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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自始為創造全國整體空間環境之形塑，增加國家資產財
富，提升國家經濟水準之國家重要資產。因此健全的國有土地經營管理機制的建
立，攸關國土資源的保育利用外，亦關係國家財政之運籌。此外，就地方發展而
言，公有土地應引導都市有秩序發展健全都市空間結構、調節土地供需、抑制房
價上漲、配合公共建設、調和公私土地權屬等功能。因此，國有土地能否發揮上
述功能，端視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機制健全與否。基此，本研究計畫，擬針對前
揭國有土地功能充分發揮之考量下，針對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之下列課題進行研
究探討，以期能研提有關策略，以為健全國有土地經營管理機制之參酌。
一、

二、

三、

針對國有財產之概念、國有土地相關法體系、國有土地之管理機關、組織
與職掌等，說明國有土地的管理組織與機能，並提出英、日、新等各國相
關體制、架構與運作機制，予以比較分析之。
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管理處分方面，土地被占用、土地處分、土地撥用
等課題，提出問題癥結所在，並提出英、日、新等各國相關體制、架構與
運作機制，予以比較分析之。
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利用開發方面，土地租賃、土地使用權之釋出、國
有土地作價投資、土地信託、不動產證券化、開發機制與運作等課題，進
行探討分析，並提出英、日、新等各國相關體制、架構與運作機制，予以
比較分析之。

經本計畫研究結果之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 結論
（一）國有土地比例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關係不明
（二）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與開發機關宜分別設置
（三）有償或無償撥用公有土地非促進公地利用之唯一機制
（四）國有土地出售之處分機制宜考量處分前後之配合措施
（五）國有土地其他處分方式可參酌他國法制
（六）占用國有土地之處理可參酌新加坡之規範
（七）國有土地之出租機制可考量公用財產利用之提升
（八）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機制應有相關配套考量
（九）國有土地開發利用方式與機制可參酌他國制度
（十）國有土地之信託與證券化宜審慎評估
二、 建議
（一）國有土地的管理與開發機制，應有不同考量與處理
（二）國有土地之分類宜配合永續觀念調整
（三）國有土地處分，宜有政策決議機制之設置
（四）國有土地出售處分宜參酌日本之機制為處分前後之配合措施
（五）國有公用土地利用應考量其效率之提升
（六）國有土地之開發利用應有市場化機制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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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在全台的 360 餘萬公頃的土地中，國有土地面積高達 169 萬餘公
頃，約占全國面積 47％。因此不論就國土資源的保育、利用開發，
亦或國有資產的管理、規劃，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體制，具有舉足輕
重之角色。若單以靜態的資產管理機制而言，國有財產中，更以國有
土地的總值為最；緣此，如何有效經營管理國有土地，厥為當前重大
課題。
一、國有土地面積與總值龐鉅，影響國土資源利用甚大
國有土地為公有土地之一種，依現行土地法第四條、第十條及國
1
有財產法第二條第二項 之規定可知，凡未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且
亦非地方所有者即為國有土地。就土地之權屬現狀而言，依據國有財
產局九十四年度業務年報之統計資料，截至民國九十四年度為止，在
全台灣約三百六十餘萬公頃土地中，計有 2,326,262 筆國有土地，面
積合計達約 1,693,967 公頃，約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四十七。其次，就
使用分類而言，依國有財產法第四條 2之規定，國有財產區分為「公
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大類，前者又可分為「公務用」
、
「公共
3
用」與「事業用」三種，餘者依同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之規定，
1

2

3

土地法第四條：
「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 (市) 有土地或鄉 (鎮、
市) 有之土地」
。土地法第十條：
「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其經人民
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
。國有財產法第二條
第二項：
「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
。
國有財產法第四條：「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左列各種財產稱為公用財
產：一、公務用財產：各機關、部隊、學校、辦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二、
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用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三、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
財產均屬之。但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份而言。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
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法第十二條：「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
理之」
。國有財產法第十三條：
「財政部視國有財產實際情況之需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
構代為管理或經營」。
1

又可分為「直接管理」
、
「委託管理」與「委託經營」三類。在公用土
地中以公共用所占比例最高，就全部國有土地而言，高達百分之六十
五；而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依法直接管理之非公用土地所占比例為百
分之十六。另就國有土地地價總值而言，依國有財產局統計資料顯
示，民國九十四年度國有土地之總地價達新台幣三兆九仟多億元；依
用途分類來看，公用土地之地價總值高於非公用土地之地價總值，其
占國有土地總地價達百分之七十八，國有非公用土地地價僅八千七百
四十多億元，比國有事業用土地總地價七千零三十億元稍多。國有土
地之面積與數量如此龐鉅，如何有效管理經營，勢必對國土資源保育
利用以及國家財政籌運，甚至地方發展，產生相當影響及衝擊。
表1-1 國有土地面積統計 (單位：公頃，公頃以下採四捨五入)
年

公用土地

非公用土地

公務用

公共用

事業用

小計

直接管理

合計

90

147,697

24,387

9,612

181,696

261,818

443,514

91

313,003

36,034

9,179

358,216

263,780

621,996

92

1,212,755

670,339

9,309

1,892,403

268,914

2,161,317

93

302,833

1,030,546

9,370

1,342,749

269,402

1,612,151

94

310,172

1,103,400

9,347

1,422,919

271,048

1,693,967

度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表 1-2 國有土地地價統計 (單位：千元，千元以下四捨五入)
公用土地

年
度

非公用
土地

合計

公務用

公共用

事業用

小計

直接管理

90

1,372,678,188

729,683,206

805,196,603

2,907,557,997

878,104,263

3,785,662,260

91

1,365,595,220

729,683,206

881,170,732

2,976,448,798

896,612,909

3,873,061,707

92

1,459,608,876

841,876,184

689,495,729

2,990,980,789

893,865,668

3,884,846,457

93

1,539,602,100

879,439,245

687,827,312

3,106,868,657

861,075,392

3,967,944,049

94

1,563,388,254

810,759,165

703,015,605

3,077,163,024

874,719,536

3,951,882,560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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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有土地之接管與被占用之處理，影響國庫權益及社會正義
國有財產局九十四年度接管與登記之國有土地，面積約為 6,930
公頃，而勘查之土地已達 195,391 筆，分割之土地則為 43,100 筆，
而國產局自行申辦未登記土地之測量登記數量為 9,832 筆，面積共
1,445 公頃。於民國九十一年開始辦理原省有土地全面清查，至九十
四年六月底統計資料完成清查非公用土地 159,803 筆，面積共 27,676
公頃；完成清查公用土地 337,488 筆，面積共 66,780 公頃。另外，
對於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之代管，九十四年度接管土地 354 筆，面積約
19 公頃；房屋 63 棟，面積約為 5,270 平方公尺。九十四年度接管抵
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土地，共 4,729 筆，面積約為 95 公頃。
國有公用閒置、低度利用及被占用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之執行，
至 94 年底止，已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財接管者，計 3,177 筆，
面積共 245.02 公頃，擬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接管者，計 850
筆，面積共 110.44 公頃，已提報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留用者，有 28,748 筆，4807.24 公頃。然鑑於執行「國有公用閒置、
低度利用及被占用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時，未全面掌握國有公用土
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資料，中央各管理機關
亦未主動清理，致仍有部分國有公用建築用地未納入檢討處理，且依
「國有宿舍及眷舍房地加強處理方案」規定，中央各管理機關經營之
職務宿舍、單身宿舍及國防部經管之眷（宿）舍，並不在該方案之處
理範圍；為落實全面檢討國有公用建築用地之使用狀況，以提昇資產
之運用效率，業依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 25 次委員會議決議，
訂定「國有公用閒置、低度利用及被占用不動產第 2 階段清理計畫」
，
實施期程自 94 月 3 月 1 日起至 97 年 6 月 30 日止，賡續清理及處理
國有公用建築用地 42,265 筆，面積約 6630.6 公頃。國有非公用被占
用土地，截至九十四年止，筆數共 324,925 筆，面積約 48,160 公頃；
九十四年度處理 20,720 筆，面積約 3,136 公頃；其中以訴訟排除占
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共 2 筆，面積約 0.5569 公頃。
國有土地為全民所有，其利益應歸全民共享，惟因國有土地遼
闊、公私地交雜以及歷史因素等各方面影響，被占用問題一直持續不
斷，如何維護國庫權益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為國有土地占用之主要
課題。

3

表 1-3 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及處理情形 (面積單位：公頃，公頃以下採四捨五
入)
年度

被占用筆數

被占用面積

處理被占用筆數

處理被占用面積

處理比例

(筆)

(A)

(筆)

(B)

(B)÷(A)

90

355,399

70,536

33,437

5,813

8.2%

91

368,941

66,565

25,728

4,933

7.4%

92

375,969

64,161

24,675

3,658

5.7%

93

354,564

60,238

28,296

4,691

7.8%

94

324,925

48,160

20,720

3,136

6.5%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三、國有土地之撥用機制，影響土地資源利用效率
國有非公用土地因公用之需要而辦理撥用，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
八條、土地法第二十六條或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 4規定，各級政府
機關、部隊、學校因公共或公務用途，需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時，均得
層報行政院核准撥用；九十四年度，各級政府無償撥用土地筆數達
8,679 筆，面積約 2,969 公頃，土地價值高達 226 億元；有償撥用筆
數達 998 筆，面積約 118 公頃，土地價值高達 35 億元。
國有土地之撥用，以無償為原則、有償為例外，造成國有土地財
產權之處分差異，甚而缺乏機會成本之機制及競用機制，其是否會影
響國有土地資源之利用效率，不無疑義，應加以釐清。

4

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得申請
撥用。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辦理撥用：一、位於繁盛地區，依申請撥用之目的，非有特
別需要者。二、擬作為宿舍用途者。三、不合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前項
撥用，應由申請撥用機關檢具使用計畫及圖說，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並徵得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同意後，層報行政院核定之」
。土地法第二十六條：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
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
。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
「都市計畫範
圍內，各級政府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不得妨礙當地都市計畫。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
地都市計畫予以處理，其為公共設施用地者，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 (局) 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於興修公共設施時，依法辦理撥用；該項用地如有改良物時，應參照原有房屋重建
價格補償之」。
4

表 1-4 各級政府撥用國有土地面積統計情形 (單位：公頃，公頃以下採四捨五入)
年

有償撥用
地方政

中央政

府

府

90

20

124

91

33

92

無償撥用
地方政

中央政

府

府

144

1,475

1,450

2,925

189

222

320

728

42

91

133

661

93

45

77

122

94

38

80

118

度

小計

合計
小計

地方政

中央政府

小計

1,495

1,574

3,069

1,048

353

917

1,270

671

1,332

702

763

1,465

455

803

1,258

500

880

1,380

564

2,405

2,969

602

2,485

3,087

府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表 1-5 各級政府撥用國有土地地價統計 (單位：千元，千元以下採四捨五入)
有償撥用

無償撥用

合計

年
度

地方政府

中央

小計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小計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小計

政府
90

4,017,306

7,138,072

11,155,378

7,520,758

6,776,652

14,297,410

11,538,064

13,914,724

25,452,788

91

6,141,044

6,089,962

12,231,006

4,979,729

6,273,709

11,253,438

11,120,773

12,363,671

23,484,444

92

11,967,972

10,915,031

22,883,003

6,856,520

7,522,466

14,378,986

18,824,492

18,437,497

37,261,989

93

17,343,284

1,724,672

19,067,956

11,731,472

14,246,954

25,978,428

29,074,758

15,971,626

45,046,384

94

1,832,539

1,661,971

3,494,510

14,864,087

7,757,499

22,621,586

16,696,626

9,419,470

26,116,096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四、國有土地之出租機制缺乏彈性，影響國庫財政及利用效率
國有非公用財產之不動產辦理出租，係依據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
條及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5 規定，民國九十四年度，出租國有土地共
5

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辦理。但合於左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得逕予出租︰一、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逾六個月者。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
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三、依法得讓售者。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
產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書面為之者，不生效力。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依法已為不定期
租賃關係者，承租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未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者，管理機
關得終止租賃關係。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由財政部擬定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發布之」
。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租金率，依有關土地
5

274,825 筆，面積約 100,621 公頃，而國有非公用財產租金收入約 17
億餘元。
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出租，其租金率，基地按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房屋按課稅現值百分之十計算，除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
三條第三項之規定，以標租方式者，其租金率得不受有關土地法律規
定之限制。又為解決占用問題，亦以一定期間前實際使用者，可以逕
予出租方式解決占用國土之課題（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此外，
國有公用土地，除符合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外，不得擅為收益（國
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諸些規範缺乏彈性，對國庫財政及國有土地
利用效率均產生影響。
表 1-6 國有非公用財產租金收入 (單位：千元，千元以下採四捨五入)
年度

90

91

92

93

94

千元

2,382,821

2,719,570

2,909,121

2,983,531

3,190,294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五、國有土地之處分與利用開發，相關機制不完備，難以促進發揮地
利
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處理包括：
1、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出售，有五種情形－讓售、專案讓售、標
售、委託出售與現狀標售。
2、國軍老舊眷村土地及國有眷舍之處理－國防部借重國有財產
局對不動產處分之專業能力與經驗，經協商國有財產局代為處理不動
產之估價、標售事宜，並核定「國防部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有關國
有不動產委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估價及標售作業要點」為執行依據，
截至九十四年底止，業代為標脫為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籌得 819 億多
元。
3、辦理國有耕地、山坡地及養殖用地放領－已配合完成處分程
序之國有耕地有 4,593 筆、面積約 742 公頃，山坡地 25,962 筆，面
積 13,938 公頃，養殖用地 1,943 筆，面積 549 公頃。
法律規定；土地法律未規定者，由財政部斟酌實際情形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但以標租方
式出租或出租係供作營利使用者，其租金率得不受有關土地法律規定之限制」
。
6

上述標售、讓售等國有土地之處分等，動輒受不動產市場景氣影
響，而無法兼具調和不動產市場之功能。
表 1-7 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情形
年度

處理筆數(筆)

處理面積(公頃)

售價統計(千元)

90

5,811

798

17,915,224

91

9,966

434

18,782,894

92

12,802

444

19,955,235

93

11,836

354

37,993,064

94

11,677

334

36,427,894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年報

國有非公用土地改良利用方面，國有財產局努力之成果有如：合
作闢建經營平面式收費臨時停車場、委託臺灣土地銀行經營初鹿牧場
釋出供民間企業改良利用等順利完成、與宜蘭縣政府合作經營南澳農
場、與文建會合作經營創意文化園區、委託交通部觀光局以及台南縣
政府招商興建營運旅館、與台南市政府合作經營西門市場、建立「國
有非公用土地簡式合作經營」機制等。另外，國有財產局歷年設定地
上權之案件，自民國 68 年起至今共有六件，包括晶華飯店、華航大
樓、環泥建設公司、寶成建設公司、台電公司、新光合成纖維等。而
國有財產局自民國八十七年開辦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業務截至
民國九十四年底，已辦理 406 案，收取權利金約六億四千萬元。
行政院為提升國家資產經營效率，於九十一年以任務編組方式成
立的「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
，針對國家資產之經營管理訂定「國
家資產經營管理一元化執行要點」
、
「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原則」等通案
處理原則，並交由各管理機關積極落實執行，逐步建立國家資產管理
制度，發揮管理一元化、使用合理化、資產資訊及經營透明化，以減
輕民眾疑慮且確保國家權益。
長年來，國有土地經營與利用累積許多需要解決的課題，國有土
地管理機關由於法令、機關組織及現階段管理機制下，使國有土地管
理與使用之公平與效率受到挑戰，故為求建立永久性及全面性之國有
財產制度與國有土地管理之正常性與合理性，本研究計畫除由管理處
分與利用開發等三大方面檢討現行國內國有土地經營與管理政策
外，藉由針對英國、日本及新加坡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加以比較
分析，擬作為國內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之參考與借鏡。
7

貳、研究目的
人類所有之活動必須仰賴土地方能夠進行之，因此土地對於人類
之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除自然人外，法人之活動亦必須仰賴土地
進行，是以，世界各國之政府等公法人，皆有其所有或所管之土地，
以利進行各項行政行為。因此，土地不僅對於一般的人民有其重要
性；其對於政府亦然。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冀求藉由課題之探討，
針對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之國有土地之管理、處分、利用與開發
等加以介紹探討，並與我國目前國有土地之現狀加以比較，進而得以
他國之經驗做為我國國有土地管理等行為之參考與借鏡，使得我國國
有土地之管理處分等機制能夠更加健全有效率，並提供相關之問題建
議，以供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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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內容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針對國內外相關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租賃、利用開發等文獻，
加以整理、回顧、歸納與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資料，並對上述
之資料加以演繹，提出具體之建議，以供有關機關之參酌。
二、實地調查法

藉由實地探查英國、日本與新加坡之國有土地相關管理機關與各
國實際的狀況，以深入實地的瞭解各國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並
直接取得各國之相關資料，以作為本研究參考之用，而得以針對研究
課題加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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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內容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自始為創造全國整體空間環境之形塑，增加
國家資產財富，提升國家經濟水準之國家重要資產。因此健全的國有
土地經營管理機制的建立，攸關國土資源的保育利用外，亦關係國家
財政之運籌。此外，就地方發展而言，公有土地應引導都市有秩序發
展健全都市空間結構、調節土地供需、抑制房價上漲、配合公共建設、
調和公私土地權屬等功能。因此，國有土地能否發揮上述功能，端視
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機制健全與否。基此，本研究計畫，擬針對前揭
國有土地功能充分發揮之考量下，針對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之下列課
題進行研究探討，以期能研提有關策略，以為健全國有土地經營管理
機制之參酌。
一、 針對國有財產之概念、國有土地相關法體系、國有土地之管理
機關、組織與職掌等，說明國有土地的管理組織與機能，並提
出英、日、新等各國相關體制、架構與運作機制，予以比較分
析之。
二、 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管理處分方面，土地被占用、土地處分、
土地撥用等課題，提出問題癥結所在，並提出英、日、新等各
國相關體制、架構與運作機制，予以比較分析之。
三、 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利用開發方面，土地租賃、土地使用權
之釋出、國有土地作價投資、土地信託、不動產證券化、開發
機制與運作等課題，進行探討分析，並提出英、日、新等各國
相關體制、架構與運作機制，予以比較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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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預期成果

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圖所示。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理念之探討

我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

英國相關制度探討

日本相關制度探討

新加坡相關制度探討

‧國有土地管理體制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

‧國有土地管理體制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

‧國有土地管理體制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

各國國有土地相關制度之比較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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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期成果

經本研究計畫分析研究結果，預期成果如下：
一、 經本研究了解我國現行國有土地經營管理體制與機制之現況，
並剖析重要課題之所在。
二、 探討並分析英國、日本、新加坡各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機制之
基礎資料，以利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三、 剖析我國與各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體制與機制之特點，以利健
全國有土地管理經營體制之參酌。
四、 經由各國相關體制之評析，以為我國未來國有土地管理政策之
研訂及機關組織調整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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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節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之理念探討
相關文獻課題之分析

本研究計畫經蒐集歷年來相關文獻整理分析，並分別就國有土地
管理組織與機能、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機制、與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三面向之相關課題，就其概要說明如下：

壹、國有土地管理組織與機能
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九條之規定，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
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綜理國有財產事務。其中公有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外，非公用財產，
則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國有財產局管理之國有非公用土
地數量龐大，面積遼闊，綜觀國有財產法等相關法規之規定，國有財
產局依法得就非公用財產辦理撥用、借用、出租、利用、處分、贈與
等各項事務之執行。但有關國有土地之使用，須依循國土計畫、區域
計畫、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等規範為使用。另配合國家永
續發展政策等之推行，對於環境敏感地區，如高、中、低海拔山區、
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土地，優先作為保育地帶，予以維護
保育，確保公共利益，故就國有財產局上述業務與配合事項而言，其
組織機能，係純為配合國家政策，承上級機關之命令而行事的執行業
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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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機制
一、國有土地之標售問題
為促進土地利用、減輕管理負擔並增裕國庫收入，國有財產局對
於國有非公用土地除了積極處理無保留公用或自行利用開發外，分別
以讓售、專案讓售、標售及現狀標售之方式辦理出售。惟國有土地之
標售易產生下列問題：
（一）空地標售造成壟斷
國有土地之標售若以大規模面之進行，則較易標售成功，但是易
使大財團標得後加以閒置壟斷，待價而沽以獲取暴利；另外若標售面
積較小則無上述之問題，惟此等標售無法加以整體開發，使得標售成
效不如預期。
（二）現狀標售鼓勵非法占用
以現狀標售主要欲解決非法占用之問題，讓得標人自行處理占用
之問題，惟如此一來，則是承認占有之事實，變相鼓勵非法占用。更
甚者，處理占用問題並非易事，此會降低標售之意願，使標售之政策
大打折扣。
然近來國產局標售案受到國人之矚目，信義聯勤等地皆為高價值
之地，其標售受到圖利財團與變賣國家資產之質疑；但該等地之標售
不僅有標售之收入，另外亦有其他相關之土地稅收可挹注國庫。因
此，國有土地是否應標售，其標準為何，以及誰有該等處理國有土地
之權，必須加以釐清。依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明文規定國有
土地以「只租不售」為原則，但卻有許多除外規定，使得目前的國有
土地政策儼然就是以標售為主，故「只租不售」之政策究竟對於國有
土地之發展有何影響，尚有探討之空間。
二、委託管理意願低落且管理成效不彰
委託代管係指國有非公用土地由國有財產局接管後委託地方政
府與適當之機構代為管理而言。向來國有土地被占用濫墾，其處理方
式大都由國產局進行清理後，再委託地方政府代管及辦理放租放領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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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惟委託管理亦產生下列諸多問題：
（一）委託代管土地管理單位太多，致事權不專、管理不善
依國有財產法第十三條規定，財政部視國有財產實際情況之需
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代為管理。由於管理單位因無專款管
理費，亦多未派專人管理或因人手不足而導致無法管理狀態。代管土
地因過於零星分散，且使用人多，管理單位亦乏長期利用開發計畫，
遂造成占用人不善加利用，代管機關又無能力收回土地另行放租或另
作處理，導致委託代管績效不彰。此外，早期就宜農牧、宜林地及抵
稅公共設施用地等委託所在縣市政府管理，惟各縣市政府限於人力及
經費不足，代管意願低落且管理成效不彰，被占用情形嚴重，故國有
財產局於民國 86 年間除列入擬放領之土地繼續由縣市政府代管外，
其餘土地全面終止委託而收回自行管理。
（二）代管土地被占用之排除面臨極大壓力和窘境
受託之地方政府受託代管意願低落，而委託經營之績效亦非良
好，究其原因：諸如人才不足、經費有限、業務繁雜、生產技術不良、
農地經營困難等，加以代管土地被占用之排除面臨極大壓力和窘境
6
。又國有土地委託各縣市政府管理業務，主要在邊際土地(一般耕
地、宜農牧地、宜林地)之管理及放租事宜，唯各縣市政府限於人力、
7
經費之不足，管理意願低落，管理績效不彰 。

（三）代管土地之委託機關產生委託代管之困境
國有土地之管理機關將土地委託代管，在國有土地為全體國民所
有的權屬分配下，委託代管往往會產生委任人無法查驗代理人之管
理，產生了代理問題，以致國有土地無法加以有效的利用，故如何透
過管理之資訊公開等，使全民得以檢驗代理人之努力成果，以求國有
土地之更有效的利用。

6
7

鄭明安「論國有土地管理權與經營權之委託制度」人與地（1997 年 7 月）12 頁。
尤慶賢「學產土地經營問題與對策之研究」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7 月）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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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撥用制度之失靈
依土地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
商同該管市縣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故撥用乃基於公法上之
權力，使需用土地之各級政府機關，取得他機關管理之公有土地使用
權，不涉及所有權之變動。又公地撥用基於公地公用原則，凡因公務
或公共用途之需要，均得申請撥用，故以無償撥用為原則，有償撥用
為例外。現行公有土地之撥用制度，在機制上產生下列問題：
（一）各級政府機關將土地視為開拓財源的途徑
各級政府機關於被撥用土地時，往往要求以有償撥用之方式辦
理，主要是因為各級地方政府之財政普遍不佳，而有償撥用則得增加
財政上之收入，故視有償撥用為開拓財源之途徑，惟在現行無償撥用
的原則下，徒增撥用制度之爭議8。
（二）撥用公有土地為所有權之移轉或是使用權之交付，混淆不清
公有土地之撥用有無償與有償之別，惟此牽涉使用權之移轉亦或
有所有權之移轉之議，故各機關撥用時所考慮之因素，亦為爭議之
處。此外，有償撥用與『價購』二者關係亦混淆不清，辦理有償撥用
時，一方支付價款，另一方移轉土地所有權，此種方式與所謂的「價
購」實難區別。又實際上有些撥用雖有支付對價，但並無移轉所有權。
故有償撥用有類似「價購」須移轉所有權，亦有僅就管理權之移轉，
兩者之實質結果不同，卻皆屬有償撥用，易造成制度之混淆9。
又由於各級政府對有償或無償撥用之合理性認知不同，造成執行
上之困擾，致延宕公有土地之撥用，尤其公有土地既依土地法之規
定，分別依權屬劃分為國有土地及地方所有土地，基於土地所有權之
財產權觀點，各級政府自得依其本身財政或土地資源情形，而決定取
償與否，較符合地方自治之精神，且亦能促進土地利用之效率。
（三）公有土地有償或無償撥用之課題
國有非公用土地在中央政府之間撥用，僅為管理權之變更，並未
涉及所有權移轉，卻仍要付費(有償)，實不相宜。在現行撥用制度下，
8

楊松齡『政府機關使用公有土地計收租金（使用費）或辦理有償撥用之可行性研究』委託單位：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研究單位：中國土地經濟學會（1994 年 10 月）67 頁。
9
楊松齡，前揭書（註 8）77-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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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對於公有土地之權屬界定予以模糊化，導致喪失財產權界定的經
濟功能，亦因以有償或無償來決定所撥用者係「所有權」亦或「管理
權」，混亂了撥用制度的本質。
四、國有土地被占用問題之癥結
國有土地分佈遼闊、數量龐大、管理不易，雖然國有財產局歷年
來不斷陸續清理，惟被占用情形仍然不絕如斯，歸納國有土地被占用
之原因主要係：
（一）接管時即有被占用事實
（二）編制員額有限
（三）國有財產法對出租條件之限制
（四）國有財產局本身不具公權力；民眾缺乏守法觀念。
茲就上述歸納之原因，摘其要者，分述如下：
1、國有土地面積廣闊管理不易
國有土地筆數眾多，分佈零星遼闊，而公產管理機關人員編制有
限，且管理人員業務均偏重於文書資料之管理，實際查勘人員少，以
委託代管之各縣市政府而言，均屬業務兼辦人員，無暇實地勘察，發
現占用事實予以舉發。另外，由於精省之故，當初省政府之土地皆移
交國產局管理，再加上近年將公用財產占用收回之條件逐漸放寬，使
得國產局近年來接收之土地大量增加，致業務量增加，管理負擔加重。
2、民眾對於占用觀念之誤導
由於國有土地之性質及利用種類繁多、遍佈各處，國民守法觀念
不彰或因地籍不清而誤將國有土地當為己有而占用，故國有土地管理
機關縱欲有效管理，亦僅能處於極消極之管理行為：如勸導、排解糾
紛、巡察、占用權處理；或有積極行為，亦僅止於訴訟排除侵占後拆
屋還地之舉，惟受限於長年纏訟、控告及地方民意強勢壓力下，績效
微乎其微10。由於民眾認知的偏差，不以占用為非法，更視占用為一
種權利，主張所謂的占有權、先占權者，為現國有土地被占用問題無
法根絕之緣由。
10

鄭明安「國有土地使用權之問題」經社法制論叢（1995 年 7 月）149-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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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權力不彰致占用現象難以有效排除
被占用之國有土地以訴訟方式解決時，往往因訴訟排除程序曠日
廢時，難以全面辦理；復因新違建層出不窮，地方政府無法即報即拆，
公權力難以遂行於國有地被占建之拆除業務，助長占建之風；其次，
濫墾、濫伐、濫葬等，更涉及森林法、水利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廢棄物清理法及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各
法律所定管理機關未能充分發揮其主掌事務，更使占用問題相形複雜
化。甚者，有其他機關占用國有土地，因占用機關往往以有使用事實，
撥用與否不生影響，或以不需要再作公共用或公務用而不辦理撥用，
或仍有公用需要而財政困難無法辦理有償撥用（如抵稅地），或協調
現住人遷讓困難等原因而不辦理撥用，又不辦理騰空交還，拖延擱
置，導致占用問題無法解決。部分被占用之國有土地，縱經訴訟排除
收回，然因受法令之限制，國有財產局仍不得辦理出租、出售，致收
回後又再被占用，增加管理上之困擾。
4、遷就事實之處理造成占用情事難以根除
國有土地被占用的歷來處理方式大都遷就事實、承認現狀，如為
私人占用則設法便利占用人承租、承購；若為政府機關占用則辦理撥
用，化非法為合法，此種作法反而易造成投機、鼓勵之作用，無法有
效解決占用問題。亦有認為公有土地被占用情形嚴重，以修法方式遷
就事實已承認現況。如民國 89 年所修訂之國有財產法第 42 條之規
定，將承租條件原於 59 年 3 月 27 日前占用，大幅放寬至 82 年 7 月
21 日前占用即具承租資格，實有誤導占用可以低價取得國有土地使
用權之不良作用11。
5、國有土地閒置不用致遭占用
國有土地由於使用機關或管理機關，因缺乏機會成本的概念，往
往造成國有土地閒置不用或低度利用，而造成人民占用或誤占，故對
於閒置不用或低度利用之國有土地，應配合所在各地區發展狀況，隨
著社會變遷而適時檢討其最適利用型態，一方面可以減輕都市邊緣開
發壓力，抑制都市成長擴張，保護自然環境及降低公共設施成本，另
方面亦可降低被占用之現象。

11

林鼎鈞「公有土地利用與管理問題」土地問題研究季刊（2004 年 3 月）59-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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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一、租金水準偏低且缺乏彈性調整
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得以
標租方式辦理，但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逾六個月者，或民國 82 年 7
月 21 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或依法得讓售
者，得逕予出租；又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賃關係
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國有財產局管理之國有非公用土
地合於上開規定者，均依承租人意願辦理出租。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租金率依有關土地法律
規定，土地法律未規定者，由財政部斟酌實際情形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之；但以標租方式出租或出租係供作營利使用者，其租金得不受
有關土地法律規定之限制。國有財產局辦理出租之國有非公用房地的
目前租金率，基地按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算，房屋按課稅現
值年息百分之十計算，其他耕、養、林、礦等土地之租金，亦有其一
定計算標準。然就公有非公用土地租金率而言，較一般民間出租土地
之租金為低，對於國庫之挹注有限。另外就租金之調整而言，必須參
考公告地價之水準，故有過度僵硬之嫌，缺乏彈性與靈活性12。

二、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法令不完備
目前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主要依據為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七條第
三項：「經改良之土地，以標售為原則。但情形特殊，適於以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方式處理者，得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但是該法之規定
相當簡略，無法對設定地上權之事項加以完善規範。雖然有國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加以規範，惟該要點為行政命令之位階，
似非妥善13。
非公用國有地設定地上權後之利用開發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設定
地上權給建商建造集合住宅，出售給民間居住使用。然而此種方式卻
會增加許多管理成本、行政成本，有一定的困難度在，尤其當地上權
12

王仁宏『公有土地信託制度與立法之擬議』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00 年 4 月）
29 頁。
13
王仁宏，前揭書（註 12）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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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期滿時，持分地上權的收回應如何處理，法律關係之複雜度高，
且目前尚無妥適的解決方法。另一種是設定地上權後為單一用途之開
發使用，如凱撒飯店等，其地上權人單一，法律關係較單純，期滿後
回收問題之處理成本較低。

三、作價投資相關法令之不完備
我國有關國有財產投資之規定於國有財產法第四十八條：「非公
用財產之動產，得提供投資之用。但以基於國家政策及國庫利益，確
有必要者為限。」，然其規定過於簡陋。土地作價投資，廣義而言是
指將土地之資本或收益以投資的型態投入企業、產業發展，此一投入
最終以有價值之單位表示之。公有土地作價投資的意義係建立在既有
的公有土地利用開發模式上，包括設定地上權、委託經營、信託合作、
聯合開發等利用開發方式，並且將民間企業因取得土地權利而須向政
府繳交之各種不同形式之權利金，轉換成政府投資的資本與民間企業
共同合資經營一企業經營體，該企業經營體必須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型
態。而政府將土地當作資本投入後，即成為該公司的股東之一，與該
企業共同分擔風險，一起分享公司經營利得，且政府的角色立場以不
介入該經營體為原則。惟目前缺乏相關法令去執行，多以行政命令或
契約的方式處理，由於變異甚多，一時之間要建立完整法令系統亦非
易事，宜由實務經驗操作中，吸取建制資料14。
作價投資之優缺點如下：
作價投資之優點
改善投資環境
增加就業機會，間
接對社會產生正
面效果
活化公有土地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作價投資之缺點
企業具有公私合營性質有違政策潮流
作價投資之四項優點在短時間內無法同
時兼顧
政府涉入市場一體互動，風險性高
對企業而言，作價投資政策之誘因在於是
否有效減輕財務負擔以及換股比例是否
合宜，並非所有土地均適合作價誘因
作價投資無法全賴市場機制運作，協議機
制介入，決策者擔負政治風險

14

吳清輝，莊孟翰「公有土地地價或租金作價投資民間產業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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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託機制之建制不完備
依照公有土地之經濟效益著眼，土地信託之類型得分為以下三種
15

：

（一）可供開發、建築之公有土地信託
（二）供農林漁牧使用之公有土地信託
（三）保護區、社區公園等公益性之公有土地信託
另外，若以國有土地類型檢討公有土地信託，又下列兩種觀之：
1、國有非公用土地
依照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至五十七條規定，公有非公用之土地
得以加以處分、開發等，故公有非公用之土地得以成為信託之標的。
2、國有公用土地
依照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與三十二條之規定觀之，公用土地應
不得有任何之處分行為。公用土地中之公務用財產有其利用之特殊目
的，故該等財產不應納入信託之範圍。最後，國有土地若欲納入信託
之機制，則必須要針對信託法、國有財產法、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
等加以修正後，再進行國有土地之信託較為妥適。
國有土地採信託方式處理，具有以下之優點16：
1、節約人力資源減輕財力負擔
管理機關可藉由民間之經營能力與資訊能力，節約管理運用上所
必須的人力資源，以期減輕財力上之負擔。並且於土地信託時，是由
受託人籌措資金，故管理機關不必有額外之財務支出。

15

王仁宏，前揭書（註 12）120 頁以下。
有關於以下土地信託之優點請參王仁宏，前揭書（註 12）120 頁以下；鄭俊仁譯，三菱信託
銀行信託研究會編『土地信託法務與實務』
（財政部金融局，1993 年 6 月）440-441 頁；林顯達
「土地信託之研究」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二期，2001 年 2 月）16 頁；信託法制與
實務編撰委員會『信託法制與實務』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2002 年 10 月）4 頁以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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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利益之享受
土地信託之利益可用信託之分配，歸還受益人（中央或地方政
府）。
3、確保公共性與中立性
受託人在信託法嚴格之義務與限制之下，因此能像中央或地方政
府一樣，以執行業務之立場，確保公立性與中立性，以其執行業務之
穩定。
4、對於地價問題之貢獻
因無土地之買賣，故不會導致地價上漲。出售國有土地時，可能
因為買賣而造成鄰地地價之上漲，以對於公共建設之進行有負面之影
響。而土地信託，由於其地價並不突顯，因此不會導致地價上漲。
5、可以配合未來行政之需要
因土地所有權仍由行政所保有，並掌有緊急變更使用權，當信託
終止時或其他緊急情況發生時，行政單位可以收回繼續使用。換言
之，行政上有新的需要產生之前，可以利用土地信託做過渡時期的最
有效利用。
6、可配合民間達到整體開發之效用
因土地信託將公共設施與民間設施一體開發，其方便性與效率性
高，可謀求促進都市之整頓。
7、促進公有土地更有效利用
對於面積畸零狹小之公有非公用之空地，若無法與鄰地合併使用
或開發，則形成閒置之狀態，此可藉由土地信託解決之。
公有土地信託雖有上述之優勢，惟國有財產法第 47 條第 2 項僅
規範「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係以委託、合作或信託方式，配合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辦理左列事項：1、改良土地。2、興建公務或公用房屋。3、
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且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進行，規定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且公有財產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
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都更§27）。
22

惟有關國有土地信託之相關法制，卻仍欠缺完善的機制，以資因
應，致實行上仍有下列各項因素考量，有待建立完整的機制：
1、須明定信託之受益人為國家或財政部國產局
非公用財產之所有人為國家、財政部國產局為管理機關，基於國
家利益之考量，應明定信託受益人為國家，方符國有財產管理之本旨。
2、須有專業的審議委員會，審查國有土地之信託事宜
由於土地信託應就信託標的、信託目的、信託期間、信託受託人
之選定、信託效益評估、信託計畫之審查等專業事項之判斷，且交付
信託後，影響國家對土地所有權之行使，故應有專業的審議委員會之
建置。
3、須有明確之信託期日規範，以免影響國有土地之利用
於信託期間，國家對信託土地的產權形同凍結，影響未來土地之
使用，故應就不同之信託目的，明定信託期日以充分發揮國有土地的
使用效益。
4、須有相關機關配合，以免產生道德風險
依信託法理，受託人固須依照信託契約為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或
使用收益。惟委託人固資訊不對稱之現象，難以全盤掌握受託人有否
遵循信託契約內涵為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或從中處分信託財產，至
造成道德風險問題，故宜請登記機關配合國有土地之信託，於信託登
記時或處分時，密切與國有財產局聯繫。
五、國有土地開發政策不明確
國有土地開發政策早期為因應經濟之發展，並且以財政目的考量
出售國有土地。但卻無一套完整的開發政策得以依循。多年以來一是
針對已發生之問題提出治標之解決方法，對於預防等完整政策卻如鳳
毛麟角。故國有土地開發政策有待加以整合與明確化，以提高國有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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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利用效用 。此外，亦由於下列因素，致國有土地開發效果不彰：
（一）開發專業人才之缺乏
土地開發需要許多建築之專業知識，而目前我國國有土地之所屬
機關為財政機關，雖該等機關中有開發業務人員之編制，但該等開發
業務人員編制有限，故開發有關之人才無法健全，亦間接影響公有土
18
地之開發 。
（二）相關開發法令不完備
有關國有土地之開發散見於各相關法規：
1、土地法第二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
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
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2、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七條：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得依法改良
利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委託、合作或信託方式，配合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辦理左列事項︰一 改良土地。二 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
屋。三 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經改良之土地，以標售為原則。但
情形特殊，適於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處理者，得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第二項各款事業，依其計畫須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負擔資金者，
應編列預算。」。
3、其他如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等。惟該等法規
之內容多為規範性之規定，對於開發作業之事項並未加以規定，使得
適用上不僅繁複亦有闕漏19。
（三）開發必須具備相關條件之配合
國有土地亦為土地市場之一部分，所以欲進行國有土地之開發
時，亦必須要考量到市場之現況，以評估開發後之狀況，否則一昧的
進行開發只會損害開發之利益，並且對於整個市場亦有不良之影響20。

17

18
19
20

胡雅婷「公有土地開發政策與開發方式選擇之研究」
（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7 月）3-12 頁。
同上註。
同註 17。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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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有土地等利用開發認為國有土地面積較大者，宜盡量維持
國有，以維護國土保安或公共建設之用；或在不變更所有權之原則
下，提供民間使用，以盡地利。至於面積狹小或無保留供用必要的國
有土地，則宜釋出由民間利用開發，以達到土地合理有效使用，創造
社會整體利益。亦提出以下幾點之建議21：
1、加強資訊運用，提供便民服務
利用土地資訊系統等電腦化作業，將土地之各種開發資訊做一整
合，使民眾更容易取得國有土地開發等相關資訊，並且藉此加強國有
土地之管理。
2、擴大業務委外，善用民間資源
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所受到之限制相當的多，如法令、政策等
等。不若民間開發的有效率，所以若能將國有土地適當的委外予民間
團體加以經營開發，則能增加國有土地利用的效率。
此外，認為國有土地之開發應加強下列之工作22：
1、國有土地管理之效力應再提升
國產局之辦事效率已較以往高出許多，惟應再加強全面進一步檢
討修訂有關法律、充實人力健全組織、協調有關機關加強國有土地的
管理與利用。
2、建立國有土地完整之地籍資料及地理資訊系統
藉由建立完整之地籍資料與地理資訊系統以增加資訊取得之速
度，達到便民之目的，亦得增加國有土地管理之效率。
3、加強統籌調配國有土地
強化國有財產局統籌調配國有土地的職能並落實公用財產檢查
制度，於公用財產用途廢止時，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三條變更為非公
用土地，移交國產局，並適時釋出提供民間開發。

21
22

李瑞倉「國有土地經營管理之現況與展望」人與地第（211 期，2001 年 7 月）46-47 頁。
劉金標「善用民間力量開發國有土地」人與地（，1997 年 7 月）6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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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針對公有土地之利用開發提出以下幾點改進之方法 ：
1、落實公有土地財產及管理，並建立相關國有土地利用的基本
資料庫透過電腦化方式管理地籍資料等，以確實掌握國有土地之相關
資訊。以增進國有土地管理上之現代化與效率化。
2、有效經營管理國有土地以挹注各級政府財政收入
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如適宜民間開發或面積狹小，則應以標售
或讓售之方式處理。另無保留公用之土地，應循程序變更為非公用，
作合理之利用或釋出供民間使用增加財政之收入。但相關之程序應要
以有效率之方式進行，以免浪費過多之成本。
又加強公私合作、建立國有土地利用監測制度。妥善規劃公有土
地利用之管理權及使用權，需地機關於規劃取得公有土地時應充份考
量其實際需要，其使用國有土地時得隨時檢討評估其經濟效率，效率
過低者必要時管理機關有權督促或回收改做其他用途24。

23

林鼎鈞，前揭文（註 11）60 頁。
吳彩珠「公有土地利用之效率原則--以臺北市大型公有土地利用檢討為例」台灣土地金融季刊
（1995 年 3 月）177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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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土復育對國有土地之影響
由於台灣地理環境特殊，天然災害頻傳，再加上多年來為因應經
濟發展的需求，大量進行土地開發，以供各類產業及國民活動之所
需。由於過渡利用開發，結果造成國土資源耗損嚴重，對產業衝擊及
人民生命財產危害甚大。爰此政府部門乃研擬「國土復育策略暨行動
計畫」
，並草擬「國土復育條例（草案）25」以期能經該條例之規範，
以復育過度開發地區之生態體系，以茲休生養息，確保國土資源的永
續利用。
一、目的及實施範圍
國土地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係基於九二一後遺症與全球環
境變遷，台灣天然災害近年來形成常態化，使得國土脆弱，敏感地區
開發風險加大，緣此乃研擬本行動計畫，並且為了落實執行成果，又
草擬法案「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之立法目的在於為有效降低山坡
地、河川、海岸、離島等環境敏感地區之開發程度，以保育水土及生
態資源，降低自然危害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並復育過度開
發地區，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特制訂本條例（§1）
。其實施範圍，
包括山坡地、河川區域、海岸地區、離島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2）。
由於實施範圍甚廣，國土復育面積達 285 萬公頃左右，占全台灣面積
之 79%，故對國有土地之管理利用首當其衝，影響甚鉅。
國土地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之目的，主要為：
（一）積極復育過度開發山地地區、河川地區、海岸及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的生態環境，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
（二）有效管制山地地區、、河川地區、海岸及嚴重地層下陷地
區及離島地區的開發行為，降低自然災害的發生，減緩災
害所造成的危害，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三）確保山區原住民部落之安全，促進高山之永續發展。

25

可自以下網址查閱並下載：http://210.69.188.227/land/land-recovery/land-recove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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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復育範圍之管制
國土地復育之實施範圍，依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係指
下列地區：
（一） 山坡地
指依水土地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劃定公告之地區。
（二） 河川區域
指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二劃定之區域。
（三） 海岸地區
係指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三十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
海六公里所涵蓋之海域，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並不超過領海範圍之
海域及其海床與底土。
（四）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指地層下陷累積總量、下陷年平均速率達一定程度以上，且對防
洪、排水、禦潮或環境產生重大影響，並經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商各
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劃定公告之地區。
（五） 離島
指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所定之地區。
由於生態環境之差異，為利於復育保育，對於各類型之復育保育
地區，其具體之規範依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予以不同之開發管制及
復育原則：
（一）高海拔山區
指海拔 1500 公尺以上之山坡地或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
保育法、國家公園法及森林法劃設之保護區域（§4）。在本區除原住
民部落自給農耕外，禁止農耕、採伐林木，既有作物應限期廢耕（§
6Ⅰ）
，並除既有部落、生態保育相關設施、生態旅遊、原住民文化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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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國防設施、公共設施等除外，禁止各項新開發（§7）。
（二）中海拔山區
指海拔 500 公尺以上非屬高海拔山區之山坡地（§4Ⅲ）。本區禁
止新農耕及其他各項新開發，但例外項目（大致與高海拔地區相同）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9）。
（三）低海拔山區
指低於海拔 500 公尺之山坡地（4Ⅳ）。在本區以永續發展為原
則。各級政府之土地使用計畫及容許使用項目應限期檢討，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10）。
（四）海岸地區
只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濱海主要道路或山脊線之陸域，以
及平均高潮線經海洋延伸至 30 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 6 公
里所涵蓋之海域，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並不超過領海範圍之海域及
其海床與底土（§4Ⅵ）。本區以永續發展為主，各級政府之土地利用
計畫及容許使用項目應限期檢討，並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11）
。又
劃為海岸保護地帶者，應以保育為主，除必要之改善措施外，應維持
其自然狀態，禁止一切開發，漁撈、採集、廢污傾棄排放等行為。例
外情形，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13）
（五）離島
係指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所定之區域（§4Ⅶ）。本區以永續發展
為原則，無人居住之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禁止
開發及建築（§14）。
（六）河川區域
指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二劃定之區域。
以上各區之使用管制情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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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範圍

高海拔山
區（1500 公
尺以上及依
法劃設之保
護區）

山
坡

管理內容

保護地區與分區

在本區除原住民部落自給農耕外，禁止
農耕、採伐林木，既有作物應限期廢耕
（§6）。除既有部落、生態保育相關設
施、生態旅遊、原住民文化遺址、國防
設施、公共設施等除外，禁止各項新開
發。計有建物、設施限期拆除、既有建
物限期廢耕並進行復育。（§7）

中海拔山
區（500 公尺
以上）

禁止新農耕及其他各項開發。
原有合法使用之土地、建物及設施，得
為原來之使用。例外條款（與高海拔山
區例外事項相同）（§9）

低海拔山區
（100 至 500
公尺）

以永續發展為原則

地

國
土
復
育

海

海岸地區

各項規劃應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10）

以永續發展為主，除必要
設施應維持自然狀態。
例外條款（§11）

岸
地

海岸保護地
帶

區

地層下陷地區

河川地區

離島

圖2-1

以保育為原則，除必要之
改善措施外，應維持其自
然狀態，禁止一切開發，
各項規劃應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13）
以保育為限，禁止任何開發

依水利法管理之
以永續發展為原則，無人之島嶼禁止開
發及建築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開發管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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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國有土地經營管理之影響

國土復育範圍廣大，幾乎達台灣總面積之 79%，緣此，對於土地
利用開發之衝擊自然不小，其中以國有土地所受影響最大。茲就國土
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內容及條例草案中，有關影響國有土地開
發、利用或管理相關規定，分別說明如下，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
動計畫中，所草擬之行動計畫內容，皆落實於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中，故僅就草案之規定說明：
（一）有關國有土地處分之禁止
對於高海拔山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之公有土地，應優先作為保育用途，禁止放領。除供作 1、
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2、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之安置等用途外，禁
止處分(§15)。
（二）有關國有土地出租之限制
同上述處分限制之四個地區內之公有土地，不得出租或放牧。但
在本條例施行前已辦理者，不在此限。但公有土地經劃設為高海拔山
區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應立即終止租約、收回造林或自然復育。惟
第一項土地供作 1、生態保育或研究有關之設施 2、國防設施 3、公
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 4、依本條例規定辦理之安置等用途，不在此
限。惟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已辦理出租或放租之土地，有超限利用
或違約使用之情形，應立即終止租約並收回造林或自然復育（§16）。
（三）有關管理機關之變更或委託
國土復育條例實施範圍內公有土地，其管理及保育事項，得視實
際需要，委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適當機關、團體或原住民部落
辦理，或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17）。
（四）被徵收人或原承租人之國有耕地優先承租、承購權
高海拔山區、中海拔山區、河川區域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依規
定（§8、§9、§23Ⅲ）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同樣條件優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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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或承購平地之公有耕地（§28）。又依規定（§16Ⅱ）終止租約或放
租之公有土地及依規定（§8、§9、§23Ⅲ）被徵收已出租之私有土地，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除依法辦理補償外，
得對有需要之原承租戶給予補償或協助承租平地之公有耕地（§29）。
本部分在對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內容中之一般保障下，第
（二）、（三）點有類似規範，於此不再贅述。
（五）配合安置計畫之國有土地讓售
為配合安置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遷居之居民需求，地方政府為劃設
適當範圍辦理安置，得以公告土地現值價購或就可供讓售之公有非公
用土地，依公告土地現值讓售（§34、§35）
。又原住民願集體遷村者，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於安全、適宜之原住民保留地或平地之公有
土地，整體規劃予以安置（§39）。
由上述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內容與國土復育條例（草
案）之規定，有關國有山坡地之出租與放租、讓售、贈與、標售、委
託經營等，應立即停止受理新案，無待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之通過
與否，以落實國土復育目標之達成。尤其中有關國土復育範圍內之國
有土地管理機關變更或委託管理，或被徵收，原承租人之優先承租、
承購國有土地，或配安置計畫之國有土地讓售，其中有些涉及人民權
益或機關管轄等，皆有賴法律規定，故此部分對國有土地管理處分之
影響，必待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立法通過後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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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之基本概念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基本理念之探討，本質上即為有關資源有效配
置的考量。在傳統社會裡，資源配置的方式，常受社會習俗的影響，
這些社會習俗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經年累月的形塑下，形成傳統社會處
理基本經濟問題，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或非制度性的制約。在現代社
會中，經過長期的知識累積與組織的發展，有關資源配置的課題，隨
著社會經濟秩序的建立與延續的發展，大致上呈二個方式著手，一為
透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一為透過政府機制，進行資源配置。
國有土地經營管理所涉及者，即為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問題，也是公
共政策之一環，由於國有土地的經營管理關係著整體人民的共同利
益，因此在進行國有土地資源配置機制之建立時，不僅須考量效率問
題，有關資源分配的公平問題，亦應一併考量。

壹、資源配置之機制
政治與經濟相互依賴性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主要特徵，國有土地資
源的經營管理為公共政策之一環，故其規劃與執行，勢必同時考量政
治及經濟因素。經濟理論對於資源配置的課題，傳統上皆處於主導地
位。以經濟觀點而言，認為每個人在自利（self-interest）的動機
下，以利 潤或 效用極 大化為 目標 ，透 過市場的 價格 機制（ price
mechanism）
，達成資源的最大效用。但是經由供需法則這「看不見的
手」來發揮功能，自動調控，其前提必須是在完全競爭市場下運作，
透過市場機制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有效率的競爭。故市場機制能否
完全靈活運作，關係著資源能否達到最適配置。惟事實上之市場運作
往往由於下列情形，而導致市場失靈。
一、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
自由市場的運作下，並非全然可經由價格機能，進行無礙。市場
的運作傳統上認定在下列情形下，將會產生失靈狀態26：
（一） 公共財(public goods)
1、純公共財（供給不足）；
2、共同財產（過度消費或投資不足）；
26

Weimer, D.L. & Vining, A.R. (1999) “Policy Analysis – Concepts and Practice” Prentice – Hall, 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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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費性公共財（供給不足）。
（二） 外部性（Externalities）
1、正的外部性（供給不足）；
2、負的外部性（過度供給）。
（三） 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
1、平均成本的下降（供給不足）；
2、監督成本昂貴（供給不足，無效率）。
（四）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
1、經驗財貨或後經驗財貨品質之過度評估（過度消費）；
2、經驗財貨或後經驗財貨品質之低度評估（消費不足）。
就國有土地而言，其性質類似共同財產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在公有所有權（common ownership）的權屬結構下，係
屬據有獨享性（rivalry），但無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的資
源，如此將使其產生過度消費而導致無效率的市場失靈狀況，其情形
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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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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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ASC

b

AC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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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QoA

共同財產資源的過度消費

MPC：邊際私人成本

Qo：社會最佳消費水準

MSC：邊際社會成本

QoA：共同財產資源消費水準

ASC：平均社會成本

abc ：過度消費的無謂損失

資料來源：Weimer, D.L. & Vining, A.R. (1999),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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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2-1 中有效率的使用共同財產資源是在 Qo 的程度，且產生
了 PoadACo 的利益，但因為在共同財產所有權的權屬結構下，將產生
過度的消費，如 QoA 的程度，如此而產生了 abc 的社會無謂損失（Dead
weight Loss）
。因此公有（國有）土地的經營管理，如採自由放任的
市場運作方式，將會如上所述，產生市場失靈現象，故就公共政策而
言，國有土地的經營管理由政府的介入則成為必然方式。
二、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s）
政府介入的目的主要在於解決公共問題，政府介入的必要程度，
27
常隨主客觀環境的改變而異，惟就性質而言，政府的工作主要在於 ：
（一）資源的汲取（extraction of resources）；
（二）分配的活動（distributive activity）；
（三）行為的管制（regulation of human behavior）；
（四）象徵的績效（symbolic performace）。
但是政府與市場一樣，在某些情況下無法促進社會福祉的改進而
產生失靈現象，這些失靈情形如下28：
（一） 直 接 民 主 制 的 問 題 （ Problems Inherent in Direct
Democracy）
1、投票的矛盾；
2、偏好的強度。
（二） 代議政府的問題（Problems Inherent i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組織的影響及流動性的利益；
2、選區利益；
3、選舉的週期；
4、公共關注的情勢。
（三） 官 僚 法 制 的 問 題 （ Problems Inherent in Bureaucratic
Supply）
1、代理的損失；
27

Almond, G. A. & Powell, G. B. Jr. (1996)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 6th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第 125-152 頁。
28
同註 26，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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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生評價的困境；
3、有限的競爭；
4、包括市民服務限制的事前法則；
5、機關的失靈。
（四） 地方分權的問題（Problems Inherent in Decentralization
Government）
1、權責的混淆；
2、財政的外部性。
政府介入提供公共財的配置，如同私人廠商一樣，同樣須利用生
產因素（如勞力、資本、土地等）的投入進行生產配置。但如上所述，
公部門的投入，往往會產生無效率的情形。
公共部門無效率現象大抵有如下兩種：一是公共部門所提供之財
貨或勞務發生超產或低產(Output Level Excessive)；另一則是公共
部門在生產一特定產出水準時，其支出水準高於成本極小化所應有者
(cost per unit of output excessive)。
在上述兩種無效率現象中，第一種無效率現象稱為「分配無效率」
(allocative inefficiency)，其主要關心公共部門的產出水準是否
有過量或不足(Over or Under Providing)的現象，儘管為通融該產
出水準所相應之成本符合成本極小化之行為。第二種無效率則稱之為
「X-無效率」(X-inefficiency)，其主要指融通某一產出水準是否有
成本超收或低收的現象，儘管其產出水準並無過高或過低者。兩者之
區別可簡單以等產量曲線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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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等產量曲線與無效率
資料來源：楊松齡（1994）P.9.

