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7年3月15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5951號書函辦
理。
二、旨揭行政程序辦法英譯名稱為「Regulations of Simplif
i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for Helping the Publ
ic Settle Down or Rebuild in the Disaster Areas Ca
used by Storms, Earthquakes, Fires and Explosions

線

」。
三、檢附本行政程序辦法第3條、第5條、第14條修正草案總說
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民
政局、臺北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含附件) 2018-03-21
09:22:41

(消防局代決)
都市發展局 10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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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
行政程序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係依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之二第二
項規定授權訂定，於九十八年二月三日訂定發布，於九十八年九月八日
修正發布。茲因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二條第一
款及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增訂火山災害，並律定其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爰修正本辦法名稱為「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害
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另配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刪除未涉及物權性質之註記規定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相關條文條
次變更，爰擬具本辦法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條，
刪除未涉物權性質之註記規定，另以建置土地參考資訊檔方式
辦理。
（修正草案第三條）
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分別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及一百零四
年九月四日修正，配合修正引用條次。（修正草案第五條）。
三、因應重大災害重建需要而得縮短登記機關辦理災區土地或建築
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給公告期間之簡化規定，爰參
依現行條文第十三條之體例，增列不受土地法及土地登記規則
限制等文字，俾資明確。（修正草案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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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
行政程序辦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現
行
名
稱說
明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火山災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 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 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 修正公布之災害防救法第二
化行政程序辦法
政程序辦法
條第一款及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增訂火山災害，並律
定其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為內政部，配合修正法
規名稱。
修
正
條
文現
行
條
文說
明
第三條 各級政府為安置受 第三條 各級政府為安置受 一、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災戶，興建臨時住宅時， 災戶，興建臨時住宅時，
規則第六條、第二十六條
不受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不受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及第三十條，已將現行核
規則第六條之限制，並應 規則第六條之限制，並應
准臨時使用、辦理使用分
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 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
區或使用地變更編定異
府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 府通知土地登記機關於土
動登記時，於土地登記簿
等資料，依相關規定程序 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臨時
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 使用用途及期限；各級政
標示部註記臨時使用用
各級政府應依限拆除恢復 府應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途、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
原狀。
前項從事水土保持法
目之作法，改於土地參考
前項從事水土保持法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行
資訊檔建置，以維持公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行 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示，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為，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者，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
者，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報書代替水土保持計畫， 經同法第六條及第六條之
經同法第六條及第六條之 一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
一之專業技師簽證後，由 當地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
當地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 核及監督實施。
核及監督實施。
第一項土地位屬森林
第一項土地位屬森林 區域者，其使用土地或伐
區域者，其使用土地或伐 採林產物，應先通知林業
採林產物，應先通知林業 主管機關、管理人或所有
主管機關、管理人或所有 權 人 派 員 會 勘 同 意 後 施
權 人 派 員 會 勘 同 意 後 施 工，並於事後依森林法第
工，並於事後依森林法第 六 條 、 第 九 條 至 第 十 一
六 條 、 第 九 條 至 第 十 一 條，第十五條、第三十條
條，第十五條、第三十條 及第四十五條規定補辦程
及第四十五條規定補辦程 序；程序未補辦完成前，
序；程序未補辦完成前， 伐採之林產物不得搬出森
伐採之林產物不得搬出森 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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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區域。
第一項臨時住宅之興
第一項臨時住宅之興 建，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建，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五條 災區合法建築物，經 第五條 災區合法建築物，經 一、查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各級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 各級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
法（以下簡稱農舍辦法）
因天然災害損壞，必須拆 因天然災害損壞，必須拆
業分別於一百零二年七
除原地重建、改建、修建， 除原地重建、改建、修建，
月一日及一百零四年九
或於其他可建築土地重建 或於其他可建築土地重建
月四日修正。本條第三款
者，其申請建築執照時， 者，其申請建築執照時，
所指農舍辦法第五條第
得依下列規定簡化程序： 得依下列規定簡化程序：
二款「主管機關依第三條
一、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一、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審查依建造執照及雜
審查依建造執照及雜
規定核定文件。」屬該辦
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法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
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
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
修正前之規定，對照現行
要點辦理。
要點辦理。
規定為第八條第一項第
二、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 二、申請建造執照及雜項
二款。
執照應審查之項目，
執照應審查之項目，
得由直轄市、縣（市）
得由直轄市、縣（市）二、有關農舍辦法第八條第
一項第二款為「相關主管
主管建築機關委託建
主管建築機關委託建
機關依第二條與第三條
築師公會審查，經審
築師公會審查，經審
查合格者，直轄市、
查合格者，直轄市、
規定核定之文件、第九條
縣（市）主管建築機
縣（市）主管建築機
第二項第五款放流水相
關得逕為核發建造執
關得逕為核發建造執
關同意文件及第六款興
照及雜項執照，不受
照及雜項執照，不受
建小面積農舍同意文
建築法第三十三條規
建築法第三十三條規
件。」惟本條第三款原所
定之限制。
定之限制。
指農舍辦法第五條第二
三、農舍原地申請建築免 三、農舍原地申請建築免
款係指「申請人應為農民
檢附無自用農舍證
檢附無自用農舍證
及其資格應符合之條件」
明、實際從事農業生
明、實際從事農業生
產證明及農地應有耕
產證明及農地應有耕
而言，一百零四年九月四
作事實證明，不受實
作事實證明，不受實
日修正後為農舍辦法第
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
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
二條，爰本條第三款後段
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
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
修正為「檢附原核准之農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舍使用執照者，得不受農
定之限制。檢附原核
定之限制。檢附原核
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准之農舍使用執照
准之農舍使用執照
二條規定之限制」。
者，得不受農業用地
者，得不受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第二條
規定之限制。
四、五層以下建築物興工
前或施工中變更主要
構造或位置，增加高

興建農舍辦法第五條
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四、五層以下建築物興工
前或施工中變更主要
構造或位置，增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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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面積，變更建築
度或面積，變更建築
物設備內容或位置
物設備內容或位置
者，得由建築師或相
者，得由建築師或相
關專業技師依相關法
關專業技師依相關法
令簽證負責，並函請
令簽證負責，並函請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免依建築法第三十九
免依建築法第三十九
條規定申請變更設
條規定申請變更設
計；並於竣工後，備
計；並於竣工後，備
具相關竣工圖一次報
具相關竣工圖一次報
驗。
驗。
第十四條 因重大災害重建 第十四條 因重大災害重建
需要，直轄市或縣（市） 需要，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得縮短登記機關 地政機關得縮短登記機關
辦理災區土地或建築物所 辦理災區土地或建築物所
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補給公告之期間為七日， 補給公告之期間為七日。
不受土地法第七十九條第
二款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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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係因應重大災害重建
需要而得縮短登記機關辦
理災區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
給公告期間之簡化規定，爰
參依現行條文第十三條之
體例，增列後段文字，俾資
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