如圖所示，等產量曲線 G0G0 代表某經濟體系在 Pareto 效率下，
公共部門所應提供的財貨或勞務之數量水準。在生產要素如 W 所示
0 0
時，為產量此 G G 數量水準，其成本極小化之生產要素投入比例應為
K，今在相同之產出與要素相對價格下，若生產要素之投入比例高或
低於 k，則發生所謂 X-無效率現象。例如圖中之 A 點(B 點)，其生產
要素投入比例為 Ka(Kb)，高於(低於)最適比例之 K0，導致實際成本支
出 Oa(或 Ob)高於成本極小化之成本支出 Oc(或 Od)。
反之，在生產要素相對價格仍為 W0 且投入比例亦為 k0 時，其所
決定之產出水準，高於或低於 G0G0 等產量曲線所代表者，即發生所謂
分配無效率現象，例如圖中之 E’點(E”點)其所面對之要素相對價
格與所投入之生產要素比例雖與 E0 點相同，但所生產之數量水準卻高
於（低於）E0 點所示者。一般而言，實際世界所觀察到的公共部門無
效率現象往往係上述兩者的混合。例如圖中的 M 點即含有兩種無效率
現象於其間，其中屬於分配無效率部分為 E0 點到 EM 點所示，而屬於
X-無效率部分則為 EM 點到 M 點所示。
就國有土地而言，國家作為一個抽象的法律人格，權利主體行使
其所有權，必須設立一意思機關與執行機關，使其所有權主體人格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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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具體表現，亦即經由政府來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故國有土地的管
理經營，須經由官僚體制之運作來達成。惟官僚體制不像廠商可經由
市場機制擇選，因此本質上將產生監督的困難及無效率的情形產生。
官僚體制的內部關係，所呈現者即為『委託-代理』
（principle-agency）關係，由於委託者與代理者，兩者資訊不對稱，
效用函數不同，具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代理人在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
的誘因下，必然蘊含著道德風險，而引發效率執行問題。委託者一方
面要授權代理人完成任務，另一方面又要建立控制代理人能有效達成
任務的監控方式，如此將付出相當的成本代價，形成所謂『代理的損
29
失』(agency loss) ，造成國家利益與執行者利益之差異，使得國有
土地管理利用的低效率，甚而與國家利益背道而馳。代理的問題，在
所 有權 與 控 制 權 分離 的 情 形 下， 可 以 透 過接 管 的 威 脅(takeover
30
threats)來解決 ，但是在公部門的官僚體制下由於職位的保障與公
務體系之特性，事實上是無能為力，因此如何建立適當的激勵機制
(incentive Mechanism)來降低代理成本，解決代理問題，將是公部
門官僚體制的課題所在。

29
30

同註 26，183-184 頁。
顏愛靜主譯『制度與經濟理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3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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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包容性之機制
公共問題的解決，甚少有完善的整套解決方案，而只能尋求較佳
的具有包容性的機制。單純的市場機制或單純的政府機制，都是不完
善的資源配置方案，雖然各有其優越性，但自身仍有制度上的缺陷，
如同光譜的兩端，因此如何結合市場自發性的調節和公部門介入干預
的功能，方能尋求較佳的資源配置方法。Weimer 與 Vining(1999)，
即提出下列五種一般性的可能方案：一、市場化機制；二、誘因的政
策；三、管制的政策；四、非市場機制的政策；五、經濟保護政策。
就公部門的政策而言，市場機制的適當引入，適可彌補政府干預
31
政策的不足，其中大致以下列三種方式為之 ：
一、 市場自由化(Freeing Markets)：
對於已存的市場，政府解除對參加者的管制，藉以開放更多的
參與者加入，使其充分自由競爭，讓市場運作機制自由化。
二、 市場促進化(Facilitating Markets)：
對於市場機能不存在或失靈者，缺乏價格機能者，政府應加以
改進，透過產權的建立或創造市場性財貨，使市場機制發揮。
三、市場倣擬化(Simulating Markets)：
對於市場內部機制未能有效運作者，政府應建立激發市場的功
能，以發揮市場機制。
由上述公共政策之採行而言，資源的有效配置宜結合市場自發性
的調節作用和政府部門介入的功能，綜合處理之。上述所採行的三種
方式與相關公共議題，可摘述如下表 2-1 說明之32。

31
32

同註 26，196-198 頁。
本表摘自 Wiemer 與 Vining 前揭書（註 26）表 9.1 部分，請參閱 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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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市場機制的公共部門政策
政策

課題

市場自由化
1.解除管制

GF：因競租導致分配無效率
LCF：技術改變

2.合法化

LCF：偏好改變

3.民營化

GF：官僚體制的供給

市場促進化
1.透過財產權分派
2.創造新的具市場性財貨

MF：負的外部性
MF：公共財，特別是共同財產

市場倣擬化
拍賣

MF：自然獨占
MF：公共財
DI：稀有租的移轉

資料來源，Weimer&Vining(1999)，Table 9.1 部分，P.198
GF：政府失靈

LCF：有限競爭框架 MF：市場失靈

DI：分配性課題

國有土地資源的經營管理，就土地資源而言，其性質屬於共用財
產資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權屬上為共用財產所有權
（common property ownership），故宜以市場促進化方式由政府改造
並建立市場機制，以避免市場失靈問題，就經營管理機制而言，宜以
市場自由化方式，來改善管理組織官僚體制的代理損失問題。
國有土地係以國家所有權主體，國家力圖達成之目標不僅在於經
濟效益，亦應包括政治、社會的公平。因此，國家對於國有土地資產
所有權之處理，絕不在於單純的保值或收益，謀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僅為其中一個面向，同時亦應考量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公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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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

我國目前有關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主要得依其性質分為管理
組織與機能、管理處分機制、利用開發機制等三項。而針對各項之內
容又得加以細分之，對於各項機制皆有相關的法規加以規範，因此，
以下分別針對各機制之相關法規加以說明，以求瞭解我國國土地地經
營管理制度。

第一節

國有土地管理組織與機能

壹、我國國有財產之概念

我國之國有土地屬國有財產之部分，故以下就國有財產之概念先
加以介紹，又，我國有關國有財產之規定主要係於「國有財產法」
（以
下稱國產法）中規定，故以下就國產法中有關國有財產之相關概念敘
述之。
一、 國有財產之範圍
所謂國有財產係指國家依據法律規定，或基於權力行使，或由於
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33。凡不屬於
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34，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國
產§2）。依前述取得之國有財產，其範圍如下（國產§3）：
（一）不動產：指土地及其改良物暨天然資源。
（二）動產：指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及設備，暨其他雜項設備。
（有關此財產財產之詳細分類，依照行政院規定辦理。）
33

所稱財產之取得「依據法律規定」，係指依其他法律規定由國家取得其財產權：所稱「基於
權利行使」，係指國家基於公權力之行使，經接收、沒收或徵收而取得財產權；所稱「由於預算
支出」，係指依預算撥款而營建或購置財產；所稱「由於接受捐贈」，係指國內外以中華民國政
府為對象而捐贈財產（國產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34
所稱「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係指未經登記之不動產或未確定權屬為私有或地
方所有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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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價證券：指國家所有之股份或股票及債券。
（四）權利：指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抵押權、礦業權、漁業
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及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國有土地即上述不動產之一，此外依土地法之規定，下列土地亦
屬國有土地：
（一）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土§10）
（二）無保管或使用機關之公有土地及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公有
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逕為登記為國有。（土§53）
（三）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或逾限未補繳證明文件之無主土地，
為國有土地。（土§57）
（四）測量後所得之面積，超過原登記面積十分之二之部分，視
為國有土地。（土§63）
二、 國有財產之分類
就上述之國有財產中，針對其使用性質又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
財產兩類（國產§4）。其中，國有公用財產又分為以下三類：
（一）公務用財產：各機關、部隊、學校、辦公、作業及宿舍使
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
（二）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用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
（三）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之。但國營事
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份而言。
另外，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
有財產。而依上述分類，國有土地依其性質亦可分為國有公用土地與
國有非公用土地兩大類，其中國有公用土地可在分為 1、國有公務用
土地 2、國有公共用土地 3、國有事業用土地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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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土地相關法體系概述
由上述得知，國有財產所包含的範圍甚廣，而不動產即屬其中一
種。此由國家所有之土地稱為國有土地。故以下就國有土地之概念及
其相關之法律規定加以介紹。
首先，先就土地法之規定而言，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之土
地稱為公有土地，依照土地法第四條之規定，所謂公有土地為，國有
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 (市) 有土地或鄉 (鎮、市) 有之土地。又，
國有土地權利之歸屬是為中華民國人民全體，但由人民依法所取得者
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土§10）。雖然
人民得依法取的其私有土地權利，但基於國家政策之考量下，以下之
土地不得為私有（土§14）：
（一）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二）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三）可通運之水道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四）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五）公共交通道路。
（六）礦泉地。
（七）瀑布地。
（八）公共需用之水源地。
（九）名勝古蹟。
（十）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上述土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之。第九項名勝古蹟，如日
據時期原屬私有，臺灣光復後登記為公有，依法得贈與移轉為私有
者，不在此限。
再者，針對國有土地處分利用加以規範之法規主要為國產法。國
產法針對國有財產之各項處理、管理、利用等加以規定，其內容主要
有以下：
（一）國有財產之管理機構（國產§9～§16）
（二）國有財產之保管（國產§17～§31）
（三）國有財產之使用（國產§32～§41）
（四）國有財產之收益（國產§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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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有財產之處分（國產§49～§60）
（六）國有財產之檢核（國產§61～§70）
除國產法特別是有對於國有財產之相關事宜作規定外，尚有其他
法規對於國有財產，特別是針對國有土地相關事宜加以規定，例如：
（一）關於國家資產之規定：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國家資產處理要點、國家資產經營管理
一元化執行要點、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原則等等。
（二）關於國有財產接收保管之規定：
各機關經管非公用國有財產辦理移交注意事項、國有非公用土
地全面清查作業要點、委託管理國有非公用土地全面清查作業
要點、國有公用土地全面清查作業要點、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
業要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等等。
（三）關於國有土地管理處分之規定：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
要點、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公
有山坡地放領辦法、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國有不動產
撥用要點、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
分原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等等。
（四）關於國有土地改良利用之規定：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土
地開發案工程管理注意事項等等。
除上述主要之規定外，尚有其他針對國有土地個別事項之規定，
如下表：
規定事項

國家資產

表3-1 國有土地相關法規表
法規名稱
制訂時間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國家資產處 2003.2.19
理要點

最新修正
無

授權法源
行政規則

國家資產經營管理一元化執行要點

2002.6.11

無

行政規則

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原則

2002.7.8

無

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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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清理

撥用

占用處理

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

1968.3.26

2001.1.4

行政規則

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國有土地地籍籃晒圖管理要點
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作業注意事項

2000.12.18
1985.2.9
2000.7.14

2005.2.18
1992.8.7
2005.11.16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各機關經管非公用國有財產辦理移
交注意事項

1970

無

行政規則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代管非公用國有
土地移交接管實施要點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
國有非公用土地全面清查作業要點
委託管理國有非公用土地全面清查
作業要點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檢核要點
國有財產檢核實施要點

1974.3.1

無

行政規則

1970.4.15
1986.7.5
1990.2.19

1989.5.24
2001.11.21
無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1999.3.3
財政部臺財
庫字第一七
七○九號函
1986.9.12

2000.1.28
無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2003.1.30

行政規則

1999.2.24

無

行政規則

1989.5.3

1999.11.3

行政規則

1990.4.7

2006.3.31

行政規則

1985.6.17
2000.6.22

2004.9.24
2005.1.14

行政規則
行政規則

1970.4.15

2006.2.23

2000.11.15

無

國有財產
法施行細
則第 74 條
國有財產
法第 49 條
第2項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暨各地區辦事處
辦理國有不動產撥用案件注意事項
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期
間國有不動產及原屬臺灣省有移轉
為國有不動產撥用案件處理原則
地方政府有償撥用公有不動產分期
付款執行要點
各級政府機關興建收費停車場互相
撥用公有不動產有償與無償之撥用
原則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
處理原則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
出租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得予讓售
範圍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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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使用鄰接國
有非公用土地案件處理要點
國營事業機構或地方公營事業機構
申請讓售國有土地先行發給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處理要點
審查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讓
售案件補充規定
辦理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讓
售案件注意事項

1989.2.1

無

行政規則

1985.8.6

1995.6.20

行政規則

2004.9.3

2005.11.28

行政規則

2001.1.11

2005.11.28

行政規則

1970.4.15

2004.10.21

2001.4.19

2005.5.17

國有財產
法施行細
則第 74 條
行政規則

1994.10.14

2003.3.12

2000.9.8

無

1994.11.2

2002.3.19

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

1972.10.13

2005.9.16

國有動產贈與辦法

1993.3.12

1999.7.21

國有財產法
第 60 條第 3
項

1995.4.28

2002.2.20

1998.2.19

2003.1.29

國有財產
法第 45 條
第2項
國有耕地
放租實施
辦法第 15
條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
物標售作業要點
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
處分
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

國有邊際養殖用地放領實施辦法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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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
例第 20 條
第3項
國有財產
法第 50 條
之1第3項
國有財產
法第 46 條
第1項
國有財產
法第 60 條
第3項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國有耕地放
租作業須知

1998.6.26

無

行政規則

1981.9.21

無

1981.1.19

2004.8.11

1998.5.7

2002.1.22

2001.8.16

無

國有非公用基（房）地標租作業程
序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

2002.7.22

無

國有非公
用海岸土
地放租辦
法）第 13
條
國有財產
法第 46 條
第2項
國有財產
法第 46 條
第1項
國有財產
法第 42 條
第4項
行政規則

2000.11.8

2004.11.24

行政規則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
點

1995.5.30

2004.4.23

行政規則

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作業程序
出租
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

改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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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之管理組織與職掌
國有土地之管理機關依照現行法令之規定，其管理機關如下：
一、公用財產
35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 。
因此，公用土地之主管機關依規定有兩者，一為依預算法規定；
另一為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首先，目前台灣之公用財產管理
機關共 5,294 個，公共用土地之總面積為 1,103,400 公頃，其價值總
計 810,759,165,000 元。其次，公務用土地之總面積為 310,172 公頃；
總值達 1,563,388,254 元。最後，事業用土地之總面積達 9,347 公頃，
而事業用土地之總價值為 703,015,605,000 元（民國九十四年底）。
二、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承財政部之命，直
36
接管理之 。
因此，國有土地中之非公用土地管理機關依法為國有財產局。目
前非公用土地總計有 1,331,732 筆；面積為 271,048 公頃；價值達
874,719,536,000 元（民國九十四年底）。而為針對龐大之非公用土
地有效利用與管理，國有財產局內部組織細分為（參下圖）接收保管
組、管理處分組、改良利用組三組；另外，亦有政風室、會計室、人
事室、秘書室、法制室與資訊室等六室，以上各組與各室分別處理不
同之事項。

35
36

國有財產法第十一條。
國有財產法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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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

局長
副局長
主任秘書

接
收
保
管
組

產
籍
科

接
管
科

撥
用
科

管
理
處
分
組

公
用
科

管
理
科

處
分
科

台灣北區辦事處
（下有宜蘭、基
隆、桃園、花蓮、
台東、金馬分處）

圖 3-1

人
事
室

改
良
利
用
組

出
售
科

租
賃
科

規
劃
科

台灣中區辦事處
（下有新竹、南
投、彰化、雲林分
處）

國有財產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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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科

工
務
科

秘
書
室

會
計
室

資
訊
室

政
風
室

資
理
科

設
計
科

機
作
科

台灣南區辦事處
（下有嘉義、台南
分處）

（一）接收保管組負責事項。
1、國有財產之接管、登記、勘查、分割
原由各機關經營之國有非公用財產，或原為公用財產經奉准變更
為非公用之國有財產，均須予以接管，並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又
各項未登記土地，亦須辦理接管及測量登記，以便利管理。新接管之
土地，凡受理申租、申購或撥用，均應派員實地勘查，以明瞭其使用
狀況，並視業務需要辦理分割，以利管理及處分。為前臺灣省政府與
其所屬機關（構）、學校經管之，原省有非公用財產，於臺灣省政府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後，均須予以接管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為國有及管
理機關變更登記為該局。
2、國有財產產籍資料之管理
凡新接管之國有財產，均應建製財產產籍基本資料。產籍資料建
立後，在辦理各項業務中，遇有涉及財產產籍、產帳異動等情事者，
業務單位均應查註或辦理異動更正，以保持資料確實完整，增加管理
功能。
3、國有土地全面清查
國產局為使國有土地產籍資料確實，並與土地登記簿及土地現況
一致，曾於民國七十四年策訂「國有非公用土地全面清查計畫」，清
查該局直接管理之非公用土地。嗣為擴大清查範圍，遵照行政院指示
擬訂「國有土地全面清查計畫」，奉核定自七十九年度起至八十五年
度止，為期七年對國有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實施全面清查。自八十
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原台灣省有財
產由國家概括承受，自此，原台灣省有財產即納入國有財產之管理體
系。為期對原台灣省有土地資料，確實掌握正資訊，俾能積極處理國
有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於民國九十一年開始辦理原省有土地全
面清查。
4、國有非公用土地撥用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得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八條規
定申請撥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之程序，由需地機關檢具撥用不
動產計畫書等書件，報經其上級機關核轉國產局審查後，由國產局代
50

擬行政院稿陳部代判核定。為促進國家建設，協助各機關迅速取得所
需之國有土地，國產局對撥用均積極辦理。遇有軍事需要或其他緊急
情況急需土地使用者，在撥用程序未完成前，同意先行使用 。
（二）管理處分組負責事項
1、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出租
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國有非公用財產不動產之出租，得
以標租方式辦理。但原有租賃關係屆滿未逾六個月者；或民國八十二
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或依法
得讓售者，得予出租。又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出租，應以書面為之，
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賃關係者，經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於三個月內申請
訂定書面契約，逾期未申請訂定者，得終止租賃關係。
2、國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之處理
被占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依現行法令規定，其處理方式有：出
租、讓售、標售、撥用、勸導自行拆除或騰空交回、移送主管機關依
公權力逕行拆除。
3、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委託管理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委託管理，係依國有財產法第十三條規定，
於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有意願下，且符合節省該局人力、經費，及促
進土地有效利用者，委託其代為管理。
4、國有非公用土地地上權之設定
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經改良之土地，以標售為
原則。但情形特殊，適於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處理者，得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因此，行政院依此授權訂定「國有非公有土地設定地
上權實施要點」對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事項加以規定，以求
國有非公用土地以利用設定地上權之方式，增加其利用亦使需使用該
土地的人民得加以利用之。

51

5、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出售
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出售可分為讓售、專案讓售、標售等，而國有
財產法有關於讓售之規定如§49~52、52-2；有關專案讓售之規定為國
有財產法§52-1 規範；有關於標售之規定為國有財產法§53-54 所規
範。
6、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贈與
有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贈與主要係依照國有財產法第六十條所規
定：「在國外之國有財產，有贈與外國政府或其人民必要者，得層請
行政院核准贈與之。在國內之國有財產，其贈與行為以動產為限。但
現為寺廟、教堂所使用之不動產，合於國人固有信仰，有贈與該寺廟、
教堂依法成立之財團法人必要者，得贈與之。前項贈與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
7、國有非公用土地放領
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放領主要係依照國有財產法第四十六條
規定，國有耕地得提供為放領之用邊際及海岸地可供造林、農墾、養
殖等事業用者，得辦理放領。
8、國有非公用土地交換
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之交換事項主要事由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
條之一第三項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為提高利用價值，得專
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與他人所有之不動產交換所有權。其交換辦法，由
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之。
（三）改良利用組負責事項
1、改良利用
國產局經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除因應民間或其他政府機關需
要，以出租、出售、撥用等方式釋出供其開發建築等使用外，亦得自
行依法辦理改良利用。該局辦理之利用開發業務主要有以下兩類型：
依據政策指示辦理與依據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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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經營
其他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改良有以下，首先，東北角海岸風景
特定區國有土地合作經營，國有財產局與交通部觀光局訂定「會同舉
辦開發計畫」針對此開發案進行之，以期該特定區內之國有土地遊憩
資源得作合理有效利用，並發展光關事業及增加國庫收入，以合作經
營方式辦理之。其次，為合作闢建經營平面式收費臨時停車場，為解
決國內停車場不足之狀況，則與中央信託局及各級政府合作開闢經營
平面式收費停車場，以協助解決交通問題。最後，其他國有財產局有
關國有非公用土地改良利用之案例有如，委託台灣土地銀行經營初鹿
牧場事業、與宜蘭縣政府合作經營南澳農場、與文建會合作經營創意
文化園區、委託交通部觀光局招商興建營運旅館、委託台南縣政府招
37
商興建營運旅館、與台南市政府合作經營西門市場等等 。
3、委託經營
財政部視國有財產實際情況之需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
代為管理或經營38。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委託經營，係依國有財產法第十三條規定，
於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有意願下，且符合節省國產局人力、經費，及
促進土地有效利用者，委託其代為經營。為提昇國有土地經營績效，
有必要引進民間技術、資金、人力以及企業經營理念，參與國有土地
經營理念。財政部於八十七年七月十四日訂定發布國有非公用財產委
託經營辦法。本辦法嗣配合行政程序法之公布施行，經財政部八十九
年十一月八日台財產改字第 8900030906 號函修正訂定為國有非公用
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繼續加強實施，以挹注國庫。

37
38

有關該等改良利用之案例請參財政部國有財產局『94 年度業務年報』
。
國有財產法第十三條。截至民國九十四年底，國有非公用土地委託經營者計有 406 案，收取
權利金 6 億 4,000 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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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機制

壹、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處分
土地處分之問題，包括土地出售、土地交換、土地贈與以及放領
等，國有財產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處分國有非公用財產之規定設有專
章，另外有相關配合之子法，說明如下：
一、出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7)規定公有土地應以不出售為原
則，但有以下例外情形得以出售之：
１、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或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建築使用之土地。
２、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公有出租建地。
３、抵稅地。
４、依法不得分割、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或公有持分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下之公私共有土地，其公有持分部分。
５、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得或變產置產，經列入營
運開發之土地。
６、興建國民住宅用地或經行政院核定編定為工業區之土地。
７、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
然依照現行法規針對國有土地出售之規定，得將國有土地出售之
類型分為讓售、專案讓售、標售、現狀標售與委託出售，以下分別介
紹之。
（一）讓售

１、讓售予直接使用人或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人
國有非公用出租不動產與國有財產局接管之國家資產，其已有租
賃關係者，得讓售予直接使用人；若屬於畸零地，則經地方政府認定
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者，得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
權人（國產§49）
。直接使用人，係指現使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並與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其所屬分支機構訂立租約之承租人（國產細§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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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讓售予國營事業機關、地方公營事業機構，或公共褔利事業、慈
善救濟事業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與國有財產局接管之國家資產得讓售予國營
事業機關或地方公營事業機構因業務上有需用者，或為社會、文化、
教育、慈善、救濟團體舉辦公共褔利事業或慈善救濟事業所必需者（國
產§50、51、接管要點§5）
。社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係
以已依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為限（國產細§55）。
３、讓售予政府提供興建國民住宅或獎勵投資各項用地者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與國有財產局接管之國家資產依國民住宅條
例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讓售（國產§52、接管要點§5）。
４、讓售予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供建築、居住使用
至今者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
已供建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其直接使用人得於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
十三日前申請讓售（國產§52-2、國產細§55-3、接管要點§5）。
5、因應國土復育條例所為遷村所需之土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一定規模以上之遷村或為迅速安置
39
國土地復育促進地區 遷居之居民，得劃定適當範圍辦理安置。為取
得前開範圍內之土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按公告現值價購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而公有非公用土地，得按公告現值讓售，不受土地法
第二十五條、國產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國
土復育條例草案§34、35 參照）。
以上即為現行針對國有土地讓售之主要規定，而尚有其他針對讓
售之細節事項規定之法規盧列如下：
（1）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
（2）出租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得予讓售範圍準則
（3）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使用鄰接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處理
要點
（4）國營事業機構或地方公營事業機構申請讓售國有土地先行
39

9 ）
謂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者係指自然生態環境嚴重劣化，需復育之地區。（國土地復育條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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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處理要點
（5）辦理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讓售案件注意事項
（6）審查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讓售案件補充規定
（二）專案讓售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與國有財產局接管之國家資產於下述情形者
得以專案讓售：
1、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之情形及其讓售之對象（國產§52-1Ⅰ、
國產細§55-1、接管要點§5）
（１）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２）原屬國有房屋業已出售，其尚未併售之建築基地。
（３）共有不動產之國有持分。
（４）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不動產。
（５）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土地。
（６）其他不屬前五款情況，而其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
者。
2、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讓售：基於國家建設需要，不宜標售者。
（國
產§52-1Ⅱ、接管要點§5）
（三）標售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與國有財產局接管之國家資產於下述情形者
得以標售：
１、標售之對象
（１）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者（國產
§53、接管要點§5）。
（２）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使用人無租賃關係，或不合
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者，應收回標售或自行利用
（國產§54Ⅰ、接管要點§5）。

56

２、國有非公用土地經改良後，以標售為原則（國產§47Ⅲ）。
除上述規定外，尚有其他針對標售事項之法規如下：
（1）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售作業程序
（2）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
（四）現狀標售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與國有財產局接管之國家資產於下述情形者
得以現狀標售：
１、現狀標售之對象
（１）經財政部核准按現狀接管處理者；
（２）接管時已有墳墓或已作墓地使用者；
（３）使用情形複雜，短期間內無法騰空辦理標售，且因情形特
殊，急待處理者（國產§54Ⅱ、接管要點§5）。
２、照現狀點交予得標人（國產細§56-1）。
（五）委託出售
國有房屋使用其他公有土地，或其他公有房屋使用國有基地，或
房、地屬中央與地方共有者，得經各方同意，委託一方辦理出售。其
所得價款，分別解繳各該公庫（國產細§57Ⅰ）
。國有與其他公有不動
產相毗鄰，併同出售較有實益者，準用「委託出售」規定辦理（國產
細§57Ⅱ）。

二、交換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為提高利用價值，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
准與他人所有之不動產交換所有權。其交換辦法，係由財政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國產§52-1Ⅲ）。因此，財政部擬定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交換辦法針對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事項加以規定。本辦法全
文共十六項條文，主要規定事項如下：交換資格（交換辦法§2、6~8）、
交換作業程序（交換辦法§5、1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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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贈與
針對國有財產為寺廟、教堂所使用之不動產，合於國人固有信
仰，有贈與該寺廟、教堂依法成立之財團法人必要者，得贈與之（國
產§60）
。故行政院於特定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針對該等不動
產之贈與加以規定。本辦法共九條，其主要規定事項為資格條件（贈
與辦法§2、3）、作業程序事項（贈與辦法§4~6）、贈與限制（贈與辦
法§7）等。
四、放領
公有土地以不放領為原則。但在民國六十五年以前，已有租賃關
係之非都市化地區公有宜農、牧山坡地及都市計畫地區外適當範圍之
公有耕地，在不影響水源涵養、國土保安、環境保護及公共建設原則
下，得視實際狀況按公告土地現值依規定辦理放領（公有土地經營及
處理原則§8）。另外，國有耕地得提供為放領之用。邊際及海岸地可
供造林、農墾、養殖等事業用者，得辦理放領（國產§46）
。因此因應
上述土地放領之規定，於法律上皆授權予法規命令針對該等土地放領
事項加以規定，以下分別述之。
首先，為因應國有耕地放領之辦法，而國產法授權予內政部會商
財政部訂定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而本辦法所指之國有耕地係指，
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在中華民國六
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國有土地（國有耕地放領實施
辦法§3）與未登記土地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依法
放租之土地（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4）。本辦法全文共二十六項條
文，主要規定事項有主管機關之認定（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2）、
承領人資格（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5、6）
、放領面積相關事項（國
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7）、相關作業事項（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
9~15）、價金相關處理事項（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8、16、17、
20~22）、政府收回土地規定（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18、19 條）。
再者，為因應國有財產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邊際及海岸地可
闢為觀光或作海水浴場等事業用者，可供造林、農墾、養殖等事業用
者，得辦理放租或放領之規定。而將有關放領之規定係授權由國有邊
際養殖用地放領實施辦法規定之。本辦法所指之國有邊際養殖用地
為，指供養殖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編定為養殖用地，且在中華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國有土地（國有邊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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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用地放領實施辦法§3）與未登記土地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
四日以前已依法放租之土地（同法§4）。本辦法全文共二十六項條文，
主要規定事項為主管機關之認定（同法§2）、承領人資格（同法§5、
6）、放領面積相關事項（同法§7）、相關作業事項（同法§9~15）、
價金相關處理事項（同法§8、17、20、21）、政府收回土地規定（同
法§18、19）。
其次，如公有山坡地亦得以放領之，主要辦理事項係授權內政部
擬定，行政院核定的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規定之。本辦法所指之公有
山坡地係指，指山坡地範圍內供農業使用，經依法完成總登記，並依
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為宜農、牧地或已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在中華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經依法放租之公有土地（公有山坡地
放領辦法§3）與未登記土地或已登記尚未辦理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之土地，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前已依法放租之土地
（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4）。本辦法全文共二十六項條文，主要規定
事項為主管機關之認定（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2）、承領人資格（公
有山坡地放領辦法§5、6）
、放領面積相關事項（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
§7）、相關作業事項（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9~15）、價金相關處理事
項（公有山坡地放領辦法§8、17~19、22、23）
、政府收回土地規定（公
有山坡地放領辦法§20~22）。
最後，由於國土復育意識高漲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之關係，目前
有關國土復育條例所指之相關土地皆在禁止放領之列。國土地復育條
例草案第十五條規定：「高海拔山區、中海拔山區、地海拔山區、海
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公有土地應優先作為保育用途，禁止放
領」，因此就上述地區內之公有土地目前已暫緩辦理放領事項，以配
合國土復育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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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管理經營
國有財產法中對於國有土地之管理事項主要規定於第三章保管
中，其中該章內容又分為登記（§17~20）
、產籍（§21~24）與維護（§
25~31）等事項。首先，關於國有土地之登記必須依相關法令進行之，
以確定其產權（§17）
；而登記權責機關係由管理機關囑託該管地方地
政機關為之（§18）
。而針對國境外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係由外交部
或各使領館依所在地國家法令，辦理確定權屬之程序（§19）
。再者，
針對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產籍，管理機關必應設置相關產籍資料如資
料卡、明細分類帳、國有財產總帳等，並列冊層報主管機關。最後，
有關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維護事項，主要是針對國有土地之處分收益
之限制與其相關保全事項。國有財產法及其施行細則設有專章外，相
關子法也有相當多之規定，說明如下：
一、管理機關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國產§
11）。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承財政部之命，
予以直接管理（同法§12）。天然資源之開發、利用及管理，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應由管理機關善為規劃，有效運用（同法§32Ⅱ）。
二、管理方法
（一）保留
為保障邊疆各民族之土地使用，國家有權保留國有土地及其定著
物（國產§6）。
（二）登記
取得國有財產應分別依有關法令完成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辦
理登記的機關、未登記國有土地登記之辦理、境外國有財產登記之辦
理(國產§17~20、國產細§12、14、15）。另外，尚有臺灣省有財產所
有權移轉國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業辦法針對精省台灣省之財產
移轉登記事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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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籍
針對公有土地應全面清查之，逐筆建立產籍卡、冊，一有異動，
應即辦理釐正，並加速產籍資料電腦化（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
1Ⅰ）
。國有財產資料卡的設置與訂定、國有財產總帳的設置、國有財
產如有滅失毀損、拆卸改裝、報廢、出售、贈與等，應辦理產籍註銷
（國產§21~24、國產細§18、21）
。另外針對國家資產之產籍，財政部
應確實掌握國家資產有關資訊，建置各類資產產籍管理及地理資訊系
統，並針對國家資產經營管理需要，擬定具體方案，提報國家資產委
員會議決議後執行（接管要點§7、國家資產經營管理一元化執行要點
§7，以下稱執行要點）。此外，管理機關所管理之國家資產，應依其
資產性質，建置完整之產籍管理資訊，定期更新，並配合各類國家資
產資料庫之建構及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決策需要，隨時提供有關
資料（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原則§4，以下稱經營管理原則）。除上述原
則性規定外，目前尚有其他屬細節性之法規，例如：
（1）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
（2）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3）國有土地地籍籃晒圖管理要點
（四）維護
經管國有財產應注意保養及整修（國產§25）；若損害國有財產
負有的刑事法律責任與損害賠償責任（國產§27）；而國有不動產經
他人以虛偽之方法，為權利之登記者，經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查明確
實後，應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提起塗銷之訴；並得於起訴後囑託該
管直轄市、縣 (市) 地政機關，為異議登記（國產§30）；管理機關
經管之國有財產，除應經常為適當之保養外，其他防範措施亦必須完
備（國產細§22）。另外針對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若短期內尚
無處分計畫之土地，提供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實施綠美化（接管要點
§5）。此外，尚有申請代為整理維護國有非公用土地環境案件處理原
則之規定。
（五）移交接管與清查
國有公用財產用途廢止、基於國家政策需要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或者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互易其財產類別時得變更其管理機關（國
產§33~35、國產細§27）
。而國有公用財產得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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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機關、學校、部隊管理之國有公用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依法處理： 1、用途廢止者。2、
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土地，經檢討已無公用必要者。3、經排除占用之
土地，已無公用必要者。前項移交財產為房地者，其建物已逾耐用年
限，除情形特殊經商得國產局同意報經財政部核准現狀移交外，應由
管理機關辦理報廢拆除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依法處理
（執行要點§11）。
另外，針對國家資產之移交接管與清查，經營管理原則有以下之
規定：國家資產之經營管理，應以成本及效益為指標，其有下列情事
者，應予檢討並為適當處理：
（一）閒置或低度利用。
（二）非業務必
要之建置或使用。（三）不經濟使用。國家資產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
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國家資產之用途廢止、閒置或經排除占用之土
地，已無公用或業務使用必要時，應依移交接管或報廢拆除等方式處
理（經營管理原則§6）。
國立學校不得使用非經依法指定作為學校使用之國有土地；其已
使用者，除教學或校務直接必要使用，經列冊陳報主管機關核轉本會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或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依都市計畫容許使用，
或得作為從來之使用外，其餘均應於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前，依有關
規定處理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依法處理。政府機關、
部隊非有必要，應儘量避免使用國有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工業
區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種類為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其已建
築使用者，應由主管機關於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前逐一檢討列冊查
核，非報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不得繼續使用（經營管理原則§
7）
。管理機關所管理之國家資產為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
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種類為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且已建築
使用者，應全面清查其房屋狀況，查定有無低度利用情事（經營管理
原則§10）。
而針對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其移交接管登記、清（勘）查、
分割包括先期作業、變更非公用或移轉國有、實地點交及資料移交、
作業時程及分工（接管要點§4）。此外針對國有土地移交接管與清查
之相關法規如下：
（1）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作業注意事項
（2005.11.6 修正）
（2）各機關經管非公用國有財產辦理移交注意事項（行政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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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財字第五七八九號令核定）
（3）臺灣省各縣市政府代管非公用國有土地移交接管實施要點
（1974.3.1 訂定）
（4）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
（5）國有非公用土地全面清查作業要點
（6）委託管理國有非公用土地全面清查作業要點
（7）國有公用土地全面清查作業要點
（六）檢核
國家資產之管理機關應積極檢討管理不動產，提昇運用效率（經
營管理原則§8），國有財產之檢查應對於各管理機關或國外代管機關
有關公用財產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情形，應為定期與不定期之檢
查（國產§61）；財政部對於各主管機關及委託代管機構管理公用財
產情形，應隨時查詢（國產§62）；財政部對於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
委託經營事業機構管理或經營非公用財產情形，應隨時考查，並應注
意其撥用或借用後，用途有無變更（國產§63）。
而針對公有土地必須加強土地檢核，定期或不定期派員逐筆查對
使用情形（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1Ⅱ、接管要點§7）。公有土地
主管機關對公有土地之管理與利用情形，應定期或不定期檢核，並督
導管理機關或代管機關之管理（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2）。
檢核主要之內容不外乎為 1、主管機關對所屬管理機關經管之財
產有無辦理檢查。2、經管之不動產是否依規定辦理登記。3、經管之
產籍管理是否完善。4、此外尚有其他有關國有土地檢核之規定如。5、
不動產之管理、使用及收益是否符合規定。6、財產帳之處理是否符
合規定等等。藉由受檢機管之簡報與舉辦座談會等之方式，就訪查時
所發現之優缺點進行雙向溝通，以期促進受檢機管於財產上之管理更
加完備40。而檢核之主要相關規定如下：
（1）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業務檢核要點
（2）國有財產檢核實施要點

40

以上檢核之計畫內容主要參考財政部 95 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實地訪查計畫書（台
財接字 0950007602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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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託管理
財政部視國有財產與國有財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實際情況之
需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代為管理或經營（國產§13、接管
要點§5）。國有財產在國境外者，由外交部主管，並由各使領館直接
管理；如當地無使領館時，由外交部委託適當機關代為管理（國產§
14）。
另外就國土復育條例草案施行後，其所實施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的
管理及保育事項，得視實際需要，委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適當
機關、團體或原住民部落辦理，或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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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之撥用
所謂撥用係指政府基於公法上之權利，使得需用土地機關取得該
土地使用權的一種方式。易言之，撥用是政府機關間對公有土地使用
權之移轉，原則上為無償撥用，於例外時為有償移轉。以下則針對國
有土地撥用之相關規定分析之。
一、撥用之概述
公共建設需用國有土地依法辦理撥用，於未核准撥用前，公產管
理機關應同意先行使用。其有償無償之認定，應確實依「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如為有償撥
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標
準。
並非所有之國有土地皆可撥用之，於特殊情形下撥用之行使必須
受到限制，以下就相關法規說明之。
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原則上得申請撥用，但位於繁
榮地段且撥用目的無特別需要者、或作宿舍使用者、或不合土地使用
分區規定者，不得撥用（國產§38）
。依國產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奉准撥用之土地，撥用機關因事實需要不能在一年內使用者，得向財
政部申請展期，但以半年為限（國產細§26Ⅲ）
。撥用如有用途廢止、
變更、擅供收益使用、擅自讓與他人使用、或空置逾一年之情形，應
收回之（國產§39）。
各級政府機關申請撥用國有不動產或未登記國有不動產，如確因
軍事需要或其他緊急情況，於敘明理由併同申請撥用案，報經其上級
機關核明屬實，並函轉國產局審查同意後，得先行使用。申請撥用之
不動產非國產局管理者，其先行使用，於核准撥用時同意之（國有不
動產撥用要點§8）。申請撥用國有土地上之國有建築改良物，申請撥
用機關如有使用需要時，應一併辦理撥用（同上要點§11）。
都市計畫範圍內，各級政府撥用國有土地，不得妨礙當地都市計
畫。國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都市計畫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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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償與無償撥用
撥用基本上為無償撥用，於例外之情形者得以有償撥用之，然為
解決有償撥用與無償撥用的標準，特定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
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加以規定之，以下則就其規定說明之。
（一）無償撥用
申辦撥用時，除法令規定以有償撥用外，以無償為原則。國有財
產法第三十八條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
所需，得申請撥用。
（二）有償撥用
１、國有非公用土地屬於下列情形，應辦理有償撥用：
（1）國有學產不動產，非撥供學校、道路、古蹟使用者。
（2）獨立計算盈虧之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與其他機關間
互相撥用之不動產。
（3）專案核定作為變產置產之不動產，非撥供道路使用者。
（4）管理機關貸款取得之不動產，其處分收益已列入償債計畫
者。
（5）抵稅不動產。
（6）特種基金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不動產。
（7）屠宰場、市場、公共造產事業使用之不動產，且其非屬地
方政府同意無償撥用其所有不動產之情形者。
（8）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不動產、特定專用區容
許住、商、工業使用之不動產，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甲、乙、丙、
丁種建築用地及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且其非屬中央政府機關撥用國有
不動產之情形者。
（9）前款不動產屬都市計畫範圍者，其土地於民國九十四年八
月四日後，變更為非供住、商、工業性質之使用分區或容許使用項目，
且其變更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律變更。
○
2 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
二款規定變更。
3 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變
○
更，並先經公產管理機關同意。
（10）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有償撥用之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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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辦理有償撥用不動產時之取償：
（１）土地之取償，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原則上以核准撥用日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２）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取償，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
定現值為準。
三、撥用之撤銷
非公用財產經撥為公用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由財政部查
明隨時收回，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但撥用土地之收回，應由財
政部呈請行政院撤銷撥用後為之：（一）用途廢止時。（二）變更原
定用途時。（三）於原定用途外，擅供收益使用時。（四）擅自讓由
他人使用時。（五）建地空置逾一年，尚未開始建築時（國產§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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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被占用土地之處理
國有土地被占用之問題由來已久，探究其原因，主要係因日據時
期過渡於國民政府時期間之時局紊亂，加上經戰亂後，相關產籍資料
的缺漏，使得國有土地被占用之問題自光復初期時早已存在。早期在
政策宣導不足、人民法治觀念薄弱與管理機關人員不足之情形下，國
有土地被占用之情況持續發生41，而近年來為解決此問題，國有財產
局等機關著手擬定相關之規定，以期解決。國有財產法及其施行細則
並未對國有土地被占用之處理有相關規定，主要依據源自於行政規
則，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2001.3.15 修正）與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接管國家資產處理要點，對於占用處理作大原則之規定，而國有公
用土地與國有非公用土地除了遵守規定處理外，另外分別依據各機關
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
理要點之規定處理，以下就目前法律上的相關規定與處理方式概述
之：
一、處理原則
依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一條第三項之規定，積極處理
被占用之土地，依法令得出租者，限期辦理租用，逾期不承租者應予
收回；依法令不得出租者，限期收回；其非法地上物洽請業務主管機
關依法排除。
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國家資產處理要點第三條規定，積
極處理被占用不動產，依法辦理出租、出售或排除占用，並追收使用
補償金，以增裕庫收，兼顧社會公平正義；閒置之廠區或大面積之土
地或低度利用之土地，於依法處理前，加強巡查列管，避免被占用或
製造髒亂並與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積極研議改良利用或委託管理、委
託經營，提昇利用效率。占用處理及訴訟作業：依「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者，得以出租、讓售、專案讓售、視為空地標售、現狀標售或委託經
營等方式處理。無法依上述方式處理之被占用不動產，應通知占用人
自行拆除或騰空交還。占用人拒不配合辦理者，得斟酌占用情節，以
民事訴訟排除，違反相關法律或使用管制者，通知或協調主管機關依
法處理；或依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移請地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檢
41

有關於國有土地被占用之原因論述，請參劉維真「國有土地被占用問題之分析研究」
（國立政
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第 18-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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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機關告訴。
二、國有公用土地被占用之處理
依據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收回之方式又
依管理機關是否有公用需要或是否為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有不同
之規定：
（一）各機關經管被非政府機關占用之國有不動產，管理機關有公用
需要或為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依下列方式收回後，依預
定計畫、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
1、協調占用者騰空遷讓。
2、協調地方政府以違建拆除。
3、訴訟排除。
4、其他適當處理。（§1）
（二）管理機關已無公用需要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除地上為
公有宿舍，仍應由管理機關依雙方法律關係及相關法令予以處
理或騰空移交外，得依下列方式處理：
1、各機關經管之不動產係於國有財產法施行前取得，取得後從
未供公用或於國有財產法施行前已廢止公用者，現狀移交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處理。
2、前款以外之不動產，應循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或撤銷撥用，
騰空移交國產局接管，或按現狀移交。（§1）
（三）另外，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除被中央機關占用
者外，應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向占用人追收歷年使用補償
金。（§4）
三、國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之處理
（一）占用人類型
國有土地之占用人繁多，而依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
點之規定，主要分為兩大類：一為政府機關或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
機構；另一為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或私人。然針對以上兩種占用
人之占用處理方式有所不同，容後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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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用處理方式
國有土地被他人占用，使國家資源財產遭受侵害，國家基於公權
力應當強力排除該等不法之占用，以維護國家資產之完整與社會公平
正義；惟被占用之原因不外乎為國有土地主管機關未善以利用等，因
此，從使用效率與公平之觀點而言，國有土地應視其被占用之類型與
狀況，分別處理之。以下則就各占用之處理方式分析之。
1、出售
針對國有土地占用之處理方式，主要有以出售之方式直接將所有
權移轉於占用人，然又視各種情形，出售得分為讓售、專案讓售、現
狀標售與委託出售等。
（1）讓售
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或私人占用若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者，得以讓售方式處理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處理要點§5）
。
（2）專案讓售
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或私人占用若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者，得以專案讓售方式處理之（同要點§5）。
（3）標售
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或私人占用若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者，得以視為空地標售、現狀標售方式處理之（同要點§5）；
如地上種植蔬菜、水稻、竹類、果樹、雜木或其他農林作物者，被占
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得視為空地，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
標售（同要點§7）；如一棟國有房屋被數戶使用，無法辦理分割或無
法取得協議共同補辦租賃手續者，被占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急待處理
並得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由財政部核准辦理
現狀標售之（同要點§8）。
2、出租
公有土地被占用時應以限期辦理租用或收回之方式積極處理被
占用之土地（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1Ⅲ）。為解決國有非公用不
動產被占用之問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7 規定只要符
合按現狀接管者與使用情形複雜，短期內無法騰空，且因情形特殊，
急待處理者，得逕按現狀辦理標租，其歷年使用補償金，應向實際占
用人追收。
3、撥用
政府機關或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占用機關（構）如因公務
或公共需要使用者，得依法申辦撥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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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3）。
4、委託經營
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或私人占用若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者，得以委託經營方式處理之（同上要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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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為求國有土地之有效利用避免其之閒置而造成國家資源浪費，並
求引入民間之活力以注入國有土地之利用開發，以增加其使用效益與
效率，目前則主要係藉由國有土地之租賃、使用權釋出、作價投資與
信託的方式進行之，以下則就其現行法規規定分析之。

壹、土地租賃
國有非公用土地有數種租賃方式，包括出租、標租、逕予出租以
及放租等，其相關法令說明如下：
一、標租
標租，係指以公開招標方式，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與得標人
（國產細§43-1）
。國有非公用財產之出租，原則上以標租方式辦理，
且應以書面為之（國產§42）
，針對此之標租國產法授權由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以下稱出租管理辦法）訂定，其有關於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標租事項主要規定於第二章的標租，本章共有十一條條
文，其主要規定事項為標租程序與適用條件（§6、7）
、標租租金相關
事項（§8、9）、保證金事項（§10、11）、租期屆滿相關處理事項（§
13~15）等等。
公有土地除未出租之耕地、林業用地及養殖用地應交由林務機關
實施造林外，得配合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依法辦理出租或標租（公
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4）。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適宜辦理標租
之基（房）地，依據「國有非公用基（房）地標租作業程序」辦理標
租（§5Ⅵ）。
二、逕予出租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辦理。但合於左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得逕予出租：
（一）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逾六個月者。
（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歷年
使用補償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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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得讓售者。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書面為之者，
不生效力。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賃關係者，承租人應於
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未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者，管理機
關得終止租賃關係。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由財政部擬定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國產§42）
。另外，亦制定「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出租管理辦法」針對國有非公用不動產逕予出租之規定事項，訂定
於本辦法之第三章，本章共有十三條條文，主要規定事項有程序與作
業事項（本辦法§17、21~24）
、逕予出租資格規定（本辦法§18~20）、
補償金與租金（本辦法§25、27）、租期屆滿（本辦法§29）等等。
三、放租
國有耕地得提供為放租之用。邊際及海岸地可闢為觀光或作海水
浴場等事業用者，得提供利用辦理放租；可供造林、農墾、養殖等事
業用者，得辦理放租（國產§46）。耕地、海岸地，符合「國有耕地
放租實施辦法」或「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規定者，得辦理
放租（接管要點§5Ⅵ）。
而針對國有耕地放租之細部事項，另訂有國有耕地放租實施事項
加以規定之，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係依照國產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之規定所定訂。本辦法全文共十七條條文，主要規定事項有國有耕地
之定義規定（§2、3）、放租對象（§6）、放租內容與相關作業事項
（§7~10）、違約金與租金事項（§11~12）、其他事項（§13~17）。
另外，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係依照國產法第四十六條第
二項之規定所定訂本辦法全文共十四條條文，主要規定事項有國有非
公用海岸地之定義與適用（§3、4）、放租對象之規定（§5）、租金
（§6）、租賃規定相關事項（§7~9、11、12）、租約終止事項（§10）。
此外，尚有其他與放租相關之規定如：
（1）國有耕地放租實施事項
（2）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國有耕地放租作業須知
（3）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作業程序
為配合國土復育工作之進行與國土復育條例將來之施行，就下列
地區之公有土地不得辦理出租或放租：高海拔地區、中海拔地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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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地區、海岸地區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但若上述地區之公有土地
做下列用途使用時尚得以出租或放租：生態保育或研究有關之設施、
國防設施、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依國土復育條例規定辦理之安
置；惟若依上述以辦理出租或放租之土地，有超限利用或違約使用之
情形，應立即終止租約並回收造林或自然復育（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16 條參照）。
四、其他出租
除上述針對出租事項有所規定外，以下尚有其他有關國有土地出
租事項之相關規定。
礦業法（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修正）第七十六條規定，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本法修正前已設定之國營礦業權，原經營人或
承租人得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十日內，就其原經營或承租之國營
礦區，申請改設定為採礦權，其有效期間至原國營礦業權期限屆滿之
日止。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設定之國營礦業權，原經營人或承租人已依
海域石油礦探採條例規定並經行政院核准與外國公司或大陸地區公
司簽訂海域石油礦探採契約者，依原契約之約定，不受本法規定之限
制。國營礦業權無經營人或承租人者，主管機關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廢止其礦業權之設定；國營礦業權之經營人或承租人未依第一項
規定申請改設定為採礦權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第六十一日，廢
止其礦業權之設定。
發展觀光條例(民國 92 年 06 月 11 日修正)第四十五條規定，民
間機構開發經營觀光遊樂設施、觀光旅館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
核定者，其範圍內所需之公有土地得由公產管理機關讓售、出租、設
定地上權、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信託或以使用土地權利
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興建、營運，不受土地法第
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依前項讓售之公有土地為公用財產者，仍應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由非
公用財產管理機關辦理讓售。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民國 90 年 06 月 20 日修正)，第十一條規
定，農田水利會因興建或改善水利設施而必須之工程用地，應先向土
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議承租或承購；如協議不成，得層請中央
主管機關依法徵收。如為公有土地，得申請承租或承購。原提供為水
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在使用期間，其土地稅捐全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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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 11 點規定，依其
他法律申租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並視租賃標的檢
附下列文件：
（一）依礦業法規定租用礦業用地：
１、礦業主管機關核定礦業用地證明文件及明細表影本。
２、礦區圖。
３、採礦或探礦執照影本。
（二）依都市計畫法規定租用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公共
設施用地：主管機關核發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證明文件。
（三）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規定租用因興建或改善水利設施必
須之工程用地：農田水利會興建或改善水利設施文件。
（四）依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租用開發經營觀光遊樂設施、觀光旅
館用地：行政院核定函。
（五）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規定租用共同運銷之集貨場或批發市
場用地：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六）依其他特別法規定得予出租之證明文件。
前項文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核轉本局或出租機關者，申請人
免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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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使用權釋出
一、委託經營
財政部視國有財產實際情況之需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
代為經營（國產§13）
。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五
點規定，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原則上應由國產局所屬地區辦事
處、分處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但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需
要或各級政府建設需要，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獲准整體開發者、
與相鄰地合併使用有利於整體規劃，提升利用價值者，以及使用情形
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得專案核准委託特定受託人經營。
另於國家資產之管理機關改制或民營化，其作價投資或留用之資
產，其非屬業務經營所必需且有膨脹其資產淨值之虞，不利於合理投
資報酬率之達成或民營化之規劃與推動者，應於改制或民營化前繳回
國庫之資產、或該點其他各款應於改制或民營化前繳回國庫之資產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委託經營方式由原管理機關繼續經營管理：
（一）非業務直接使用者。
（二）屬第五點不經濟使用者。
（三）改制
或民營化時暫無法停止使用，或另需規劃搬遷者。（四）改制或民營
化後有使用需要，但未納入作價投資或留用者。（五）其他經本會委
員會議審議決定者（經營管理原則§12）。
而財政部為增進國有非公用財產之經營效益並避免閒置，特訂定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本要點全文共有二十六點，其主
要規定事項如下，受託人（§4）、委託經營之方式及相關作業事項（§
5、7~10、14、15）、委託經營期間（§6）、權利金事項（11~13、18）、
相關權利義務（§19、20）、終止委託經營事項（§22、23、26）以及
其他相關事項等。
二、設定地上權
為配合國產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針對國有非公用財產得
設定地上權之方式加以利用的規定，則制定「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
上權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以利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
之利用與管理。本要點共有二十點，其主要規定事項有適用標的（本
要點§2）
、地上權設定之方式（本要點§4）
、程序及相關作業事項（本
要點§5~8、18~20）
、存續期間（本要點§9）
、權利金與租金（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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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11）
、相關權利義務（本要點§12~15）
、地上權之撤銷（本
要點§16~17）等。
此外，針對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經規劃利用後，符合「國有
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規定，其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
上，可供單獨開發建築使用，不宜標售而適宜設定地上權者，得辦理
設定地上權。但基地興建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公寓大廈，應避免以設定
11）。
地上權方式處理，以免造成日後管理困擾（接管要點§5○
三、其他方式
管理機關經管之不動產，在不違背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或營利事
業項目前提下，盡量以收益方式提供他人使用，以增裕收入。管理機
關就前項收益有個案規劃執行之必要者，應主動擬具利用計畫，陳報
主管機關核定後，積極辦理（經營管理原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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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之作價投資
一、原則
作價投資係財產處理方式之一，然國有財產法僅於第四十八條規
定非公用財產類之「動產」得提供投資之用，並無國有土地作價投資
之相關規定。而政府基於政策需要或為推動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
開始以個案核准國有財產作價投資公民營公司，並漸演成通案處理模
式。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修正「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目前
最新修正為 92.1.15）時，增列以國有資產作價投資之規定。依據現
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六條之規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事業主
管機關可採（一）出售股份、（二）標售資產、
（三）以資產作價與人
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
（四）公司合併，且存續事業屬民營公司、
（五）
辦理現金增資，五種方式辦理。而且，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事業主
管機關得報請行政院核准，公開徵求對象，以協議方式為之，並將協
議內容送立法院備查。而國家資產之管理機關改制或民營化，其作價
投資或留用之資產，以業務經營上必要使用者為限，並於提報國家資
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作價投資或留用（經營管理原則
§11）。
非公司組織國營事業機構及公司組織國營事業機構均屬國家資
產管理機關之一（經營管理原則§3），國營事業民營化視國營事業機
構是否為公司組織型態而有不同之處理方式：
（一）非公司組織國營事業民營化
非公司組織之國營事業民營化，可採用資產標售及以資產作價合
資成立民營公司，稱為「一階段民營化」，而若是採用先改制為國營
公司組織後，再以其他方式移轉民營，則稱為「二階段民營化」，兩
者均涉及國有財產之處分或作價投資。非公司組織國營事業機構將其
業務所需用之公用財產，於事業民營化時隨同移轉者，不受國有財產
法第二十八條之限制（公§6Ⅲ），故於一階段民營化隨同移轉之國有
公用財產，可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逕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處理，
無須先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有財產局配合處理，而於二階段民
營化之案件，其資產之作價移轉，則仍應循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辦
理。一階段民營化案例如民用航空局台北航空貨運站民營化，先公司
化案例如經濟部所屬台灣製鹽總廠之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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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國家資產，非公司組織國營事業改制為公司時，其原管理非
營業所必需之國家資產不得作價投資公司。但屬業務上確需使用者，
應提經其委員會議同意後作價投資（國家資產經營管理一元化執行要
點§14）。
（二）公司組織國營事業民營化
依國有財產法第四條規定，公司組織國營事業供「股份」屬國有
財產，至於公司名下不動產、動產等資產均屬公司所有而非國有。故
公司處分名下資產時不必適用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出售公司股份雖
涉及國有財產法之規定，惟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就移轉民營財產
處分部分乃國有財產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實務案例多採釋出
股權之方式處理，將國家持股比率降到 50%以下，以達移轉為民營之
目的，例如中鋼公司。
二、其他相關事項
針對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其檢討收回各管理機關不再作為
公用或不作價投資或留用，由國產局依法處理之不動產（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接管國家資產處理要點§2）。而國家資產經國家資產經營管理
委員會審議管理機關改制或民營化作價投資或留用之資產，必要時得
實地勘查擬留用資產之現況，或要求管理機關提出資產報酬率或運用
效率評估報告，或委託公民營專業機構評估各事業在有效率經營下所
需使用之不動產規模（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原則§13）。
國營事業機構民營化有關國有資產之處理，均需提報國家資產經
營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除一階段民營化案件，得由事業主管機關
逕依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六條第三項等規定辦理外，均循序將原
屬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再予處理或作價投資，或就非公司業
務所需之資產減資繳庫。其處理原則之審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之作
業、接管登記、計價、預算程序、稽察程序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等
作業，係由國有財產局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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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有非公用土地之信託
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
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託法§1）。信託得提高信託標的之利用效用，因此，在此前提之
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亦得藉由信託之方式加以利用改良，以提高其
利用價值。而目前有關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信託，散見於各種法令之
中，說明如下：
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改良利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信託方
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改良土地、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
或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國產§47Ⅱ）
。依國產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之事項，應訂定工作計畫及其他應載事項，並應以中華民國
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且應與信託對象簽訂契約（國產細§48、
48-2、48-3）。若是徵收之土地得以信託之方式提供民間機構投資建
設（土徵§56）。
針對促進都市更新之推展，都市更新得以信託之方式實施之（都
更§13）
，而針對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
一律參加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
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六十六條、預算法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第八十條及各級政府財產管理規則相關規定之限
制。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為公有財產須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
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各級政府之非公用財產管理機關逕行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統籌處理，不適用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五條
及各級政府財產管理規則之相關規定（都更§27Ⅰ、Ⅱ）
。因此，上述
之公有財產得以自行辦理、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
構辦理更新，若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1 、○
2 ）。
時，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都更§27Ⅲ○
針對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公有土地者，主辦機關得於辦理撥用
後，訂定期限以信託之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
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15Ⅰ）。
針對執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得運用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
之國有土地，興建住宅社區或為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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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4Ⅱ）。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除主管機
關自行改建外，另得信託方式與公、民營開發公司合作經營、處分及
管理（同條例§11）。
針對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改良土地、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
屋或其他非興建房屋之專案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以信託方
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改良土地或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
11）。
或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接管要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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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證券化
依照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四條之規定，目前不動產證券化得分為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與不動產資產信託。前者係謂向不特定人
募集發行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以投資不動
產、不動產相關權利、不動產相關有價證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
資標的而成立之信託。此就委託人而言，形同將其不動產出售以獲得
價金之行為。
後者係謂委託人移轉其不動產或不動產相關權利予受託機構，並
由受託機構向不特定人募集發行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以表彰受益人對該信託之不動產、不動產相關權利或其
所生利益、孳息及其他收益之權利而成立之信託。此就其還本之型
態，得分為融資型與賣斷型兩種，融資型之委託人需於期限屆滿或期
限屆滿前，籌資清償投資人之受益證券，並取回信託標的；買斷型是
由受託人處分信託標的以清償投資人，對委託人而言其信託標的形同
賣斷。
縱觀不動產證券化之主要目的係為不動產募集資金，然目前國有
財產是否有必要藉由不動產證券化加以利用之，不無疑義。申言之，
若就國有公用財產而言，依國有財產法規定其不得處分42之，然不論
就不動產資產信託抑或不動產資產信託之買斷型，皆必須將不動產加
以處分；另外不動產資產信託之融資型，雖未將其所有權出售，但就
其效果而言，該標的之處分權等易受到相當之限制，於解釋上因屬此
所指之處分，因此於國產法之規定下，公有財產並無適用之餘地。
而就非公用不動產而言，依證券化條例第十七條與第三十條之規
定，不動產證券化之標的必須係已有穩定收入之不動產始足當之。然
就現行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中，符合上述要件之標的，多半屬小面積
之房地，其收益不足以為不動產證券化之標的，無法吸引籌資意願。
另外，不動產證券化尚需負有相當之成本費用，而就不動產投資信託
與不動產資產信託之買斷型而言，其對於信託標的之最終效果與標售
之效果並無二致，惟標售所需負擔之成本又較證券化來的低，因此就
利用效率之觀點上，國有非公用財產亦無證券化之必要。

42

此所謂之處分，依照國產法細則第二十五條：「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處分，係指出售、交換、
贈與或設定他項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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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就上述而言，目前之國有財產並不適合以不動產證券化之
方式加以利用。由於目前不動產證券化無法適用於開發型之不動產，
僅得適用具有穩定收益之標的，因此就國有土地之開發亦無法適用此
方式加以利用，惟目前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修正草案中，欲增加開發
型之不動產證券化，因此，若待該項法案通過後，則藉由開發型不動
產證券化針對國有非公用之土地加以開發應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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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有非公用土地之開發機制
針對國有土地之開發，目前亦無專法規定之，而係散見於各項法
規當中，以下則就目前有關之相關法規說明之。
尚未完成登記應屬國有之土地，係經地方政府投資開發者，得陳
報行政院核准，登記為地方政府所有（國產§15Ⅲ）
。公用財產之開發、
利用及管理應由管理機關規劃運用（國產§32）
。天然資源之開發、利
用及管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管理機關善為規劃，有效運用（國
產§32Ⅱ）。
公有土地得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辦理、提供
各級政府辦理或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聯合民間為左列之開發經
營事項：
（一）興辦公共設施。
（二）興建國民住宅或軍、公、教住宅。
（三）興建辦公大樓。
（四）開發工業區。
（五）開發休閒遊憩設施。
（六）公共造產或造林。（七）其他配合政府經濟政策及產業發展需
要之開發經營（公有土地經營及管理原則§3）。
國產局所接管之國家資產得視情形進行整體開發或是單獨開
發。若該資產係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五點規定，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原則上應由國產局所屬地區辦事處、分處
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但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需要或各級
政府公共建設需要，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獲准整體開發者、與相
鄰地合併使用有利於整體規劃，提升利用價值者，以及使用情形或位
置情形確屬特殊者，得專案核准委託特定受託人經營；若國有非公用
土地經規劃利用後，符合「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第
二點之規定，其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可供單獨開發建築使用，
不宜標售而適宜設定地上權者，得辦理設定地上權。但基地興建為區
分所有建物之公寓大廈，應避免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處理，以免造成日
後管理困擾。
而為配合申請開發案件範圍內國有土地之處理，促進土地有效利
用，特訂定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開發案件處理要點。本要點全文共十
三點，主要規定事項有適用範圍（§3）
、回饋負擔義務（§4）
、限制開
發情形（§5）、檢附文件與作業費（§6）、契約書及證明文件（§7）、
占用情形（§8）
、延期事項（§9）
、專案讓售（§10）
、違反事項規定（§
11）、解除契約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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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

第一節

國有土地管理組織與機能

壹、日本國有財產之概念
按本研究之對象為各國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制度，而國有土地乃
國有財產之一部，且日本規範國有土地之主要法律為「國有財產法」
（1948 年制定，2006 年 4 月 28 日最近一次修正）。是以，謹先依國
有財產法規定，就日本國有財產之概念，予以敘明。
一、國有財產之範圍
所謂國有財產，係指基於國家之負擔成為國有之財產，或依法令
43
之規定或依捐贈成為國有之財產；其意涵有廣義、狹義之分 。廣義
之國有財產，指所有屬於國家之財產；凡國家所有之不動產、動產、
物權、債權、無體財產權等均屬之，且國家之債務（消極財產）亦屬
之44。現行日本「財政法」第九條所稱「國家之財產」或「為實施基
於日本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相互協力及安全保障條約第六條之設施
及區域與駐日合眾國軍隊相關協定之國有財產管理法」第一條所稱之
「國有之財產」，是為廣義之國有財產。

至於狹義之國有財產，則主要指國有財產法第二條及第四十三條
所規定之國有財產；其範圍，包括：
（一）不動產。
（二）船舶、浮標、浮動碼頭與浮動船塢及飛機等。
（三）上開不動產及動產之從物。
（四）地上權、地役權、礦業權及其他類似權利45。
（五）創作發明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新型新式樣專利權及
43

44

45

国有財産訴訟研究会（編）
『国有財産訴訟の手引』
（民事法情報センター、2002 年第 2 版）1
頁。
植村栄志「国有財産」塩野宏、芦部信喜等人（編）
『基本法学 3－－財產』
（岩波書店、1983
年）142 頁。
例如：永小作權、租礦權、採石權、漁業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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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他類似權利 。
（六）股票、公司債券、新股認購權證券、地方債證券、投資信
託或租賃信託之受益證券等。
（七）屬於舊陸軍省、海軍省及軍需省所管之機械及重要器具。
二、國有財產之分類
日本之國有財產，可分為行政財產及普通財產兩大類；其中，行
政財產依其用途，又可細分為公用財產、公共用財產、皇室用財產及
企業用財產等四類（國有財產法第三條第一、二項）。茲將其內容簡
述如下47：
（一）行政財產
行政財產，乃國家為行政目的而所有之國有公物。為達成行政財
產之行政目的，其於權利義務關係上，多少排除私法之適用（公物之
不融通性）
。申言之，行政財產原則上不得為租賃借貸、交換、出售、
48
讓與、信託或以之為出資目的，或設定私權之標的 ；違反時，其行
為無效（國有財產法第十八條第一、五項）。又，行政財產於不妨礙
其用途或目的之限度內，雖得經許可為使用或收益；但授與許可之行
政財產，其使用或收益，不適用借地借家法之規定（國有財產法第十
八條第六、八項）。
1. 公用財產
公用財產，指供國家之事務、事業或其職員居住之用，或決定供
此等目的使用之財產。例如：辦公廳舍及其基地、監獄、自衛隊駐屯
地‧演習場、國立醫院、國立圖書館、國立博物館、國家公務員宿舍
等及此等用途之預定地等屬之。
2. 公共用財產

46
47
48

例如：意匠權等。
国有財産訴訟研究会（編）
，前揭書（註 44）1-3 頁；植村栄志，前揭文（註 45）144-145 頁。
但屬行政財產之土地，於不妨礙其用途或目的之限度內，諸如：國家為與地方公共團體或政
令所定之法人區分所有一棟建築物，而將該土地租賃借貸，或為供地方公共團體或政令所定之
法人所經營之鐵道、道路或其他政令所定設施之使用，而於該土地設定地上權者等情形時，則
不在此限（國有財產法第 18 條第 2、3、4 項）。且近年，為活用民間資金與經營能力，2003
年修正「活用民間資金等促進公共設施整備法（1999 年制定，又稱 PFI 法）」，依其規定行政
財產得租借予民間選定事業者，以供選定事業（公共設施等）使用（第 11 條之 2、第 11 條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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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用財產，指直接提供公共（一般公眾）使用，或決定供公共
使用之財產。例如：國道、國營公園、河川、湖泊、海岸、港灣等，
供一般公眾自由使用者屬之。
3. 皇室用財產
皇室用財產，指供皇室使用，或決定供皇室使用之財產。例如：
皇居之建物及基地、御所（新宿御苑、京都御苑）、陵墓等屬之。
4. 企業用財產
企業用財產，指供國家企業或其從業職員居住之用，或決定供此
等目的使用之財產。例如：造幣局、印刷局、國有林野事業、酒精專
賣事業等使用之財產屬之。
（二）普通財產
普通財產，指行政財產以外之一切國有財產（國有財產法第三條
第三項）
；惟現行法上，並未如行政財產般，細分其種類。普通財產，
乃基於其資本價值或經濟價值，間接地有助於行政目的之達成；亦
即，其得為出售、租賃、信託或設定私權之標的（國有財產法第二十
條），以為國家財政收入來源之一，於此意義下，普通財產亦被稱為
國有之私物。又普通財產，原則上並非供特定行政目的之物，故於其
管理、處分之際，除適用國有財產法、財政法等特別規定外，並適用
私法之規定。
又普通財產中，有部分普通財產之性質，實近似於行政財產，而
不得自由處分者。例如：基於美國、日本雙方條約之規定，提供美國
駐日軍隊使用之駐地、飛機場、港灣設施等（此種財產又稱「提供財
產」）。
而目前日本國有財產之數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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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日本國有財產會計別、分類別、種類別現值（2004 年 3 月 31 日）
分類・種類

(一般會計)

土

地

建

數量

價格

千平方公尺

日幣/億元

物

數量
千平方公尺

其他

價格

價格

日幣/億元

日幣/億元

計
價格

比例

日幣/億元

％

行政財産

1,191,085

139,765

41,064

35,037

68,885 工作物

26,038

243,688

41.6

公用財産

1,081,481

130,005

40,522

34,159

67,168 工作物

24,440

231,333

39.5

公共用財産

84,945

5,435

343

659

1,482 工作物

1,377

7,577

1.3

皇室用財産

24,658

4,324

198

218

234 工作物

221

4,777

0.8

企業用財産

-

-

-

-

-

-

-

996,399

68,545

7,944

6,055

262,255

342,669

58.4

2,187,485

208,311

49,008

41,093

336,953

586,357

100.0

行政財産

86,774,907

99,309

41,787

37,800

124,223 立木竹

66,321

261,333

60.0

公用財産

1,404,900

96,178

41,009

37,168

42,464 工作物

40,935

175,811

40.4

公共用財産

-

-

-

-

-

-

-

-

皇室用財産

-

-

-

-

-

-

-

-

企業用財産

85,370,006

3,131

778

631

65,448

85,521

19.6

106,440

5,492

498

183

168,686

174,524

40.0

86,881,348

104,802

42,285

37,983

293,070

435,857

100.0

行政財産

87,965,993

239,075

82,851

72,837

193,108 工作物

83,283

505,022

49.4

公用財産

2,486,382

226,184

81,531

71,328

109,632 工作物

65,375

407,145

39.8

公共用財産

84,945

5,435

343

659

1,482 工作物

1,377

7,577

0.7

皇室用財産

24,658

4,324

198

218

234 工作物

221

4,777

0.5

企業用財産

85,370,006

3,131

778

631

81,758 立木竹

65,448

85,521

8.4

1,102,840

74,038

8,442

6,239

430,941

517,193

50.6

89,068,833

313,113

91,294

79,077

1,022,215

100.0

普通財産
計

268,067 政府出資等

(特別會計)

普通財産
計

(合

168,847 政府出資等

計)

普通財産
合

81,758 立木竹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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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915 政府出資等
630,024

貳、國有財產之相關法體系概述
日本財政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國家之財產，應經常保持於良
好狀態，而為之管理；並對應其所有之目的，為最有效率之管理。」
是以，其國有財產之管理，乃以此規定所謂之「適正管理主義」為其
49
基本原則 。為使適正管理主義具體化，爰制定國有財產法以為規範。
申言之，日本關於國有財產管理（包含取得、維護、保存與運用）
、
處分事務之主要基本法規範為國有財產法；該法之目的，乃在對國家
行政機關明示有關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事務行為之一般準則，以使國
有財產得為適正管理。而國有財產法主要之具體內容，概略如下：
一、國有財產之範圍、分類及種類。
二、關於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之機關。
三、關於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之程序。
四、為國有財產之調查、測量而得進入他人土地之程序及確定國
有財產界址之相關規定。
五、國有財產台帳、報告書及計算書之相關程序。
再者，日本有關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之規定，除國有財產法外，
尚有諸多特別法（或特別規定）存在，例如：
一、關於管理處分機關之特例規定──文化財保護法（文部科學
大臣）
；港灣法、道路法、河川法（國土交通大臣）
；國有林野管理經
營法、漁港漁場整備法、農地法（農林水產大臣）…等。
二、關於總括管轄功能之特例規定──國家廳舍等使用調整特別
措置法、國家公務員宿舍法…等。
三、關於擴大行政財產借貸對象之規定──構造改革特別區域
法、活用民間資金等促進公共設施整備法（PFI 法）…等。
四、關於擴大普通財產無償借貸、讓與對象之規定──國有財產
特別措置法、舊軍港市轉換法、無償借貸予社寺等之國有財產處分
法、急傾斜地崩壞之災害防止法…等。
五、關於普通財產出售價款延納期間延長（由五年延長為十年）
之規定──農業法、首都圈近郊整備地帶及都市開發區域整備法…
等。
六、關於台帳相關特例之規定──道路法、河川法、土地改良法、
都市公園法…等。
49

碓井光明「PFI‧国有財産有効利用」芝池義一、小早川光郎、宇賀克也（編）『行政法の争
点』（有斐閣、2004 年第三版）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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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有財產法與財政法、會計法間亦有密切關係。亦即，財
政法，乃憲法關於國家財政規定之主要附屬法，規定國家預算及其他
財政管理之基本事項；其第九條明定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原則。至於
會計法，乃規定國家會計之相關行政機構、收入支出之相關程序、契
約之相關程序、其他關於國家會計處理之通則性處理規範；而有關基
於國有財產租借、出售等之契約或收入之相關程序等，應依會計法為
之。且關於國有財產租借、出售等之契約，並有民法、借地借家法規
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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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財產之管理機關
如前所述，國有財產分行政財產及普通財產兩類。依國有財產法
之規定，行政財產由各省各廳之首長管理；普通財產由財務大臣管
理。茲分述如下：
一、行政財產
（一）行政財產之管理機關
依國有財產法第五條規定：「各省各廳之首長，應管理屬於其所
管之行政財產。」準此，行政財產依法係由中央各省廳之首長就其所
管機關使用之管理。而所謂「各省各廳之首長」，指眾議院議長、參
議院議長、內閣總理大臣、各省大臣、最高裁判所長官，及會計檢查
院長等。又，如上所述，行政財產分為公用財產、公共用財產、皇室
用財產及企業用財產四類；爰列舉其管理機關如下50：
1. 公用財產中之單獨辦公廳舍，由各該使用之省廳大臣管理；
聯合辦公廳舍，由財務大臣指定之省廳首長管理。關於國家公
務員宿舍，其屬聯合宿舍者，由財務大臣管理；各省廳別之宿
舍者，由各該省廳大臣管理（國家公務員宿舍法第五條）。但
重要文化財、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重要文化景觀，原則上由
文部科學大臣管理（文化財保護法第一六三條）。
2. 公共用財產中之河川、道路、海岸、港灣設施、國營公園（昭
和紀念公園等）等，由國土交通大臣管理；漁港財產，由農林
水產大臣管理；皇居外苑等之國民公園、國立公園內之設施，
由環境大臣管理。
3. 皇室用財產之管理機關為內閣總理大臣（宮內廳法第二條第
十四款）。
4. 企業用財產中之造幣局及印刷局之事業設施，由財務大臣管
理；國有林野事業設施，由農林水產大臣管理。
又，各省各廳之首長，得將屬其所管有關國有財產事務之一部
50

公有地政策研究会（編）『公有地執務ハンドブック』（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98 年）
2706-2707 頁；国有財産訴訟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4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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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交由所屬部、局等之首長分掌之；且國家亦得依法令規定，將國
有財產有關事務之一部，委任由都道府縣或市町村處理之（國有財產
法第九條第一、三項）。
再者，當行政財產不再供為行政目的使用時，各省各廳之首長應
廢止其用途，使其改為普通財產，並移交與財務大臣管理之（國有財
產法第八條）。
（二）行政財產之管理委託
行政財產之管理本由各省各廳之首長為之，但於一定之場合，基
於財產之性質、功能、國家之管理能力及其他因素之考量下，得委託
地方公共團體等為之。而此為特殊例外之管理方法，故以法律有明文
規定者為限。於行政財產管理委託時，有關行政財產之具體的管理作
用，全部由管理受託者為之；但被委託管理之行政財產，其管理機關
對於該行政財產之原有管理權限，並非全部喪失，仍對於管理受託者
之管理具有監督權限與責任51。
又，現行法律對於行政財產明定得為管理委託者，例如52：
1. 港灣設施之管理委託（港灣法第五四條之二、北海道開發港
灣工程法第四、五條、沖繩振興特別措置法第一○八條第六、
八項）。
2. 漁港設施之管理委託（漁港漁場整備法第二四條之二）。
3. 第二種飛機場 53內國有財產之管理委託（空港整備法第十四
條）。
4. 土地改良財產之管理委託（土地改良法第九四條之六）。
5. 身體障礙者職業訓練學校之營運委託（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
第十六條第五項）。

51
52
53

公有地政策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1）2714 頁。
小瀧徹『図説国有財産』
（財經詳報社、1995 年）126-127 頁。
指主要供國內航空路線使用之公共用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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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財產
（一）普通財產之管理機關
依國有財產法第六條規定：「普通財產應由財務大臣管理或處
分。」準此，普通財產之管理機關為財務大臣。按財務大臣掌理國家
財政，且普通財產為收益性財產，係財政收入泉源之一；故一般認為
54
普通財產之管理處分由財務大臣統一為之，乃為適當與當然 。
又，普通財產由財務大臣管理乃為原則，但事實上依法仍有若干
例外，而得由財務大臣以外之各省各廳首長作為管理機關者。例如下
列普通財產，即由各省各廳之首長，依法律規定，作為其管理機關。
1. 基於創設自耕農目的而收買之農地（農地法第七八條第一
項）
、國有林野（國有林野管理經營法第八條之二、八條之三）
、
土地改良財產（土地改良法第九四條第一項）等，以農林水產
大臣為管理機關。
2.國家實施港灣工程新生之土地（港灣法第五三條）、舊國道廢
道後之土地、（道路法第九二條第一、二項）、廢河川區域之土
地（河川法第九一、九二條），以國土交通大臣為管理機關。
3. 歸屬國庫之解散團體財產（破壞活動防止法附則第四項）
，以
法務大臣為管理機關。

（二）普通財產之管理委託
國有財產之管理，本來應由國家自行管理；惟國有財產特別措置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普通財產，各省各廳之首長，為謀求該財產
之有效利用，於認為有必要時，得委託適當者管理之。」於是，基於
此一規定，目前實務上對於未利用之普通財產，為謀求其適正之管
理，使之有效利用，並提昇地域福祉，爰將其委託管理，暫時提供一
般公眾使用。目前關於普通財產之管理委託例，例如55：

54

55

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
『国有財産－－法と制度と現状と』
（大藏省印刷局、1991 年改訂版）
36-37 頁。
小瀧徹，前揭書（註 53）162-1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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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未利用土地，已決定或擬決定以無償借貸方式提供予地
方公共團體，供為公園、綠地或垃圾處理場等用途使用，惟
於供該等用途使用之必要相關程序處理完成前，為維持保全
該財產或暫時提供一般公眾使用，爰先行委託該地方公共團
體管理（此種財產又稱「準公共用財產」）。
2. 對於小規模之未利用土地，於處分前，將其委託地方公共團
體管理，作為兒童遊戲場、緊急避難場所等開放空間使用。
3. 為提供將來之需要，經認為保持為未利用土地為適當時，爰
將其委託地方公共團體管理，暫時作為開放空間使用（此種
財產又稱「要保存財產」）。
4. 對於為維持地域居民生活環境而有保全必要之財產、為保存
文化價值之必要財產、或山間偏遠土地等財務局難以管理之
財產，將其委託地方公共團體管理。
5. 對於都市內小規模之未利用土地，將其委託株式會社國有財
產管理調查中心管理，作為停車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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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有財產管理機關之組織與職掌──財務省、財務局
一、財務省及所屬財務局之組織與職掌
由上述有關國有財產之管理機關內容可知，關於國有財產管理，
財務大臣乃為主要者，且國有財產法第七條規定：「財務大臣，應為
56
國有財產之總轄 。」而財務大臣為財務省之首長，其法定權責係由
財務省及所屬機關財務局遂行。以下爰就財務省及財務局之組織（詳
如附圖一：財務省之組織圖）與職掌予以敘明。

56

此一規定中之用語「總轄」，業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修正為「總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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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財務省組織圖

財 務 省

財務大臣

副大臣（2）
內部部局

地方之分部局

大臣政務官（2）

秘書官

財務局（9）
主
計
局

【北海道

國
際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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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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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局

關
稅
局

事務次官

大
臣
官
房

東海 九州 東北

近畿 關東 中國 北陸 四國】

財務事務所（38）

局長
財務官
總務課

次長（2）

出張所（8）

國庫課
出張所（3）

國債企畫課
國債業務課

財務支局【福岡】
財政投融資總括課
財務事務所
（2）

國有財產企畫課
國有財產企調整課

出張所

國有財產業務課
管理課

出張所
計畫官（2）
稅關（8）

註 1：
：基於法律所設置之組織或職

沖繩地區稅關

：基於政令所設置之組織或職

註 2：
（ ）內為組織數；審議會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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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省
按財務省，原稱大藏省，2001 年 1 月因中央省廳組織改革而改
名。依財務省設置法（1999 年制定，最近一次修正：2005 年 10 月
21 日）規定，其掌管之國有財產相關事務如下（同法第四條第四三
至四六款）：
1. 關於國有財產之總括事項。
2. 關於普通財產之管理及處分事項。
3. 關於國家公務員宿舍之設置相關事項及管理事務之總括事
項。
4. 關於國家辦公廳舍使用調整特別措置法第五條所定特定國有
財產整備計畫事項。
57

58

又，財務省內設理財局 （財務省組織令 第二條），上開國有財
產事務係由其掌理。而理財局內，則分設總務課、國庫課、國債企畫
課、國債業務課、財政投融資總括課、國有財產企畫課、國有財產調
整課、國有財產業務課及管理課等九課（單位）
，並置計畫官二人（財
務省組織令第四五條）。其中，國有財產企畫課、國有財產調整課及
國有財產業務課，乃為掌理國有財產相關事務之主要單位，爰將其法
定職掌列敘之。
1. 國有財產企畫課掌理之業務，主要如下（財務省組織令第五
一條）：
（1）關於國有財產制度之企畫及立案事項。
（2）關於國有財產事務營運相關之必要調整事項。
（3）關於國有財產估價之企畫及立案事項。
（4）關於財政制度審議會國有財產分科會之庶務事項。
（5）關於國有財產增減、現在數額及現狀之明示事項。
（6）關於國有財產資訊之提供事項。
2. 國有財產調整課掌理之業務，主要如下（財務省組織令第五
二條）：
（1）關於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相關之必要調整事項。
（2）關於國有財產管理相關之企畫、立案及事務統一事項。
57

58

依財務省組織令第二條規定：財務省內設大臣官房及主計局、主稅局、關稅局、理財局、國
際局等 5 局。
2000 年 6 月 7 日政令第 250 號訂定，2005 年 9 月 30 日最近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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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國家公務員宿舍設置相關事項及管理事務之總括事
項。
（4）關於財務省所管普通財產中之提供財產（參照本節壹、二、
（二））管理事項。
（5）關於基於國有財產法、國家公務員宿舍法及國有財產特別
措置法規定之監察事項。
3. 國有財產業務課掌理之業務，主要如下（財務省組織令第五
三條）：
（1）關於普通財產處分相關之企畫、立案及事務統一事項。
（2）關於普通財產中之創作發明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新型新式樣專利權及其他類似權利與有價證券之管理、處
分事項。
（3）關於財務省所管普通財產管理相關之企畫、立案及事務
統一事項。
（4）關於財務省所管普通財產及該等普通財產管理、處分等
相關之必要審理事項。
（5）關於國有財產估價之必要審理事項。
（6）關於國有廳舍使用調整等相關特別措置法第五條規定之
特定國有財產整備計畫事項。
再者，除上述國有財產企畫課等三課之業務外，關於國有財產相
關預算事項，係由總務課擔任；關於國家之出資及其管理等事項，則
由管理課擔任。
（二）財務局
依國有財產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財務大臣，得將有關國有財
產總括事務之一部分，交由所屬部、局等之首長分掌之。」且如前所
述，同法條第一項亦規定：「各省各廳之首長，得將屬其所管有關國
有財產事務之一部分，交由所屬部、局等之首長分掌之。」於是，財
務省並設其地方支分部局；目前，全國計設有北海道、東北、關東、
北陸、東海、近畿、中國、四國、九州等 9 個財務局，以及福岡財務
支局。且各財務局及財務支局，為將其所掌事務使其派出機關分掌，
爰於全國各者要地區（指不包括財務局及財務支局所在地之府、縣廳
（政府）所在地及北海道之主要地區），設 40 個財務事務所及 1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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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出張所 。

除上述者外，沖繩地區之相關國有財產事務，則係由內閣府所屬
地方支分部局之沖繩綜合事務局（其局長之權限與財務局長同）財務
部（下設財務課、八重山出張所、宮古出張所，並置統括國有財產管
理官）主管60。
以下，擬以關東財務局為例，說明其本局內部掌理有關國有財產
事務之組織與職掌事項：
按關東財務局內，主要設有總務部、理財部、管財第一部及管財
61
第二部 （財務省組織令第八一條）
，並置財務局考查官、首席財務局
監察官、證券交易所監理官、金融期貨交易所監理官、證券交易等監
視官、金融安定監理官等62。其中，管財第一部及管財第二部之主要
業務乃為主管國有財產事務。茲將其內部組織與職掌分述之。
管財第一部內，分設管財總括第一課、管財總括第二課、宿舍總
括課及宿舍建設計畫課等單位，此外，並置國有財產調整官、宿舍技
術調整官、特別國有財產監查官（各 1 人）及總括國有財產監查官（3
人以內）（財務省組織規則63第二三五條）。
管財第二部內，分設審理第一課、審理第二課及訟務課等單位，
此外，並置總括國有財產管理官（9 人以內）及首席國有財產估價官
（1 人）（財務省組織規則第二三六條）。
又，依財務省組織規則規定，上開管財第一部及管財第二部分掌
下列主要業務（同規則第一九七條）：
1. 關於國有財產總括事項。
2. 關於普通財產之管理處分事項。
59
60

61
62

63

詳細請參閱財務局網頁（http://www.mof.go.jp/zaimu/zaimu.htm）。〔2006 年 5 月 11 日檢索〕
詳細請參閱沖繩綜合事務局財務部網頁（http://ogb.go.jp/okizaimu/syokai/welcome.htm）
。
〔2006
年 5 月 11 日檢索〕
其他關東財務局以外之各財務局，僅設總務部、理財部及管財部（財務省組織令第 81 條）。
除此等本局內部組織外，並分設水戶、宇都宮、前橘、千葉、東京、橫濱、新潟、甲府及長
野等 9 個財務事務所（財務省組織令第 83 條）
，其內分設總務課、財務課、理財課及管財課等
單位，並置總括國有財產管理官；以及設筑波、立川及橫須賀等 3 個財務出張所，並置總括國
有財產管理官。
2001 年 1 月 6 日財務省令第 1 號訂定，2005 年 11 月 1 日最近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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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國有廳舍使用調整等特別措置法第五條規定之特定國有
財產整備計畫事項。
4. 關於國家公務員宿舍設置相關事項及管理事務之總括事項。
5. 關於財務局或福岡財務支局所掌有關稅以外各項收入之徵收
事項。
6. 關於外國政府為取得不動產權利所須之程序事項。
二、國有財產總轄（總括）之意涵
由於日本國有財產（尤其土地、建物）廣泛地分布全國各地，其
用途或目的復相當多樣化；而另一方面，其數量卻有限。從而，為使
國有財產經常處於良好之管理狀態及有效率之使用，於統一的方針
下，謀求國有財產整體之綜合調整，確實落實國有財產「適正管理主
64
義」之基本原則，乃有必要 。於是，國有財產法第七條規定：
「財務
大臣，應為國有財產之總轄（總括）
。」關於是項國有財產之「總轄」
（或稱「總括權」）
，乃就國有財產整體，予以綜合處理與調整之各種
65
權限 。而如上所述，此一權限係依法由財務省及授權所屬地方部局
之財務局，乃至財務局下級機關之財務事務所擔任。因其與國有財產
管理（包含取得、維護、保存與運用）及處分之具體內容具有密切關
係，故於分析日本國有財產管理及處分之具體內容前，擬將其具體意
涵，予以闡明。
按依國有財產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所謂「國有財產之總轄（業
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修正為「總括」）」，係指為求國有財產管理及處
分之適當公正，而建構國有財產之相關制度，統一其管理及處分之事
務，明確其增減、現存數額及現狀，並對管理及處分為必要之調整之
謂。就整體國有財產相關法令以觀，關於總括權之具體內容，可歸納
主要者如下66：
（一）國有財產法令立案及解釋之統一。
（二）國有財產台帳、國有財產增減及現存數額報告書等樣式之
決定。
（三）對各省各廳之首長為國有財產資料、報告之徵收、實地監
查、要求必要措施或為必要之指示。
（四）對於因供一定用途之目的，而受讓或租借國有財產（即所
64
65
66

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5）31 頁。
小瀧徹，前揭書（註 53）50 頁。
植村栄志，前揭文（註 45）146-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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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用途指定財產」。詳如本章第二節、貳、二）者，實
施實地監查。
（五）辦公廳舍等之使用調整及特定國有整備計畫之擬定。
（六）同意來自各省各廳首長之國有財產相關協議。
（七）受領來自各省各廳首長之通知。
（八）有關公共用財產、皇室用財產需要國會議決時，其關係書
類之審查及送予內閣。
（九）聯合辦公廳舍管理機關之指定。
（十）各省各廳首長所管國有財產狀況之掌握。
（十一）國有財產增減及現存數額報告書等之受理與審查、國有
財產增減及現存數額總計算書之繕製、送予會計檢查院及
內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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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機制

近二十年來，日本關於國有土地之管理、處分，主要是依循由國
67
有財產中央審議會於 1983 年 1 月提出之報告書 （答申）－－「當前
國有地管理處分之應有取向」之意旨而為之68。簡言之，乃從長期觀
點，對於國有土地，極力謀求其於公共部門之有效活用，優先提供為
公用、公共用之方針，基本上維持不損及此一方針之原則下，有限度
地處分國有地，以確保財政收入。
而如前所述，日本之國有財產，分為「行政財產」及「普通財產」
兩大類。於是以下，本節以國有土地為中心，依序敘明此兩類財產之
管理、處分內容。又，於此應先予說明者，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所
謂管理，指維護、保存與運用之行為（第一條）。其中，維護，乃對
國有財產，施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於不變更其性質之範圍內為修
理、改良，或防止占用等行為；保存，則為回復建物之減耗，使其盡
可能呈現原貌之修繕等行為。至於運用，對國有財產為使用、收益之
行為。另處分，乃指出售、交換、讓與、信託及現物出資等行為。基
於本研究之目的，本節擬聚焦以國有土地運用（尤其收益）及處分之
方式，為論述之核心。而至於其他管理處分措施，例如：用途變更與
廢止、使用承認（借用）等，或讓與與現物出資等諸多細節性措施，
則擬予省略69。

壹、行政財產之管理處分
一、原則
依國有財產法第十八條規定：「行政財產，不得為租賃借貸、交
換、出售、讓與、信託或以之為出資之目的，或設定私權。但屬行政
財產之土地，於不妨礙其用途或目的之限度內，國家為與地方公共團
體或政令所定之法人共同區分所有一棟建築物，而將該土地租賃借
貸，或為供地方公共團體或政令所定之法人所經營之鐵道、道路或其
他政令所定設施之使用，而於該土地設定地上權者，不在此限。違反
前項規定之行為，無效。行政財產，於不妨礙其用途或目的之限度內，
67

68

69

日本大藏省並據此報告，於同年 3 月 31 日發布藏理字第 1000 號通達（命令）──「關於當
前國有地之管理處分」
。
大蔵省大臣官房地方課『大蔵省財務局五十年史』
（2000 年 3 月）第 3 章「管財編」第 1 節「總
說」〔引自 http://www.mof.go.jp/zaimu/50nenn/index.htm〕
。
詳細請參閱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
，前揭書（註 55）104-137 頁、214-293 頁；公有地政策
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1）2708-2714 頁、2733-27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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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許可為使用或收益。地方公共團體、依特別法律設立之法人中經政
令所定者或地方道路公社，有以行政財產供道路、自來水或下水道使
用之必要者，於為第一項但書之地上權設定或為前項之許可時，得無
償使用或收益該行政財產。依第三項規定授與許可之行政財產之使用
或收益，不適用借地借家法（平成三年法律第九十號）之規定70。」
準此規定，國有土地如屬行政財產者，原則上不得為處分或擅為租借
等收益，但為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例外地得為收益之客體。
二、管理機關之變更
日本行政財產管理機關之變更可分為以下兩種：謂「所管換」者，
係指為各省各廳之間所管國有財產之移轉；謂「所屬替」者，係指同
依省廳之下各部局之間所管國有財產之移轉。而其變更之形態又有兩
種，一為單項之財產移轉或相互交換使用；一為有償變更或無償變
更。一般之機關變更係屬國家內部財產之移轉，故原則上為無償；惟
於一般與特別之間之資金運算皆為獨立者，為避免混淆個別會計之獨
立性，則此時之變更須為有償。而有償變更之計價必須要為適當正確
之時價計之。所管換與所屬替之差別請參照下圖。

大臣官房
全計課

大臣官房
全計課
所
屬
替

財務局

所
屬
替
所
屬
替

所管換

財務局

所
屬
替

A 大學

所
屬
替
所
屬
替

B 大學

資料來源：楊松齡（1994）

圖 4-2
70

所管換與所屬替之差別

此為現行國有財產法規定內容，但此部分之規定業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其修正情形如
本章第三節、貳、一及三所述內容）
，惟依此次修法之附則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修正後此部分
規定之施行日期，係由內閣總理大臣自國有財產法修正公布日起一年內，以政令定之；而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現在，該政令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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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若同一機關所管財產，變更其分類及種類謂之「種別
替」。主要有以下之分類，一國有財產之分類變更：特別會計之普通
財產變更為行政財產、行政財產用途廢止成為普通財產，如前述，不
適移交大藏大臣。另一為行政財產種類之變更。種別替之說明請參下
圖。

行

公用財產

公共用財產

政
財

普通財產

產

企業用財產

皇室財產

資料來源：楊松齡（1994）

圖 4-3

種別替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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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普通財產之管理處分
一、出售
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含建築物。以下同），其處分方式中，
最主要且典型之態樣為出售；其主要適用民法買賣之規定。又關於國
有土地出售，基本上固依民法之規定，但出售時，基於國有土地具有
公共性之特質，爰得為確保、達成處分目的之用途指定等規制外，並
遵從國有財產法、會計法、預算決算及會計令等法令之規定。
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國有土地出售時，管理該財產之
各省各廳首長應對其買受人，為用途指定及應供為該用途使用之日期
71
72
與期間 之指定。但如下之情形者，得不在此限（國有財產法施行令
第十六條之七）：
（一）以競標方式為出售時。
（二）依法為減價出售者外，其出售價格未超過二百萬日圓時。
（三）出售予特別緣故者時（諸如：袋地或狹長地形難以利用，
而出售予鄰接土地所有權人等）。
（四）其他有特別情事，財務大臣規定不須指定用途、期日及期
73
間時 。
國有土地，經依規定指定用途及應供為該用途使用之日期與期間
為出售後，於該指定日期經過後仍未供為該用途使用，或供該用途使
用後於指定之期間內廢止其用途時，原管理該土地之各省各廳首長得
解除其契約（國有財產法第三十條）。於是，為確保國有土地承購人
履行義務，爰於國有土地出售時，並與承購人約定買回特約及向法務
省之不動產登記所為登記，於承購人違反義務時，予以買回74。且實
施每年一度之不定期實地調查，同時要求承購人每年一次報告該土地
之使用狀況；承購人如無正當理由而迴避調查或怠於報告時，將對其

71

72

73
74

應供為指定用途使用之期日（指定期日）
，係依承購人之事業計畫、資金計畫等判斷，指定適
當之使用期日；原則上為契約訂定之日起三年以內。詳細請參閱大藏省國有財產局長 1966 年
2 月 22 日藏國有字第 339 號通達（大藏省理財局長 2004 年 6 月 30 日財理字第 2508 號通達修
正 ） ─ ─ 「 普 通 財 産 に か か る 用 途 指 定 の 処 理 要 領 に つ い て 」（ 引 自
http://www.kokuyuzaisan.go.jp/KOKUYU/PC/tsutatsu/KYTMOKUJI.cfm?kind=K）
。
應供為指定用途使用之期間，係以指定期日之次日為始期，一般為十年（包含契約訂定之日
起至指定期日之期間）
；但以造林為目的時，為二十年。
詳細請參閱前揭通達──「普通財産にかかる用途指定の処理要領について」
（註 49）。
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5）219 頁；前揭通達──「普通財産にかかる用途指
定の処理要領について」（註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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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徵收依契約所定之違約金 。
又，固然依國有財產法施行令第十六條之七規定，對於以競標方
式為出售之國有土地，得不為用途指定等。但 1990 年 6 月大藏省國
有財產中央審議會（大藏大臣之諮詢機構）提出「大都市地域今後國
有地管理處分之應有措施」報告，建議為謀求土地之適當利用，應檢
76
討導入指定用途之一般競標出售方式或提案競圖之出售方式 。是
以，即使以一般競標方式出售之國有土地，亦有採指定用途或提案競
圖等之出售者。
再者，對於採一般競標方式出售之國有土地，依大藏省理財局長
77
1991 年 9 月 30 日財理字第 3603 號通達 （同 2004 年 6 月 30 日財理
字第 2508 號通達修正）規定，得於標售時附加如下之條件：
（一）自國有土地買賣契約締結之日起五年內禁止權利移轉及設
定抵押權以外之他項權利。
（二）自國有土地買賣契約締結之日起五年內禁止將土地供為
「風俗營業規制及業務適正化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風俗營業（舞
廳、電子遊戲場業、陪酒飲食店‧夜店等）及同條第五項所定之性風
俗特殊營業使用。
（三）得標人違反上開規定者，應支付出售價金三成之違約金。
（四）為確保得標人確實履行義務，財務局必要時得實施實地調
查，得標人如無正當理由而迴避調查時，應支付出售價金一成之違約
金。
此外，關於國有土地之出售價金，應於該土地點交前繳納。但因
國有土地之出售價金往往相當高額，致對國有土地之迅速、有效率地
出售有影響之虞。是以，對於符合法定資格之承購人，設有得要求確
實擔保，附加利息之延期（分期）繳納制度（國有財產法第三一條、
國有財產特別措置法第十一條）。
另應予進一步說明者是，1990 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以來，由
於國家財政情事嚴峻，故對於未利用之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除預
測其可能供行政目的使用者外，是有儘速予以出售之必要，以期對於
國庫有所助益；尤其，此等未利用國有土地之大多數，乃為來自於抵
75
76
77

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5）221 頁。
大蔵省大臣官房地方課，前揭書（註 69）第 3 章「管財編」第 1 節「總說」
。
詳細請參閱 http://www.kokuyuzaisan.go.jp/KOKUYU/PC/tsutatsu/KYTMOKUJI.cfm?kin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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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遺產稅之土地 （即所謂「物納財產」），因而更有必要儘速將其
出售，以變換為金錢，回繳國庫。為此，並考量於不動產市場之不景
氣狀況，財務省乃先後採取下列措施，以積極地促進未利用國有土地
79
之出售 。
（一）導入公告價格出售之制度
未利用國有土地之出售，原則上是採一般競爭標售方式。但 1990
年之後，由於地價下跌、不動產交易低迷等影響，都市地區之未利用
國有土地（尤其物納財產）數量急速增加；而其中不少為難以供為公
用或公共用之小規模物納財產，然其卻得以提供個人作為住宅等使用
者。而一般個人因缺乏不動產專業知識，不易自主地設定投標價格，
致往往即使有購買意願，卻放棄投標者。於是，為有效率地促進未利
用國有土地之出售，並有助於減輕國家管理上之負擔，乃於 1994 年
6 月導入公告價格出售之制度。亦即，此為對於小規模之物納財產（土
地面積 300 ㎡以下，建物面積 200 ㎡以下者），事先將其出售價格公
告，公開徵求承購人之制度（如有複數之應買者時，則以抽籤決定其
承購人）。又此一制度，已於 2004 年 11 月時，因導入公開最低出售
價格之競標制度（詳如後述（六））而廢止。
（二）導入委託不動產業者仲介之制度
1995 年時，導入委託宅地建物交易業者仲介買賣之制度。亦即，
對於經進行上述之公告價格出售，卻無人應買之物件，得將擬出售物
件登錄於經國土交通大臣指定之不動產流通機構（公益法人）所營運
之 「 不 動 產 資 訊 流 通 系 統 （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並委由宅地建物交易業者仲介買賣。1998 年，並增加
原擬以一般競標方式出售，惟經二次招標均有人投摽，卻未達底價而
無法決標之物件，以及經招標卻無人投標之物件，亦得委託宅地建物
交易業者仲介買賣。
2000 年，更進一步導入媒介型投標制度。亦即，此為對於已實
78

79

據統計，至 2003 年 12 月底，計有未利用國有土地 10,996 件，其台帳價格總計約 9,157 億日
圓；其中物納財產計 8,778 件，其台帳價格總計約 6,673 億日圓。詳細請參閱財務省「国有財
産の概要（平成 15 年度）」附表 34、35（引自 http://www.mof.go.jp/rizai/zaisan/gaiyou/h15/
h15k1.htm#34）
。
詳細請參閱大蔵省大臣官房地方課，前揭書（註 69）第 3 章「管財編」第 4 節「普通財產事
務」
；財務省「国有財産の概要（平成 15 年度）
」財政金融統計月報 634 號（2005 年 2 月）
（引
自 http://www.mof.go.jp/rizai/zaisan/gaiyou/h15/h15k.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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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一般競標方式出售，卻尚未出售之物件，於再次公告招標出售前
之一定期間，由宅地建物交易業者尋求投標人參與投標，而後當由該
投標人得標時，則國家與該得標人之買賣契約得由該業者仲介之制
度。
（三）導入郵寄投標之制度
以往國有土地採一般競標方式出售時，均是指定期日，由投標人
於該指定日期攜帶投標保證金到場進行投標；此於大量物件進行投標
時，欠缺機動性與不具效率。於是 1999 年 1 月，另行導入郵寄投標
制度。亦即，此為在進行招標時，設定一定期間，於該期間內，投標
人得將投標書以郵寄方式寄至財務局，而後於一定期日啟封決標之投
標制度。又，其投標保證金，由投標人經金融機構（金融機構約 2,800
間，其分店數約 43,000 家）匯至財務局長指定之銀行帳戶；未能得
標之投標人，其投標保證金亦由財務局匯至投標人指定之帳戶返還。
（四）活用網際網路
1998 年開始，各財務局陸續將一般競標之標售物件及今後預定
出售之物件資訊，於其網際網頁上登載。且自 2001 年起，關於採一
80
般競標出售物件之相關資料，例如：財務局所製作之物件調查表 及
其地籍圖資訊等，均得於網際網路上閱覽得知。
（五）導入讓售型土地信託
2002 年，導入分售型土地信託制度。亦即，此為對於以現狀出
售有所困難之未利用國有土地，將其信託，由受託者進行分割（分
筆）、整地、增建基礎設施或與鄰接之私有地進行交換分合（調整地
形）等，以增加土地附加價值，而後再予讓售之制度。

（六）導入公開最低出售價格之競標制度
亦即，為營造使個人或中小企業之有購買意願者，易於投標之環
境，以提升其參加投標者之意願，並進而促進未利用國有土地之出售，
因而於 2002 年 11 月，對於抵繳遺產稅之物納不動產之出售，導入得
80

此係就每一標售物件，記載其所在地、面積、都市計畫、建築法等令上之使用限制及鄰近環
境資料等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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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其最低出售價格之競標制度。此一制度導入之初，其適用之對象
物件，限於土地面積 1,000 ㎡以上者；但 2003 年 5 月之後，已廢止
此一面積之限制。
上述即為有關於普通財產出售之概況，為求更進一步瞭解其出售
架構，以下以其出售之流程圖說明之。圖 4-1 所指之物納未利用財產
係指以金錢繳納遺產稅有困難時，例外的以不動產代替金錢以繳納遺
產稅，該不動產則稱為物納財產。當國家接收該等不動產時，則成為
該等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得對該等不動產加以處分之。另外，圖 4-2
所指權利付財產係指於物納不動產之場合中，在繳納之前於該不動產
上存有租賃權，而將該附有租賃權之不動產為物納時，國家繼承原所
有權人之地位，得鼓勵存於該不動產上之承租人購買該不動產或出售
於他人；抑或讓該權利繼續存在於該不動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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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廳舍

物納未利用財產

因用途廢止而由

因物納接受而由

財務省繼受

財務省繼受

財務省所管普通財產

預定出售之物件（將其出售資訊公開）

有公部門欲取得

無公部門欲取得

取得之審請受理

價格決定

出售方之決定

一般公開競標之

價格決定

買賣契約締結

圖 4-4

普通財產出售之架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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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水路

權利付財產

因用途廢止而由

因物納接受而由

財務省繼受

財務省繼受

財務省所管普通財產

鼓勵購買

申請書受理

價格決定

買賣契約締結

住宅等

無購買者

有購買者

價格決定

價格決定

租賃契約

買賣契約

住宅等
圖 4-5

普通財產出售之架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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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換
亦即民法上之互易，日本之國有財產交換得不經過預算之程序與
會計法之契約訂定，故其執行上必須要遵守法律之規定。國有財產法
第 27 條明定交換之要件如下：
（一）交換移出之財產須為普通財產。
（二）交換移出或換入之財產均須同時為土地或土地定著物或堅固之
建物。
（三）交換須於財產為國家或公共團體因公共用、公用、國家之企業
或公益事業所必須使用方得辦理。
（四）交換之差額價需為高價一方之 1/4 以內。該差額價應以金錢補
足。
三、讓與
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普通財產有下列情形者，得以讓與
之。
（一） 於廢止公用財產用途之時，讓與負擔其維持費用之公共團
體。
（二） 於廢止公用財產用途之時，讓與設置替代設施之公共團體。
（三） 將以垃圾處理設施為租賃之國有地，讓與其公共團體之場合
等。
四、國有財產占用之處理
針對國有財產被占用之處理，係依個別占用原因分別處理之，以
下茲就幾種狀況分述之。
（一） 不法占據財產
所謂不法占據財產係指，非基於自己之權原而使用之不動產81。
針對不法占用國有財產者，以下列兩種方法處理之。一為返還請求權
與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之；另一為以動產侵奪罪警告
81

不法占據財產處理要領第一條（財理第 1266 號平成 13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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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或向檢察廳或警察署告發之。
（二） 誤信使用財產
誤信使用財產係指，誤信為自己得以正當使用之所有財產而加以
使用之不動產82。若占用係因誤信而占有使用之，則以下方式處理之。
1 收取既往占用之使用費後出售之；2 為出售有困難時，以出租處理
之；3 就前項租賃有困難者，則對使用者限期支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費；
4 於一定場合中，鼓勵購買。
（三） 時效取得援用財產
占用者若主張時效取得時，交由「國有財產取得時效確認連絡會」
處理之。

82

誤信使用財產處理要領第一條（財理第 1267 號平成 13 年 3 月 30 日）
113

參、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今後方向
一、財政制度等審議會之 2006 年 1 月 18 日報告書
2005 年 2 月，財務大臣向財政制度等審議會（財務大臣之諮詢
機構）諮詢當前有關日本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問題及今後之應有取
向。對此，財政制度等審議會於 2006 年 1 月 18 日，以「今後國有財
產制度及管理處分之應有方向──迎向重視效率之改革」為題，向財
務大臣提出之報告書83。此一報告對於現階段如上所述之作法，及今
後日本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方向具有決定性之重大影響。該報告書中
指出，目前日本國有財產行政之現況面臨如下之重大課題，亦即：
（一）為因應經濟活性化，要求放寬管制使政府辦公廳舍等行政
財產得以提供民間利用等，以有效活用國有財產，實為當前課題。亦
即，目前辦公廳舍等行政財產，於觀念上應專供國家直接使用，原則
上禁止租賃等私權之設定。僅於不妨礙國家事務、事業之範圍內，基
於性質上屬行政處分使用許可，容許民間使用。然而，由民間之立場，
其所希望者並非地位不安定之使用許可，而期望較為安定之使用。
（二）於耐震性能上有問題而需改建之辦公廳舍大量存在。由於
許多辦公廳舍係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所建築；因當時之建築工法、
混凝土材料等關係，以致存在耐震性能上之問題。此一狀況，將有可
能於災害發生時，使辦公廳舍易於毀損，進而導致行政機能癱瘓。於
是，於國家財政極為困難之現況下，從地震防災之觀點，有效率地改
建具耐震性能之聯合辦公廳舍等，實有迫切之必要性。
（三）過去由於未利用國有地（物納財產）之急速增加，經近年
實施促進出售之結果，其數量雖已減少；但袋地或形狀不整等難以出
售之土地，卻有增加之傾向84。又，訂有借地契約、借家契約之國有
土地、建物（即所謂「設定權利財產」）出售之件數，近年雖亦有增
加之傾向，但其存量依然相當多85。目前對於有出售可能之未利用國
有地之處理，雖已訂定目標；但考量極為嚴峻之財政狀況，今後對於
此等市場性較差之財產，如何設法處分、出售，是有必要。
83

本 報 告 書 之 全 文 ， 請 參 閱 財 務 省 財 政 制 度 等 審 議 會 網 頁
（http://www.mof.go.jp/singikai/zaiseseido/top.htm）。 〔2006 年 5 月 12 日檢索〕
84
1999 年 12 月，未利用國有地（物納財產）之台帳總價格約 1 兆 8,100 億日圓；至 2004 年 12
月，其台帳總價格則降至約 6,300 億日圓。但同一時期，地形不整等難以出售之土地，則從台
帳總價格約 700 億日圓逆向增加至約 2,100 億日圓。
85
設定有借地權等權利之設定權利財產，約計有 3 萬件（台帳價格計約 6,50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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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該報告書主要指出，於國有財產行政面臨上述課題之現
況下，鑑於「國有財產乃國民共同之貴重資源」、「目前日本國家財
政乃主要先進國家中情況最惡劣者」及「財政構造改革為當前急迫之
課題」等因素，今後日本將國家財產行政轉換為更進一步重視其效率
性，是為適當。於是，於重視效率性之觀點下，國家財產行政應採行
之提昇效率之措施，該報告書並建議具體之改革措施（其主要內容，
多納入後述國有財產法等法律之修正內容中，擬於後一併敘述之）。

二、具體之改革措施──國有財產法等法律之最近修正內容
依據上開財政制度等審議會報告書之建議，日本內閣於 2006 年
2 月 10 日向國會提出「為推動國有財產效率地活用之國有財產法等
一部修正法律草案86」（其內容，包括國有財產法、國有財產特別措
置法、國家廳舍等使用調整特別措置法、特定國有財產整備特別會計
法等法律之修正）。該國有財產法等修正草案嗣經國會眾參兩院分別
審議通過，並經內閣總理大臣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公布施行。以下，
謹將此次國有財產法等法律修正之主要重點敘明之。
（一）國有財產有效活用之促進
1、促進現有辦公廳舍之有效率使用
對於因行政組織重整所引生現有國有辦公廳舍不足問題，是為當
前應解決之課題；因而，有必要積極地推動對於現有辦公廳舍（含其
基地）有效率之使用，以免有浪費使用辦公廳舍空間之情事。申言之，
上開報告書建議，為使辦公廳舍得以適切有效使用，財務大臣得本於
其國有財產之總括權（詳本章第一節、肆、二）
，從重視效率之觀點，
對於各省廳因供國家事務或事業使用之需，而向國家借用之國有辦公
廳舍澈底進行使用調整及實地監察。於是，增訂國家廳舍等使用調整
特別措置法第三條之二，明定財務大臣為謀求辦公廳舍等之適切且有
效率地使用，於認為有必要時，得對於各省各廳首長要求關於其所管
辦公廳舍等狀況之資料或報告，或得派員進行實地監察87。

86

87

詳細請參閱前山秀夫「効率性を重視した国有財産行政への転換－－国有財産法等の一部を
改 正 す る 法 律 案 」 立 法 と 調 査 253 号 （ 2006 年 4 月 7 日 ）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frameset/fset_f08_01.htm〕。
2006 年 4 月 28 日官報（號外第 101 號）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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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上開報告書並建議，於進行使用調整及實地監察之際，為
確實掌握正確之辦公廳舍現況，並應對於近年因導入自動化辦公事務
機具等而改變事務處理型態致生廳舍使用情形之變化，及辦公廳舍之
耐震性能狀態等因素，予以考量。
2、行政財產租賃對象之擴大
如前所述，依國有財產法第十八條規定，行政財產，不得為租賃
借貸、交換、出售、讓與、信託或以之為出資之目的，或設定私權。
但屬行政財產之土地，於不妨礙其用途或目的之限度內及一定之要件
下，始得例外地為租賃等之標的。而上開報告書指出，今後由於行政
組織將進行瘦身化，且如上所述澈底進行促進現有辦公廳舍有效率使
用之結果，部分國有辦公廳舍將產生樓地板面積多餘之情形；如何將
其有效活用是為課題。且有關辦公廳舍等行政財產，如有部分多餘之
樓地板面積及基地面積時，基於將其有效活用，進而有助於確保財政
收入之基本構想，而建構得以促進民間使用此等行政財產之措施，應
屬適當。準此，上開報告書建議宜擴大行政財產租賃等之對象。
於是，國有財產法中增訂如下之規定88：
（1）於國有辦公廳舍等之樓地板面積及基地有多餘部分時，得
將其租賃予國家以外之人（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
（2）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因供地方公共團體或政令所定之
法人鋪設輸電線路等設施使用時，得將該土地設定地役權予該地方公
共團體等（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六款）。
（二）國有財產出售之促進
如前所述，對於袋地或形狀不整等出售困難之未利用國有地（物
納財產），仍有設法處分出售之必要。對於其具體作法，上開報告書
則建議考慮擴充活用現行之交換制度，以調整地形，藉以促進難以出
售之未利用國有地之出售。
由於現行之國有土地交換，僅限於為公共用或公務用等目的，始
得為之；至於，以出售普通財產為目的之交換制度，則未為法所容許。
且交換之標的，僅限於土地、建物，而借地權等權利，不得為交換之
88

前揭官報（註 88）4 頁。又此部分修正規定之施行日期，係由內閣總理大臣自國有財產法修
正公布日起一年內，以政令定之（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現在，該政令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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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為擴充活用交換制度，於是增訂國有財產特別措置法第九條第
89
二項、三項 。亦即修法後，對於出售困難之國有土地，得將其一部
與鄰接土地（私有地）之一部或全部為交換，且亦得將有設定借地權
之國有土地（底地）與借地權人之借地權之一部為交換。
（三）其他
該報告書中並建議，應積極推動有效率地整備具耐震性能之辦公
廳舍，以及對於現有國家公務員職務宿舍應為有效率之使用。為此，
修正國有財產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擴大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之合建
對象；同時，修正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增訂得設定五十年之一般
定期借地權90。另基於會計上處理之需要，亦修正特定國有財產整備
91
特別會計法第三條、第十一條 。
此外，並增訂國有財產法第九條之五規定，將國有財產行政效率
性之視點予以明確化；亦即明定「各省各廳首長，對於其所管國有財
產，應以良好狀態之維持及保存、因應用途或目的之效率地運用及其
他適切方法，為管理及處分92。」

89
90

91
92

前揭官報（註 88）6 頁。
前揭官報（註 88）5 頁。又此部分修正規定之施行日期，係由內閣總理大臣自國有財產法修
正公布日起一年內，以政令定之（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現在，該政令尚未公告）。
前揭官報（註 88）6 頁。
前揭官報（註 8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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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日本有關於國有土地之利用開發，針對行政財產與普通財產有不
同之規定，是以，以下茲就行政財產與普通財產之個別事項加以論述。

壹、行政財產之利用開發
行政財產依照國有財產法第十八條規定原則上不得為處分收益
等行為，但於例外情形者，不在此限。就日本現行法之規定以觀，其
例外地將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為利用開發等收益之情形主要者如
下：
一、合建租賃
1970 年代初期，因地價高漲之社會背景因素下，為促進國有土
地之有效利用，乃於 1973 年修正國有財產法，導入國有土地（行政
財產）得為合建之規定。亦即，國家為特定者之共同區分所有一棟建
築物之需，而將國有土地（行政財產）為租賃。而合建之對象，當初
僅限於地方自治團體等；其後，基於 1985 年 7 月之「臨時行政改革
推進審議會報告書」等之建議，修正國有財產法施行令93，擴大其對
象。目前，地方自治團體、特殊法人登記令所列之法人、港務局、地
方住宅供給公社、地方道路公社、土地開發公社、國家公務員共濟組
合、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全國市町村職員共濟組合聯合會、地方議
會議員共濟會等，均為合建之對象，得將土地租賃之94。
國有土地雖如上述得為租賃標的，以供合建之需，但其條件仍受
相當嚴格之限制。亦即，依大藏省理財局長之行政解釋（通達），必
須符合下列要件始得為之95：
（一）將行政財產之土地租賃時，對於該
土地現在或將來之用途或目的，不會有所妨礙。（二）建物必須是以
租賃為目的之住宅以外之用途。
（三）國家使用該建物之樓地板面積，
應超過區分所有建物總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二十五。（四）該共同區
分所有一棟建物，與國家單獨所有建物相比較，並不會增加國家之負
93
94

95

1948 年 8 月 20 日政令第 246 號訂定，2005 年 6 月 1 日最近一次修正。
宇賀克也「国公有財産有効活用の法律問題」成田頼明（編）
『行政法の争点』
（有斐閣、1990
年新版）326 頁。並請參閱國有財產法施行令第十八條之二。
詳細請參閱大藏省理財局長 1974 年 6 月 17 日藏理字第 2455 號通達—－「行政財産である土
地を、国以外の者に対して一棟の建物を区分して所有するため貸し付ける場合の取扱いにつ
いて」（財務省理財局長 2001 年 6 月 22 日財理字第 2404 號通達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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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又，為與合建對象共同區分所有一棟建物，其方法除將土地予以
租賃外，亦有出售（土地之全部或部分）、信託等得以達到目的；故
於處理上，必須先從國有土地有效利用之觀點，將各種方法比較衡
96
量，選擇最適當者 。
合建租賃之期間，以三十年以內為限，期滿得更新之；但建物之
存續期間為三十年未滿者，以建物之存續期間為租賃期間。又租金依
「行政財產租金算定基準」計算，每年給付一次或分二次給付；每三
年重新改算一次97。
二、地上權設定
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原則上不得設定地上權，但若干之例
外。申言之，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運輸施設整備
支援機構、取得鐵道事業法第三條第一項許可之鐵道事業者、取得軌
道法第三條特許之軌道經營者、獨立行政法人日本高速道路保有・債
務清償機構、高速道路株式會社法第一條所定之公司、地方道路公
社、電氣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所定之電氣事業者、天然瓦斯事
業法第二條第二項所定之一般天然瓦斯事業者及同條第四項所定簡
易天然瓦斯事業者、水道法第三條第五項所定之水道事業者、電氣通
信事業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所定之認定電氣通信事業者等法人，為
其經營之鐵道、道路、軌道、電線路、瓦斯管線、自來水（含工業用
水）導管、下水道之排水管或排水渠、電氣通信線路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之需，得就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國有財產法第十八
條第一項、同法施行令第十二條之三、第十二條之四）。
一般而言，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所設定之地上權，多屬區分地
上權。又，其設定時，應符合一定之基本原則；亦即，地上權之設定
對於該土地現在或將來之用途或目的，不會有所妨礙，且經認定地上
權之設定確屬不得已之情事98。地上權之設定期間，於不超過設施之
存續期間，以三十年以內為限，但期滿得更新之。地上權設定之對價，
依財務局所評定之基準計算，於設定時一次收取之99。

96
97
98

99

同註 96。
同註 96。
詳細請參閱大藏省理財局長 1974 年 6 月 17 日藏理字第 2454 號通達—－「行政財産である土
地について地上権設定契約を締結する場合の取扱いについて」
（大藏省理財局長 2000 年 12
月 26 日藏理字第 4612 號通達修正）
。
同註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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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借予 PFI 選定事業者
為積極活用民間資金，以促進公共設施之建設，日本於 1999 年
100
制定公布「活用民間資金等促進公共設施整備法 」（簡稱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 法）；同法嗣於 2001 年修正增訂行政財
產得以出租、借貸之特例規定。申言之，國家於認定有必要時，為供
101
「選定事業」之用，得將行政財產出租、借貸予選定事業者 （PFI
法第十一之二第一、四項）。而依 PFI 法規定，所謂「選定事業」，
係指公共設施之管理者，依據該法所定基本方針及實施方針，而選定
其認定實施為適切之特定事業（同法第六條）。又所稱「特定事業」，
係指因活用民間資金、經營能力及技術能力，而使其有效率且具效果
地實施公共設施整備（指公共設施之建設、維護管理或營運或其相關
企畫）相關事業（同法第二條第二項）。另其所稱之「公共設施」，
包括：（一）道路、鐵路、港灣、機場、河川、公園、自來水設備、
下水道、工業用水設備等公共設施；（二）政府辦公廳舍、宿舍等公
用設施；（三）公營住宅及教育文化設施、廢棄物處理設施、醫療設
施、社會福祉設施、更生保護設施、停車場、地下街等公益性設施；
（四）資訊通信設施、暖氣供給設施、新能源設施、資源再利用設施
（廢棄物處理設施除外）、觀光設施及研究設施；（五）依政令所定
準同前開各款所列舉之設施（同法第二條第一項）。
此外，於選定事業者所有之一棟建物之全部或一部，係供為選定
事業有關公共設施使用之情形，亦得於不妨礙行政財產（國有土地）
之目的或用途之限度內，容許將國有土地租借予選定事業者（PFI 法
第十一之二第二項）。於是，於此情形下，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可
能成為與民間收益設施等合建之對象102。
又，依 PFI 法之規定，國有土地於選定事業之供用期間，得以無
償或比市價為低之對價，提供與選定事業者使用（第十二條第一項）。

100

本法之譯文，請參閱陳立夫（譯）
「日本活用民間資金整備公共設施促進法」人與地 208 期（2001
年 4 月）27-31 頁。
101
公共設施等之管理者等，於依前條規定選定特定事業後，應以公開募集之方法等選定實施該
特定事業之民間事業者。
102
碓井光明，前揭文（註 50）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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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普通財產之利用開發
一、租賃
按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含建築物。以下同），其使用收益方
式中最典型之態樣為租賃。其主要適用民法、借地借家法等私法之規
定外，並受國有財產法、財政法、會計法等法律之規制。於此僅就租
賃方式之內容說明之。
國有土地之租賃，依其對價（租金），可分為三類，亦即：（一）
以土地時價為計算基準之「時價租賃」；（二）就時價減低一定比例
為計算基準之「減額租賃」；及（三）免除租金之「無償租賃」。一
般國有土地之租賃，多為時價租賃；但得為減額租賃及無償租賃者，
依財政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僅於有法律明文規定為依據之例外情
形，始得為之103。
首先，就國有土地之租賃期間而言，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不得超過下列期間104：
（一）以植樹之目的，租賃土地及土地之定著物者，六十年。
（二）以植樹以外之目的，租賃土地及土地之定著物者，三十年。
（三）租賃建築物或其他物件者，十年。
但上項之租賃期間屆滿時，得更新之；於此情形時，亦不得超過
自更新時起至上項規定之期間。
以上雖為國有財產法所定之租賃最長期限，但實務執行上係依契
約性質及使用目的，而為如下之處理，亦即105：

103

關於普通財產得減額租賃之情形，請參閱國有財產特別措置法第三條規定；得無償租賃之情
形，請參閱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104
此為現行國有財產法規定內容，但此部分之規定業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修正，增訂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以建物所有之目的，而為土地租賃時，得設定五十年之一般定期借地權
（另參見本章第三節、貳、三）。惟依此次修法之附則第一條第一款規定，修正後此部分規定
之施行日期，係由內閣總理大臣自國有財產法修正公布日起一年內，以政令定之；而至 2006
年 5 月 20 日現在，該政令尚未公告。
105
詳細請參閱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
，前揭書（註 55）175-176 頁；財務省理財局長 2006 年
3 月 28 日 財 理 字 第 1190 號 通 達 ─ ─ 「 普 通 財 產 貸 付 事 務 處 理 要 領 」（ 引 自
http://www.kokuyuzaisan.go.jp/KOKUYU/PC/tsutatsu/KYTMOKUJI.cfm?kind=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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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建築建築物為目的，而為時價租賃或減額租賃時，其建
築物為堅固性構造者（石造、磚造、鋼骨混凝土造、鋼筋混凝土造等
構造），租賃期限三十年；建築物為堅固性構造以外之構造者，租賃
期限二十年。
（二）以供住宅等目的使用，而為建築物（含基地）時價租賃時，
租賃期限三年。
（三）以供材料堆置場或展覽場等目的之暫時性使用，而為土地
或建築物租賃時，租賃期限一年以內。
（四）上開各項情形以外之時價租賃，其租賃期限三年。
（五）基於特別法之規定而為無償租賃時，其租賃期限五年。
又，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雖得為租賃，但日本政府自 1950 年
代後半起，原則上已不再進行新的時價租賃。僅於承租人為地方自治
團體、公益法人為公用、公共用或公益事業之需，或承租人為材料堆
106
置場或展覽場等短期使用之需等情形時，得例外地為時價租賃 。
其次，關於國有土地之租金標準，國有財產法中並未規定，但依財政
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國有財產應以適當之對價（時價）為租賃。至
於租金之算定方法，雖有收益分析法、精算法、租賃案例比較法等，
107
但實質上是實際調查比較民間租金水準而為決定 ；並每三年重新改
算一次108。簡言之，租金之算定主要分為新租與續租兩種，就新租而
言，其租金額為期待利率乘以遺產稅評價額，又期待利率係指於該行
使租賃標的所在地區之近鄰地區內，已有租賃狀態標的之租金率基礎
額除以遺產稅評價額之平均值：遺產稅評價額係指租賃始期最近之遺
產稅評價額（若租賃始期為九月以後，則以當年度之遺產稅評價額為
主）。另外，續租之租金為前次改定之租金基礎額乘以浮動工資率，
又浮動工資率為消費者物價變動指數與地價變動率之平均值。
又，租金之繳納，係採每年一次前納原則（預算決算及會計令第
一○一條之二）；但對於長期之租賃，得基於協議將該年租金額定期
分期繳（得分半年繳、季繳、月繳）109。

106

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5）182-183 頁。
国有財産法研究会（編）
，前揭書（註 55）187 頁；小瀧徹，前揭書（註 53）152 頁。詳細計
算方式，請參閱前揭財務省理財局長 2006 年 3 月 28 日財理字第 1190 號通達之附件──「普
通財產貸付料算定基準」。
108
前揭「普通財產貸付事務處理要領」
（註 106）
。
109
小瀧徹，前揭書（註 53）152 頁；前揭「普通財產貸付事務處理要領」
（註 10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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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信託
關於國有財產可否辦理信託之議論，自早年即有之。至 1985 年
7 月，臨時行政改革推進審議委員會（內閣總理大臣之諮詢機構）提
出報告，提議有關活用國有土地之對策；繼而於 1986 年 1 月，國有
財產中央審議會（大藏大臣之諮詢機構）提出「關於土地信託制度之
導入」報告。受此影響，於 1986 年修正國有財產法，明定屬普通財
110
產之國有土地（包括其定著物。以下同）得以辦理信託 （第十四條
第九款）。
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雖得辦理信託，但有下列情形者，則不得
111
為信託 （國有財產法第二八條之二第一項）：
（一）以無償借貸、交換或讓與者為信託之目的時。
（二）以國家以外之人為信託之受益人時。
（三）確實可預測土地信託使國家通常享受之預期利益比該土地
為租賃或出售使國家通常享受之預期利益為低時。
按國有土地擬為信託時，應考量土地規模、位置、形狀、環境等
區位條件、該地區有關都市計畫法等土地利用上之法令管制及將來發
展動向對事業獲利性之影響，並考慮該土地對行政之需要性等，而決
定租賃型信託或讓售型（處分型）信託112及信託土地之用途113。
又，擬將國有土地為信託時，應就下列事項，事先向財政制度等
審議會（設於財務省內，為財務大臣之諮詢機構）或國有財產地方審
議會（設於各地財務局內，為財務局長之諮詢機構）為諮詢，並經其
議決通過，始得為之114；且應事先通知會計檢查院（國有財產法第二
八條之二第二、三項、同法施行令第十六條之三）。
（一）信託之目的。
（二）信託受託人之選定方法。
（三）信託之收支預估。
110

宇賀克也，前揭文（註 95）324 頁。
公有地政策研究会（編），前揭書（註 51）2753-2754 頁
112
關於租賃型信託或讓售型（處分型）信託之意涵，詳細請參閱田中實、山田昭『信託法』
（學
陽書房、1990 年）240 頁以下。
113
詳細請參閱大藏省理財局長 1987 年 2 月 19 日藏理字第 553 號通達（2000 年 12 月 26 日藏理
字 第 4612 號通 達 修正 ）— －「 普 通財 産を 信 託する 場 合の 手 続き につ い て 」（ 引自
http://www.kokuyuzaisan.go.jp/KOKUYU/PC/tsutatsu/KYTMOKUJI.cfm?kind=K）
。
114
擬為信託之土地坐落於國外，或預計貸款金額超過百億日圓時，應向財政制度審議會諮詢，
並經其議決通過；其餘則向擬信託土地所在地域之管轄財務局所置之地方審議會為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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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託受託人為該信託為必要資金之借入時之該借款限額。
（五）信託之事業計畫及資金計畫。
（六）信託期間。
而國有土地之信託期間，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不
得超過二十年。但信託期間屆滿時，得更新之；於此情形，其期間仍
不得超過更新之時起二十年。而於實際實務執行上，關於信託期間，
115
於租賃型信託時，為二十年以內；於讓售型信託時，為五年以內 。
國有土地為信託後，為求該土地有關信託事務處理之適當公正，
該信託委託人之各省廳之首長，得對受託人要求有關信託事務之處理
狀況資料或報告；或認為有必要時，得命其職員進行實地監查，就信
託事務之處理為必要之指示（國有財產法第二八條之五）。
此外，國有土地為信託後，於有信託期間變更、信託契約內容變
更、信託受益權之出售等情事時，應與財務大臣協議，同時並應向財
政制度等審議會或地方審議會為諮詢，並經其議決（國有財產法第二
八條之四、同法施行令第十六條之四、五）。

115

前揭通達—－「普通財産を信託する場合の手続きについて」（同註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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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

新加坡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
國有土地管理組織與機能

壹、新加坡國有土地之概念
一、國有土地的意義
「國有土地」意指所有新加坡的土地除了－
（一）由政府以絕對所有權或永久房地產的形式合法轉讓的土地，或
訂立契約而轉讓的土地；
（二）由政府依合法協議、租約或許可而轉讓的土地；
（三）作為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的土地；並且包括所有基於協議之
下而轉讓或占有的土地，或基於合法讓渡或收回或強制徵收的
土地而出租或許可的土地，或政府合法没收的土地或歸屬於政
府的土地，而由人民合法持有者116。
國有財產(包含土地與地上物)的類别，包括英國殖民地時期遺留
的建築物、舊的政府建築物，如學校、診療所、地鐵轉換站/或維修
中心的综合發展地段、法定機構或租戶還给政府的建築物。

Type

116

表5-1 財產類别以用途劃分
總樓地板面積 (sqm)

(%)

Residential 住宅

453,000

12%

Commercial 商業

930,100

24.7%

Industrial 工業

21,700

0.5%

Community/ Others
社區/其他
Total

2,367,700

62.8%

3,772,500

100%

規定於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法（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Act）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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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有土地的現況與歷史變遷
新加坡政府對於產業土地、農業土地、住宅土地與休閒土地的配
置與價格有重大的影響。新加坡現有國土面積 69,366 公頃，其中約
87%的土地歸國家所有，大約 29%(20,300 公頃)由法定機構所擁有與
58%（40,800 公頃）直接由部門與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SLA）
（法務部底下的法定機構）掌控，58%中約有三分之
二由政府部門使用，其餘三分之一由 SLA 管理117。

(Total Land Area 土地面積 = 69,366公頃)

私有

Private Land,
8,800公顷,
13%

Stat Board
Land,
20,300公顷,
29%

Govt Land,
40,800公顷,
58%

法定機構

政府部門/
尚未分配國有土地
圖 5-1

新加坡土地所有權分布

新加坡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政府擁有超過 80%的新加坡土
地，40%以上是來自於 1960 年。於 1966 年嚴格的土地徵收法下許多
土地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被徵收，土地徵收法廢止徵用權的規定。新加
坡的土地所有權不具有憲法的權利，因此，1973 年至 1987 年之間，
政府在土地徵收法之下以 1973 年的價格徵收土地，而非市價。這些
土地於特定時點拍賣其土地使用權，拍賣價格反映出住宅、商業與工
業開發的稅賦定位，這些價格轉而影響商業成本與家庭生活成本，因
土地租賃而產生的收益相當於稅賦118。提供基礎建設與住宅是國家強
117

WTO Trade Policy Review – Country Report Singapore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r_e.htm
118
Tax Reform in Singapore Mukul G. Asher Working Paper No. 91 Marc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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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土地徵收的介入原因。此類土地政策的重要性不能被過度地強調。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裡，國家住宅的提供常常被土地的缺乏與無效用所
阻礙。沒有土地就沒有住宅供給。土地集結與騰空清理的任務於住宅
開發中顯然比新加坡大小的問題還難以克服。申言之，於 1960 年新
加坡土地只有 44%屬於政府所有，同時有 35%以上的人口則定居於新
開墾地。實施有效的法律作為確保沒有負擔的土地的可用性，以補充
119
國有土地的存量 。
1967 年，在具殖民色彩的法律被廢除，取而代之的較為廣泛的
土地徵收法（Land Acquisition Act）通過了。在改良的土地徵收法
之下，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強制徵收任何私有土地與商業使用土
地。此法規定補償的支付由國家決定。於決定補償費用上，不考慮任
何其他密集使用的潛在價值，只考量既有的使用或分區使用，而無論
哪一個都很低廉。因此由 HDB 所支付的徵收補償價格通常低於市價，
就共同利益而言，此舉幫助政府降低住宅提供成本，尤其對早期住宅
交付特別有幫助，也增強國家對於新加坡都市開發方面的控制權，同
時幫助「受控制的」市場作為公共住宅提供重新安置的利益。在土地
徵收法之下從 1960 年至 1984 年，176.91 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從私人
地主徵收而來，占全國所有土地的 27.7%。因為最大的土地所有權人
有能力有效地支配土地供給，於 1985 年國家擁有 76.2%的土地。於
新加坡，土地資源因此大部分被國家掌控。徵收土地的補償標準在
1990 年代之前是依 1973 年 11 月 30 日通行的市價為標準120。
新加坡經濟一般以自由市場原則經營，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
沒有實質的市場－土地。雖然有私有住宅與在公開市場上交易的非住
宅財產權，但是私有不動產比起國有土地和財產權而言是非常小的。
在 1949 年，國有土地是全部土地的 31%，1960 年增加至 44%，1965
年 49.2%，1975 年 65%，1980 年 70%，1985 年 76%，2005 年 87%121。
雖然新加坡一般被認為是典型自由放任主義的市場經濟，但是它的政
府仍然廣泛地干預管制土地使用與都市型態。與國家相關連的兩個領
119

Squatters No More: Singapore Social Housing
Belinda Yue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chool of Design and
Environment For Third Urban Research Symposium: Land Development, Urban Policy and Poverty
Reduction April 4-6 2005, Brazilia, Brazil.
120
Commons and Anticommons: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Housing Market
Dr Jieming Zhu,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or Third Urban
Research Symposium on "Land Development, Urban Policy and Poverty Reduction" World Bank,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IPEA) Brasilia, DF, Brazil April 4-6, 2005
12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Linda Low A Chapter in: City and the State: Singapore’s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Ooi Giok Ling and Kenson Kwok (eds). IPS Oxfor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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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政府提供大規模的補貼公共住宅，與為了住宅開發而公開釋出土
地。此種干預導致公有-私有住宅市場的切割，且國家幾乎獨占的管
控生地的供給 122 。於新加坡，政府成為最重要的土地所有人是由於
1959 年的殖民管理留下財產（君主土地被認為等同於三分之一國家
地表面積）與接收英國軍事基地（1968 年與 1971 年之間關閉）。除
了殖民管理所留下的財產，國家所有權被一連串的土地徵收法令所增
補：土地徵收條例（1955）
、土地徵收法（1966）
、財產稅法令（1987）
與管制基本法（1968）。這些法律使土地得以為了開發與再開發而被
徵收123。

122

Market fundamentals, public policy and private gain: house price dynamics in Singapore
Sau Kim Lum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 2002, 19(2) 121–143
123
Real Estate in Global Citie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s Property States
Anne Haila Urban Studies, Vol. 37, No. 12, 2241– 2256,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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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土地相關法體系
新加坡制定大多數關於不動產產權的立法，為了稀少資源有效利
用的需求。總之，立法的控制以國有土地法、住宅財產法、土地徵收
法、規劃法與土地權利（階層）法的形式，課予不同的負擔，範圍自
124
125
土地所有權與土地徵收至土地使用與開發 。以下說明之 ：
一、界限與測繪地圖法（Boundaries and Survey Maps Act）：
於 1998 年 10 月 6 日訂頒，規定土地劃界、界限標示的建立與維
護與某種測量地圖的發布。
二、土地徵收法（Land Acquisition Act）：
於 1967 年 6 月 17 日訂頒，規定為了公共或某些其他特殊目的而
徵收土地，且補償的評估與徵收目的相關連。
三、土地收益收取法（Land Revenue Collection Act）：
於 1941 年 1 月 1 日訂頒，規定土地收益的收取。
四、土地測量員法（Land Surveyors Act）：
於 1991 年 8 月 30 日訂頒，建立土地測量員局，規定土地測量的
登記與輔助測量員的同意，管制土地測量員的資格與操作，並且
管制於新加坡提供測量服務的公司。
五、土地權利（階層）法（Land Titles (Strata) Act）：
於 1968 年 5 月 15 日訂頒，促進新加坡的規劃與改善，對於土地
開發課予開發負擔和與之相關連的目的。
六、土地權利法（Land Titles Act）：
於 1994 年 3 月 1 日訂頒，土地權利登記的規定。

124

Optimisation of land use through innovative legislation in Singapore
Alice Christudason (D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ceedings from the PRRES Conference – 2003.
125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The following are primary laws (acts of parliament) related to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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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規劃法（Planning Act）：
曾於 1990 年廢除，後於 1998 年 4 月 1 日重新修訂，規定新加坡
的規劃與改善，與土地開發課予的開發負擔和與之相關連的目
的。
八、契據登記法（Registration of Deeds Act）：
於 1998 年 11 月 30 日訂頒，關於契據登記的法律。
九、住宅財產法（Residential Property Act）：
於 1973 年 9 月 11 日訂頒，限制新加坡人民與認可的購買者對於
住宅財產（包括空地）的購買或移轉，與規定與之相關連的事務。
十、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法（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Act）：
於 2001 年 6 月 1 日訂頒，建立與合併新加坡土地管理局，規定
它的功能與權力，以及與之相關連的目的。

表 5-2 新加坡國有土地重要法令訂頒順序
法令名稱

訂頒時間

土地收益收取法

1941.1.1

土地徵收法

1967.6.17

土地權利（階層）法

1968.5.1

住宅財產法

1973.9.11

土地測量員法

1991.8.30

土地權利法

1994.3.1

規劃法

1998.4.1

界限與測繪地圖法

1998.10.6

契據登記法

1998.11.30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法

20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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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管理組織與職掌
一般而言，新加坡的土地管理集中於政府及其相關部門體系，如
下圖：

圖 5-2

新加坡土地管理组織架構

新加坡政府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地管理體
系和約束程序，以此來保障公有土地合法合理地出讓给私營部門來發
展住宅、辦公、零售、工業以及其他產業。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LA）
作為全國最大的公有土地管理者和持有者，其負責監督其他法定部門
例如新加坡市區重建局（URA）
，房屋開發理事會（HDB）
，裕廊工業集
團（JTC）
，並保證土地出讓透過公開透明的招投標程序來完成。其他
政府單位涉及土地租售的比例非常小，包含類似社會福利部的人類協
會 (People Association , PA) 、 環 境 署 （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 ENV）、公用事業局（Public Utility Board , PUB）、國防
部（MINDEF）、營建署（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
BCA）
、內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 , MHA）
、陸路交通局（Land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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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工業部（Ministry of
國家開發部（MND）

法務部（Ministry of Law）

Trade and Industry）

出售土地給代理人

出售土地給代理人

並監督

並監督

市區重建局

房屋開發理

新加坡土地管理

裕廊工業集

（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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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D、SLA 與 JTC 之間的關係

一、新加坡土地管理局126（Singapore Land Authority,SLA）
SLA 身為國有土地的管理人，任命出售政府土地的代理人(如
URA、HDB、 JTC 與 STB)處理未來的土地出售。SLA 作為政府代理人
實行土地出售。SLA 也幫助政府管理土地出售制度。SLA 的角色在於
從國有土地的出售來實現最佳報酬，以及任命管理國有土地出售代理
人。作為新加坡唯一具有執行“土地徵收法”的政府機關，土地管理
局的主要職能是保證土地徵收的合法性以及確保公共發展項目不會
妨礙私有土地，並且對受侵害地主的損失進行評估和賠償。同時土地
管理局還擔負著保證國有土地出讓不會損害政府儲蓄的土地以及保
證公有土地的出讓會得到最佳利潤。除此之外，土地管理局還負責管
理和監督土地買賣和貫徹實行有關地價，使用年限以及土地所有權文
件有關的土地政策。總之，作為公有土地的管理者和監督者，新加坡
土地管理局的任務是為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最優化的土地資
源。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同樣也和其他政府部門以及合作者對私有土
地進行調整利用並使之與公有土地協調，從而使土地價值優化，推動
新加坡發展。SLA 在土地徵收計畫方面協助政府，且為了國家和人民
提供重要社區和基礎設施的發展作準備。由於大部分的國有土地和財
126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Organisations_of_the_Singapore_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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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並非立即需要開發，因此可能於過渡期間將之用於良好的經濟使
用。良好的經濟使用提供商業一個可供選擇的空間來源，並且得以滿
足他們擴展的需求和新企業的產生。些許土地和建築物也撥供社會及
社區使用。再者，身為管理國家土地與建築物的中央主管機關，SLA
藉由確保國家土地與建築物保持完整且精確的記錄而扮演保衛過去
政府保護區的重要角色。
SLA 是一個獨立的官方管理機構，對土地徵收的管理負責。它的
角色是在確保透過影響私人土地之公共開發計畫的嚴密監督來確保
取得行為是適切正當的，而且確保補償的適當評估並將之迅速地支付
予土地所有權人。SLA 以政府代言人之立場管理所有土地出售計畫。
它的角色在實現出售國有土地而有最理想的收益，並且確保過去政府
保留地的維護於程序上符合管制的要求。除了土地出售行動的主要功
能之外，SLA 也規劃與執行有關於標價、占有和權利限制等的土地政
策。SLA 的任務是為了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有效地利用新加坡
的土地資源。身為新加坡國有土地的管理人，對於國家土地及建築物
的管理、土地徵收、土地租賃與出售、土地調查、與土地相關之開發
與行銷資訊及國有土地資訊資料庫的維護必須承擔責任。於國有土地
登記管理機關與國有土地調查系統方面扮演一個管制的角色。
SLA 與政府代言人及其在私部門的夥伴們一起以展新的和創新的
土地使用創造價值。SLA 於土地徵收計畫上協助政府並且為新加坡和
人民準備重要社區與基礎設施的的開發。由於大部分的國有土地與財
產並非立即需要開發，因此能夠於過渡期間作良好的經濟使用。此種
方式對於商業為滿足擴廠需求與新公司的開張提供可選擇的資源空
間。許多土地與建築物也留供社會與社區使用。再者，主管國有土地
與建築物的 SLA，藉由確保維持完整與精確的國有土地與建築物，而
扮演保衛過去政府保留地的重要角色。SLA 是一單獨的政府管理機
關，並且對於土地徵收之管理負責。SLA 的角色是透過影響私人土地
之公共開發計畫的嚴密監督來確保取得行為是適切正當的。它也有義
務承擔確保補償的適當評估並將之迅速地支付予受影響的土地所有
權人。
（一）歷史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於 2001 年 6 月 1 日設立，係由土地局、新加
坡土地登記處、測量部門與土地系統支援單位合併成立。
（二）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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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土地的管理人，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目標是使土地資源能配
合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有效地利用，且負責管理所有國有土地
和建築物、土地徵收、租賃、出售、測量、發展，與土地市場資訊和
維護國有土地資訊資料庫。
（三）職掌
1、國有土地出售予法定機構
SLA 直接出售國有土地予不同的法定機構(例如 HDB、JTC、URA)
與其他認可的組織以協助公共功能的執行。出售的交易價格由估價員
評定之。這將會確保全部的土地資源成本被包含於公共服務的提供
裡，而且不會隱藏在政府的補貼裡。也將會刺激公眾代言人努力爭取
更有效的土地使用。
2、政府土地出售計畫
政府進行國有土地釋出計畫，出售予私部門從事住宅、辦公、零
售、工業或其他開發使用。SLA 有責任確保所有由 URA、HDB 或其他
任何政府代言人管理的國有土地之出售在最公開透明的方式之下透
過競爭的公眾投標或拍賣。
3、剩餘的國有土地售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欲購買毗鄰於其所擁有之土地的剩餘國有土
地，可以向 SLA 申請。如果相同的剩餘國有土地可能有其他毗鄰地所
有權人也想出價，則需要一個嚴密的投標。否則，即可直接售予唯一
有興趣的所有權人。
（四）其他：服務(相關申請表格詳如附件127)
127

SLA 提供相關申請表格，例如國有土地權狀複本申請（Request For Copies of State Titles）
、土
地簿冊/契據索引複本申請(Request For Copies of Index To Land(IL) Books/Deeds)、土地資訊的檢
閱/列印申請(Request For Inspection/Printout of Data Information)、權狀複本申請(Request For
Copies Of Title Records)、租賃複本申請（Request For Inspection/Copies of Lease/Certificate of Title
Instrument）、HDB 的租賃複本申請(Request For Copies of HDB Lease)、為了建設海邊建物而轉
讓國有海岸地的申請(Application For Alienation Of State Foreshore For Construction Of Foreshore
Structures)、轉讓國有土地/保留地的申請(Application For Alienation Of State Land/Reserve)、國有
土地/保留地轉讓給公部門的申請(Application For Alienation Of State Land/Reserve to Public)、暫
時入夥證(Application For 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TOL))、租賃更新申請(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ease)、解除產權限制的申請(Application For Lifting Of Title 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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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有土地與建築物的管理
‧ 土地出售
‧ 剩餘土地的出售
‧ 土地變更／租賃更新
‧ 土地徵收
‧ 國有土地出租
‧ 國有建物出租
‧ 提供社區使用土地
‧ 特殊方案
2、財產登記服務
‧ 契據和合法文件的登記
‧ 發給權狀
‧ 土地權利的檢查
‧ 文件影像處理系統
‧ 外國的所有權
3、土地測量服務
‧ 土地清冊的歸類
‧ 測量管控網絡
‧ 土地宗數的配置
‧ 土地計畫的審查
‧ 地圖測繪
4、土地資訊服務
‧ 土地資訊整合服務（INLIS）
‧ 土地資訊數化的核發
‧ 製作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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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處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組織圖

二、國家開發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 MND）
為了新加坡實質開發而為規劃、管制、促進、執行開發計畫的進
行是在於國家開發部（MND）
。MND 履行這些責任透過許多部門和法定
機構。在 MDN 內部，為了新加坡實質開發，規劃的任務在於市區重建
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URA 是 1989 年是依據
市區重建局法而創設的法定機構，並且依照規劃主管的領導行事128。
MND 的組織結構包含兩大部分：一是「策略規劃」，包括土地使用規
劃、開發策略、開發管制與規劃制度、土地開發與轉讓、都市再開發
與轉讓；另一部分是「住宅」，包括公共住宅、市議會。掌管策略規
劃的法定機構即是 URA。掌管住宅的法定機構 HDB。
128

Optimisation of land use through innovative legislation in Singapore
Alice Christudason (Dr)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ceedings from the PRRES Conference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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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屋開發理事會（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
HDB 管理土地功能主要有三：土地出售與租賃經營管理、土地維
護、土地清理。HDB 也負責出售與出租公寓大樓的配置，且直到最近
及於所有住宅不動產方面的管理。然而，出售和出租的定價由國家開
發部（MND）負責129。HDB 的土地出讓程序是透過招投標即「地塊出讓」
129

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
Chua Beng-Huat Working Paper No. 63 Apri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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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of site）完成的。HDB 以出售代理人的身分負責國有土地的
出售。土地出售用以開發的型態有如下數種：商業與住宅開發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 行 政 大 樓 開 發
(Executive Condominium development)、其他相關開發(Ancillary
development)。
HDB 成立于 1960 年。自成立之初，HDB 便成爲國家出讓國有土
地的代言人和中介者。截至 1988 年，HDB 負責提供全國 88%的公共住
宅及其相關設施。HDB 的土地出讓程序是經由土地招投標即所謂的
“地塊出讓”（sale of site）來完成。
1、歷史：於 1960 年成立。接管自它的前身－新加坡改良信貸。
2、核心功能：解決國家住宅危機的任務。
3、土地：17,600 公頃（約全國土地的 30%）。
4、其他：如今，約有 84%的新加坡人住在 HDB 的公寓大樓，相
較於 1960 年 HDB 剛成立時只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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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B 的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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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區重建局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URA）
1、歷史
原為 HDB 所屬的都市更新處（URD）於 1967 年成立。此部門從事
中心區的實質、社會與經濟的再生。然而，由於 HDB 所面臨的任務太
廣泛，在 HBD 所屬之下顯然使它沒有能力去發揮有必要再開發中心區
的成效。因此於 1974 年 4 月 1 日，此部門轉變成在國家開發部（MND）
所屬的獨立的法定機構。因此，市區重建局（URA）成立。
2、核心功能
URA 是新加坡國有土地使用規劃權責單位。URA 為了實質開發而
籌劃長期策略計畫，與詳細的地區計畫，然後結合與引導這些計畫帶
來的實質成效。嚴謹的土地使用規劃使新加坡享有強大的經濟成長與
社會凝聚力，並且確保有足夠的土地用以支援持續的經濟進步與未來
發展。
3、新加坡是一個有經濟成長、國防、居住、娛樂與基礎便利設施
需求的國家。僅擁有 699 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的新加坡， URA 所面臨
的挑戰是提供一個最有效使用土地資源以滿足目前的需求、保衛土地
留給未來開發、維持生活品質的規劃藍圖。

130

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
Chua Beng-Huat Working Paper No. 63 Apri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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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公園理事會131（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
國家公園理事會(NParks)是 MND 底下的法定機構。它負責開發與
增進新加坡花園城市的意像。NParks 的任務是提供與管理公園的品
質、綠化及相關服務以滿足居民與海外觀光客的需求。
1、歷史
國家公園理事會於 1996 年 7 月 1 日重新設立，係緣於公園與休閒
處（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PRD）與較早期國家公園理
事會的合併。PRD 的歷史可以追溯遠至 1967 年 6 月當工務處所屬的
公園和樹木單位設立，以達成綠化都市的目標時，其重點在於新加坡
的道路邊廣泛地種樹，為快速發展都市環境提供蔽蔭與綠色植物，並
且建造公園與開放空間。1976 年 4 月，PRD 提升為處級，承擔花園城

13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Linda Low A Chapter in City and the State: Singapore’s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Ooi Giok Ling and Kenson Kwok (eds) IPS Oxford 1997
140

特別
服務

市活動的完成。1990 年 6 月，新加坡植物花園、Fort Canning Park
與自然保護區脫離 PRD 所屬。
2、核心功能
開發、管理與提升國家公園有關休閒、保育、研究與教育的價值。
3、土地
國家公園理事會管理 1,763 公頃的公園、遊樂場、與公園連結及
開放空間，以及 3,326 公頃的自然保護區。並且維護 4,200 公頃的路
旁綠色植物與國有空地。國家公園理事會也擁有新加坡植物花園與
Fort Canning Park，且是自然保護區的管理人。

132

三、商業與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裕廊工業集團（Jurong Town Corporation ,JTC）是商業與工業
部底下的法定機構。它是半自治的代理人，專門從事實行商業與工業
部的特殊計畫與政策。
JTC 自 1968 年起成為獨立的行政機構。其主要責任是取得，發
展和管理工業用地。JTC 負責提供廠商適合的工業用地及開發產品，
一方面提供廠商自己在地塊上建造適合的廠房，另一方面則直接提供
現成廠房給廠商使用。
1、歷史：裕廊工業集團於 1968 年經國會立法成立。
2、核心功能：新加坡為解決產業空間的需求，提供廣大的工業
和商業設施的範圍，以滿足各種型態的製造業與相關的營運。
3、土地：過去 30 年裡，開發 7,000 公頃的工業土地。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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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Low A Chapter in City and the State: Singapore’s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Ooi Giok Ling and Kenson Kwok (eds) IPS Oxfor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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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JTC 為了 7,000 家以上的當地與跨國公司開發四百萬
平方公尺的預建工廠。其中，有為了高科技與生物產業而開發的特殊
園區與設施。

圖 5-8

裕廊工業集團工業產業分布圖

四、交通部（Ministry of Transport）
陸路交通局133（Land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LTA）
，於 1995
年 9 月 1 日成立，係由下列四個公部門的合併而形成：車輛登記處、
大眾快速運輸公司、道路與公共事務部門的運輸機構、通訊部的路地
運輸課。

13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Linda Low A Chapter in City and the State: Singapore’s Built Environment Revisited
Ooi Giok Ling and Kenson Kwok (eds) IPS Oxfor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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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機制

壹、國有土地之處分
一、分配给政府部門
二、公開投標／拍賣（Public Tender / Auction）
（一）出售土地给私人企業的主要方式是競標、拍賣及招標
（二）實行競標的目的為透過公平競爭提供平等機會取得土地、客觀
及透明途徑分配資源。
（三）國有土地出售計劃下國家發展部協調住宅及商業土地出售
（四）商業與工業部協調工業土地出售
（五）依據穩健發展的策略主管部門决定土地面積及地段
（六）公開投標／拍賣之價格決定：以現在的市價出售土地、或標價
必須在首席估價官所定的土地保留價格之上、或首席估價官具蓄自主
權。
（七）如果同一地段獲得 2 個或 3 個以上申請書，國有土地的出售必
須在公開招標後以拍賣形式進行，除非部長另行决定以其他方式進
行。
三、直接出售（Direct Sale）
（一）只要是符合國家發展要求，國有土地可直接出售给法定機構：
如裕廊工業集團(JTC)的工業用地、房屋開發理事會(HDB)公共住屋的
用地及市區重建局(URA)進行都市更新開發用地；出售土地给法定機
構確保土地發展用途符合其規定的職能；確保土地盡善盡用，不可浪
費寶貴資源，售價符合首席估價官所定的價格。
（二）特殊情況：出售土地给自願福利團體。此類土地出售必須獲得
政府高層領導批准。
（三）其他情況：假如國有土地没有單獨發展潛能，可轉賣给毗鄰地
主合併土地可確保資源更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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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直接出售土地地塊

四、閉門投標（Closed Tender）
所謂閉門招標，係指國有土地畸零狹小無法開發或建築使用，在
促進土地利用的原則下，於適當的時候，毗連地主如果有意買進土
地，可申請參與閉門招標。殘餘國有土地價值的決定（by SLA）如下：
（一）殘餘土地是狹小與／或不規則形狀的國有土地。由於它們的大
小與形狀，這樣的土地的使用有限。為了有效使用國有土地，政府可
能鼓勵或要求鄰接土地的開發者購買與合併這樣的土地加入他們的
計畫中。先前於 2000 年 7 月 31 日，這些土地依據個案鑑價出售。國
有土地的價格以當合併時其貢獻予鄰接所有權人的土地來評估其全
部的價值。
（ 二 ） 自 2000 年 7 月 31 日 的 結 果 ， 政 府 以 開 發 費
(Development-Charge , DC)課取殘餘國有土地的溢價。此提供如此
土地訂價較大的必然性與鄰接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誘因與這樣的土地
合併加入他們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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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來決定殘餘國有土地的溢價的開發費依據使用團體與地理部
門的 DC 表。DC 表的可用性在於應用日期。轉讓這樣的土地是以土地
／定期租賃權為基礎，相對應判斷溢價是使用租賃權表附件Ａ。如果
有多於一個的鄰接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對於購買此土地有興趣，則將實
施閉門投標。土地將被給予出價最高的投標者，投標價將等於或高於
保留價格。
（四）如果殘餘土地顯然不能使用地積比率（plot ratio）計算或無
法為了退縮外牆的目的而合併鄰接私有地，則將被出售作為園藝或景
觀美化使用，價值是 DC 費的 50%。
（五）於 DC 表中，建議的土地使用並不適合任何使用團體，溢價的
決定是由首席估價師（Chief Valuer）個案判斷。

圖 5-10 實行閉門招標國有土地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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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土地被占用之處理
對於土地的管理和處分是依據「國有土地侵占條例」（STATE
LANDS ENCROACHMENTS ACT）」（土地法第 315 章）執行，具體規定如
下：「任何一個土地專員或者國家公務員都有義務和責任舉報非法土
地侵占者。非法土地侵占者經法庭傳票受審並依據法院裁判，政府可
以對所有非法侵占土地者進行 48 小時拘留，並對情節較低者採取 28
天拘留。經法院作出裁判，政府可以依法取缔和摧毁違章建築。對於
非法侵占土地者亦可以根據土地法或根據情節輕重對其進行價格不
等的處罰。任何人在未經授權的國有土地上建房，耕作或者清理土
地，或者践踏土地，污染土地以及教唆他人可處$5,000 以内，6 個月
以下監禁。在國有土地上非法砍伐，或者教唆他人砍伐，第一次可以
處$200 以内處罰，再犯可處$500 以内或者 6 個月以下監禁。未經授
權情况下在國有土地放牧要處以$500 以下罰款。未經授權情况下在
國有土地挖掘樹木，礦產，沙石，粘土處以$2,000 以内罰款」。
除此之外，法令還對非法侵占道路用地，森林用地等等都做出了
相關規定。法規還對由於非法侵占國家土地所造成的損失進行評估，
非法土地侵占者要依據評估结果進行賠償。土地荒廢或者遺棄 3 年以
上者收歸國有。「國有土地侵占條例」作為土地法的其中一章具有法
律效力，法庭根據相關细則以及非法土地使用者所犯條例處罰和量
刑。「國有土地侵占條例」作為法律條文保證了土地不被非法侵占，
從而保障新加坡在國土面積稀少缺乏情况下，土地得到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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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壹、國有土地之租賃
新加坡政府透過土地出售計畫定期釋出土地供私部門開發。土地
釋出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源自於經濟成長與鼓勵新加坡人民擁有私人
住宅的需求。透過土地出售計畫，政府完成如下之情事：特殊規劃地
區的開發，如 Singapore River, Tanjong Rhu , China Square。歷
史文化區的成功保存，如 Chinatown , Little India ，自然歷史遺
跡的維護，如 Raffles Hotel and CHIJMES。透過土地細分出售(亦
即著名的"KewDrive"型態的土地出售)，給予個人與小開發商參與住
宅開發的機會。分散商業空間，從傳統城市中心至地方中心，如
Tampines and fringe centres like Novena。幫助控制財產價格與
租金。出售目的有三：妥善利用稀少土地資源、保護土地儲蓄134、確
保國有土地即時銷售以求達到最佳經濟與社會發展利益。
新加坡的前身是英國殖民地。因此原則上於財產法與規劃執行上
主要是源自於英國 (Haila, 2000)。為了進一步加強國有，政府以一
套有效的土地徵收政策徵收土地用以開發與再開發。除了政府所擁有
的土地以外，新加坡土地法最顯著的特色是於土地持有的期間租賃的
普遍盛行(Ricquier , 1995)。在新加坡租賃的重要性於兩個特殊的
地區之間非常顯著。其一是工業不動產。許多此類的不動產，無論其
位置如何，皆包含於裕廊工業集團(JTC)的範圍內，JTC 是法定機構，
依據 JTC 法（Jurong Town Corporation Act (Cap. 150)）及其 1955
年修正法 No. 23 而成立。JTC 出租沒有蓋工廠的土地給承租人。標
準的出租期限是 30 年，有時涉及到租賃更新的選擇時，會加長 30 年
(Ricquier, 1995)。另一方面，土地/定期租賃權（leasehold）的重
要性是公共住宅制度（public housing system）
。房屋開發理事會(HDB)
是公共住宅的主管機關，授權依據是 1997 年修正版本的房屋開發理
事會法(HDB Act (Cap. 129))，這或許對於新加坡人民具有重大的影
響。大約 88%的國家人口，那些收入適格的新加坡家庭居住於公共住
宅，是由 HDB 所建造與管理 (Ricquier , 1995)。 自從 1988 年起，
HDB 管理與維護公共住宅不動產的責任已經移交給地方城鎮議會
（local Town Councils）。
134

特別指那些土地提供給公部門進行未來使用的功能 (如 LTA 交通用地、 JTC 工業用地、
PUB 公用事業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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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賃方式
SLA 透過暫時入夥證（TOLs）與租賃合約（TAs）出租閒置的國
有土地。暫時入夥證與租賃合約的核發，以其使用範圍如下為限：工
作地點、辦公場所、於國有海岸地之臨時建築、小型遊樂場、商業展
覽、嘉年華會、辦公室、醫院、學校、禮拜堂等。
（一）租賃合約（Tenancy Agreements ,TAs）
有意租用國有土地及建築物者可透過租賃合約租用，一般固定期
限最長為三年，通常不超過十年。
（二）暫時入夥證（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 ,TOL）
暫時入夥證允許短期使用國有土地及建築物，以每月或每年形式
更新暫時入夥證。TOL 是允許使用人支付費用而暫時占有國有土地的
一個許可，核發的對象為私有財產所有權人與開發者，當他們的私有
財產侵入國有土地或國有土地的上空時，便需要申請 TOL。然而，當
財產被出售予新的所有權人時，TOL 即終止結束。以往，如果新所有
權想要保留侵占財產的使用時，必須支付移轉費(Transfer fee)與申
請 TOL 的手續費；但在新的政策之下，不必再支付移轉費。
（三）直接租用合約（RentDirect Tenancy Agreement）
1、允許企業界直接提出租用要求。
2、針對建築物只有間斷性或稀少的需求。
3、假如出現求過於供的現象，招標還是最好的選擇。
4、土地管理以先到先考慮的原則將兩周内收到的租用申請書做
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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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租用合約案例
編號：

07OTH04

地址：

18,Middle Road,Former Bras Basah Community
Centre,Singapore 188929

所在區域：

01-08 City & South West

管理機關：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總樓地板面積
(approx. sqm):

682.0

土地面積
(approx. sqm):

5291.0

租期：

2007 年 12 月止

移轉方式：

直接租用合約

建築物現況：

一層樓建築，無附停車位，靠近 Bugis 捷運站

指定用途：

幼稚園

指定租金：

$7,20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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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賃期（Lease Tenures）
有許多非終身所有權（non-freehold）的租賃期間，例如：99 年
典型的住宅、商業、飯店、混合使用；60 年典型的工業使用；30 年
與 30+30 年的工業使用。政府可在固定租賃期後回收土地並依據新
的社會及經濟需求進行新的發展用途（Fixed tenures to allow State
to recycle land and response to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s）。
用途
住宅
商業
工業
教育
社會福利
農業

租賃期
99 年
99 年
60 年
30 年
30 年
1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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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拍賣與租賃
在新加坡，在土地定期租賃權（leasehold）的情況，私人企業
參與開發的過程是透過土地拍賣的方法分配土地給開發商。租賃期的
變化從 15 年至 999 年皆有。因為在許多國家，遺贈是複雜的。新加
坡於 1819 年後，土地以口頭協議讓給殖民者。1826 年，出現為期 999
年的租賃。也有為期 15 年的租賃，占有者有權將租賃更新至 999 年。
1838 年，引入為期 99 年的租賃(Motha and Yuen, 1999, p.17)。不
久，國有財產以工業、商業、住宅或其他目的轉讓為期 99 年或其他
更短期限的租賃(Motha and Yuen, 1999, p. 22)。國有土地所有權、
租賃權與土地拍賣的制度具有重要的成效。第一，國有土地所有權避
免財產與開發公司大量囤積土地與壟斷。第二，土地拍賣制度使開發
公司互相競標土地。第三，事先決定租賃期限與約束契約，具有減少
資產價值投機買賣的可能性。

四、土地承租人之權利
取得土地使用權利者必須履行許多條件，例如容積率的要求，或
其他依據身為政府出售代理人的個別政府機構所訂立的指導方針要
點所要求的條件，例如 JTC one-north，都市設計指導方針是投標者
為了取得特殊地塊而必須履行的條件之一。身為國家規劃者與主要土
地出售代理人的 URA，能夠結合規劃與政府土地使用權出售計畫－從
描繪藍圖與設置都市設計指導方針，至直接與技術代理合作準備土地
開發、土地使用權出售與之後的合作出售。具有實現計畫的能力與迅
速回應新加坡重要競爭優勢改變所帶來的需求。
土地轉讓（購買）的案例從 SLA 至 JTC：當 JTC 從 SLA 購得土地，
JTC 則成為土地所有人(通常是規定 99 年的期限)。當然，JTC 必須遵
守 SLA 的一些條件。這些條件／要求在 SLA 與 JTC 之間表列成協定，
而內容是獲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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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土地定期租賃權的價值與終身所有權的價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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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土地之信託及證券化情形
新加坡最大的土地信託公司，新加坡土地發展有限公司
（Singapore Land Limited）控制和管理著大量不動產，其中包括新
加坡土地大樓，克萊夫中心（Clifford Center）
，SGX 第二中心，ABACUS
廣場，淡賓尼 Tampines 廣場等等。
土地財產於股票市場在新加坡是不存在的。然而，於新加坡股市
交易列有不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 REIT)，
這是建立在以建築物為基礎而非土地，基於這些建築物的租金收入。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需要產生收入的財產，例如辦公大樓、購物商
場 、 商 業 區 、 大 型 零 售 店 、 飯 店 酒 店 式 服 務 住 宅 （ service
apartments）。某些 Reits 會特別投資於不動產的型態(例如工業不
動產)或投資於特殊的區域，如國家或鄉村。對於零售投資者而言，
投資 Reits 是參與不動產市場的一個流動、分期償付的手段。於 2005
年 8 月 24 日，新加坡出現兩個工業 Reits －Ascendas Reit (A-Reit)
與 Mapletree Logistics Trust (MLT)。由於租金是 Reits 收入的主
要來源，他們必須確保投資組合是由良好品質的建築物，也就是有能
力產生高租金收益的投資標的。建築物規格是工業建築物品質的關鍵
決定因素之一。其他要素包括區位、設計與規劃。A-Reit 與 MLT 主
要的投資組合標的座落於裕廊工業集團 (JTC)、房屋開發理事會或新
加坡土地管理局 (SLA)的土地之上，有著 30 年的租期與再加 30 年
的租賃更新，或直接為期 60 年的租賃。A-Reit 投資標的中只有一個
是終身所有權的租期。
雖有上述土地信託及不動產證券化之開發，惟皆非政府部門直接
介入進行，皆為私部門在擁有土地之租賃權（leasehold）後，就其
建物部門予以信託或不動產證券化，政府部門內不直接從事商業或開
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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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區重建局（URA）之開發
新加坡之國有土地開發，可分為三大部分，其中有關都市之開
發、重建、整建等係由 URA 執行；國民住宅用地之開發係由 HDB 執行；
至於工業園區之開發，則由 JTC 負責執行。由於 URA、HDB 及 JTC 皆
屬法定機構，故其開發利用所需土地，可由 SLA 以直接出售的方式，
取得開發所需用地，其售價則以首席估價師所定價格為主。
URA 過去是 HDB 中的一個負責舊市區更新的部門，自 1974 年以
來，URA 獨立成爲一個負責都市再開發和城市綜合開發的機構。URA
主要負責全國的城市發展及規劃，指導和執行城市更新與重建。在
1967 年到 1983 年，16 年間，URA 通過“地塊出讓”（sale of site）
程序在全國共釋出 166 個地塊，以及 143 個地區發展計劃，涵蓋從住
宅，辦公，購物，旅館，娛樂到工業的所有土地發展計劃。
URA 是國有土地出售的主要代理人，地塊出讓是土地使用規劃的
基本部分。透過地塊出讓，政府為了滿足新加坡土地使用規劃需求，
誘使私人資金投資與市場專家投入地塊開發。
「地塊出讓計畫」
，始於
1967 年，有助於引導新加坡的實質開發。於此過程，也使生地轉變
為有價值的不動產。URA 以代理人身分為國家實現土地出售，用以商
業、飯店、私人住宅與工業開發。再者，URA 也出售地塊用以特殊的
使用，例如大型車輛停車場、保留店屋（conservation shophouses）、
與娛樂的開發。地塊出讓通常是為期 99 年的租賃，用以商業、飯店
與私人住宅的開發，而用以工業的地塊出讓通常只有 60 年。地塊出
讓的其他租賃占有型態依據使用用途而變化。一般出售期間是透過公
開投標。然而，小型住宅地塊與保留店屋（conservation shophouses）
也是透過公開拍賣而出售。在 1967 年到 1983 年，16 年間，URA 透過
「地塊出讓」
（sale of site）程序在全國共賣出 166 個地塊，共 143
個發展計劃，範圍從住宅、辦公、購物、賓館、娛樂至工業的所有土
地發展計劃。於 2005 年 3 月 1 日 URA 宣布已經收到投標者成功的申
請建造 3.55 公頃的 BFC 於濱海灣的城市商業區。首先在 2004 年 5
月被置於政府土地售賣計畫（GLS）的保留名單上。成功的申請者已
經承認為了 BFC 至少出價總樓地板面積 （GFA）每平方公尺新加坡幣
$1,776 元。包含 1.8 公頃地下空間的 BFC 濱海灣城市商業區的關鍵
開發計畫之一。（詳見其他建造獨特市中心區的成果）BFC 的開發將
會幫助城市計劃者願景－一個世界級商業和金融的中心並整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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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的使用，例如住宅、娛樂和休閒設備創造一個於濱海灣周圍總合
生活－工作－娛樂的環境。

實質都市空間的型態深受綜合的政府初步系統所影響，此系統是
由三個規劃與設計管制的層級所組成，亦即全國概念計畫、全區開發
指導計畫與特殊地區的都市設計指導方針。身為最具影響力的規劃機
關之一，URA 於不同的空間規模之下準備規劃政策、土地使用規劃、
都市設計指導方針上具有相當優秀的能力。全國整體性的規劃概念以
宏觀的角度決定土地使用政策與與開發策略。全區開發指導計畫具有
規劃變數，例如人口成長、開發地區、土地使用、總地積比率、基礎
設施與公共開放空間的架構。特殊地區的都市設計指導方針在所謂的
地塊出讓方面，提供詳細的設計管制覆蓋總樓地板面積，使用於第一
個樓層與其他關鍵性樓層、建築高度、高樓與容積的管制，為了政府
釋出特殊土地而以基本的都市實質特性、都市形式、街道景觀、住家
景觀、人行道網絡與交通系統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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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概念計畫
新加坡規劃體系中較高層級的概念計畫，由策略規劃與有著長期
願景的新加坡實質開發的土地使用政策所組成。概念計畫有許多次的
修正，自 1971、1991、2001 年與最近 2005 年被重新檢討的新計畫。
於 1991 年的概念計畫裡，在濱海灣地區開發一個新的城市商業區的
想法被提出。於 2001 年的概念計畫裡，為了新加坡未來的 40 至 50
年，一個新的藍圖計畫 550 萬人口的方案。(新加坡 URA, 2001)透過
這三個概念計畫在三十年的期間，我們觀察到國家都市政策如何承擔
挑戰與對基於有限的國家資源與不足的土地之下產生的各種情況負
責。
2001 年的概念計畫包括彈性的行動、對於商業需求的反應、支
持附加價值的企業與為了新加坡成長為國際貿易中心而準備。為了新
的城市生活願景，概念計畫意欲創造更適合居住的城市，新加坡人民
可以舒適地生活並且對於住宅地點和型態有廣泛的選擇。在商業這個
部分，2001 年概念計畫提及新加坡的願景係在經濟上是一個活躍的
城市，一個以尖端科技、高附加價值的企業和服務、有著強大基礎設
施的全球金融中心所驅策的城市。而在娛樂方面，本計畫意欲透過提
供享受樂趣的場所將新加坡變成一個令人愉悅且興奮的城市 。
(Singapore URA, 2001b)在全國概念計畫裡，位於濱海灣的新城市商
業區對於生活、工作與娛樂要素的整合是一個關鍵性的提議。它有助
於增強或提高新加坡的商業競爭力與增加新加坡身為全球化和金融
化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Singapore URA, 1997)2001 年概念計畫專
注於新加坡在新紀元時代的願景。在此計畫中主要的方向將會變成更
加詳盡的計畫而成為 2003 年主要計畫回顧的一部分。(Singapore UR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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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2001 年新加坡全國概念計畫
(Source: Singapore URA)

二、全區開發指導計畫
概念計畫裡主要的策略與政策透過規劃管制體系中較低層級的
開發指導計畫(DGPs)實現詳盡的規劃變數。DGPs 基本上是一個法定
的地方計畫，包含之細節有如土地使用分區、開發強度、運輸網絡、
開放空間、娛樂場所與保護區的指定。新加坡現在分為 55 個規劃區
域。對於每一個規劃區域，DGP 準備將包含於概念計畫中的主要策略
轉為地方層級執行上的細節。當每一個 DGP 完成時，它變成開發管制
的參考與提供土地所有權人和開發者在適用於他們土地使用型態上
的指導方針(URA, 1991a)。
全區開發指導計畫也稱為主要計畫，每五年重新檢討一次，如近
來年 1998 和 2003 年的主要計畫。它是土地使用、地積比率與建築物
高度的綜合性檢討。DGP 於濱海南灣的案例中，規劃變數如地塊區域、
土地使用、總地積比率、總樓地板面積、第一樓層的使用、戶外使用、
建築物高度、建築物外牆退縮。主要計畫的目標具體指明的概念如新
的休憩環境、天氣舒適度、無車的徒步路線與運輸系統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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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1997 年 Marina South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地積比率
(Source: Singapore URA)

三、都市設計與特殊地塊出讓開發指導方針
依據全區開發指導計畫，更詳盡的設計指導方針有時會執行於由
政府所擁有的某些重要地塊，而規劃機關 URA 通常會為了特殊地塊的
設計與開發徵求投標者。第三層級的設計管制融入於公私開發機制，
即所謂的「地塊出讓」
，由 URA 列舉些許強制的管理與設計指導方針。
投標成功者應該要受到 URA 與其他機關的同意關於開發之所有完整
的計畫、高度和明細。底下的圖像顯示地塊出讓的實例－濱海南灣的
新城市商業區。(Figure 6)它連及兩大部分，亦即地塊 A1 和地塊 A2。
此開發在地塊 A1 被指定之主要用途為商業、住宅與飯店的使用。再
者，開發者必須合併地塊 A2 包括汽車停車場站與地下徒步購物中心
之傳統公共空間或設施。(Singapore URA, 2001)此實例顯示如何透
過特殊的開發機制建立公私部門間的關係。詳細的都市設計指導方針
清楚地呈現地塊出讓的文件是憑藉地塊計畫、一般計畫的都市設計情
況與關鍵樓層計畫，例如地下室、一樓與二樓計畫與其他設計指導方
針。
四、土地之出讓
URA 出讓土地，係由國家開發部(MND)依新加坡社會經濟發展情
形，擬定每半年的土地供給量後，URA 再根據其指導計劃出讓土地，
且 URA 亦依市場的吸收率，每半年檢討其出讓情形。又為有效掌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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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資源，自 1967 年起即不出售永久持有(FREEHOLD)的地契。而以有
期持有(LEASEHOLD)的地契為主。
有期持有(租賃權)的土地其出讓使用期限，依各類用途分別訂
定，其情形如下：
（一）99 年期：以供商業使用、住宅使用為主的土地，又空白
地段（即可依發展情形變更使用，不須繳交發展捐及獲得開發許可之
土地）亦以 99 年為期。
（二）60 年期：以供工業使用為主的土地。
（三）30 年期：以供休閒、消費、遊憩為主的土地。
（四）15 年期：以供短期使用，如停車場等之用地。
一般土地出讓的方式，以公開招標為主，對於供應較少、需求較
高的地段，則以拍賣方式為主，其公開招標或拍賣的底價，由首席估
價師訂定。
地塊出讓（sale of site），係就整塊地段一併出讓，其出讓方
式又可分為：
1、確定地塊之出讓：
係指該地塊的用途、容積率皆確定的情形下，由 URA 依市場需求
公開招標、拍賣。其底價由首席估價師訂定。
2、備售地塊之出讓：
係由 URA 每半年發布備售地段公開招標、拍賣。其開發用途由開
發商自行規劃設計。優點在於地塊土地的用途可依開發商規劃使用，
不必再繳交發展費，但為防止投機，不可空地出售給使用人，在開發
施工期間，開發商亦不可出售，須至開發完工後才可銷售。近年來濱
海地區都市娛樂中心的招標方式，採「雙封信制度」，亦即不以標價
為主，同時亦考量其地塊的開發規劃內容是否能符合都市發展所需。
開發商在投標時，須在投標函內分裝兩封投標信，一封係有關係地塊
的開發規劃內容、合作開發團隊、開發後銷售策略及開發團隊經驗。
另一封則明定其投標價額。URA 在接獲投標函後，須先組織地塊開發
規劃評估委員會，第一階段由委員會先開啟各個投標開發商第一封開
發規劃內容等相關資料，在分別評審後就各個投標的開發商中，擇優
錄取。第二階段再由投標評估委員會開啟開發商的第二封價格標單，
由標價高於底價者中，出價最高者獲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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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2001 年 Marina Boulevard 地塊出讓圖
(Source: Singapore URA)

Figure 1 The map in Sale of Sites at, 2004 .

圖 5-14 2004 年 BFC 地塊出讓圖
（Source: Singapore 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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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土地區塊規劃
(Land Parcel Plan)

圖 5-16 地下室規劃

圖 5-17 1 樓規劃

圖 5-18 一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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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建築高度規劃

圖 5-20 外層管制(Envelop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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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裕廊工業集團（JTC）之開發
JTC 為隸屬於商業與工業部(MTI)的法定機構，其主要功能在於
開發工業用地，以供新加坡之商業發展之需求，其開發各類工業園區
所需土地大都以直接出售的方式向 SLA 價購，經整地開發後再以公開
標售的方式出讓土地的有期持有(租賃權,LEASEHOLD)，其間為 60
年。近年來最具代表的開發案例為 Fusionpolis（聯合多元發展城
市），其內容如下：
一、發展目標
Fusionpolis 的發展目標在於創設出一個結合創新通訊科技、媒
體、藝術與娛樂的核心區域，故特別於新加坡的中心設立 one-north
特區(如圖一所示)，所處面積有 200 公頃之大，預計在未來的 15 至
20 年間將陸續的依照計畫開發。
開發的重心在生物科技、通訊科技以及媒體產業，目標在結合研
究專員、研發者、商業專才、資本家、法務人員以及其他具有科技長
才者，提供世界級的一流硬體設備、便利的通訊、以及完善的工作環
境，形成精密資訊科技產業(IT)的發展基石，並能擁有一定的開放空
間作為交流和思考的緩衝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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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Fusionpolis 特區座落圖

one-north 特區所在區域範圍

Fusionpolis 開發階段 1

位置
：位於在 Insead 旁，Ayer Rajah Ave 路
總樓地板面積：120,000 平方公尺
樓層
：第一座大樓 22 層樓，第二座大樓 24 層樓
交通可及性 ：現今結合 MRT 的中心交通路線，在未來預計搭建行人
運送系統(People Mover System)
預計完工日期：西元 20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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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ne-north 特區之介紹：
（一）One-north 之組成
主要有三個焦點特區(Xchange) 以及生物科技城(Biopolis)為
發展主軸，詳見下頁圖二所示。
1、Center Xchange ：
占地 120,730 平方公尺結合了媒體娛樂，繁榮熱鬧的街道、MRT
車站，為當地交通的轉運站，並提供一定的公共開放空間調節都市生
活的擁塞密集，為 ICT 產業以及媒體業種下發展的幼苗。
2、Vista Xchange ：
主要作為零售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重鎮，
3、Life Xchange ：
預計為新加坡未來生物科技發展的重鎮。包含了 Biopolis，占
地約 185,000 平方公尺，作為設立研究機構的使用地以及私企業用
地，初步計畫在於提供研究人員 1000 個單位的廉價住所，以及打造
一個生態花園的居住空間。
4、Biopolis 生物科技城：
鄰近兩個 MRT 車站、大眾交通系統以及快速道路。Biopolis 預
計容納了公私立的研究機構以及生物科技研發中心。
Biopolis 生物科技城預計興建的研究機構：
（1）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2）Bioprocess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3）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
（4）Institute of Bioengineering and Nanotechnology
（5）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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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one-north 位置圖

（二）one-north 之綠帶規劃：
one-north 在工商及學術機能的規劃之外，仍有劃設完善的綠色
開放空間可為科技產業與商業活動密集發展的此區域，提供寧靜的思
考與歇憩的空間。在此特區的每一個位置的 300 公尺之內必定有綠
地，且 BuonaVista Park 亦能與 Singapore green park 相連結，因
此綠帶的休憩功能得以充分發揮。詳見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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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綠帶規劃

（三）One-north 鄰近重要公共建設：
one-north 在新加坡科學園區(Science Parks)旁，並鄰近新加
坡 大 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新 加 坡 國 立 醫 院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 新 加 坡 工 藝 學 院 (Singapore
Polytechnic)。
one-north 具備了以上地利之便的條件，因此有極佳條件成為大
型的科技中心，且在大眾運輸系統建構完成之後將提供此區域各大樓
與娛樂圈之間良好的交通網絡，詳見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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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one-north 特區與鄰近重要建設

（四）one-north 土地使用分區：
one-north 特區採取彈性的使用分區管制，讓住家、辦公室、公
園與商業區能恰好的熔為一爐，可以走路去上班、在午餐時間與朋友
相約吃飯，讓居民永遠有活絡的思考空間與補充活力的泉源，詳見圖
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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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

住宅 / 勞動

細部計畫的預定用地

混合使用區

社教組織與學校

公園綠地

住宅用地

尚未規劃

工商用地

開放空間
水域

圖 5-25 土地使用分區

（五）one-north 預計開發時程表：
在 one-north 特區的主要計畫上有三個開發時程，將於未來的
15 到 20 年內陸續開發完成，Center Xchange、Vista Xchange 與 Life
Xchange 皆會在第一個開發階段開發完成，並為接下來的開發奠定堅
實的開發平台。詳見圖六所示。

169

階段一：2001 ~ 2010
階段二：2008 ~ 2015
階段三：2012 ~
圖 5-26 開發時程表

（六）one-north 各區交流規劃：
1、Life Xchange：
是新加坡將來生物科技的發展中心。包含了 Biopolis，185,000
平方公尺的硬體設施將提供公部門的研究機構與私人公司的使用空
間。
2、Center Xchange：
是媒體業與 ICT 產業發展的中心地區，是媒體產業與娛樂業發展的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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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3、Vista Xchange：
將是零售與服務業蓬勃發展的中心，是當地交通的中樞且有兩個
MRT 車站，預計在未來成為此區域交通交流 (transport xchange)的
中心。詳見圖七所示。

各 Xchange 交流的集中地帶
Xchange 的開發目標
圖 5-27 Xchange 交流中心位置圖

（七）one-north 之 Center Xchang：
涵蓋了 30 公頃的土地，Center Xchange 的 ICT 產業和媒體業將
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預計在完成 800,000 平方公尺的開發之後，將
占 one-north 特區五分之一大的開發範圍。Center Xchange 的特色
為 Nepal Hill 提供大量的綠地空間與休閒廣場，調節都市繁忙的生
活步調。詳見圖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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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usionpolis 資訊傳播和媒體中心
容納 ICT 以及媒體的相關產業，預計再 2007 年成為第一個結合
工作、生活、娛樂與教育的城邦都市。
總樓地板面積：120,730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工業區、結合工作與住宅的複合型大樓、零售業、
F&B
特色 ：one-north MRT 車站的中心線、實驗劇場、科技
展示中心、主要公共廣場、人行步道
2、Condominum Development 新經濟生活中心
結合了住宅所需和 one-north 混合使用空間，讓住宅也具有相當
的寧適度。周圍是 Nepal Hill 和 Buona Vista Park 圍繞，提供在繁
忙的都市生活中悠靜的生活淨地。
總樓地板面積：39,655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住宅大樓結合低樓層的零售與 F&B
特色
：沒有圍牆的生活環境與寬敞的廣場，提供住宅與
零售商店、文化設施之間有更緊密的連結
3、ICT Media Development
提供媒體及其相關產業所需的空間，如電影製片以及其前置與後
行的生產活動，數位媒體以其複合媒體、文化設施、娛樂場所、廣播…
等等。
總樓地板面積：145,000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ICT 和媒體相關產業的使用地，零售與 F&B，旅
館，住宅
特色
：開放公共空間
4、Nepal Hill 在城市之中的綠洲
綠樹遍布、景色雅致為都市生活的密集和壓力提供了喘息的淨
地，”black and white bungalows”(即類似平房的建築型態)可提
供專業學校、訓練中心、工作室、零售商店及餐廳等使用。此區採小
規模的平房式建築，並大量融入週遭自然景觀的開發方式是本區最大
的特色。
使用分區
：教育、文化與研究機構，F&B，住宅
特色
：為生活密集的都市生活圈提供了悠靜的綠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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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Center Xchange 的重要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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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

第一節

國有土地管理組織與機能

壹、英國當前國土空間規劃體系
一、現行體系
英國的土地及都市規劃架構因其國家體制的特殊性而自成一
格，其大英帝國聯合王國下轄四個國家，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
以及北愛爾蘭，四個國家在聯合王國之下，各自擁有極高之主權，四
個國家均有各自之中央機關，地方政府，文字，甚至法令系統，因此
在土地的使用上，除了相關環境敏感地區、國家公園區、限制開發之
綠帶等有全國共通性的標準，其他的土地使用類型及架構均因地制
宜，傾向專責專管。英國並無法定國土或區域計畫，其都市規劃制度
上的特色是計畫體為一個垂直架構，中央政府負責政策研擬與指導方
針之修訂，透過中央政府公報（Circular）與規劃政策綱領（Planning
Policy Guidance）、區域發展政策等指引全國、區域及地方之發展；
並對地方政府之發展作政策性以及策略性的指導，同時握有監督權
力，可要求地方規劃主管機關的發展計畫與開發管制配合中央的政
策。而地方政府在法律地位上被賦予更大的自主權，地方規劃機關則
是擬定發展計畫，並據以審查轄區內各項開發案，並主導土地使用的
規劃與管制；而近年來，英國整體的行政體系運作又因為工黨政府的
上台而進行重新的洗牌，因此在探討英國國有土地的使用及管制架構
之前必須要對英國近年整個城鄉規劃系統之改變作一了解。

英國以 1947 年之城鄉發展計畫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為基礎，爾後法案經過不斷地修訂檢討，到 1968 年再發展出單一發
展計畫(Unitary Development Plan)，而形成整體架構之規劃體系；
大英國協劃分為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 4 個國家。英格
蘭分為 9 個地區，下設郡和市鎮；威爾斯分為 22 郡；蘇格蘭共有 25
區，4 個城市區，3 個島區；北愛爾蘭分為 26 個區；倫敦稱大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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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設獨立的 32 個城區和 1 個金融城。此外，還有 12 個屬地。在各國
之中央主管國土規劃單位分別為：蘇格蘭行政開發部（Scottish
Executiv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 威 爾 斯 議 會 （ the Welsh
Assembly）下轄之運輸規劃與環境部（Transport,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Group ）、 北 愛 爾 蘭 環 境 部 （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for Northern Ireland ） 下 轄 之 規 劃 服 務 行 政 機 關
（Planning Service Executive Agency），以及英格蘭的副首相辦公
室（ODPM, 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與此相對應，英國的土地利用規劃分為 4 個層次，自上而下分別
是：國家級規劃，由中央政府制定規劃政策導則，重點包括土地利用
政策為主；區域規劃，由區域規劃機構制定區域規劃導則，重點包括
區域土地利用的協調；地方級由地方政府制定補充規劃導則，重點包
括具體的土地利用項目佈局，比如道路、企業等。
二、新的計畫架構
近五年來，對於英國行之有年的城鄉發展計畫架構，陸續有專家
學者以及各級政府的檢討聲浪出現，主要都是針對區域發展政策的定
位以及 PPGs 與地方行動計畫間的落差，希望區域發展政策能發揮更
有效率的功能，同時能扮演監督及實際指導地區發展的角色；因此在
環境部（DoE）與 DTLR 所公佈之 2001 年綠皮書以及 2002 年規劃白皮
書中便有提出所謂的新的計畫架構，主要的內容如下：
（一）推動民選區域議會
規劃白皮書(DETR, Urban White Paper, 2002)中提及，在下一
個 國 會 選 舉 前 (2005 年 ) ， 希 冀 英 格 蘭 將 產 生 民 選 的 區 域 議 會
(Regional Assemblies)，其功能及責任包括：
1、改善區域生活品質，如經濟發展與再生、空間發展、住宅問
題、運輸系統等，特別是區域經濟；
2、負責所擬定的策略執行與監督；
3、直接對選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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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體系的轉型
因應歐盟區域政策影響之下，藉由計畫體系結構性調整及更彈性
的發展計畫體系，提高區域競爭力。
1、強 化區域 規劃 角色 ：由區 域空 間 策略(Regional Spatial
Strategies, RSS) 取 代 原 區 域 規 劃 綱 領 (Regional Planning
Guidance, RPG)，並有計畫賦予 RSS 法定地位，地方發展架構及地
方運輸計畫必須與 RSS 一致。
2、改善並簡化現有發展計畫體系：建立新的地方發展架構(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LDF)，內容包括地方政府的核心政策聲明、
社區參與聲明及較小地方區域的行動計畫；詳細的計畫架構如下圖
6-1 所示。在 2002 年所公佈的規劃白皮書中清楚的指出，新的地方
發展架構應與近年來所提出應研擬之社區策略在長程願景的設定與
短期行動重點計畫的訂定上協力合作，並且應包含下列一致的原則：
（1）在開發的管制上面，應有以各地方主管機關之願景所提出核心
政策之宣言。
（2）針對較小區域的改善計畫如：都市區域擴張、市鎮中心以及鄰
里單元的更新等，研擬更詳盡的行動計畫。
（3）在進行行動計畫之區域，具備完整並隨時更新之都市計畫圖。
維持現有特定區域如：保護區、國家公園等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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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空間策略（全區）
Regional Spatial Strategies (RSS) (all areas)

次區域空間策略
Sub-regional Spatial Strategies
礦產與廢棄物計畫（全區）
Minerals and waste plans (all areas)
社區策略（全區）Community strategies

地方發展架構（全區）
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 statement of core policies（all areas）

行動計畫（部分地區）
Action Plans（Some areas）

圖 6-1

2001 年規劃綠皮書所期望之新計畫架構（Green Paper, 2001, DoE）

綜合上述，新的計畫架構計畫透過將具整合性的區域空間策略
(RSS)賦予法定地位，甚至希冀於 2005 年能產生第一個民選區域議
會，使區域政府能更具制定政策及執行之實權，以區域整合資源，提
升區域競爭力；中央政府及其附屬單位將移轉部分政策職責給民選區
域議會，而原區域內之政府辦公室(Government Office)縮編擔任區
域議會與中央的橋樑，地方政府仍維持其領導社區並提供一般服務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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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英國公有土地權屬及種類
在英國，土地資產的使用型態與管理機制、權屬變更基本上依政
治權利更迭所採用經濟主義之不同以及地方政府功能變動而變動。
一、公有土地的權屬演進
英國自 1066 年諾曼地公爵威廉（William）征服後，建立了中央
集權制國家，英王成為全國土地唯一所有人。征服者威廉將土地以保
有地（tenure）的形式分配給諾曼人的貴族，以換取貴族對國王的服
務和效忠。貴族又將土地以同樣方式分封給其他臣民，直至使用土地
的佃農，因此形成了以土地分配為主的封建制度社會。
佃 農 成 為 最 後 的 土 地 占 有 人 （ tenant ）， 其 上 一 級 的 貴 族
(landlord)，也不是最終的土地占有人，國王才為實際的佃主。在英
國法的歷史上，佃農土地占有的獨立地產權益，隨著地產權(estate)
的變化，而逐漸形成地權制度，地產權在土地保有的持續期間和狀
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形成各種不同態樣，其情形如表 6-1 所示。
惟在 1925 年英國公布財產法(Law of Property Act)後，有關地權的
態樣，已逐漸簡化，尤其在 2002 年土地登記法(Land Registration
Act)公布後，普通法上之地產權更加明確及簡化，地產權大致以終身
保有（freehold）和租賃保有（Lease hold）兩大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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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英國地產之分類
Estates
(地產)

Estate in Expectancy
(期待地產)

Estate in Possession
(占有地產)

Remainder
(遺留地產權)

Less than Freehold
(Leasehold)
租賃保有地

Free hold
自由保有地

Freehold of Inheritance
(可繼承的自由保有地)

Fee Simple
(自由繼承地產)

Reversion
(歸復地產權)

Freehold not of Inheritance
(不可繼承的自由保有地)

Fee Tail
(限定繼承地產)

Estate For Life
(終生地產)

限定直系血親卑 以持有人終生為
親屬繼承

Pur Autre Vie
(他人終生地產)

讓與人終生地產

英國的土地所有權在十八世紀之前為權力地位的象徵，是權力的
礎石，所有英格蘭的大地主均為社會、政治及經濟的領導人。土地所
有權人也在都市政策的決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國家的歷史悠久
以及城鄉規劃體系的特殊性，導致英國在整體土地權屬方面呈現定義
紊亂、管理機關紛雜，不易管理且缺乏相關研究等問題；時至今日，
對於英國土地權屬從未有完整的資訊整合，大多注重在特定土地使用
或是特定地區的權屬調查，如農地或是保育區土地等，從來沒有系統
性的官方調查，而這樣的狀況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英格蘭的土地
權屬資料長期以來都被視為個人隱私，國家地藉登記機構（HM Land
Registry）在資料上的取得便極為困難，而公開資料庫的行動也多受
阻撓，一直到 1990 年才對外開放；第二：雖然公部門以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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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主要是自己所有的土地在權屬、使用及開發方面的資料建檔尚稱
完整，但也囿於系統的不整合而無法互相串聯建立精確的資料庫，也
嚴重影響地方或區域土地政策的擬定。
原則上，英國之公有土地可以定義為凡是非屬私人擁有且社會大
眾可以自由進出之土地或資產；其存在的目的應是為了公義（the
common good）或是大眾利益（public interest）。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初期公部門大量持有土地的確讓英格蘭的城市區域快速復甦，但
也陸續的為許多人所詬病，認為土地開發的利益到後來變質成為特定
的團體所綁架的而產生出的特定「公義」
；但是規劃大師如 Peter Hall
等仍然肯定公有土地的正面意義，認為以大量的公有土地來促進城鄉
發展有下列三項優點：1.都市規劃效率、2.維護地方財政與社會的平
等、3.確保服務品質。但是在實際大規模推動土地公有化的時候，卻
又遇到了市場經濟的壓力而導致失敗連連，因此英國的土地權屬問題
大多由利於開發與否的議題衍伸出來。
從 1947 年至 1980 年的三十年間，曾經有三次大規模但均為時甚
短的行動，試圖以立法及行政手段對可開發土地建構完整的公共所有
權（public ownership），第一次是在 Uthwatt 委員會建議之下，在
1947 年的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of 1947）
中明文規定將所有開發權力及利得收歸公有，而在該法的規範下，土
地所有權人可以自由決定土地的買賣或是維持原有使用，然而其土地
開發權力則歸地方政府透過開發許可制來統籌辦理，土地所有權人由
中央土地委員會給予小額的補償。當被授與開發許可後，土地所有權
人將要付出 100%獲益捐或是開發税，這樣的法案導致私部門的開發
完全停擺，在六年後， 於 1953 年此法案完全終止。
第二次是在 1960 年代中葉，1967 年英國成立了一個國家層級的
土地管理委員會（Land Commission），並於 1964 年在國會通過土地
權限法案（Land Commission Act）授權土地管理委員會購買任何需
要開發之土地，再自行開發或是以全額開發價額售出，以確實推動國
家、區域或地方之城鄉規劃；這樣的法令被視為土地國有化的象徵，
因此導致土地市場崩盤，無人願意出售土地，甚至連地方政府都不願
意出售土地給該委員會，而該項法案到一九七一年左右即因該委員會
在五年間僅購得 1538 公頃土地、賣出 324 公頃，無法推動而宣告作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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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的嘗試是在 1975 年的社區土地法案立法（Community Land
Act, CLA），此次立法授權英格蘭及威爾斯地方政府以徵收方式用土
地使用現值來購買可開發土地，之後再將該土地以市場價格售予私部
門，並課以開發所得稅；這樣的法案同樣遭到抵制，在 1976 年至 1978
年間，在 CLA 鼓勵下僅有 924 公頃土地被地方政府所購得，63 公頃
轉售出脫。1980 年英格蘭與威爾斯同時放棄這項法案。
在此三波行動失敗之後，1979 年保守黨政府上台，明確的宣示
以公部門為開發主體的方式只會對整體開發有負面影響，而將改變過
去工黨執政所主張的都市土地開發方式，將以地方機關及民間開發公
司為主體，以 1980 年通過之土地與規劃法案（Land and Planning Act）
為開始，著手推動將眾多公營事業民營化，包括將閒置之公有土地出
售以及國民住宅的脫售。除了執政當局因為政治因素而對於公有土地
的立場有所改變外，基本上公部門持有土地（Public ownership）對
於健全都市發展的貢獻是從未被否認而且持續被應用至今的。如 1930
年代為了建構出完整的綠帶（green belt），倫敦郊區有大量土地被
徵收；而戰後又為了快速發展新市鎮，大面積的土地亦被徵收；到今
日，地方政府或公部門仍因參與或主導各種類的都市更新計畫而徵收
土地。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公部門持有土地是對土地市場及開發利益
有正面影響的。
同時，英國公有土地整體性的統計資料一直處於不完整的狀態，
直到 1970 年代，才有 Dowrick 於 1974 年公佈唯一的一份較為有系
統的普查報告，說明於 1972-73 年間，英國公有土地共有 270 萬公頃，
約占英國總面積的 11.7%；若再加上道路系統、公共土地（common
land）及被設定土地/定期租賃權的土地，則約占總面積的 18%，而
各級單位所擁有的公有土地相關資料則非常欠缺，僅能得知地區間公
有土地的持有比例相差甚大。因此對於公有土地的權屬與狀態只能作
出以下陳述：
1、在都市發展地區，有相當大比例的土地為公有土地，而地方
政府（local authority）多為土地持有者。
2、許多公部門機關在都市開發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的持有公有土
地，而導致公有土地權屬甚為複雜。
3、整體而言，二次世界大戰後，從 1959-1975 年是公有土地成
長的黃金期，而這個趨勢從 1980 年代之後開始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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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有土地之種類
英國在聯合王國體制下並沒有定義為「國有土地」（national
land 或是 government land）這種土地，僅有在不同的行政機關職
權之下擁有不同種類的「公有土地」
（public ownership），公有土地
的認定及管理方式均與我國大相逕庭。每種公有土地的權屬、定義、
使用、收益、以及管理亦因所屬單位之不同而難有統一之規定。同時
又因為執政黨政策改變，英國的公有土地占全國土地的比例從八十年
代的將近百分之二十逐年減少；再加上英國皇室系統的並行，另外有
隸屬於皇室成員以及部分貴族成員的皇室土地（Crown Land），皇室
土地自古以來即為英國皇室所有，在早期皇室即為政府之時代，皇室
土地理應認定為公有土地之一種，在 1851 年 訂立之皇室土地法案
（The Crown Land Act）進一步的確認皇室土地的權屬、使用方式、
以及收益歸屬；近年來因為英國皇室邊緣化的趨勢，有些皇室土地僅
有其名而無其管理或享用收益之實；另一部分的皇室土地之利用及收
益均為爵位世襲家族代代所有，而就現今的公有土地之定義而言，將
之視為公有土地，似乎有再商榷之必要。
同時英國公私部門合夥持有而為公共目的使用的土地近年來快
速增加，若單就較狹義的公有土地定義而言，則其種類繁多的公有土
地大致可依其所屬單位及使用目的分類加以說明：
（一）依所屬單位分類：
1、政府資產（Government Estates）
所謂的政府資產即是舉凡政府及軍方相關單位因辦公、職權、業
務經營所需場所，所在之土地及其上之建築物均可視為政府資產；此
類政府資產占超過 1%的英國的總土地面積。其中國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和內政部(Home Office)對 90%的政府資產擁有控制權。
2、公共用地（Common Land）
所謂的公用土地即是所有無法明確歸類公有土地之統稱，大多屬
於自然資源保護地區，各層政府機關所劃設之保育地區均屬於此纇，
而且這樣的土地基本上每個人都享有自由進出的權利。此類土地必須
要依法註冊成為公共土地（the Commons）
，其土地之使用與收益等規
定基本上與私人自由保有地一樣受到法律之約束，而公地使用權人則
有另外的權限；英國政府在一九六五年通過的公共土地登錄法案（The
Commons Registration Act of 1965）將所有的公共土地予以登錄，
以便管理，例如綠帶的所有權等即為各地方政府、倫敦地區之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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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都會區之行政區以及其他單一政府單位登錄成為公共土地的所有
人；其他像是全國性或是區域性之自然資源保護區，國家公園管理局
則是主要的所有及管理單位。
3、公營事業土地（Lands owned by public bodies）
國營或是公營事業團體為了滿足都市開發以及公共事業之需求
如：交通設施、教育設施、城市基礎設施（水、電、瓦斯供應等）而
擁有之土地，主要持有單位如英國鐵路委員會（British Railways
Board）、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英國水路委員會（British
Waterway Board ）、 中 央 電 力 開 發 委 員 會 （ Central Electricity
Board）以及各級公立學校單位等。
4 、 地 方 政 府 徵 收 之 土 地 （ public land acquired by Local
Authorities）
地方政府因推動公務之需求，或在城鄉規劃之過程中設立綠帶以
及公共設施，大眾運輸系統等需求而徵收之土地，均屬於此類，地產
屬於地方政府。
（二）依使用目的分類：
1、因應都市開發需要（Housing/ redevelopment）
大部分持有單位為地方政府，多因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多數地方
政府為都市復甦的主角，為促使都市開發而大量買下或徵收都市計畫
範圍內土地，代表城市為牛津市（Oxford）
、曼徹斯特市（Manchester）
以及雪菲爾市（Sheffield）。其公有土地比例通常超過全市土地的
50%。而其購買之用途多為提供平價住宅社區（Council house）以及
進行都市更新案件。也有少部分之土地供為工業發展專區之用，但這
類的使用最後多因管理問題而轉賣給私部門。這類型的土地在近年來
呈現陸續減少的趨勢，許多地方政府囿於財政壓力，不但停止以公有
土地興建平價住宅轉而鼓勵以私部門為主的住宅供給，同時亦著手開
始賣出政府所有的住宅，以減少管理及維護的支出。
2、因應環境保護需要（Environment/recreation）
英國長久以來以有效防堵城市蔓延以及環境保護而聞名，因此有
相當大比例的公有土地被設定為了達到此目的，其中各級政府均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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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成綠帶的建構及保護而購買/徵收土地；還包括各種自然資源、
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供所有市民公共休閒的公園、遊憩中心；以曼徹
斯特市為例，這類的公有土地約占所有公有土地的百分之十三；而這
種目的使用的公有土地在威爾斯及蘇格蘭所占比例更高。而大型國家
公園以及森林保育區等更為此類土地之大宗。
3、因應教育事業需要
有別於其他國家，英國的高等教育幾乎全為國家所支持，各大學
均為國立大學，而其土地也多以基金會的方式隸屬於各級政府
（City/county Council）。
下表為曼徹斯特市於一九八八年的公有土地之種類及比例分布：

表 6-2 1988 年曼徹斯特市公有土地之種類及比例分布一覽表
持有單位（Public bodies）

土地面積（公頃） 占全市土地比例%

持有比例

曼徹斯特市政府

6,762.3

57.9

88.6

英國鐵路委員會

337.5

2.9

4.4

西北區域健康機構

160.3

1.4

2.1

大曼徹斯特區政府

134.2

1.1

1.8

曼徹斯特大學

74.6

0.6

1.0

UMIST

43.6

0.4

0.6

英國水路委員會

35.4

0.3

0.5

西北區域瓦斯委員會

26.0

0.2

0.3

大曼城區運輸執行委員會

18.6

0.2

0.2

中央電力委員會

15.6

0.1

0.2

英國電信

15.4

0.1

0.2

西北區域郵政委員會

7.0

-

0.1

西北區域電力委員會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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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廣播電視公司
總計

1.5

-

-

7,635.3

65.2

100

資料來源：Kivell & McKay,1988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了解，英國的可以歸類為國家所有有土地的
種類多為自然保護及國防安全需求而歸中央所管；其他舉凡涉及地方
發展、公共事業、教育、甚或住房提供之公有土地，除其權屬歸於地
方外，其使用、管理、收益亦由地方政府全權決定；中央政府僅為監
督以及稅收的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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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有資產的法令體系

英國的法令體系屬於英美法，與我國體系相去甚遠，在法律的規
範上 大體 可 以分 為三 個階 層 ，第 一個 階層 為上 位 法案 （Primary
legislation），多為英國國會與上議院（House of Parliament and
House of Lords）所通過且頒布之法令，屬於原則性、綱要式之法案，
明白的宣示當前國家的基本方向，確認各機關政府之權責範圍；第二
階層為條例與行政命令（Regulation and Orders），與政府之政策綱
領位階類似，多為執政當局所頒布之政策宣導之行政條例與命令，亦
多為發展大方向之指示，而中央政府之公告（Circular）則為政策綱
領與行政命令之即時之更新公告，為輔助之作用；第三階層則為各地
方政府執行機關自行擬定之行動計畫與操作手冊（action plan and
handbook）在上兩階層之指導下，進行實際的計畫執行。另外，判例
法（case law）在英國也對於各案的判定上也有相當大之影響。
而在規範公有資產之權屬、註冊、使用的法令體系基本上也遵循
圖 2 之架構原則；最上位的法案確認了土地的權屬，包括公共土地登
錄法案（The Commons Registration Act of 1965）以及公共土地議
案（Commons Bill）。

圖 6-2

英國法令體系架構

資料來源：英國副首相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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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權屬
由於土地的權屬的複雜度，以及地方與中央的分權體系，使得英
國地區的公有資產管理單位紛雜，難有一個具有上下位關係的組織體
系；而管理公有資產的組織從 1970 年代以後才在英國受到重視，隨
者近年來英國政府推動商業化、效率化而轉型為極重要的工作項目，
而資產管理部門的演進便由單純消極的資產登記管理到扮演顧問角
色到現今的以企業化的經營角度引入企業管理的概念，配合電子科技
系統，在管理資產的同時，希望能達到最有效率的公有空間使用。因
此在各級國有土地管理機構之機能也在近年來更趨多元化。
一、資產管理部門之演進與執掌
（一）自 1971 至 1991 年財產服務署 (Property Services Agency,PSA)
為政府資產的主要且唯一的管理部門，在這個二十年間，英國的公有
資產基本上是以中央集權的方式，擁有公有資產的所有權以及經營
權，與我國國有財產局的職權相類似，編制龐大，全盛時期全英國共
有 22,000 名專職員工；然而在早期因為作業效率不佳，因此廣受批
評，而從 1985 年開始思考轉型，下表為在六年間，財產服務署的改
善狀態：
表 6-3 財產服務署後期業務改善表
1985

課徵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charging

1988

管理開發博物館與美術館

1990

專家管理財產

1980s

成立國家財產登錄局 NDPB

1991

保存資產

在 1991 年以後，政府資產的效率化經營的推動進一歩的針對財
產持有情形（Property Holdings）進行轉型，包括以出租的方式管
理辦公資產，並且課取機會成本，另外傾向工作專業化，在政府人才
不及培育的狀態下，與民間專業公司合作所有專業工作由外界承包，
同時管理維護與營造建設等工程均外包辦理；在五年中，公共所有的
保持依然是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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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 1996 成立「公有財產顧問」(Property Advisers to the Civil
Estate, PACE)，從此開始，對於公有資產的管理工作由中央掌舵，
對於資產管理擔任效率監督以及顧問的角色，針對 1994 年出版的里
昂效率監督報告所提出的檢討項目，積極改善，中央保有協調的角
色，自發性的給予各公部門諮詢發展最佳實務操作顧問，地方政府以
及各政府部門單位進行合作管理所有權以及營運，同時進行政府資產
的重新盤點，共計有 384 件總值為 4.38 億英鎊；而在 PACE 推動顧
問工作、架構性的契約服務及協調各級單位管理公有資產的時候，英
國土地管理長久以來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不完整的登錄資料庫對於
有效的工作推動的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在五年提供顧問服務後，PACE
提出再次轉型的聲音，在跨入 2000 年時，公有資產的管理部門在次
重整。
（三）在 2001 年，在財政部（Office of the Treasury）之下，另
外成立一個獨立的政府貿易辦公室135（OGC）
，目前主要以促進有效率
的公有資產使用為優先工作，以輔導協助各級政府機關有效率的使用
公有資產為主要任務，並於 2005 年在該辦公室下轄成立政府重組與
資 產 管 理 處 （ Government Relocation and Asset Management
Division , GRAM），確立了四大工作主軸包括對於公有資產之檢視與
重組、擬定並推動政府資產管理對策（Government Assets Management
Strategy）、無效率之資產使用整理、以及建立跨部會之電子資產地
圖（e-PIMS）
。其重點工作項目包括監督 Monitor, 支援 Support, 挑
戰 Challenge，細項如下所示：
1、剩餘閒置空間之處理
2、加強協調合作之角色
3、電子資產地圖 (e-PIMS) 資料庫委託管理
4、將 NDPBs 納入協調
5、發展健全的實務顧問機制
6、建立效率評量以及資產管理標準
7、發展整體架構 – Buying Solutions

135

詳細內容請參照 OGC 官方網站 http://www.ogc.gov.uk/（2005.12.07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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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整

資產處置

辦公空間
使用

第一章

電子資產

圖 6-3

財產統整

政府重組與資產管理處工作主軸

提出
有效率的
資產管理策
略

資料來源:GRAM,2006

上圖為政府重組與資產管理處（GRAM）的五大工作方向以及一個
主要目標：
1、挑戰效率(The Efficiency Challenge)。
2、目標–在 2008 年能有 215 億英鎊的效率改善收入。
3、里昂報告建議一 (Lyons): 好的配置措施以 2010 年為目標
年，希望能達成 20,000 件政府資產效率配置的目標，並以此為基繼
續擴大目標；同時繼續以財產與資產資源的策略性管理、有效用與有
效率的協調使用及擬定以商業為主的工作場所之策略為 GRAM 的主要
執掌。
4、里昂報告建議二 (Lyons): 朝向更好的公部門資產管理。
5、價值三百億英鎊的資產處置以及至少每年 7.6 億英鎊的節省
開支。
“對於欲保留的資產之有效率的管理計畫需要有一個清楚的主
軸包括明確確定辦公空間減少的範圍與標準”績效監督的成果由政
府會計部門 Government Accounting、定期出版「財政綠皮書 Green
Book」，以及致各級單位會計公務員定期公告 DAO(Dear Accounting
Officer) Letters。
在中央政府方面，其執掌為負責資源的整合；目前主要以促進有
效率的公有資產使用為優先工作，以財政部（Office of the Treasury）
為主導機關，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政府貿易辦公室（OGC），以輔導
協助各級政府機關有效率的使用公有資產為主要任務，並於2005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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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辦公室下轄成立政府重組與資產管理處（GRAM），確立了四大工
作主軸包括對於公有資產之檢視與重組、擬定並推動政府資產管理對
策（Government Assets Management Strategy）、無效率之資產使用整
理、以及建立跨部會之電子資產地圖（e-PIMS）。
在地方自治政府中，由於各地方政府全權自治決定組織架構，因
此管理開發公有資產（council owned property）之單位也無統一的
名稱與組織，大倫敦地區與各級郡政府、以及各自治市均各自為政；
導致管理機關的執掌因地而異，因此非常難以統整分類；以諾丁漢市
為例，市政府將公有資產的開發與管理、收益之責由不同部門負責，
開發由城鄉規劃以及住宅部門負責，而登錄、管理與收益則歸「財產
登錄與資產租賃」組（Property Records and Estates Rents）負責；
而相類似的工作執掌，在牛津市（Oxford City）則將市有資產的管
理與收益歸於商業部門（Business）下的資產組（Property team）
管理。
這樣的現象造成中央單位與地方單位、地方自治政府間的關於各
項工作之溝通以及政策資料整合的斷層，因此自 1997 年以來，在英
格 蘭 與 威 爾 斯 而 有 「 地 方 政 府 協 會 」（ The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LGA）之成立，協助各地方政府之合作與溝通效率，下
轄 地 方 改 進 與 開 發 機 關 （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IDeA），同時進一步的建立國家土地資訊服務（NLIS），串聯
整合各地方政府的公有資產，以建立資料庫，並以定期出版國家土地
資訊公報方式更新之。
圖 6-4 為本研究根據上述的資料所繪製之英國政府公有資產主
管機關架構圖，可以進一步了解目前英國中央跟地方之主管機關、資
料庫等各組織以及協助單位之角色與工作；其工作內容與職掌則整理
於下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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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地
LGA

地方政府協會

方

Local Authorities
地方自治政府

IDeA
改進與開發機

地方自治政府決定之管
理處分機構
主要工作包括：政府公
有資產的規劃、開發、
管理、收益

NLIS 國家土地資訊服

圖 6-4

政府公有資產主管機關圖

資料來源:英國政府貿易辦公室、本研究整理

茲將目前中央及地方有關公有土地管理機構名稱以及權責範圍
列於下表：
表 6-4 公有土地資產管理機關執掌表
機構
職權
中央級國有資產擁有機關: 負責資源的整合
MOD 國防部

對於管轄之政府資產擁
有監督管理之責

工作內容


在國家安全及保密之前提
下，依業務及職務需求有
進入國防部管下土地之權
利

The Office of Treasury 財

政部

全國公有土地資產之最
高管理機關



協助國內公有資產之管理
單位

全國土地權屬之登記、建
檔



對全大英國協境內所有公
私有土地之權屬登錄

財政部內之獨立機關，負



研擬全國性資產的管理策

對於管轄之政府資產擁
有監督管理之責

Home Office

內政部
Forestry Commission

國家森林委員會

對於國家境內所有指定
之森林、自然資源保護區
之管理與維護

中央級公有資產管理機關
HM Land Registry

土地登記處
Office
of
Commerc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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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貿易辦公室

責政府資產資料的結合
與整理



略
建立 e-PIMS

地方單位
Local Authority

各地方自治政府

地方土地資產的開發與
利用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IDeA)

蒐集並分析各地方政府
擁有之公有資源



地方改進與開發機關

The
National
Land
Information
Service
(NLIS); Scottish L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cotLis)

國家土地資訊服務
( 英 格 蘭 與 威 爾 斯 );
蘇格蘭國家土地資訊
服務
The National Land and
Property Gazette（NLPG）





為 IDeA 所建立之服務系
統,用以整合英國境內各
國家之地方政府所有土
地資源,以國家土地財產
公報方式呈現,並定期更
新





研擬地方公有資產之發展
策略,行動計畫(Action
Plan)
負一切開發、管理、收益
之責
負責整理並監督各地方政
府之公有資源使用與開發
建立資料庫體系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發展
的溝通管道
蒐集地方政府公有資源
了解並監督
資訊的提供與統整

地方所有之土地資產之
登錄與管理

國家土地財產公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前段資料可知，英國近年來積極的對於紊亂的公有資產管
理、登錄系統以及無效率的使用型態進行改善工作，首要為建立統一
格式之資料庫系統，其次為成立協助單位，以協助擁有極大比例之公
有資產的地方自治政府推動有效率的改善策略。
二、資產管理的方向
政府重組與資產管理處成立主要的目的在為納稅人節省支出,主
要的方式為協調政府各單位部門的空間利用的有效率，下列三個為主
要實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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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不動產市場互動（Market Activity）：
英國國有資產之前也遇到與不動產市場脫節的困擾而導致無效
率的使用或面臨資產利用公平正義的質疑；因此在 2000 年以後，利
用政府資產重整的機會，將公有土地或建物確實與不動產市場配合，
同時呼應政府企業化的重點原則。運用電子資產地圖 e-PIMS 之詳盡
資料庫提供相關資產的資訊,反映市場活動。並提醒與知會各政府相
關單位有關公有資產的各項訊息-使各級政府單位能將單位內部活動
使用需要與公有資產的供給資訊結合，以達到公有資產的更有效分
派、檢視或徵用。
（二）資產清查（Clearing House）：
資產清查是確保有效利用的第一歩，英國政府一改過去放任態
度，強力要求所有政府資產登錄，並且建立電子資產地圖，詳列：
1、各政府單位知會政府貿易辦公室所需的空間要求；
2、各政府單位知會政府貿易辦公室所有現有及未來將閒置的空
間要求數量。
（三）資產空間使用合理化（Estate Rationalisation）：
包括開源與節流兩部分: 讓各政府單位再使用其資產的同時能
夠運用資產的價值創造額外收入，同時運用合併或是精算空間需求並
確實執行政策方向改變或是政府企業化目標以減少運作成本(如節省
水電費用)；里昂報告以及效率評估:財政部委託財政專家里昂爵士所
作的政府 企業化效率報告所建議之目標達成以及效率評估方式的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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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對於大量公有土地存量以及土地的使用，近年來一直是英國各級
地方政府檢討的重點，尤其是針對都市開發地區，逐漸呈現公私土地
持有消長的情形；因為在地方財政普遍不佳以及開發成本增加的衝擊
下，除了著手處理一些無力維護的平價住宅之外，地方政府越來越傾
向以土地租賃權（leasehold）或是直接賣斷的方式與私人開發商或是
半官方團體合夥（partnership）配合一些獎勵措施來進行住宅開發或
是都市更新的案件。這樣的趨勢將導致各級地方政府所擁有的公有土
地面積快速縮小，自由市場經濟以及私人開發利得的誘因將對未來都
市地區開發型態與方式有更強的影響力。這樣的情況也進一步的對土
地政策、地價有相當的衝擊。同時針對剩下的公有土地，擁有的機關
對於管理及處分方面有更多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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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機制

英國對於公有資產的管理及處分機制在效率管理、追求公平配
置、資料庫公開健全的原則下，針對不同資產依其特性研擬決定其處
分的方式。

壹、公有資產出售機制
對英國財政部而言，公有資產的處分，其實是屬於資產有效管理
的一環，因此在檢討現有公有資產的管理缺失後，在 2004 年政府支
出複審報告中（2004 Spending Review）對於提升管理效率以及公有
資產（Public assets）的有效使用，提出五個策略性目標：
一、挑戰公有資產處分－在目標年 2010 年以前處置價值三千億之公
有資產
二、量化政府效率改善成果
三、檢討現行獎勵制度
四、調查現存公部門單位生產力
五、估計結合資產管理與處分的效果
這五個策略目標即影響英國現有的資產處分制度以及未來十年
的政策方針。
公有資產的出售機制主要擬定機關為財政部（HM Treasury）
，負
責政策的擬定以及監督執行效果。出售方式以公開標售為主，以競價
方式促進土地有效使用。
在上述目標一的部分，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討論，其實英國在二次
世界大戰後，因為國家重建需要而大量興建的國民住宅（Council
houses）其管理不易與維修開支早就在 80 年代開始成為各地方政府
龐大的財政負擔，為了減少各級政府的龐大財政赤字，因此政府在
90 年代即有所謂「right to buy」的計畫推動，有計畫的出售國民住宅
給 民 眾 或 是 私 部 門 ， 並 且 成 立 半 官 方 的 住 宅 管 理 協 會 (Housing
Association)來接手後續的出售或是管理未出售的國民住宅，這樣的
處理速度為中央政府機關大約一年可以處分價值十億的公有資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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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可以處分價值約四十億的公有資產 ；因此在這個階段，是
以出售公有土地及附著於上的建築物為主，
而在 2004 年的檢討後，進入公有資產出售的第二個階段，其中
依然將上述類型的公有財產處分納為達到 2010 年三千億目標的一部
分，同時在清查各部門資產後，出售各政府部門所有擁有的閒置空間
（non-housing），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公有資產的處分同步進行，以
達到五年內處分三千億資產的目標；下圖為財政部提出的 1998-2010
年「公有資產處分進度方案」，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中央政府加公營
事業每年固定處分約 10 億資產；地方政府(國民住宅)部分以每年處
分約 20 至 40 億之資產；地方政府（非國民住宅）部分每年約處分
15 億英鎊之資產。
這樣的快速處分公有資產同樣面臨到公有財產的賤賣或是滯銷
的問題，因此為了確保資產的價值，財政部建議各政府單位在出售的
同時可以提供配套措施，如授與開發許可於欲出售之土地，或是開放
公私合夥的方式移轉土地保有權（freehold）、甚至可以分期付款的
方式付清價金。

圖 6-5

136

公有資產處分進度方案

資料來源：財政部

參見 ”Towards Better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tor Assets”, 2004, HM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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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產管理策略
一、執行策略
而在處分之前，政府貿易辦公室對於現有的管理體系以及當前課
題進行檢討並試圖建立出一套「資產管理最佳化程序」，以協助資產
管理履行策略的研擬，以下圖說明該程序在欲達到之成果與現行課題
間扮演驅動與促成的角色。

圖 6-6

資產管理執行策略研擬圖

資料來源：OGC,2006

二、資產管理可行性研究(PAM Feasibility Study)
為有效推動資產管理策略，政府貿易辦公室特別針對資產管理可
行性進行研究，對英國而言，政府策略的決策過程必須要嚴謹而且能
夠確保預期效益，因此，在該可行性研究中，研擬出處分政府資產必
要的配套措施，諸如：
（一）可行性底線
（二）效率最佳化模式
（三）預估潛在效率利得
（四）改善促進選項
同時為避免閉門造車以及與市場脫節，可行性研究亦邀請利害關
係人參與協助提供協助發展資產管理最佳化程序的民間顧問企業，以
及確保提出的處分方式均為健全而可行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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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該研究中更進一歩的定義中央各部會所應扮演的角色：
（一）清楚確定的政府貿易部門權限
（二）建立與財政部各計畫的地位確認
（三）收益計劃
可行性研究會以各部門目前資產管理的表現為基礎開始,並以定
義出何謂”優秀的資產管理“為目標,同時提供細分各部門表現的基
準,從”無知”到”優秀” (完整的表單以協助分析與改進). 該研
究同時會明確研擬中央介入的機制與時機以確保該程序有效的融入。
三、發展最佳化程序
發展最佳化程序會提供全體政府一個完整的架構 (例如 所有部
門機關) 同時設定明確時程達到資產管理最佳化(如: 4 年). 如此
一來,就提供了持續改進的基礎 (包括透過效率評量標準) 同時可讓
政府貿易辦公室(OGC) 以其改變後的角色有效地確認何時給予協助
或介入。
在資產管理可行性評估後，自 2005 年到 2006 年分五個階段進行
資產管理最佳化程序的研擬、測試與執行， 下圖為詳細內容。

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3

階段 4

階段5

確立研究範圍

整合已存在以及

利害關係人加入

發表最佳化程序

監督,協助及挑

與限制

新出現的資產管

計畫

(12. 2005

理困境

(04.2006~08.2

~03. 2006)

(03. 2006~04.

006)

戰各單位執行
(09. 2006)

(09. 2006 ~)

2006)

圖 6-7

資產管理最佳化程序研擬五階段流程

資料來源：OGC,2006

英國瑞汀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研究顯示，優良的資產
管理(Good Asset Management)必須要包括六個面向，財產與產業資
訊充足、了解當前核心產業、財產管理目標與產業目標的結合、優良
的技術管理、有效掌握總值，總支出以及總貢獻、以及建立表現指標。
政府貿易辦公室即以此六面向為準則，進行優良資產管理策略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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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資產管理（better asset management）。

財產與產業資訊
了解核心產業

表現指標與產
業的聯繫

有效掌握總值,
總支出以及總
貢獻

財產管理的目標與
產業目標的連結
優良的技術管理

政府貿易辦公室研擬更好的資產管理(Better Asset Management)
方案中定義出當前之現況課題，包括:
（一）在資源重分配與投資需求以及效率方面並無整體寬廣的策略思
考
（二）資產管理策略目前並非由主要機關掌握
（三）對於資產進行雜亂而不一致的鑑定,估價方法,與改變使用方式
（四）各單位之管理局限於單位內
（五）不重視持續不間斷的維護管理
（六）專業知識的不完整與不足
（七）未與私部門建立夥伴關係
因而有以下建議:
（一）在現有的基礎上執行更嚴格的資產管理
（二）重點在於改進效率所遇到的困境
（三）加強資產管理專業知識
財產/資產的管理與處分必須要是合而為一的，處分的目的是能
達到全體經濟效益的提升，因此英國目前政府資產的處分機制基本上
可以由下圖窺其全貌，主要是從設施管理、經濟工具、以及產業策略
三方面的配合，達到效率、效用與經濟的目的；產業策略訂立願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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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並決定資產如何處置及執行；設施管理方面建立資料庫以釐清
政府資產的數量與狀態，經由定期更新，即可在線上評量監督資產處
分成果；最後，經濟工具方面結合投資提案能力配合市場景氣，協助
政府資產之競爭力提升。這三大面向的有效執行必須要有資產管理制
度為核心。

設施管理
財產清冊與協助服務

效率
評量

執行
資產
管理

產業策略
遠景與計畫目標

經濟工具

預測

投資提案

效用

圖 6-8

經濟

政府資產管理處分面向圖

資料來源：OGC,2006

四、研究整合性的模式

（一）四大工作重點
將公有資產資產管理需求的概念模式與現行政策相對應，試圖研
擬出一個整合性的模式，政府貿易辦公室在試圖架構出未來處分管理
模式時，強調四個方面的工作重點：
1、創造組織性的功能
2、適當的組織架構
3、定義各組織的角色與所需之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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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性的架構模式
1、存在於各部門間現有的不同模式
2、資產管理組織之最適位置
（三）尋找體制內資產管理模式的角色與定位：
不動產專業; 職業公僕; 其他不動產相關專業技能
（四）資訊科技輔助(Information Technology)
1、強制登錄電子資訊化地圖
2、整合現有體制內不同的資訊系統
另外，對於資產的管理與維護需要分為兩階層，即確立財產管理
者與資產管理者基本性質之不同，資產管理者必須扮演策略層面的舵
手，結合內外資源、模擬最佳財務組合與資產處置方式、並且組織合
作開發計畫並主導管理技術之提升，最重要的工作在於處置資產目標
的確定與資料庫的監督。而財產管理者則是提供技術層面的協助，包
括建築物的整修維護、管理、基礎的財務管理、使用狀態的監控等。
表 6-5 財產管理者（Property Manager）與資產管理者（Asset Manager）之比
較

財產管理者 (技術性的)
 所有權和資產管理
 設施管理
 維護與修復
 新成建物與翻修計畫管理
 系統供應者之契約管理
 帳目收支的管理
 能源使用監控
 各種狀態的監控
 更新與維持財產資料庫
 輸入資產管理資料

資產管理者 (策略性的)
 經營與委託人及客人的關係–
重點在於利害關係人之滿意度
 財務組合與投資/消費的效率監
督
 部門整體的資產計畫
 策略性的採購
 策略性的資源管理
 成果管理
 跨部門資產合作計畫
 組織性的技術發展
 整體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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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在將公有資產處分的過程中各部門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
財政部的角色主要為政策領導，對資產管理計畫為綱要性指導，
訂出未來五年的目標為處置價值約三百億英鎊之閒置資產，另外要求
資產管理計畫必須要為 2007 年的歲出報表中的一部份，以落實政府
資訊公開的主張，同時審核財務部門的管理效率。政府資產管理部門
的角色如下：
1、在財政部轄下工作
2、支援財政部
3、協助提出效率計畫
4、與政府重組工作結合
5、工作重點在於持有,管理政府部門使用之公有資產
6、發展並推廣「效率最佳化程序」
7、挑戰與支援
8、以現有的優勢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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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產管理系統之建制
一、登錄系統整合
英國土地登記處對於 1998 年以後的任何土地房屋買賣均開始要
求強制登記，然而英國土地權屬的登記不完善的確是土地使用效率化
的最大隱憂，又因應加入歐盟，為了一勞永逸，IdeA 聯合歐洲學者
進行土地登錄制度的研究，提出整合性登錄系統的概念，以及建構出
透過土地登記處的媒介，在同一系統下，讓資訊取得更為迅速與經
濟，收取的規費因需要者的身分而不同，也能反映使用者付費的社會
公平理念。而這份研究顯示，歐盟各國都即將探討整合性系統的可行
性。

Licensing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Enabled local authorities
to act as one legal body
Fulfill statutory duties
free of charge







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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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DeA,2005

IDeA 是由英格蘭與威爾斯的地方政府所創造而來，獨立於中央
政府和其他法定部會，透過主管局(Board of Director)對地方政府
負責；其與所有的地方政府合作，以提昇績效並加速改進與開發為目
的。為了改善地方政府的績效，IDeA 與許多組織互相連結，例如地
方政府協會(LGA , The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副首相
辦公室(ODPM, 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運用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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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Audit Commission)的綜合績效評估(CPA ,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ssessment)等；另外，IDeA 具有區域網絡(regional
partner)，於各地方設有區域夥伴，作為與地方政府連結的關鍵性窗
口。IDeA 藉由互相連結的構想與專業知識技術、有效的執行與前瞻
性的思考、傳遞彈性的工具與服務、承擔地方政府的風險，用以促進
並支援地方政府的改進與開發；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收益資助基金
(RSG , revenue support grant)與其他特殊活動和服務費。IDeA 的
任務著重於領導能力品質的改善、合作能力的強化、服務傳遞的改進
與幫助地方政府建立永續社區等，以達成節省地方政府的時間、金錢
與落實改進為成果。以下就此四大任務作簡單的說明：
（一）改進政治與管理領導能力(leadership)
IDeA 主辦地方政府領導能力中心(LGLC , Local Government
Leadership Centre)，用以刺激想法與執行，並傳遞領導能力的架
構，將新的焦點與動力傳遞給地方政府。IDeA 提供領導能力學會(The
Leadership Academy) 與 進 階 領 導 能 力 計 畫 (The Advanced
Leadership Programme)給予地方政府領導者有機會發展領導能力與
溝通技巧。
（二）強化合作能力(corporate capacity)
IDeA 幫助地方政府提升自己的能力與強化各地方政府之間合作
的績效。當地方政府能力不足時，IDeA 透過績效支援(Performance
Support)的服務提供長期的支援處理合作績效的議題。IDeA 提供專
家給予建議、線上知識資源、e 化學習工具等服務，培養地方政府的
知識與學習。
（三）改善服務傳遞(service delivery)：
尤其是教育、兒童與成年人的社會照顧服務，地方政府必須傳遞
最佳的公共服務，快速地隨著政策改變而調整，因此 IDeA 提供自我
評估方針、網路基礎工具與資訊、健康檢查、良好的執行指引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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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永續社區(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DeA 透過個案研究、良好的實務資源與適宜的支援提供各種服
務(a one-stop shop)幫助地方政府強化能力創造更多的永續社區。
另外，身為領導社區的地方政府，IDeA 對於地方政府在社區凝聚力
(community cohesion)上也能有所幫助，例如政治領導能力計畫、策
略規劃與行動計畫、地方夥伴的強化、定義並傳遞凝聚力等。

二、電子化資產地圖（e-PIMS）
英國的公有土地或是私有公共使用之土地數量龐大且種類繁
雜，為因應此種狀況所導致一直以來的管理困擾，工黨政府於 1999
年 發 表 之 白 皮 書 中 （ Modernising Government White Paper
initiative）強調要將國內之公有土地作一完整及數位化的統整；有
鑑於此，獨立於財政部外之英國政府貿易部（the UK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便開始研擬一套跨部會之電子化資產地圖系
統（e-PIMS）
，並於 2001 年 5 月對外展示查詢版之電子地圖系統，於
同年 11 月開放資料更新版之電子地圖系統，以電子登錄系統來取代
以往之人力登錄系統，以增強登錄之完整性及時效性；第三階段則是
在 2002 年 10 月連通與其他資料庫之連結，如：各地方政府之資產管
理及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第四階段則是於 2004 年完成整個系統的
測試及整合，讓所有政府公務部門及各級地方政府單位能夠在短時間
內掌握到公有土地的數量、位置、權屬以及使用和收益現況。
此系統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能藉由跨部會的資產管理系統將全英
國地區的公有土地作一檢視，過去因為沒有一個主管機關負責公有土
地的總量管制而導致權屬不清，管理困難，甚至連數量都無法完整掌
握；這項計畫期望能在 2006 年底之前，將過去所有地籍不清、登錄
不明的公有土地完全清查，同時為保障資料之安全性，以土地資料之
機密性質分加密等級，供不同層級之政府單位運用。並配合國家測量
中心對於地界策量資料之更新，建構一個完整的公有土地資料庫，藉
由資料庫的交叉比對，以提供所有相關政府單位更健全的施政基礎。
另外，e-PIMS 是免費的服務，透過網路申請可以查閱並維護個
人的核心財產記錄、上傳資料至 e-PIMS、查閱所有地形測量圖。e-PIMS
具有精確的中央國有資產記錄、辨別空地、協調政府資產、精密的搜
尋能力、提供精細的地形測量圖、改變政府的設備、提供核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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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特殊需要建立附加功能、加密功能的安全使用等優點。
e-PIMs 至今已經幾乎建構完成，全英國政府資產超過九成以完
成資料的登陸及上網，下個階段將舉辦一系列的教育訓練，讓有使用
者能很快速熟悉使用，目前以開放的功能主要包括閒置空間資料庫尋
找、登記並劃設新建政府資產、地籍資料報告下載、各地區空間使用
單位、使用比例與情形；詳表如下：

資料庫提供雙向服務，使用者可以同時上網維護更新所登錄的資料。
e-PIMS 主要功能畫面
功能說明
透過郵遞區號或是
地圖點選，尋找政府
公有資產位址與面
積，以綠色斜線表現
之。

尋找每筆土地詳細
資訊報告，包括面
積、位址、地籍、產
權、租約、他項權
利，只要權限夠，可
直接從網頁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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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新建政府公有
資產，並建立資料庫
相關內容。

尋找或輸入閒置土
地資料。

主要搜尋畫面，可以
郵遞區號或行政區
域或持有單位加以
分類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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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公有土地資料
庫建置，全體英國政
府部門必須要誠實
登錄剩餘或未使用
之公部門土地，以利
政府貿易辦公室掌
握並輔導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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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壹、公有資產出租機制
基本上英國公有資產出租的原則是以公有公用為優先，公營事業
次之、半官方組織再次之，私部門最後；租約為制式表格，只要向擁
有單位提出申請，經過基本的審核後即可取得該空間利用；租期則依
照使用單位的需要而定之，大多為長期租用；在首都倫敦地區，政府
部門與相關單位幾乎設有辦公室，而政府資產大多屬於倫敦市政府或
是財政部，因此公部門租用辦公空間的情形非常普遍；在過去財政部
未推動公有資產有效管理制度之前，英國公有資產的使用情形紛亂，
租約也無有效管理以及監督機制，缺乏資訊平台的結果造成空間閒置
或是租約到期的資訊無法傳遞到需要空間的單位；因此在 2001 年政
府貿易辦公室開始推動之電子化資產地圖（e-PIMS），將全國所有公
有資產作一總歸戶，讓政府公有資產的出租資訊能夠完整的整合在此
一平台上，協助更有效率的空間使用。
出租之國有資產，以標租為原則，租期係以 15 年之租賃權
(LEASEHOLD)為主，超過 15 年以上之租賃權則以一次出讓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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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動產信託之情形(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UK-REITs)
一、資產處置的三大原則
儘管不動產投資信託在全球漸成主流，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自
1970 年代以後便積極推動不動產信託化，且頗有成效；英國財政部
仍因為國內資產登錄以及管理制度的不夠成熟而對開放不動產投資
信託持保守態度，時至今日，英國正式探討不動產投資信託才不到兩
年的時間；從 2003 年房地產投資基金(Property Investment Trust)
的初次出現在英國財政部討論議題中，到 2004 年，在配合政府企業
化，並對於國內不動產有更進一步的掌握後，訂出政府對於資產處置
的三大原則：
（一）政府即是開發者(Government as developer)
（二）全力支持市場 (support for the market)
（ 三 ） 尋 求 資 金 以 及 推 動 促 進 開 發 的 法 案 （ Grants and other
promotional legislation）
；才由英國財政部開始研擬不動產信託的
可能性以及相關制度，先從與各界專業人士討論開始，確立了推動
UK-REIT 的基本目標，而財政部基本預計將在 2006 年財政法案
（Finance Bill 2006）中提出英國不動產信託(UK-REITs)的立法程
序。目前仍在討論不動產信託制度的優缺點以及課稅的困難度等議
題。
二、引入不動產信託制度的優缺點
（一）優點
基本上，英國各界普遍認同引入不動產信託的優點為：在不增加
國家預算負擔下，可以使證券投資市場以及不動產市場更有彈性以及
聯繫度更高，官方認為，美國住宅不動產投資信託公司的成功經驗表
明，在英國類似的投資機構同樣“能夠提高管理經營效率、在更大程
度上更新和維持房地產業以及保證源源不斷的住宅供應。”同時，不
動產投資基金的倡導者也希望，這種新的住宅信託投資形式能夠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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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並成為比置產出租這種投資形式更為安全的投資替代形式。
（二）可能遭遇困境
財政部於 2004 年所公佈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以目前英國不動產市
場的狀態下，推動不動產信託可能可以協助解決下列困難：
1、資產部門轉手交易與流通性的不足導致資訊的不完全公開以及無
效率的投資。
2、對於沒有大量資金週轉的中小企業投資者而言，較不易進場投資
不動產。
3、資產公司可能無法籌措到足夠的開發金額而導致負擔更多的債
務，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的穩定性。
4、對於大部分的法人組織部門多屬於擁有並使用自有資產
（owned-occupied），無法有效推動促進資產有效運用與管理。
三、推動不動產證券化之探討
推動英國不動產證券化同樣也引起一些可能的問題探討：
（一）不動產投資基金面臨成交困難賦稅繁重等問題
按照國際市場慣例，在不動產市場營運的信託投資機構，其基金
無須缴纳租賃收入税以及資本收益税；但投資者在獲得高投資回報
時，必須繳納所得税。英國房地產業者認為，以目前英國房地產市場
投資已經不甚熱絡的狀態下，還要承擔沉重的納税義務。造成投資者
需要努力的建立不動產投資组合的同時，還要面臨不動產交易過程缓
慢、成交不易的壓力；最後，通過證券投機股本直接投資於房地產公
司還須負擔雙倍税額。
（二）不動產投資基金缺乏進入住宅市場之動力
在歐洲各國當中，英國投資房地產市場的資金比例是最低的。而
在另一方面，英國卻是使用/入住自有資產比率最高的國家，多數屋
主和房屋的關係是屬於居住使用而不是投資，同時平價住宅的興盛也
讓住宅市場呈現緩慢的趨勢，這也是英國不動產投資改革進程緩慢的
主因。此外，在英國商業不動產之租金上漲以及收益率上揚成為不動
產投資市場的主要支撐力量，相較之下，投資住宅不動產所帶來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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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微薄很多。因此，住宅市場對於投資者而言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不
動產信託投資從商業不動產市場延伸到住宅市場較缺乏市場動力。同
時不動產證券化對住宅不動產產生的收益不見得大於租金收入；只要
英國不動產市場的流動性没有明顯改善，投資者認為手中持有房地
產，靠穩定的租金在出租市場獲得收益是更為穩定的選擇。
基本上，財政部認同不動產信託投資形式進入市場運作是大勢所
趨。隨著不動產信託投資在世界投資市場的不斷擴張，英國政府亦開
始對配套措施（如税務政策等）進行調整以及英國不動產市場流通的
逐步改善，財政部希望建立一套妥適的不動產信託制度以有效解決目
前不動產投資市場的凝縮、並消除住房市場的泡沫化現象。不動產投
資信託公司一旦成為公開上市的、從內部管理且資本結構固定的高銷
售要求的公司，其市場表現將尤其突出。而在政府企業化經營的前提
下，政府資產又多屬辦公使用，賦稅的問題相對來說較少；相信在不
動產信託制度法制化且正式上路之後，將政府資產投入信託投資市場
應該會是財政部在對國有資產管理處分方面的另一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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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資產利用之促進
一、資產效率評量標準 (benchmarking)
當前大部分政府部門都有自我檢視執行效率系統,但並沒有整體
性針對公有資產的效率評量標準,針對整體公有資產的使用效率與效
力進行評鑑，因此各單位的策略決定過程並沒有統一且適當的評量基
準。
（一）目標
1、針對所有公有資產建立一資產效率評量標準。
2、這樣的系統建立將可以立即應用於各單位且未來可以進一步繼
續發展, 朝向最大效益以及最少的投入。
（二）重要成功要件
1、夥伴關係
2、共同的願景與承諾
3、健全系統
4、可靠
5、務實的

（三）評量標準首度測試(the pilot)
針對公有資產的效率評量系統以及確定使用的研究方法，在 2005
年中徵召四個政府部門參與首度測試 (DTI, DEFRA, DoH & OGC) 測
試樣本為 130 棟建築物。成立一個計畫執行委員統一管理,協調包括
四個機關以及出入境管理局的參與執行，主要的目標希望能定義出政
府 處 分 管 理 資 產 的 「 重 要 績 效 指 標 」（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s）“以及其要件；而該重要績效指標必須要以永續
環境為主，經濟效益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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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試成果
1、資產效率評量標準:
(1)引入一個 標準化架構賦予各公部門單位進行自我資產效率
評量的工作。
(2)建立一持續性,跨部會的資料庫,讓所有的表現績效能被持續
追蹤以及與其他單位進行績效比較 。
(3)對各部門提供績效報告,其中包括對於公有資產整體以及個
別建築物的使用效率與效力分析。
(4)提供各公部門對於資產管理的品質能有一實際改進跳板
2、分析方式：
(1)中數差異值是由資料庫中計算出來,當作相關表現績效的指
標。
(2)全部的數值均以個別資產為基準作公平的比較。
A、在 Level‘A’:
測試樣本的效率與效力分數略高於 100，較好的結果。
B、在 Level‘B’：
每平方公尺的總支出為合理狀態、效力分數超過預期。
C、在 Level‘C’:各工作單位並沒有妥善使用所有空間，
總共有 4100 樓地板面積的閒置空間。為效率改善的第一優
先，若進行改善則將可預期增加 25%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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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環境永續重要績效指標表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KPI
Item KPI

Numerator

Denominator

Benchmark

m2 or FTE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or workstations

1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kg CO2

2

Building Water
Efficiency

m3

3

Waste
Throughput

tonnes

4

Waste Recycling

% of total waste

Upstream

5

Waste not
landfilled

% of total waste

Upstream

6

Business travel
efficiency

FTE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or
kg CO2 or business unit spend

Upstream

miles

Upstream;
GPG286;Econ19

Upstream;
m2 or litres or FTE employees and
Envirowise;CIRA
contractors or workstations
1,000m2 or FTE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Upstream

資料來源：OGC,2005

（五）應用測試結果
樣本的取得與分析提供以下資訊，有助於建立有效資產投資策
略：
1、高支出建築物應採取短期租約以利隨時的處置該資產
2、指出建築物需要立即改善效力之行動
3、高人口密度的建築物,推動強化使用方式
（六）計畫後續發展
本計畫預計從 2005 年實施至 2008 年底，希望對全英國之公有資
產進行執行效率狀態總體檢，因此目前尚屬開始階段，僅能定義出評
量標準的項目與權重，以目前英國公部門所擁有的全部公有資產數量
而言,本次測試的樣本取樣略嫌不足，在接下來的階段樣本數增加將
對於了解公有資產表現績效有顯著的幫助；長期而言,將能夠建立全
國性標準統一的評量指標與資料庫，預期藉由這樣的資料庫進行更進
一步的分析，以發展出更多的資產管理與處分方式的可能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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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政府資產效率評量圖

二、發展空間使用合理化方案
政府貿易辦公室在合理化空間使用方面提出與各單位及資助機
構合 作 簽 訂「 公 有產 業 合 作協 定 」（CIVIL ESTATE COORDINATION
AGREEMENT）並擬定一般性合作細節內容的方案；並且使各級單位部
門 簽 訂 「 公 有 產 業 空 間 使 用 協 定 」（ CIVIL ESTATE OCCUPANCY
AGREEMENT）擬訂一般性空間分享與使用的標準內容。以企業化原則
指導各部門之資產取得與釋出並以政策引導各機關部門重整；另外提
出「共同區位計畫」 (Co-location Projects) 使不同政府部門的空
間資源可以互相流通並且有效回收，共同提出更好的空間利用計畫。
空間使用合理化的利益量化表現如下：
（一）空間釋出（RELEASE OF SPACE）
財政部於 2005 年 5 月「致會計公務員信函」中公告各政府資產
使用租約即將到其前必須要整體匯報政府貿易辦公室，透過政府貿易
辦公室所建立起的平台，重新檢討該資產的使用，以及可能的需求單
位，然而對於可以出租給民間的單元，民間企業亦可向政府貿易辦公
室購買使用 ePIMS 的權利，以隨時登入資料庫，尋找適用的空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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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需要清除的閒置空間，政府貿易辦公室也擔任評估買方以及經紀人
的角色，以獲得最大經濟收益為原則。
（二）空間再利用（RECYCLING OF SPACE）
從各資產空間產生之淨效益檢討再利用的方向，基本上即是將每
個政府資產可以產生的效益量化後，與以評估合理的使用處分方式，
政府單位各自提出空間需求，進行交換或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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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利益案例:由政府重整與資產管理處所主導的資產使用合理化成功案例
再利用 實質節省利
空間 益(英鎊)
案例名稱

方案策略
(平方
公尺)

CAA House, TSOL require larger and better space than
10,307 £36,429,000
Kingsway,
QAC, which is life expired. Propose to
London WC2 relocate and dispose of QAC. Most of CAA
House (DfT sponsored) to be taken on
sublease. (4024)
Victory House ETS have a lease expiry at 19/29 Woburn
3,491
Place, and need new smaller accommodation.
Victory House taken from IR, when released
as a result of move to GOGGS (4097)

£3,900,000

South Quay
III

£2,041,984

OFCOM has surplus space arising from
1,350
move to new HQ. CAFCASS take to replace
existing property being demolished by
landlord at lease exp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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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國國有土地相關制度之比較分析
第一節 國有土地管理體制之比較

壹、管理機關組織方面
我國國有土地之管理機關，依我國國有財產法之相關規定，公用
財產之主管機關，依預算法之規定。公用財產為二個以上機關共同使
用，不屬於同一機關管理者，其主管機關由行政院指定之（國產§10）。
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國產§11）。
國有財產在國境外者，由外交部主管，並由各使領館直接管理；如當
地無使領館時，由外交部委託適當機關代為管理（國產§14）。而國
有非公用土地，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承財政
部之命，直接管理之（國產§12）。
日本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依日本國有財產法之相關規定，各省各
廳之首長，應管理屬於其所管之行政財產（日國產§5）。又，各省各
廳之首長，得將屬其所管有關國有財產事務之一部分，交由所屬部、
局等之首長分掌之；且國家亦得依法令規定，將國有財產有關事務之
一部，委任由都道府縣或市町村處理之（日國產法§9Ⅰ、Ⅲ）。由上
述有關國有財產之管理機關內容可知，關於國有財產之管理，財務大
臣乃為主要者，且國有財產法第七條規定：「財務大臣，應為國有財
產之總轄。」而財務大臣為財務省之首長，其法定權責係由財務省及
所屬機關財務局遂行。
新加坡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主要由新加坡土地管理局（SLA）作
為全國最大的公有土地管理者和持有者，其負責監督其他法定部門例
如新加坡市區重建局（URA），房屋開發理事會（HDB），裕廊工業集
團（JTC），並保證土地出讓透過公開透明的招投標程序來完成。其
他政府單位涉及土地租售的比例非常小，包含類似社會福利部的人類
協會(People Association , PA)、環境署（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 ENV）、公用事業局（Public Utility Board , PUB）、國
防部（MINDEF）、營建署（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
BCA）、內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 , MHA）、陸路交通局（Land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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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有資產的管理組織，由於土地的權屬的複雜度，以及地方
與中央的分權體系，使得英國地區的公有資產管理單位紛雜，難有一
個具有上下位關係的組織體系；而管理公有資產的組織從 1970 年代
以後才在英國受到重視，隨者近年來英國政府推動商業化、效率化而
轉型為極重要的工作項目。自 1971 至 1991 年財產服務署 (Property
Services Agency,PSA)為政府資產的主要且唯一的管理部門，在這個
二十年間，英國的公有資產基本上是以中央集權的方式。於 1996 年
成立「公有財產顧問」(Property Advisers to the Civil Estate,
PACE)，而在 PACE 推動顧問工作、架構性的契約服務及協調各級單位
管理公有資產的時候，英國土地管理長久以來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
不完整的登錄資料庫對於有效的工作推動的成果大打折扣。在 2001
年，在財政部（Office of the Treasury）之下，另外成立一個獨立
的政府貿易辦公室（OGC），目前主要以促進有效率的公有資產使用
為優先工作，以輔導協助各級政府機關有效率的使用公有資產為主要
任務，並於 2005 年在該辦公室下轄成立政府重組與資產管理處
（ Government Relocation and Asset Management Division ,
GRAM），確立了四大工作主軸包括對於公有資產之檢視與重組、擬定
並 推 動 政 府 資 產 管 理 對 策 （ Government Assets Management
Strategy）、無效率之資產使用整理、以及建立跨部會之電子資產地
圖（e-P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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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理法制方面
我國為規範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特制頒
「國有財產法」，以為有關國有土地之規範基礎。日本有關國有財產
管理（包含取得、維護、保存與運用）、處分事務之主要基本法規範
為「國有財產法」；該法之目的，乃在對國家行政機關明示有關國有
財產管理及處分事務行為之一般準則，以使國有財產得為適正管理。
新加坡於 2001 年制頒「新 加坡土地 管理局法（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Act）」，惟與我國及日本之國有財產法不同，其性質較屬
為機關組織法，主要在規範 SLA 的組織、功能與職責。英國固非屬成
文法國家，故有關國有土地管理並無專屬法律規範。目前僅在 2005
年所成立的 GRAM，確立四大工作主軸包括對於公有資產之檢視與重
組、擬定並推動政府資產管理對策（Government Assets Management
Strategy）、無效率之資產使用整理、以及建立跨部會之電子資產地
圖（e-P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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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之概念
依我國土地法之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轄市
有土地、縣 (市) 有土地或鄉 (鎮、市) 有之土地（土§4），國有土
地為公有土地之一，為公有土地之下位概念，又為管理之考量，國有
土地依我國國有財產法之規定，又在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
類。下列各種財產稱為公用財產：一、公務用財產：各機關、部隊、
學校、辦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二、公共用財產：
國家直接供公用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三、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
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之。但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份而
言。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
日本之國有土地，可分為行政財產及普通財產兩大類，行政財產
乃國家為行政目的而所有之國有公物；普通財產，指行政財產以外之
一切國有財產。行政財產依其用途，又可細分為公用財產、公共用財
產、皇室用財產及企業用財產等四類。其又可細分為以下四種：
一、 公用財產
公用財產，指供國家之事務、事業或其職員居住之用，或決定供
此等目的使用之財產。例如：辦公廳舍及其基地、監獄、自衛隊駐屯
地‧演習場、國立醫院、國立圖書館、國立博物館、國家公務員宿舍
等及此等用途之預定地等屬之。
二、 公共用財產
公共用財產，指直接提供公共（一般公眾）使用，或決定供公共
使用之財產。例如：國道、國營公園、河川、湖泊、海岸、港灣等，
供一般公眾自由使用者屬之。
三、 皇室用財產
皇室用財產，指供皇室使用，或決定供皇室使用之財產。例如：
皇居之建物及基地、御所（新宿御苑、京都御苑）、陵墓等屬之。
四、 企業用財產
企業用財產，指供國家企業或其從業職員居住之用，或決定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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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的使用之財產。例如：造幣局、印刷局、國有林野事業、酒精專
賣事業等使用之財產屬之。
新加坡對於國有土地之概念，大致沿襲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之概
念，除私人合法取得之永久地產或絕對所有權、土地外，其餘皆為國
有地，故「國有土地」意指所有新加坡的土地除了－
一、由政府以絕對所有權或永久房地產的形式合法轉讓的土地，或訂
立契約而轉讓的土地；
二、由政府依合法協議、租約或許可而轉讓的土地；
三、作為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的土地；並且包括所有基於協議之下
而轉讓或占有的土地，或基於合法讓渡或收回或強制徵收的土地
而出租或許可的土地，或政府合法没收的土地或歸屬於政府的土
地，而由人民合法持有者。
至於分類上，則依土地使用計畫之規範為據，而不再另行分類。
英國聯合王國體制下並沒有定義為「國有土地」
（national land
或是 government land）這種土地，僅有在不同的行政機關職權之下
擁有不同種類的「公有土地」
（public ownership），公有土地的認定
及管理方式均與我國大相逕庭。每種公有土地的權屬、定義、使用、
收益、以及管理亦因所屬單位之不同而難有統一之規定。再加上英國
皇室系統的並行，另外有隸屬於皇室成員以及部分貴族成員的皇室土
地（Crown Land），皇室土地自古以來即為英國皇室所有，在早期皇
室即為政府之時代，皇室土地理應認定為公有土地之一種，在 1851
年 訂立之皇室土地法案（The Crown Land Act）進一步的確認皇室
土地的權屬、使用方式、以及收益歸屬。另依土地所屬單位可在區分
為：
一、 政府資產（Government Estates）
所謂的政府資產即是舉凡政府及軍方相關單位因辦公、職權、業
務經營所需場所，所在之土地及其上之建築物均可視為政府資產。
二、 公共用地（Common Land）
所謂的公用土地即是所有無法明確歸類公有土地之統稱，大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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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然資源保護地區，各層政府機關所劃設之保育地區均屬於此類，
而且這樣的土地基本上每個人都享有自由進出的權利。
三、 公營事業土地（Lands owned by public bodies）
國營或是公營事業團體為了滿足都市開發以及公共事業之需求
如：交通設施、教育設施、城市基礎設施（水、電、瓦斯供應等）而
擁有之土地。
四、地方政府徵收之土地（public land acquired by Local
Authorities）
地方政府因推動公務之需求，或在城鄉規劃之過程中設立綠帶以
及公共設施，大眾運輸系統等需求而徵收之土地，均屬於此纇，所有
權也屬於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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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較分析
一、 管理組織
就各國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組織而言，我國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與
日本之財務省理財局，其機關組織較為相近。我國之國有財產局為業
務上之需要，又分設北、中、南三區辦事處及各區處之十二個分處，
執行有關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相關事宜。日本依其國有財產法第九條第
二項規定：「財務大臣，得將有關國有財產總轄事務之一部分，交由
所屬部、局等之首長分掌之。」且如前所述，同法條第一項亦規定：
「各省各廳之首長，得將屬其所管有關國有財產事務之一部分，交由
所屬部、局等之首長分掌之。」於是，財務省並設其地方支分部局；
目前，全國計設有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東海、近畿、中國、
四國、九州等 9 個財務局，以及福岡財務支局。且各財務局及財務支
局，為將其所掌事務使其派出機關分掌，爰於全國各主要地區（指不
包括財務局及財務支局所在地之府、縣廳所在地及北海道之主要地
區），設 40 個財務事務所及 13 個出張所；為上述之地方分部局，皆
直接隸屬於財務省。新加坡有關國有土地之管理，主要係由土地管理
局（SLA）負責，由於新加坡為城市型國家，國土幅員較小，故組織
上層級少（只有一級），又因受英國殖民之影響，其組織隸屬於法務
部之下，且以法定機構（Status Board）方式組成。英國在聯合王國
的國家組成特性上，對國有土地之管理，歷來未有獨立之統一機關單
位負責，迄至 2001 年在財政部下，始成立一獨立的政府貿易辦公室
（OGC），以輔導協助各級政府機關有效率使用公有資產，並於 2005
年成立政府重組與資產管理處（GRAM），確立工作主軸及推動政府資
產管理對策。
二、 管理法制
就管理法制而言，我國與日本皆屬大陸法系，故在國有財產管理
法制上，皆有基本法「國有財產法」為規範；新加坡雖頒訂「新加坡
管理局法」，惟其性質較類屬於機關組織法。至於英國為非成文法之
國家，且屬聯合王國之特性，故迄無有關國有土地管理、利用、開發
之基本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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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有土地概念
就國有土地之概念而言，我國與日本在大陸法系的土地所有權理
念下，對於國有土地之分類，較為相近。不過在我國所謂「公有土地」
，
係為上位概念，在公有土地下，又分為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鄉
鎮市有土地。日本之「公有土地」則為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之土地，故
其國有土地與公有土地，在概念上並無涵攝意義。在分類上，日本國
有財產下之「行政財產」，類似我國之「公有財產」；「普通財產」類
似我國之「非公用財產」。至於新加坡及英國，對於土地所有權之概
念，為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英美法系的地權概念，係以地產（estate）
原則下所建立的「自由保有權」
（freehold）與「租賃權」
（Leasehold）
的地產權體系，大陸法系的「所有權」在英美法系上僅能以「自由保
有權」（freehold）相對之。新加坡與英國對於國有土地的概念中，
所有權皆為英王所有，其他機關或人民僅擁有自由保有權，故其有關
國有土地之概念與分類，僅可供參酌。
四、 國有土地數量之比例
除英國國情特殊及地權制度差異，故難以類此評述外，我國國有
土地面積占全台灣約百分之四十七，日本約占全國百分之二十四，新
加坡約占全國百分之八十七。就國家經濟發展或國勢而言，似難以推
斷國有土地數量之最適規模為何，由對國家發展有何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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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有土地管理處分之比較
壹、國有土地處分方面
我國有關機關國有公用土地之處分，依法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
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
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國產§28）。此外，國境外國有財產，非
依法經外交部核准，並徵得財政部同意，不得為任何處分。但為應付
國際間之突發事件，得為適當之處理，於處理後即報外交部，並轉財
政部及有關機關（國產§29）。又非公用土地依法係按下列方式處分
之：
一、

讓售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
人（國產§49）。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
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者，得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人
（國產§49Ⅲ）。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為國營事業機關或地方公
營事業機構，因業務上所必需者，得予讓售（國產§50Ⅰ）。非公用
財產類之不動產，為社會、文化、教育、慈善、救濟團體舉辦公共福
利事業或慈善救濟事業所必需者，得予讓售（國產§51Ⅰ）。非公用
財產類之土地，經政府提供興建國民住宅或獎勵投資各項用地者，得
予讓售（國產§52Ⅰ）。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於民國三十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供建築、居住使用至今者，其直接使用人得於民
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三日前，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或所屬分支機構申請讓售。經核准者，其土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
以內部分，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計價（國產§52-2）。
二、

專案讓售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專案報經財
政部核准讓售︰
（一）使用他人土地之國有房屋。
（二）原屬國有房屋業已出售，其尚未併售之建築基地。
（三）共有不動產之國有持分。
（四）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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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屬公墓而其地目為「墓」並有墳墓之土地。
（六）其他不屬前五款情況，而其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國
產§52-1Ⅰ）。
三、

標售

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者，得予標售（國產
§53Ⅰ）。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使用人無租賃關係或不合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者，應收回標售或自行利用（國產§54Ⅰ）。
四、

現狀標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財政部核准辦理現狀標售：
（一）經財政部核准按現狀接管處理者。
（二）接管時已有墳墓或已作墓地使用者。
（三）使用情形複雜，短期間內無法騰空辦理標售，且因情形特殊，
急待處理者（國產§54Ⅱ）。
五、

委託出售

國有房屋使用其他公有土地，或其他公有房屋使用國有基地，或
房、地屬中央與地方共有者，得經各方同意，委託一方辦理出售。其
所得價款，分別解繳各該公庫（國產細§57Ⅰ）。國有與其他公有不
動產相毗鄰，併同出售較有實益者，準用「委託出售」規定辦理（國
產細§57Ⅱ）。
六、

放領

國有耕地得提供為放租或放領之用；其放租、放領實施辦法，由
內政部會商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邊際及海岸地可闢為觀
光或作海水浴場等事業用者，得提供利用辦理放租；可供造林、農墾、
養殖等事業用者，得辦理放租或放領。其辦法由財政部會同有關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國產§46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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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換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為提高利用價值，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
准與他人所有之不動產交換所有權。其交換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國產§52-1Ⅲ）。
八、

贈與

在國內之國有財產，其贈與行為以動產為限。但現為寺廟、教堂
所使用之不動產，合於國人固有信仰，有贈與該寺廟、教堂依法成立
之財團法人必要者，得贈與之（國產§60Ⅱ）。
日本之國有土地中，行政財產依國有財產法第十八條規定：「行
政財產，不得為租賃借貸、交換、出售、讓與、信託或以之為出資之
目的，或設定私權。但屬行政財產之土地，於不妨礙其用途或目的之
限度內，國家為與地方公共團體或政令所定之法人共同區分所有一棟
建築物，而將該土地租賃借貸，或為供地方公共團體或政令所定之法
人所經營之鐵道、道路或其他政令所定設施之使用，而於該土地設定
地上權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之行為，無效。行政財產，於不
妨礙其用途或目的之限度內，得許可為使用或收益。地方公共團體、
依特別法律設立之法人中經政令所定者或地方道路公社，有以行政財
產供道路、自來水或下水道使用之必要者，於為第一項但書之地上權
設定或為前項之許可時，得無償使用或收益該行政財產。依第三項規
定授與許可之行政財產之使用或收益，不適用借地借家法（平成三年
法律第九十號）之規定。」準此規定，國有土地如屬行政財產者，原
則上不得為處分或擅為租借等收益，但為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例外
地得為收益之客體。至於普通財產，依日本國有財產法第二十條規
定，依法得處分之方法如下：
一、

出售

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含建築物。以下同），其處分方式中，
最主要且典型之態樣為出售；其主要適用民法買賣之規定。依國有財
產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國有土地出售時，管理該財產之各省各廳首長
應對其買受人，為用途指定及應供為該用途使用之日期與期間之指
定。但如下之情形者，得不在此限（國有財產法施行令第十六條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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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競標方式為出售時。
（二）依法為減價出售者外，其出售價格未超過二百萬日圓時。
（三）出售予特別緣故者時（諸如：袋地或狹長地形難以利用，
而出售予鄰接土地所有權人等）。
（四）其他有特別情事，財務大臣規定不須指定用途、期日及期
間時。
二、

交換

亦即民法上之互易，日本之國有財產交換得不經過預算之程序與
會計法之契約訂定，故其執行上必須要遵守法律之規定。國有財產法
第 27 條明定交換之要件如下：
（一）交換移出之財產須為普通財產。
（二）交換移出或換入之財產均須同時為土地或土地定著物或堅固之
建物。
（三）交換須於財產為國家或公共團體因公共用、公用、國家之企業
或公益事業所必須使用方得辦理。
（四）交換之差額價需為高價一方之 1/4 以內。該差額價應以金錢補
足。
三、

讓與
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普通財產有下列情形者，得以讓與

之。
（一）於廢止公用財產用途之時，讓與負擔其維持費用之公共團體。
（二）於廢止公用財產用途之時，讓與設置替代設施之公共團體。
（三）將以垃圾處理設施為租賃之國有地，讓與其公共團體之場合
等。
新加坡之國有土地係經由 SLA，以下列方式處分：
一、 公開投標/拍賣（Public Tender / Auction）
（一）出售土地给私人企業的主要方式是競標、拍賣及招標
（二）實行競標的目的為透過公平競爭提供平等機會取得土地、
客觀及透明途徑分配資源。
（三）國有土地出售計劃下國家開發部協調住宅及商業土地出售
（四）貿易與工業部協調工業土地出售
230

（五）依據穩健發展的策略主管部門决定土地面積及地段
（六）公開投標／拍賣之價格決定：以現在的市價出售土地、或
標價必須在首席估價官所定的土地價格之上、或首席估價官
具自主權。
（七）如果同一地段獲得 2 個或 3 個以上申請書，國有土地的出
售必須在公開招標後以拍賣形式進行，除非部長另行决定以
其他方式進行。
二、 直接出售（Direct Sale）
（一）只要是符合國家發展要求，國有土地可直接出售给法定機
構：如裕廊工業集團(JTC)的工業用地、房屋開發理事會
(HDB)公共住屋的用地及市區重建局(URA)進行都市更新
開發用地；出售土地给法定機構確保土地發展用途符合其
規定的職能；確保土地盡善盡用，不可浪費寶貴資源，售
價符合首席估價官所定的價格。
（二）特殊情況：出售土地给自願福利團體。此類土地出售必須
獲得政府高層領導批准。
（三）其他情況：假如國有土地没有單獨發展潛能，可轉賣给毗
鄰地主合併土地可確保資源更好利用。
三、 閉門投標（Closed Tender）
所謂閉門招標，係指國有土地畸零狹小無法開發或建築使用，在
促進土地利用的原則下，於適當的時候，毗連地主如果有意買進土
地，可申請參與閉門招標。
公有資產的出售機制主要擬定機關為財政部（HM Treasury）
，負
責政策的擬定以及監督執行效果。
英國國有土地之處分，主要係以標售為主，尤其在 2005 年成立
GRAM 後，訂出未來五年之目標為處置約價值約三百億英鎊之閒置資
產。
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因大量興建的國民住宅成為各地方政府
龐大的財政負擔，因此政府在 90 年代即有所謂「right to buy」的計
畫推動，有計畫的出售國民住宅給民眾或是私部門，這樣的處理速度
為中央政府機關大約一年可以處分價值十億的公有資產，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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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處分價值約四十億的公有資產；因此在這個階段，是以出售公有
土地及附著於上的建築物為主。
在 2004 年的檢討後，進入公有資產出售的第二個階段，其中依
然將上述類型的公有財產處分納為達到 2010 年三千億目標的一部
分，同時在清查各部門資產後，出售各政府部門所有擁有的閒置空
間，以達到五年內處分三千億資產的目標；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中央
政府加公營事業每年固定處分約 10 億資產；地方政府(國民住宅)部
分以每年處分約 20 至 40 億之資產；地方政府（非國民住宅）部分每
年約處分 15 億英鎊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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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有土地撥用方面
所謂撥用係指政府基於公法上之權利，使得需用土地機關取得該
土地使用權的一種方式。易言之，撥用是政府機關間對公有土地使用
權之移轉，原則上為無償撥用；於例外時為有償移轉，此時往往並非
僅是使用權之移轉，而是所有權之移轉。
公共建設需用公有土地依法辦理撥用，於未核准撥用前，公產管
理機關應同意先行使用。其有償無償之認定，應確實依「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如為有償撥
用，應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標準
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原則上得申請撥用，但位於繁
榮地段且撥用目的無特別需要者、或作宿舍使用者、或不合土地使用
分區規定者，不得撥用（國產§38）
。依國產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奉准撥用之土地，撥用機關因事實需要不能在一年內使用者，得向財
政部申請展期，但以半年為限（國產細§26Ⅲ）
。撥用如有用途廢止、
變更、擅供收益使用、擅自讓與他人使用、或空置逾一年之情形，應
收回之（國產§39）。
日本有關類似我國國有土地之撥用，係就行政財產於管理機關間
之變更，日本行政財產管理機關之變更可分為以下兩種：謂「所管換」
者，係指為各省各廳之間所管國有財產之移轉；謂「所屬替」者，係
指同一省廳之下各部局之間所管國有財產之移轉。而其變更之形態又
有兩種，一為單項之財產移轉或相互交換使用；一為有償變更或無償
變更。一般之機關變更係屬國家內部財產之移轉，故原則上為無償；
惟於一般與特別會計之間之資金運算皆為獨立者，為避免混淆特別會
計之獨立性，則此時之變更須為有償。而有償變更之計價必須要為適
當正確之時價計之。
新加坡有關國有土地為各公部門使用需要時，係由 SLA 為主體，
以無償方式提供作為公務用或公共使用。惟若法定機構（如 URA、JTC、
HDB 等）需用土地時，則由 SLA 依首席估價師所定價格，有償出售給
各法定機構。英國由於地產制度及聯合王國特性，故英格蘭、威爾斯、
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並無一致的類似我國的土地撥用制度。形式上土地
所有權為英皇所有，大英國協中央各部會所需土地，因無統一的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組織，故由部會相互協商取得保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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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有土地被占用之處理
有關國有土地被非法占用之處理，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
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符合國有財產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者，得以出
租、讓售、專案讓售、視為空地標售、現狀標售或委託經營等方式處
理。無法依上述方式處理之被占用不動產，應通知占用人自行拆除或
騰空交還。占用人拒不配合辦理者，得斟酌占用情節，以民事訴訟排
除，違反相關法律或使用管制者，通知或協調主管機關依法處理；或
依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移請地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告
訴。（§5Ⅴ）。

日本對於國有土地被非法占用，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 不法占據財產
所謂不法占據財產係指，非基於自己之權源而使用之不動產。針
對不法占用國有財產者，以下列兩種方法處理之。一為返還請求權與
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不當得利請求返還之；另一為以動產侵奪罪警告之
或向檢察廳或警察署告發之。
二、 誤信使用財產
誤信使用財產係指，誤信為自己得以正當使用之所有財產而加以
使用之不動產。若占用係因誤信而占有使用之，則以下方式處理之。
1 收取既往占用之使用費後出售之；2 為出售有困難時，以出租處理
之；3 就前項租賃有困難者，則對使用者限期支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費；
4 於一定場合中，鼓勵購買。
三、 時效取得援用財產
占用者若主張時效取得時，交由「國有財產取得時效確認連絡會」
處理之。
新加坡對於國有土地被占用的管理是依據「國有土地侵占條例」
（STATE LANDS ENCROACHMENTS ACT）」（土地法第 315 章）執行，具
體規定如下：「任何一個土地專員或者國家公務員都有義務和責任舉
報非法土地侵占者。非法土地侵占者經法庭傳票受審並依據法院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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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政府可以對所有非法侵占土地者進行 48 小時拘留，並對情節較
低者採取 28 天拘留。經法院作出裁判，政府可以依法取缔和摧毁違
章建築。對於非法侵占土地者亦可以根據土地法或根據情節輕重對其
進行價格不等的處罰。任何人在未經授權的國有土地上建房，耕作或
者清理土地，或者践踏土地，污染土地以及教唆他人可處$5,000 以
内，6 個月以下監禁。在國有土地上非法砍伐，或者教唆他人砍伐，
第一次可以處$200 以内處罰，再犯可處$500 以内或者 6 個月以下監
禁。未經授權情况下在國有土地放牧要處以$500 以下罚款。未經授
權情况下在國有土地挖掘樹木，礦產，沙石，粘土處以$2,000 以内
罰款」。
英國對於非法占用國有土地者，依一般民事訴訟方式排除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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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較分析
一、管理處分
就國有土地處分而言，我國對國有公用土地，不得為任何收益處
分或擅為收益，但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對於非公用財產類之土地，則得以讓售、專案讓售、標售、現狀標售、
委託出售、放領、交換、贈與等方式處分之。日本國有財產中之行政
財產，依法不得為租賃、交換、出售、讓與、信託或以之為出資之目
的，或設定地上權。但為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例外得為收益之主體。
對於普通財產，則得以出售、交換、讓與等方式處分。新加坡國有土
地之處分，係由土地管理局以公開投標/拍賣、直接出售、閉門投標
為主。英國國有土地，主要以標售為主。
由上述各國對於國有土地處分方式的差異，大致分析如下：
（一） 處分方式
依處分方式而言，我國與日本皆就國有土地區分公用（行政財產）
或非公用（普通財產），而為不同之規範。兩國對公有土地之處分，
原則相似；對於非公用土地，我國之處分方式較日本為多，新加坡與
英國則以標售為主，惟新加坡因上法定機構上設有市區重建局（URA）
及裕廊工業集團（JTC），故有直接出售之特殊情形。
（二） 實質內容
1、 標售部分
有關國有土地之標售（出售），依實地考察瞭解，日本係由估價
師協助，估價以訂定標售底價；新加坡則依規定須經首席估價師
（Chief Valuer）訂定標售底價。又標售之土地，日本政府對於買受
人可為用途之指定及對於該用途的使用日期、期間為指定。違反該指
定用途或使用日期、期間者，則土地原管理之各省各廳首長得解除買
賣契約。為確保國有土地承購人履行義務，爰於國有土地出售時，並
與承購人約定買回特約及向法務省之不動產登記所為登記，於承購人
違反義務時，予以買回。且實施每年一度之不定期實地調查，同時要
求承購人每年一次報告該土地之使用狀況；承購人如無正當理由而迴
避調查或怠於報告時，將對其徵收依契約所定之違約金。又預定出售
之普通財產，得先徵詢當地公部門之取得意願後，再行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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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換部分
我國對於國有非公用財產之不動產的交換，在國有財產法中並無
原則性之規範，僅就其辦法，授權財政部擬定，報行政院核定之。日
本之普通財產的交換，在其國有財產法中，訂有原則性之規範，如（1）
交換標的：須同時為土地或土地定著物或堅固之建物。
（2）交換之對
象：需為國家或公共團體因共用、公用、國家之企業或公益事業所必
須使用，方得辦理交換。
（3）交換差額之限制：雙方交換之差額價，
須為高價一方之四分之一以內，且差額價應以金錢補足之。
3、
贈與部分
我國國有非公用土地，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其對象以依法成立
財團法人為必要者之寺廟或教堂，始得為之。惟日本普通財產之讓
與，其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係為（1）於廢止公用財產用途之時，讓
與負擔其維持費用之公共團體。（2）於廢止公用財產用途之時，讓
與設置替代設施之公共團體。（3）將以垃圾處理設施為租賃之國有
地，讓與其公共團體之場合等，皆以公共團體為對象。
二、公地撥用
公地撥用，在我國係屬公法行為，在公地公用原則下，凡各級政
府機關因公務或公益上需用公有土地時，均得申請撥用公有土地，並
以無償撥用為原則，有償撥用為例外。故撥用公有土地應有償或無
償，除依法律規定外，係依行政院頒訂「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
不動產之有償無償劃分原則」辦理之。公地撥用若為無償，僅係使用
權之讓與，並不涉及所有權之變動，故核准撥用後，僅辦理管理機關
之變更。若為有償，則於申撥機關交清地價款後，辦理土地所有權移
轉登記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日本類似我國公有土地之撥用，係就行
政財產於管理機關之變更，以所謂之「所管換」及「所屬替」之方式
辦理。僅於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之機關的所管換，才以有償方式進行
之。新加坡則由土地管理局以無償方式，提供公務或共共使用，惟提
供給法定機構如 RUA、JTC，則以有償方式行之。
（一） 制度設計
我國所謂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並未如日本之行政財產
考量係就不同部會機關之間（日本稱之為所管換），或同一部會間之
（日本稱之為所屬替）有關國有土地之流動的定型制度設計。其次，
普通財產在必要的條件下，可對公共團體、水害防止合作社及土地改
良區無償出讓。此外亦可以「讓與」方式，將普通財產就所有權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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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地方公共團體。
（二） 對價之設計
我國之公地撥用，以無償為原則，有償為例外。除法律規定外，
依行政院所頒訂之劃分原則為依據。日本之國有行政財產在各部會間
的流動，其是否需支付對價，係依會計制度之不同，而區別之。依日
本財政法之規定，國家會計區別為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特別會計原
則上使用獨立收支平衡，固為避免擾亂特別會計的獨立性，不同會計
制度間的所管換，以有償為原則，至於普通財產為地方公共團體所需
用者，可依法在一定情形下，以無償的讓與，或無償出借方式移轉至
需地的公共團體，其餘則以有償方式支付對價取得。新加坡則對於
URA、JTC 所欲開發土地之取得，亦持有對價方式，直接出售之。
四、 被占用土地之處理
日本對國有土地被占用時，其處理方式首就被占用土地，依占用
情形分為二：
（一）不法占據財產。
（二）誤信使用財產。只有在誤信
使用財產之方式下，才在收取占用費後，以出售或出租方式處理之。
我國對於國有土地被占用時，並未如日本，再進一步區分其占用之態
樣，而只要符合國有財產法或相關之規定下，得以出租、讓售、專案
讓售、視為空地讓售、現狀標售，或委託經營等方式處理。我國與日
本對於非法占用國有土地，皆以私法方式請求返還或以侵佔之罪告發
之。新加坡對於國有土地被占用之處理，係訂定專法「國有土地侵佔
條例」予以規範之，政府對於非法占用得施以拘留、罰鍰，甚或監禁，
以刑罰方式遏止私人非法占用國有土地，其手段較為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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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有土地利用開發之比較
壹、國有土地租賃方面
我國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租賃方式，包括標租、逕予出租及放租
等，其相關規定如下。
一、 標租
標租，係指以公開招標方式，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與得
標人（國產細§43-1）。
二、 逕予出租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辦理。但合於左
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逕予出租：
（一）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逾六個月者。
（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歷年
使用補償金者。
（三）依法得讓售者。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書面為之
者，不生效力。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賃關係者，承租人
應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未於規定期限內訂定書面契約
者，管理機關得終止租賃關係。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由財政部擬
定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國產§42）。
三、 放租
國有耕地得提供為放租之用。邊際及海岸地可闢為觀光或作
海水浴場等事業用者，得提供利用辦理放租；可供造林、農墾、
養殖等事業用者，得辦理放租（國產§46）。
日本國有財產中不論行政財產或普通財產，為促進國有土地之有
效利用，在一定條件下，皆可出租收益，其相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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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財產之租賃
（一） 合建租賃
1、1970 年代初期，因地價高漲之社會背景因素下，為促進國有
土地之有效利用，乃於 1973 年修正國有財產法。
2、國家為特定者之共同區分所有一棟建築物之需，而將國有土
地（行政財產）為租賃。
3、地方自治團體、特殊法人登記令所列之法人、港務局、地方
住宅供給公社、地方道路公社、土地開發公社、國家公務員
共濟組合、地方公務員共濟組合、全國市町村職員共濟組合
聯合會、地方議會議員共濟會等，均為合建之對象，得將土
地租賃之。
（二） 選定事業租賃
1、為積極活用民間資金，以促進公共設施之建設，日本於 1999
年制定公布「活用民間資金等促進公共設施整備法」（簡稱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 法）；同法嗣於 2001 年
修正增訂行政財產得以出租、借貸之特例規定。申言之，國
家於認定有必要時，為供「選定事業」之用，得將行政財產
出租、借貸予選定事業者。
2、所謂「選定事業」，係指公共設施之管理者，依據該法所定
基本方針及實施方針，而選定其認定實施為適切之特定事業
（同法第六條）。又所稱「特定事業」，係指因活用民間資
金、經營能力及技術能力，而使其有效率且具效果地實施公
共設施整備（指公共設施之建設、維護管理或營運或其相關
企畫）相關事業（同法第二條第二項）。
二、 普通財產之租賃
按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含建築物。以下同），其使用收益方
式中最典型之態樣為租賃。其主要適用民法、借地借家法等私法之規
定外，並受國有財產法、財政法、會計法等法律之規制。於此僅就租
賃方式之內容說明之。
國有土地之租賃，依其對價（租金），可分為以土地時價為計算
基準之「時價租賃」
，就時價減低一定比例為計算基準之「減額租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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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免除租金之「無償租賃」。一般國有土地之租賃，多為時價租賃；
但得為減額租賃及無償租賃者，依財政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僅於
有法律明文規定為依據之例外情形，始得為之。
新加坡國有土地之租賃，係由土地管理局（SLA）以租賃合約（TAs）
及暫時入夥證（TOL）方式，出租國有土地。
一、租賃合約（Tenancy Agreements ,TAs）
有意租用國有土地及建築物者可透過租賃合約租用，一般固定期
限最長為三年，通常不超過十年。
二、暫時入夥證（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 ,TOL）
暫時入夥證允許短期使用國有土地及建築物，以每月或每年形式
更新暫時入夥證。
對於需求較少的建物及其基地，廠商企業可直接提出承租之要
求，即所謂直接租用合約（RentDirect Tenancy Agreement）。至於
由市區重建局（URA）或裕廊工業集團（JTC）所開發的土地亦以公開
競租方式，出租其開發之土地。
基本上英國公有資產，出租的原則是以公有公用為優先，公營事
業次之、半官方組織再次之，私部門最後；租約為制式表格，只要向
擁有單位提出申請，經過基本的審核後即可取得該空間利用；租期則
依照使用單位的需要而定之，大多為長期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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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使用權釋出方面
我國國有土地為促進利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透過委託經營及
設定地上權方式，釋出土地使用權，以提升國土使用收益，其內容如
下。
一、 委託經營
財政部視國有財產實際情況之需要，得委託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
代為經營（國產§13）
。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五
點規定，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原則上應由國產局所屬地區辦事
處、分處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但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需
要或各級政府建設需要，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定者、獲准整體開發者、
與相鄰地合併使用有利於整體規劃，提升利用價值者，以及使用情形
或位置情形確屬特殊者，得專案核准委託特定受託人經營。
二、 設定地上權
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得依法改良利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得以委託、合作或信託方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改良土地、
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經改良之土地，以
標售為原則。但情形特殊，適於以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方式處理者，得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因此，為配合國產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針對國有非公用財產得
設定地上權之方式加以利用的規定，則特定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
權實施要點，以利國有非共用土地之利用與管理。本要點共有二十條
條文，其主要規定事項有適用標的（本要點§2）、地上權設定之方式
（本要點§4）、程序及相關作業事項（本要點§5~8、18~20）、存續期
間（本要點§9）、權利金與租金（本要點§10、10-1、11）、相關權利
義務（本要點§12~15）、地上權之撤銷（本要點§16~17）等。
日本有關國有財產使用權釋出，僅就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為
例外方式，設定地上權，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原則上不得設定地
上權，但若干之例外。申言之，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
設‧運輸施設整備支援機構、取得鐵道事業法第三條第一項許可之鐵
道事業者、取得軌道法第三條特許之軌道經營者、獨立行政法人日本
高速道路保有・債務清償機構、高速道路株式會社法第一條所定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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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地方道路公社、電氣事業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所定之電氣事業
者、天然瓦斯事業法第二條第二項所定之一般天然瓦斯事業者及同條
第四項所定簡易天然瓦斯事業者、水道法第三條第五項所定之水道事
業者、電氣通信事業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所定之認定電氣通信事業
者等法人，為其經營之鐵道、道路、軌道、電線路、瓦斯管線、自來
水（含工業用水）導管、下水道之排水管或排水渠、電氣通信線路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之需，得就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國有
財產法第一八條第一項、同法施行令第一二條之三、第一二條之四）。
一般而言，屬行政財產之國有土地所設定之地上權，多屬區分地
上權。又，其設定時，應符合一定之基本原則；亦即，地上權之設定
對於該土地現在或將來之用途或目的，不會有所妨礙，且經認定地上
權之設定確屬不得已之情事。地上權之設定期間，於不超過設施之存
續期間，以三十年以內為限，但期滿得更新之。地上權設定之對價，
依財務局所評定之基準計算，於設定時一次收取之。
英國及新加坡因其地產制度非以絕對的土地所有權概念為主，其
中長期的租賃權（Leasehold），即類似我國地上權之概念，故仍以
租賃權的名義為長期的土地利用收益

243

參、其他之利用開發方式
為促進國有土地之利用與開發，我國當前對於國有土地增進其利
用效益的方式，大概可以分為下列方式考量：
一、 土地信託
為提高國有非公用土地之利用價值，針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改良
利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信託方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
理改良土地、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或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業（國
產§47Ⅱ）
。依國產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事項，應訂定工作
計畫及其他應載事項，並應以中華民國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且
應與信託對象簽訂契約（國產細§48、48-2、48-3）。
二、 不動產證券化
近年來為使流動性較低、所需資金龐大的不動產投資，使其具有
較佳的流通性及細小化，推動並建置了不動產證券化制度，惟縱觀不
動產證券化之主要目的係為不動產募集資金，然目前國有財產是否有
必要藉由不動產證券化加以利用之，不無疑義。申言之，若就國有公
用財產而言，依國有財產法規定其不得為任何之處分，然不論就不動
產投資信託抑或不動產資產信託之買斷型，皆必須將不動產加以處
分；另外不動產資產信託之融資型，雖未將其所有權出售，但就其效
果而言，該標的之處分權等易受到相當之限制，於解釋上因屬此所指
之處分，因此於國產法之規定下，公用財產並無適用之餘地。而就非
公用財產而言，則需有相當規模之標的，具有穩定的收入，始足當之。
原則在相當的成本負擔下，未必有獲利之機會，與標售之效果恐無二
致，惟在非處分型的不動產證券化下，仍能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
三、 作價投資
作價投資係財產處理方式之一，然國有財產法僅於第四十八條規
定非公用財產類之「動產」得提供投資之用，並無國有土地作價投資
之相關規定。而政府基於政策需要或為推動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
開始以個案核准國有財產作價投資公民營公司，並漸演成通案處理模
式。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修正「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目前
最新修正為 92.1.15）時，增列以國有資產作價投資之規定。依據現
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六條之規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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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可採（一）出售股份、（二）標售資產、
（三）以資產作價與人
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
（四）公司合併，且存續事業屬民營公司、
（五）
辦理現金增資，五種方式辦理。而且，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時，事業主
管機關得報請行政院核准，公開徵求對象，以協議方式為之，並將協
議內容送立法院備查。而國家資產之管理機關改制或民營化，其作價
投資或留用之資產，以業務經營上必要使用者為限，並於提報國家資
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作價投資或留用（經營管理原則
§11）。
四、 非公用土地之開發改良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得依法改良利用。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得以
委託、合作或信託方式，配合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辦理下列事項︰（一）
改良土地。
（二）興建公務或公共用房屋。
（三）其他非興建房屋之事
業（國產§47ⅠⅡ）。
日本於 1986 年 1 月，國有財產中央審議會（大藏大臣之諮詢機
構）提出「關於土地信託制度之導入」報告。受此影響，於 1986 年
修正國有財產法，明定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包括其定著物。以下
同）得以辦理信託（第十四條第九款）。
屬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雖得辦理信託，但有下列情形者，則不得
為信託（國有財產法第二八條之二第一項）：
（一）以無償借貸、交換或讓與者為信託之目的時。
（二）以國家以外之人為信託之受益人時。
（三）確實可預測土地信託使國家通常享受之預期利益比該土地
為租賃或出售使國家通常享受之預期利益為低時。
按國有土地擬為信託時，應考量土地規模、位置、形狀、環境等
區位條件、該地區有關都市計畫法等土地利用上之法令管制及將來發
展動向對事業獲利性之影響，並考慮該土地對行政之需要性等，而決
定租賃型信託或讓售型（處分型）信託及信託土地之用途。
又，擬將國有土地為信託時，應就下列事項，事先向財政制度審
議會或國有財產地方審議會為諮詢，並經其議決通過，始得為之；且
應事先通知會計檢查院（國有財產法第二八條之二第二、三項、同法
施行令第一六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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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託之目的。
（二）信託受託人之選定方法。
（三）信託之收支預估。
（四）信託受託人為該信託為必要資金之借入時之該借款限額。
（五）信託之事業計畫及資金計畫。
（六）信託期間。
而國有土地之信託期間，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不
得超過二十年。但信託期間屆滿時，得更新之；於此情形，其期間仍
不得超過更新之時起二十年。而於實際實務執行上，關於信託期間，
於租賃型信託時，為二十年以內；於讓售型信託時，為五年以內。
此外，為促進國有財產之有效利用，於 2006 年 4 月修訂國有財
產法，提升行政財產之利用，其方式為：
（一）定期借地權之活用
於有國家辦公廳舍與宿舍使用之國有土地上，與民間設定定期借
地權後，再於該等公用建物上由民間建築開發。亦即，產生於國有土
地上之建物上空未利用部分，得藉由定期借地權之方式，由民間加以
利用開發。其優點如，國家得以同時保有土地外，亦得有長期之財政
收入；得以藉由資金之收入，另行租借廳舍與宿舍而毋須另有財政支
出等。
（二）國有土地之容積活用
一定要件下，國有地上之公有建物未利用容積得以移轉予民間使
用，以收取容積移轉之對價，一方面得以供給民間所需之容積，另一
方面亦得增加財政收入。此外，亦得藉由公有地與私有地之合併合
建，以增加國有土地與建物之效利用。
至於證券化方式進行土地開發利用，大多為民間產業所持之利用
開發方式，日本國有財產未以證券化方式行之。
新加坡之國有土地開發，可分為三大部分，其中有關都市之開
發、重建、整建等係由 URA 執行；國民住宅用地之開發係由 HDB 執行；
至於工業園區之開發，則由 JTC 負責執行。由於 URA、HDB 及 JTC 皆
屬法定機構，故其開發利用所需土地，可由 SLA 以直接出售的方式，
取得開發所需用地，其售價則以首席估價師所定價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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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A 以代理人身分為國家實現土地出售，供商業、飯店、私人住
宅與工業開發。再者，URA 也出售地塊用以特殊的使用，例如大型車
輛停車場、保留店屋（conservation shophouses）、與娛樂的開發。
商業、飯店與私人住宅的開發之地塊出讓通常是為期 99 年的租賃，
而工業的地塊出讓通常只有 60 年。地塊出讓的其他租賃佔有型態依
據使用用途而變化。一般出售期間是透過公開投標。然而，小型住宅
地塊與保留店屋也是透過公開拍賣而出售。在 1967 年到 1983 年，16
年間，URA 透過「地塊出讓」（sale of site）程序在全國共賣出 166
個地塊，共 143 個發展計劃，範圍從住宅、辦公、購物、賓館、娛樂
至工業的所有土地發展計劃。
URA 出讓土地，係由國家開發部(MND)依新加坡社會經濟發展情
形，擬定每半年的土地供給量後，URA 再根據其指導計劃出讓土地，
且 URA 亦依市場的吸收率，每半年檢討其出讓情形。又為有效掌握土
地資源，自 1967 年起即不出售永久持有(FREEHOLD)的地契。而以有
期持有(LEASEHOLD)的地契為主。
有期持有(租賃權)的土地其出讓使用期限，依各類用途分別訂
定，其情形如下：
1、99 年期：以供商業使用、住宅使用為主的土地，又空白地段
（即可依發展情形變更使用，不須繳交發展捐及獲得開發許可之土
地）亦以 99 年為期。
2、60 年期：以供工業使用為主的土地。
3、30 年期：以供休閒、消費、遊憩為主的土地。
4、15 年期：以供短期使用，如停車場等之用地。
一般土地出讓的方式，以公開招標為主，對於供應較少、需求較
高的地段，則以拍賣方式為主，其公開招標或拍賣的底價，由首席估
價師訂定。
近年來濱海地區都市娛樂中心的招標方式，採「雙封信制度」，
亦即不以標價為主，同時亦考量其地塊的開發規劃內容是否能符合都
市發展所需。開發商在投標時，須在投標函內分裝兩封投標售，一封
係有關係地塊的開發規劃內容、合作開發團隊、開發後銷售策略及開
發團隊經驗。另一封則明定其投標價額。URA 在接獲投標函後，須先
組織地塊開發規劃評估委員會，第一階段由委員會先開啟各個投標開
發商第一封開發規劃內容等相關資料，在分別評審後就各個投標的開
發商中，擇優錄取。第二階段再由投標評估委員會開啟開發商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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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價格標單，由標價高於底價者中，出價最高者獲標。
新加坡國有土地並未以證券化方式進行利用開發，然而，於新加
坡股市交易列有不動產投資信託 REI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是建立在以建築物為基礎的租金收入。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
需要產生收入的財產，例如辦公大樓、購物商場、商業區、大型零售
店、飯店酒店式服務住宅（service apartments）。某些 Reits 會特
別投資於不動產的型態(例如工業不動產)或投資於特殊的區域。這些
例子並非由 SLA 直接將國有土地以證券化方式利用開發，大多為經過
開發機構開發建設大樓後，再以 REITs 方式發行，而非單純由國家進
行開發。
英國對國有土地之利用開發，由於國家之歷史特性，與社會經濟
發展之結果，其地權制度與大陸法系迥然不同。在地籍制度方面非採
登記生效主義，又對於私人財產之隱私，甚為重視，故歷來舉國上下，
皆無完整的地籍資料，且在聯合王國的體制下，尊重各王國的自治
權，故亦無一套全國統一的土地管理制度。英國的公有土地或是私有
公共使用之土地數量龐大且種類繁雜，為因應此種狀況所導致的管理
困擾，工黨政府於 1999 年發表之白皮書中（Modernising Government
White Paper initiative）強調將國內之公有土地作一完整及數位化
的統整；有鑑於此，獨立於財政部外之英國政府貿易部（the UK 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便開始研擬一套跨部會之電子化資產地圖
系統（e-PIMS）
，並於 2001 年 5 月對外展示查詢版之電子地圖系統，
於同年 11 月開放資料更新版之電子地圖系統，以電子登錄系統來取
代以往之人力登錄系統，以增強登錄之完整性及時效性。利用政府資
產重整的機會，將公有土地或建物確實與不動產市場配合，同時呼應
政府企業化的重點原則。運用電子資產地圖 e-PIMS 之詳盡資料庫提
供相關資產的資訊,反映市場活動。並提醒與知會各政府相關單位有
關公有資產的各項訊息-使各級政府單位能將單位內部活動使用需要
與公有資產的供給資訊結合，以達到公有資產的更有效分派、檢視或
徵用。資產清查是確保有效利用的第一歩，英國政府一改過去放任態
度，強力要求所有政府資產登錄，並且建立電子資產地圖，詳列：
1、各政府單位知會政府貿易辦公室所需的空間要求；
2、各政府單位知會政府貿易辦公室所有現有及未來將閒置的空
間要求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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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於 2005 年 5 月「致會計公務員信函」中公告各政府資產
使用租約即將到期前必須要整體匯報政府貿易辦公室，透過政府貿易
辦公室所建立起的平台，重新檢討該資產的使用，以及可能的需求單
位，然而對於可以出租給民間的單元，民間企業亦可向政府貿易辦公
室購買使用 ePIMS 的權利，以隨時登入資料庫，尋找適用的空間；對
於需要清除的閒置空間，政府貿易辦公室也擔任評估買方以及經紀人
的角色，以獲得最大經濟收益為原則。
英國財政部因為國內資產登錄以及管理制度的不夠成熟而對開
放不動產投資信託持保守態度，時至今日，英國正式探討不動產投資
信 託 才 不 到 兩 年 的 時 間 ； 從 2003 年 房 地 產 投 資 基 金 (Property
Investment Trust)的初次出現在英國財政部討論議題中，到 2004
年，在配合政府企業化，並對於國內不動產有更進一步的掌握後，訂
出政府對於資產處置的三大原則，促進開發的法案（Grants and other
promotional legislation）
；才由英國財政部開始研擬不動產信託的
可能性以及相關制度，而財政部基本預計將在 2006 年財政法案
（Finance Bill 2006）中提出英國不動產信託(UK-REITs)的立法程
序。才由英國財政部開始研擬不動產信託的可能性以及相關制度，
而財政部基本預計將在 2006 年財政法案（Finance Bill 2006）
中提出英國不動產信託(UK-REITs)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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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較分析
我國對於國有土地之租賃，於國有財產法中僅規範國有非公用之
土地，得以標租、逕予出租及放租等方式利用土地之使用價值，收取
租金之收益。日本除普通財產得以時價為基準標租外，為促進行政財
產之利用效率，可與地方自治團體等以合建方式，將合建基地之行政
財產出租之。同時為活用民間資金，以促進公共設施之興建，對於行
政財產於有必要時，可出租給特定事業。至於新加坡及英國之國有土
地出租，並無特別之處，與我國標租方式相去不遠。
就各國國有土地租賃制度而言，分別評析如下：
一、 就權利性質而言
我國及日本將租賃權性質依大陸法系之分類，定位為債權性質。
英國及新加坡屬英美法系，故無債權物權之分類。
二、 就租期而言
我國對非公用不動產之出租，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約
定期限為建築改良物為五年以下。建築基地為二十年以下，其他土地
六年至十二年。日本依其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以植樹為目
的，租賃土地及土地之定著物者，六十年。以植樹以外之目的，租賃
土地及土地定著物者，十年。租賃建築物或其他物件者，十年。新加
坡由土地管理局以租賃合約出租者，固定期限最長為三年，通常不超
過十年。英國則通常以十五年為期之租賃權（Leasahold）。
三、 就租金計收標準而言
我國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非公用財產之不動
產租金率，依有關土地法之規定；土地法律未規定者，由財政部斟酌
實際狀況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但以標租方式出租或出租係供營
利使用者，其租金率得不受有關土地法律之限制。日本於其國有財產
法中，並未規定租金率，惟依其財政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國有財
產應以適當之對價（時價）為租賃，故實質上係依民間租金水準為參
酌。新加坡及英國則採市場水準，多以競價方式標租之。
四、 就租約之終止與租金優惠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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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依國有財產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出租
後，除依其他法律規定得予終止租約收回外，如（1）基於國家政策
需要，變更為公用財產時；
（2）承租人變更約定用途時；
（3）因開發、
利用或重行修建，有收回必要時；亦得解約收回。日本之國有財產法
第三十條規定，於指定用途之指定日期經過後，仍未供為該用途使
用，或該用途使用後於指定期間內廢止其用途時，原管理該土地之各
省各廳首長得解除其契約。新加坡與英國則無明文規定終止租約之特
例。至於租金優惠方面，日本、新加坡及英國，亦乏明文規範。
在使用權釋出方面，我國僅對國有非公用土地以委託經營及設定
地上權，以促進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日本對於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釋出土地使用權，僅於國有之行政財產在例外的情況下，如鐵
道建設、高速道路、電氣事業等公共團體在必要時，得就其土地上設
定地上權，且地上權設定之對價，依財務局所評定之基準計算，於設
定時一次收取之。至於英國及新加坡因其地權制度之特性，長期性的
租賃權（Leasehold）內涵與地上權相近似，故無大陸法系之所謂地
上權。
就上述各國情形，設定地上權方式釋出土地使用權，日本僅以例
外情形處理，顯見其制度上似不以設定地上權為常態。英國與新加坡
雖有長期性質的租賃權出讓，惟其地權制度上，尤其英國以有數百年
之慣例，民情風俗皆以行之若然，故難以與我國比較分析。故僅以我
國現行法制來看，一般而言設定地上權其存續期間比租賃為長，在制
度設計上若無重新審議的制度，將與社會經濟發展，隨時間久遠，造
成差距更大；然重新審議制度將易引起爭議而增加制度成本。其次，
地上權人對於地上權有處分之權利，在長期持有及轉讓情形，勢必增
加國有財產管理機關的管理成本支出，尤其是非單一性的開發利用
（如公寓大廈），將面臨眾多之地上權人的契約管理與執行困擾，再
者，地上權之權利價值將隨時間經過而減損，故後手之受讓者，雖受
讓時價金支付較少，惟心理上必然有無法長住久安之心態，對於國民
有土斯有財心理，將有要求讓售之動作，惟若高樓大廈之情形下，必
然有不同主張出現，勢必增加管理機關未來管理或處分政策上之困
擾。
我國國有土地之利用開發，除上述以出租、設定地上權、委託經
營外，尚得以土地信託、作價投資，或其他之開發改良。雖然不動產
證券化在國內方興未艾，惟就國有財產法所規範之國有公用財產不得
作為任何處分而言，解釋上恐不適合不動產證券化之推行。其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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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財產而言，未來有關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若修法通過，
則在相當的規範下，仍有值得推行之可能。
日本當前仍致力於國有行政財產的利用效率，經由定期借地權之
活用與土地容積之移轉，強化行政財產之有效使用。新加坡則經由
URA 與 JTC 之法定機構的開發機制，來強化國有土地的利用效率。SLA
機關本身並不從事土地開發及 REITs 的發行。英國於近年來才開始，
著手有關國有資產資料的整合工作，以為未來有關國有資產管理、利
用之基本依據。又不動產證券化的推行，英國仍持保守態度，並未積
極推行，當前正處於推動立法中，證券化所導致的相關問題，亦熱烈
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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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依前述各章，就我國、日本、新加坡及英國國有土地之管
理組織與機能、管理處分機制及利用開發機制等探討結果茲研擬結論
如下。
壹、

國有土地比例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關係不明

我國國有土地占全台灣土地面積約百分之四十七，其來源依土地
法及相關規定，凡非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以外之土地，或所有土地
所有權消滅者，或不屬地方所有之土地，皆為國有土地。此外，經以
購買、徵收等方式，亦為我國國有土地之主要來源。日本之國有土地，
占全日本土地約百分之二十四，其取得來源除非屬人民所有及地方公
共團體所有之土地外，亦以購買或徵收方式取得。新加坡國有土地面
積占全新加坡土地面積百分之八十七，其取得來源除獨立前由英國殖
民政府遺留下來的土地外，主要係經由土地徵收方式取得。英國的地
權概念自 1006 年威廉國王統一英國之後，所有土地即為國王所有，
故迄今形式上私人僅能取得土地保有權（freehold），概念上並無大
陸法系之所有權絕對的理念，故無國有土地或私有土地之分。由上述
各國國有土地之比例而言，似乎難以說明比例之高低與國家經濟發展
有何必然之關聯。
貳、

國有土地管理機關與開發機關宜分別設置

就國有土地管理組織機制而言，我國與日本較為相近，皆設有專
責之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如我國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日本之財務省
理財局。同時亦皆有國有財產之管理專法。新加坡涉有土地管理局
（SLA）
，惟無專法規範國有土地之管理、使用、收益等基本規範。英
國則近年來才設立政府貿易辦公室（OGC）
，進行公有資產的有效使用
規範計畫。我國、日本及英國皆於財政部內設置國有土地管理機關，
新加坡之 SLA 則隸屬於法務部，惟新加坡為促進土地的開發利用，在
其他部會下亦設立房屋開發理事會（HDB）、市區重建局（URA）及裕
廊工業集團（JTC）積極進行國有土地的開發，此為其他國家所無。
就政府功能而言，在公共財、外部性、自然獨占或資訊不對稱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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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於公共利益仍有介入國土管理的必要，惟在政府失靈與委託代
理的風險下，基於效率考量，國有土地之開發利用，在市場促進化與
倣擬化的必要下，似可參照新加坡之制度設計，管理機關與開發機關
宜分別設立。
參、

有償或無償撥用公有土地非促進公地利用之唯一機制

就各級政府機關取得國有土地相關制度而言，我國公地撥用依法
令之規定，以無償為原則，有償為例外。日本國有行政財產在不同之
各省各廳之間的移轉稱為所管換；在同一省廳之間的移轉稱之為所屬
替。若雙方依財政法之規定為一般會計者，則為無償，若有一方屬特
別會計者，則須有償。至於地方公共團體欲取得國有土地之普通財
產，依法令規定可無償出借或以無償方式讓與，此外，則以有償（對
價）方式取得。新加坡之市區重建局（URA）或裕廊工業集團（JTC）
進行開發所需國有土地，皆以有償（直接出售）方式取得。故有償或
無償撥用公地並非唯一可作為促進公有土地利用之機制，如日本行政
財產即以合建租賃或容積移轉方式，提升國有財產之利用。又如英國
則以各種方案推動或檢視國有資產的利用效率。
肆、

國有土地出售之處分機制宜考量處分前後之配合措施

對於國有土地出售之處分機制而言，我國與日本皆就國有土地區
分為公用（行政財產）或非公用（普通財產）而為不同之規範。對於
公用土地之處分原則相似；對於非公用土地之處分方式，則較日本為
多。新加坡與英國對於國有土地之處分，皆以標售為主，惟新加坡對
於法定機構（如 HDB、URA、JTC）則以直接出售為主。惟日本對於國
有普通財產之出售，可就出售土地用途予以指定，同時就該用途之使
用日期及期間，亦可於以指定之，並與承購者約定買回特約並登記
之，且實行每一年度不定期之調查，另除出售處分前，先徵詢土地所
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購地之意願後，待地方自治團體無意時，才出售
給私人。英國為促進閒置資產之有效利用，訂定未來五年處置約三百
億英鎊之閒置財產。各國對於國有土地之出售等處分，並未特別賦予
公平正義之考量，除日本以揭定用途、使用日期、期間之約定，尚可
稱為有利公益目的之考量外，皆以競價方式，利用價格或市場機制，
引導土地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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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有土地其他處分方式可參酌他國法制

在國有土地其他處分方式上，我國對於國有非公用土地的交換，
在現行國有財產法中，並無具體的原則性規範，僅授權財政部擬定辦
法。至於贈與部分，依法其對象以依法成立財團法人為必要者之寺廟
或教堂，始得為之。日本則對於國有土地的交換，在交換的對象、交
換之標的，以及交換的差額，皆有明確的原則規定。至於國有土地的
贈與，亦僅以公共團體為限。故日本之國有土地的其他處分方式，較
傾向公益的考量，可供我國機關處理辦法之制度設計考量。
陸、

占用國有土地之處理可參酌新加坡之規範

對於被占用之處理，我國與日本、英國對於非法占用國有土地，
皆以私法方式請求返還或以侵佔之罪告發之。新加坡則制定專法「國
有土地侵佔條例」予以拘留、罰鍰、監禁等刑罰方式遏止之。惟日本
對於被占用之土地，又分為不法占據及誤信使用兩種情形，而予以不
同的處置，手段較為細緻。
柒、

國有土地之出租機制可考量公用財產利用之提升

對於國有土地之出租收益方面，我國僅非公用土地可以標租方式
出租之。日本除普通財產以時價予以標租外，為促進行政財產之有效
利用，亦可以合建之方式，促進公共設施之興建，對於行政財產於必
要時，可出租與特定事業。又日本有關國有土地出租之租金標準，實
質上係依調查比較民間水準而定之，並於每三年改算一次。至於英國
與新加坡，租賃權（Leasehold）的地權係以標租為準，較長期間者
（十五年以上者），則以一次取償出讓方式為之，已近似我國之地上
權。
捌、

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機制應有相關配套考量

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釋出國有土地的使用權，除我國外，僅同屬大
陸法系的日本在例外的情形下，對於國有行政財產以設定地上權方式
釋出，其對象以鐵道建設、高速道路、電器事業等公共團體於必要情
形下，通過公有行政財產時，方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通過之。至於普通
財產則無此規定。英國及新加坡屬英美法系國家，且在地權制度上與
我國差異甚大，故無此例。惟英國對於租賃權之土地，其租約管理等，
則以委外方式處理之。就我國國有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處理，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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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持保有土地所有權，惟若非單一用途且為單一持有地上權之情況
下，其管理成本與契約的爭議糾紛等交易成本，勢必增加甚多，尤其
在有土斯有財的國人普通心理下，更增管理之困擾。
玖、

國有土地開發利用方式與機制可參酌他國制度

在國有土地開發利用或作價投資方面，依我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條例之規定而言，解釋上以國有土地作價投資民營企業，仍有可能之
空間，惟就日本、新加坡及英國實地訪查，皆認為不宜或迄無此類案
例。日本為促進行政財產之有效利用，係經由行政財產的定期借地權
之活用與容積移轉方式，強化行政財產的有效使用。新加坡則經由
URA 及 JTC 兩法定機構以直接出售方式取得國有土地後，經過發改良
再行出租或出售之，即不直接由土地管理機關 SLA 進行國有土地開發
工作。作價投資雖依我國現行法之規範，有其存在之空間，惟在監督
管理機制上，恐仍有疑義，尤其在委託代理風險考量下，管理機關如
何避免政府失靈的現象，仍值得注意，故新加坡在國有土地開發利用
上，制度設計時以 URA、JTC 方式處理，有其理論上之根據，值得參
考。
壹拾、 國有土地之信託與證券化宜審慎評估
有關國有土地信託及證券化情形，日本於國有財產法修訂時，增
定國有普通財產之國有土地得辦理信託，但亦明定，確實可預測土地
信託使國家通常享有預期利益，比該土地為租賃或出售，而使國家享
受之預期利益為低時，則不得為信託。故財務省受訪課長表示由於日
本不動產市場泡沫化後，收益甚低，故迄無土地信託案例。至於證券
化之推行，新加坡及日本迄無就國有土地以證券化方式開發之。英國
則於近年來才正準備立法推動之，惟仍持相當保守態度，認為國有資
產仍以管理為主，開發業務移由民間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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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茲就本研究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事項，以供參酌。
壹、 國有土地的管理與開發機制，應有不同考量與處理
國有土地之經營管理的基本理念，涉及國土地資源的有效配置考
量。國家的介入、機關的設置，除了公平的考量外，就交易成本的觀
點而言，亦有其存在的必要。我國在財政部下設國有財產局與日本之
財務省理財局角色、功能類似。惟近來有關國有土地利用開發的要
求，未曾稍歇。新加坡之 URA、JTC 機構的設置，可供參酌，參訪各
國機關單位受訪者，大多認為管理機關的任務與開發機關不同，不宜
同設置於一機關之下為宜。
貳、 國有土地之分類宜配合永續觀念調整
國有土地面積遼闊，使用及性質差異甚大，除傳統分類上，將其
劃分為公用與非公用兩大類，再分別規範其管理機關，係純粹基於國
有土地利用上之差異劃分。惟實際上國有土地被歸類為公共財之一，
其價值之衡量並非完全以利用價值之差別為考量，有些國有土地之存
在即具有固有價值，而非以利用為主（如環境敏感地帶、野生動植物
保護區等），故可參酌英國之國有資產中的公共用地（common land）
類型對於國有土地之現行分類中，增加保育用途一類，且其管理目標
非以發揮其利用價值為要，並另行規範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參、 國有土地處分，宜有政策決議機制之設置
就國有土地之處分機制而言，我國目前對於國有土地之出售，並
無政策上之上位規範，僅由國有財產局依法令規定及年度預算計畫，
執行國有地之出售。新加坡係經由國家開發部（MND）在考量國家社
會之經濟發展情形下，逐年訂定土地標售數量，並依首席估價師估定
的價格為底價，公開標售。故建議可就現行之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予
以法制化，並賦予國有土地管理開發之政策擬定功能，以利國有土地
之管理開發能配合社會經濟發展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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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有土地出售處分宜參酌日本之機制為處分前後之配合措施
國有土地出售處分制度設計而言，可參酌日本之機制，於出售前
先徵詢土地所在地地方政府取得之意願後，再行出售。一方面可增加
地方政府取得發展所需之土地，另一方面可促進地方政府共同維護國
有土地之意願，避免被任意占用。又出售處分時，可就特定土地參酌
日本或新加坡之作法，指定其用途、使用日期、使用期間，或對非確
定地塊，採雙信封制度方式標售，以避免私人之壟斷投機，並間接達
成社會公益目的。
伍、 國有公用土地利用應考量其效率之提升
對於國有公用土地的利用，可參酌日本對國有行政財產利用提升
的方式，以定期借地權之活用或國有土地之容積活用，加強民間資金
的投入，以活化國有土地的使用。又英國近來對於國有資產的空間利
用使用合理化方案，以及辦公空間環境永續使用效率的評量，亦可供
我國國有公用財產利用管理之參酌。
陸、 國有土地之開發利用應有市場化機制之設置
有關國有土地之開發、作價投資或不動產證券化等增進國有土地
利用方式，在現行體制下，基於委託代理理論中的資訊不對稱、道德
風險的考量，以及日本、英國、新加坡等之制度設計，實不宜由管理
機關再負擔上述任務，而造成分配無效率或 X 無效率之情況，惟國有
非公用土地管理開發市場化機制，在理論上可彌補政府干預政策的不
足，兩者之間如何包容並蓄，在機構組織設計上，可參酌新加坡 URA、
JTC 制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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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6 年 5 月 19 日期末座談審查意見之回應
一、外聘委員部分
審查意見
許委員嘉贊

受託單位回應

（1）目錄部分：
1 請詳實列至每一章節下之一至二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
層次，俾使綱舉目彰，易於查對報告
內容。
2 第四章請比照其餘各章於第三節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
敘載日本之國有土地利用開發機制。
3 第七章原比較分析與建議宜分列 正式報告已分章進行研
○
為二章較為妥當。
析，本章僅供審查參考。
正式報告印行時請加圖表目錄。

（2）內容部分：
 第 9 頁第三行「宜蘭縣政府」漏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一「縣」字。
 第 13 頁研究流程圖：最終之結論 Feedback 目的在檢視結
與建議無須再 Feedback 回前修正，因 論建議與研究動機與目
為就本研究而言，雖可再回修研究目 的是否相稱。
標與制度探討及策略研議，但最終之
結論與建議即為結束，否則沒完沒
了。
第 18 頁倒數第 7 行及第 10 行「佔 「占用」之更改已遵照審
用」更改為「占用」，其餘部分亦請 查意見修正。
檢查。第 32 頁「國土復育策略方案
暨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土復育方
案）後請加上「如附件一」。
 第 43 頁我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 內容已再檢視，分類圖無
度分類圖，資料來源為何？內容是否 存在必要，已刪除。
正確？末行之「開發機制與運作」所
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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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7 頁引述各行政規章時請加註 已增加「國有土地相關法
發布（或修正）日期及本文內之簡 規表」並作明確對照。
稱，簡稱宜明確且前後一致，否則容
易混淆。
 第 50 頁倒數第 3 行，「本局」應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改為「國產局」
，後改為「該局」，俾
使語意一致。第 61 頁圖 3-4 標售作業
流程圖請加註資料來源。
 第 73 頁五、(2)「台灣省政府工組 已配合修正調整。
織調整期間----」法規名稱有誤，應更
正為「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期間----」，又該法規目前是否已廢
止，請予查證。
 第 110 頁及第 111 頁若如所述均係 蓋因出售架構內容有
描述財務省所管普通財產之出售架 異，不宜合併之。
構，宜合併為一圖較為明確。
 第 121 頁僅有「壹」、國有財產行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政現況之課題，是否尚有貳、---叁、
---漏敘？
 第 196 頁比較研究表，建議以研
究計畫內容大綱所要求完成之標的
為縱座標，分就各國制度內容敘明研
析，較能清楚表達研究成果。

比較表係供審查方便之
用，正式報告已做內容詳
細分析，故表已無存在必
要。

（3）其它：
為便於期末報告評審，建議受委託機 已依委託計劃書內容大
關除加摘要外，可配合建立研究計畫 綱完成。
內容大綱應完成要項及各委員要求
檢討改正事項與研究報告頁數對照
表，俾利加速審查。
蘇委員惠璋

（1）肯定國立政治大學已提供充分 感謝委員支持。
之內容來作期前審查報告。
（2）本案建議採雙面印製，字體放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大，並將圖片或案例列入。
（3）本案報告所引用參考文獻，請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引註著作名稱、頁數，格式並採取一
致之寫法。
（4）建議可對國有財產局之政策作 已於結論建議中回應。
一些正面看法之辯護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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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補充國土復育方案對於國 已依主席裁示，不對此部
有土地經營管理之影響。
分多加著墨。
（6）請補充日本國有土地開發利用
之說明及相關案例（如東京灣、橫
濱…）。又英國之電子資產地圖立意
很好，宜再加強介紹。內政部土地測
量局亦已開發一套圖資系統，可供政
府部門查詢運用，將與國有財產局所
屬臺灣中區辦事處合作試辦，未來應
有利於國有財產之管理。

日本開發公團或公社之
土地為私有土地，非關本
研究國有土地之範疇。又
英國之電子地圖內容可
借我國借鏡。

（ 7 ） 出國考察之行程及內容等資 已於正式研究報告中納
料，應簡要納入報告。
入。

二、國有財產局人員部分
審查意見
陳組長文龍

受託單位回應

（1）本報告第 1 頁第 4 章第 3 節敘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及日本國有財產管理處分之今後方
向，建議改成開發機制使與其他章架
構一致；另報告中引用之本局業務執
行數據，請更新為 94 年業務執行成
果。
（2）本報告第 9 頁改良利用方面，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建議加入有關設定地上權及委託經
營部分之資料。
（3）本報告第 27 頁（三）2.第 2 行 學理上之見解與實務上
「但信託非處分之手段，故公用土地 之做法容有差異，惟已遵
得以信託」之文字與規定及事實均不 照審查意見修正。
符，請刪除、第 28 頁 2.第 2 行「信
託實質上由具有土地所有人身分的
地方政府自行經營」之文字，亦無根
據請刪除。
（4）本報告第 29 頁（二）相關開發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法令不完備部分，建議內容再予細
分，避免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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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報告第 43 頁國有土地利用開 已參照修正內容，分類圖
發機制中，土地使用權之釋出之「收 已刪除。
回自行利用」部分，請更正為「委託
改良利用」。
（6）本報告第 77 頁第一段最後一行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公用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5），應
更正為（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
施要點§5）
、第 5 行之「公共」2 字請
刪除。二、「設定地上權」應改為改
良利用；第 78 頁第二段之前增加三、
設定地上權，及刪除「因此，」等字、
原三、其他使用權釋出方式，請改為
四、其他使用權釋出方式。
（7）本報告第 84 頁第 4 段第 7 行「（接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管要點§5）」文字請刪除；最後一行
（同要點§5），請改為國有非公用土
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
（8）本報告第 121 頁第 3 節節名建 日本之開發公團非政府
議調整，及補充開發公團資料。
組織，且為私有土地，故
不在本研究範圍。
廖組長蘇隆

（1）本報告應敘及研究結論。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2）本報告第 4 頁表 1-1「直接管理」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欄之統計數字，應包含「委託管理」
及「委託經營」。
（3）本報告第 5 頁第 2 段，所敘消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極地訴訟處理等文字，請再斟酌；第
9 頁最後一段第 4 行所敘，本研究計
畫除由管理處分、租賃與開發利用…
部分，建議刪除租賃；第 11 頁一、
第 3 行最後一句請改為以供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參考。
（3）本報告所敘之利用開發文字， 本報告統一採「利用開
請修改為開發利用。
發」之用語。
（4）第 15 頁壹、第 7 行「但幾乎全 本部分為相關文獻之回
是配合國家政策而執行」之文字，及 顧整理，學術之分析與實
最後 2 行與事實不符，請再斟酌。
務見解未必一致，惟已遵
照審查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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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16 頁最後 1 段敘及因光復初
期之混亂以致無法掌握接收財產，與
事實是否相符，該部分文字請再斟
酌。

本部分為相關文獻之回
顧整理，學術之分析與實
務見解未必一致，惟已遵
照審查意見修正。

（6）第 17 頁最後一段倒數 3 行敘及
因國有土地管理法令規定不完備…
使被占用問題無法根絕，惟國有財產
法修正後已對占用問題有進一步改
善方式，如第 52 條之 2，本段文字請
再斟酌。

本部分為相關文獻之回
顧整理，學術之分析與實
務見解未必一致，惟已遵
照審查意見修正。

（7）第 23 頁敘及各管理機關對於其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所經管之財產「多半視為其本身之財
產」，因對於公用財產之不當使用，
已有懲罰機制，故目前情形已改善，
本段文字請修正。
（8）第 21 頁（三）１．（2）語意不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清，請再為修正；第 30 頁 3．加強統
籌調配國有土地部分之「無須公用之
土地」文字建議依國有財產法第 33
條規定修正為「公用財產用途廢止
時」。
（9）本報告第 49 頁圖表名稱請更正
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機關組織圖；第
72 頁 3．辦理有償撥用不動產時之取
償原則，請加敘「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之文字；第 85 頁一、國有財產之範
圍之第 4 行國家之債「務」是否應為
債「權」請再釐清、本頁所指不動產
及動產之從物所指為何，請加予說
明；第 88 頁表 4-1 之價格單位請敘
明，及一般會計、特別會計之區別為
何，可否有供本局參採之處。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日
本之國有財產定義與會
計制度，本研究並未就執
行層次探討，僅提供策略
方面之參酌，故不再深入
其執行內涵之探究。

（10）本報告第 105 頁所敘之原則上 時價租賃係當時一種國
已 不 再 進 行 時 價 租 賃 部 分 原 因 為 有地出租方式（1950 年）
何，請再加強說明。
現行已不再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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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組長翠雲

（1）本報告第 8 頁，五、國有土地
之處分開發利用，相關機制不完備難
以促進發揮地利項下第 4 段，因標租
不屬處分、開發利用行為，
「標租」2
字應刪除；第 15 頁第 2 段第 8 行視
需地機關的層級而定所指為何？；第
16 頁本節是對於國有土地被占用之
原因分析，但本段似指的是公用財
產，而下面析述時又指的是非公用財
產之狀況，請釐清。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需
地機關層級係指中央或
地方政府之不同層級而
定。

（2）本報告第 24 頁一、第 1 段與第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2 段無關；第 28 頁六、早「期」誤為
「其」
，請更正；第 43 頁使用權釋出
與收回自行利用不合；第 48 頁公用
土地管理機關數量似有問題；及第
58、59、60、62 頁之接管要點所指為
何？請一併釐清。
（3）本報告第 63、64 頁敘及之「同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法」應請更正為「同辦法」，且第 63
頁第 3 段及第 64 頁第 2 段重複；第
74 頁最後一段第 3－5 行語意不清，
請澄明。
（4）本報告第 76 頁  其他出租應
是依其他法律之出租，如礦業法、發
展觀光條例、農田水利會組織法等，
而非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 第
2 段指的是公用土地的出租與本節標
題在第 74 頁敘述的非公用土地出租
無關； 第 3 段之用意為何，請澄明。

本處所指其他出租係指
依據國產法所定之出租
外，依公有土地經營及處
理原則所定之出租。惟依
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5）本報告第 121 頁之內容是否未 已補充修正。
完？
（6）建議就各國國有土地在數量面
作一比較，並說明何種規模為宜，另
請說明日本國有土地占全國土地之
比例及各國國有土地之取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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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轉換之適當性因各
國社經狀況不同，難以求
得最適量。至於比例數量
已參照補充。

（7）管理機制上占用地之處理，日
本與我國相似，新加坡訂有「國有土
地侵占條例」，其內容及對占用之處
理是否較為有效且具有遏阻占用功
能，宜分析。

新加坡之國情較屬中央
集權式，現階段恐不適於
台灣社會發展所需，故不
再加以分析。

（8）各級政府取得國有土地是否要
支付對價（有償）
，日本部分在第 110
頁的流程圖所示，可否導引出均是有
對價以避免無成本概念肇致資源不
當使用？惟新加坡及英國似未見論
述此部分。

新加坡與英國國情及地
權制度與我國不同，故國
有土地撥用制度未見該
二國有任何規範。原則上
三個國家對公有公用之
情形，大都採無償方式。

（9）本報告第 143 頁提到新加坡即
使土地售出也只有 99 年的使用權，
是否表示不賣斷所有權，這部分與日
本、我國不同，牽涉國情不同，請就
英國部分之情形析述；租賃（包括出
租條件、租期、租金）部分亦希望能
作一比較。

英國與新加坡之地權制
度與我國差異甚大，無法
相比擬。又其出租皆採市
場機制，並無統一規定。

（10）地上權部分最近有許多討論， 報告內容已進行說明。
希望能在管理成本、使用限制等面向
也能析述。
（11）請說明出售方面的機制對經濟
發展的助益；另作價投資方面，其他
國家好像沒有此種作法，請就本國制
度是否適當提出建議。

管理科王科
長秀時

外國對土地之看法，與我
國不同，對於國有土地出
售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並
未有相關之資訊蒐集與
分析，尤其土地市場之景
氣往往落後於經濟成
長，故政府部門未有相關
之分析。作價投資部分之
建議已列入研究報告中。

（1）本報告第 16－23 頁，貳、國有 本部分屬文獻回顧僅就
土地管理處分機制，其項下所討論之 相關之以往文獻作系統
「國有土地被占用問題之癥結」
、
「委 性說明。
託管理意願低落且管理成效不彰」、
「撥用制度之失靈」及「移交與檢核
之問題」，並非國有土地管理處分之
機制，而是現行管理處分機制下遭遇
之問題探討， 似乎文不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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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報告第 24－31 頁，參、國有 本部分屬文獻回顧僅就
土地利用開發機制，意見同（1）。
相關之以往文獻作系統
性說明。
（3）本報告第 43 頁，我國國有土地 內容已詳述說明，分類圖
經營管理制度分類圖中「國有土地管 亦配合刪除。
理處分機制」項下－土地被占用，按
土地被占用非管理處分機制，應修正
為「被占用土地之處理」。
（4）本報告第 47 頁，（三）關於國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有土地管理處分之規定，應增加「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
（5）本報告第 49 頁，國有非公用土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地管理機關組織圖內，會計室部分多
一個「室」，應刪除。
（6）本報告第 51 頁，管理處分組負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責事項尚包含出售、贈與、放領及交
換等，應補充之；另，2. 國有非公用
土地被占用之處理中所敘「、、、，
惟占用人如不符租購規定，或拒不配
合辦理租購，則以訴訟方式排除占
用。」與現行規定不合。
（7）本報告第 56 頁，（三）其他規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定，應指國有財產法及國有非公用不
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規定以外之其
他規定，且依其內容所示，應屬（二）
占用處理方式範疇。又最後一段所附
之占用處理流程圖，對本研究並無助
益，建議刪除。
（8）本報告第 106 頁，備註之數字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格式請統一。
（9）本報告第 196 頁， 英國非公 比較分析表係供審查便
用土地之釋出有無包含交換（第 190 利所附，內容已於報告中
頁），請澄清，以及其對占用之處理 評述，故表已刪除。
係以「訴訟」方式處理，惟在第 6 章
英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內似無
相關敘述。 各國之比較分析太過簡
略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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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科周科
長麗芬

（1）本報告第 7 頁，四、國有土地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之出租機制缺乏彈性，影響國庫財政
及利用效率項下，第一段第 3 行末段
修改為「94 年國有非公用財產租金收
入約 17 億多元」，以免造成誤解。
（2）本報告第 18 頁，4.公權力不彰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致占用現象難以排除項下，列舉影響
占用處理之相關法律，其中「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與占用處理無關，應
予刪除。
（3）本報告第 27 頁，第一段敘述公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有非公用土地出租「租金偏高」
、
「其
他多項限制等使得期限屆滿後續租
情形不多」與事實不符，請修改。
（4）本報告第 29 頁，（二）相關開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發法令不完備項下末段，敘及「另
外，以租與售之方式為例，計有只租
不售……造成管理人員執行上之困
難」，均係分析國有土地出租、出售
事宜，與開發法令無關，請刪除。
（5）本報告第 32 至 35 頁，有關「國 已依主席裁示對此部分
土復育對國有土地之影響」部分，因 不再深入評析。
本局 94 年 6 月 24 日召開之「審查本
局 94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各國國有土
地經營管理制度之比較分析－以英
國、日本及新加坡為例之研究計畫」
會議結論（一）係請將「國土復育策
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對國有土地管
理、處分之影響，列入研究報告之背
景說明，並非尚未立法通過之「國土
復育條例」
，請依行政院 95 年 1 月 23
日修正後之「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
動計畫」，修改本段內容（該結論已
於委託契約列為委託研究內容）。並
請將附件抽換為「國土復育策略方案
暨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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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報告第 36 至 42 頁，有關「國 學理上之依據論述有存
有土地經營管理之基本概念」部分， 在之必要，請深入閱讀，
所敘之相關理論仍十分抽象，無法瞭 以探究其意。
解其與目前國有土地經營管理之關
聯性及結論為何，如分析結果無具體
建議，請考慮刪除。
（7）本報告第 50 頁，對於本局接收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保管組負責業務之記載仍有遺漏，請
補充。
（8）第 74 至 75 頁：
 有關「土地租賃」於本局業務係定 研究章節與實際業務之
位為土地管理，並非開發利用，請移 劃分，並無必然關係，研
列於適當章節。
究非單位之業務報告，請
尊重本研究單位之安
排，否則本研究報告是否
淪為機關業務報告之嫌。
 第 74 頁末段有關國有財產法第 42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條內容之記載有誤，請更正。
 第 75 頁引敘「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出租管理辦法」，請載明全稱。
 第 75 頁末段內容請依修正後之「國 已依前回覆處理。
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修改。
（9）第 104、105 頁：
 有關日本國有土地租賃，何以實務 有關執行問題，非本研究
執行與法律規定不同，請再說明。
之重點，請參酌。
有關日本國有土地租賃，請依委託 相關內容皆於文中敘
契約約定之委託研究內容-研究計畫 明，於第七章各國比較
內容大綱，敘載之（1）比較他國之 上，亦在說明。
國有土地出租條件、租期（有無長期
租賃之情形）、現況、租金計收標準
及配合國家政策之各種租金優惠之
規定是否合宜，及論述目前之處理情
形。
（2）分析其他國家各類出租土地
之終止租約之規定是否合宜及論述
目前之處理情形。等委託事項詳加說
明，並依不同種類之租賃型態分類敘
載。
（10）第 139 至 1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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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加坡國有土地租賃，請依委 相關內容皆於文中敘
託契約約定之委託研究內容-研究計 明，於第七章各國比較
畫內容大綱，敘載之（1）比較他國 上，亦在說明。
之國有土地出租條件、租期（有無長
期租賃之情形）、現況、租金計收標
準及配合國家政策之各種租金優惠
之規定是否合宜，及論述目前之處理
情形。
（2）分析其他國家各類出租土
地之終止租約之規定是否合宜及論
述目前之處理情形。等委託事項詳加
說明，並依不同種類之租賃型態分類
敘載。
第 147 至 151 頁敘載之土地出讓，
似乎出讓的只是長期租賃權，則與本
節所敘之國有土地租賃有何不同，請
再說明。

新加坡之地權制度與我
國不同，所謂出讓係就長
期之租賃權為一次之轉
讓。

第 143 頁：（四）土地承租人之權 已參照調整修正。
利敘載的內容卻是出售，請為文字修
改，以免混淆。
第 141 頁記載之英文請翻譯成中 已參照處理。
文。
第 145、190 頁記載之英文請翻譯 已參照處理。
成中文。
（11）本報告第 181 頁，記載英國亦 相關內容皆於文中敘
有國有土地租賃制度，請依研究計畫 明，於第七章各國比較
內容大綱，敘載之（1）比較他國之 上，亦在說明。
國有土地出租條件、租期（有無長期
租賃之情形）、現況、租金計收標準
及配合國家政策之各種租金優惠之
規定是否合宜，及論述目前之處理情
形。
（2）分析其他國家各類出租土地
之終止租約之規定是否合宜及論述
目前之處理情形。等委託事項詳加說
明，並依不同種類之租賃型態分類敘
載。

三、主席裁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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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受託單位回應

（一）本研究計畫出國考察部分，應於 已遵照意見處理，附列於研究報告。
報告中記載出國時間、行程、人員及考
察內容。
（二）出席委員對於本報告之建議，請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政治大學再於報告中補充。
（三）有關本研究計畫所研究課題執行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面之說明及研究，請俟未來有機會從事
其他研究時再進行。
（四）本報告敘及國家資產委員會部分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只需作簡單說明，無需加以評論及探
討。
（五）本研究計畫之大綱於擬訂時，並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未特別區分公用及非公用財產，是以進
行研究時亦無需特別予以區分。
（六）請政治大學就本案委託研究計畫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委託契約所約定之委託研究要項，記載
於報告之頁數作成對照表，以供核對是
否確已完成委託事項。
（七）報告請補充日本租賃所採之租金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率。
（八）報告除就英國、日本及新加坡之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制度與我國制度作分析比較外，並對本
局可參採部分提出建議。至於依我國目
前之法令及管理機關組織無法參採之
部分，亦請提出法令及組織編制上之修
正意見。我國目前所採行之積極標售國
有 土 地 之 作 為 請 分 析 是否 正 確 ？ 英
國、日本及新加坡是否有相情形？該等
國家於處分國有土地時，是否有將公平
正義原則列入考量？請比較。
（九）本局所委託研究之各課題，於報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告中未敘及者，請政治大學於期末報告
時，說明原因。
（十）請政治大學於 95 年 6 月 30 日前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提出期末報告，本局將於 6 月 30 日後
再擇期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十一）本報告之附件，請另裝訂一 已遵照審查意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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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編製目錄，及將附件之名稱翻譯
成中文。

附件二
出國行程
英國考察訪問行程表
日期

行程

2005/2/15 台北－

考察人員：楊松齡、趙子元
內容摘要

備註

啟程

CX-0531

倫敦
2005/2/16 台北－

抵達倫敦

倫敦
2005/2/17 倫敦

◎ 拜訪 LGA（The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並座談
◎ 拜訪並座談 IDeA（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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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18 倫敦

2005/2/19 倫敦
2005/2/20 倫敦
2005/2/21 倫敦－

◎ 拜訪 GRAM 並座談（Government
Relocation and Asset
Management）
◎ 拜訪 Dr.Dafyad Fell 並座談（倫
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 拜訪 OGC 並座談（Office of
Goverment）
返國

台北
2005/2/22 台北

抵達台北

日本考察行程表
日期

CX-0510

考察人員：楊松齡、陳文龍、莊翠雲

行程

內容摘要

備註

2005/4/25 台北－東京

起程、抵達東京

CI-0018

2005/4/25 東京

拜訪財務省理財局並座談

2005/4/27 東京

◎ 拜訪日本不動產研究所
並座談

2005/4/28 東京－台北

返國、抵達台北

CI-0109

新加坡考察行程表

考察人員：楊松齡、李嘉珍、盧素珍

日期

內容摘要

行程

2005/3/6 台北－
新加坡

備註

◎ 起程、抵達新加坡
◎ 拜訪新加坡大學（NUS）不動產
系、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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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25

2005/3/7 新加坡

2005/3/8 新加坡－
台北

◎ 拜訪 SLA 並座談（Singapore Land
Authorty）
◎ 拜訪 JTC 並座談（Jurong town
corporation）
◎ 參觀 One-North Development 園
區開發
◎ 拜訪 URA 並座談（Urban
BR-226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 返國、抵達台北

附件三
2006 年 8 月 8 日期末報告審查意見之回應
一、外聘委員部分
許委員嘉贊

審查意見

受託單位回應

（1）請受託單位依國產局 95 年 5 月
29 日會議主席裁示（六）就所約定之
委託研究要項與報告頁數作成對照
表，供委託機關核對是否確已完成委
託事項。又依裁示（十），原附件有
無譯成中文並另訂成冊？併請承辦
單位參酌。

1、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2、原附件已附中文標
題，惟因頁數不多，一併
併入研究報告附件，不再
另訂成冊，以利保存。

（2）表目錄頁碼有誤部分，表 2-1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應為 47 頁、表 4-1 應為 96 頁、表 6-1
應為 187 頁、圖 4-1 應為 104 頁）
，請
更正。
（3）第 8 頁表 2 公務用欄數字有疑 數字無誤，突然暴增係因
義，請再查校。
林務局將國有林班地加
入公務用地，翌年發現不
宜，改列於公用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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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12 頁五、１出售情形遺漏「委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託出售」部份，請補充。
（ 5 ） 第 16 頁 第 7 行 所 引 之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Carr&Smith,1975 一書，請在參考文
獻中補充。
（6）第 25 頁為空白頁請刪除。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7）第 27 頁第 3 行凱「薩」飯店請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改為「撒」
。第 52 頁撥用部分之法
規第 2 種，名稱應為臺灣省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期間國有不動產及
原屬臺灣省有移轉為國有不動產撥
用案件處理原則。第 55 頁第 11 行
公務用土地價值有誤相差一千倍，請
更正。第 235 頁第二節之節名，應
為國有土地「管」理處分之比較。
第 250 頁倒數第 3 行「製」式表格請
改為「制」。
（8）相關疑問：第 231 頁第 14 行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並
所指歸屬於政府之土地，而由人民合 補充說明。
法持有者所指為何？第 234 頁國有
土地數量比例多寡對公地利用開
發、土地問題的嚴重性是否毫無相
關？第 244 頁新加坡訂有「國有土
地侵占條例」專法，有無值得我國效
法之處？請於第 263 頁之結論或於建
議內再詳述。第 265 頁第 4 行之「交
易成本」是否係指「機會成本」？
英國與新加坡係屬英美法系國家，似
能提供我國參採之處甚少，日後如有
機會建議研究德國之國有土地制
度。第 289 頁日本考察行程表第 2 天
日期應為 2005 年 4 月 26 日。
陳委員榮隆

（1）建議委託機關日後研究國家可 謝謝指正。
選擇德國、法國、美國、韓國等與我
國土地制度較為接近之國家。
（2）頁碼請從本文開始編排，非從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目錄延續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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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17 頁流程圖建議與期末報告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期前審查版部分加以整合，以收綱舉
目張之效。
（4）第 28 頁土地信託之優點僅參考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一本文獻似不足，建議再參考其他資
料，似應有其他優點可再斟酌及查
證。
（5）第 34 頁肆、國土復育對國有土 謝謝指正。
地之影響，引用之國土復育策略方案
暨行動計畫之規定，請註明第幾點，
並請注意行政院 95 年 1 月核定修正
之內容。
（6）第 131 頁有關日本國有土地信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託之敘述可再補強，因日本針對信託
問題曾來臺灣深入研究，似應有甚多
文獻和案例可供參考。
（7）討論國有土地之面積多寡對經 謝謝指正。
濟發展之影響太過困難，可能難以達
到研究效果。
（8）結論與建議部分請加入標題，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以利參考，並宜另行列表以委託事項
為縱軸，研究國家為橫軸，敘明研究
結果，以利分析比較。

二、國有財產局人員部分
審查意見
陳組長文龍

受託單位回應

（1）第 13 頁第 4 行委託「臺灣土地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銀行經營事業」部分，請列明係經營
初鹿牧場，第 7 行與臺南市政府合作
經營市場，請列明係經營西門市場，
第 11 行開辦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
營業務部分，請加入自 87 年開辦…，
已辦理 406 案，收取權利金 6 億 4 千
餘萬元。
（2）第 28 頁第 9 行、第 14 行所敘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之「故該研究認為」及「該研究」等
文字，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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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敘國有財產法、都市更新條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例等各種法令之名稱，請統一。如係
以簡稱表示，亦請於報告內適當處敘
明係何種法令之簡稱。
（4）第 60 頁 2．合作經營部分第 6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行中間「地方政府」，請改為「各級
政府」，第 7 行修正為平面「式」收
費停車場，以協助「解」決交通問題，
第 11 行合作經營市場修正為合作經
營西門市場；３．委託經營部分第 3
行請改為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委託
經營」，第 5 行中間請改為委託其代
為「經營」，註 36「收取權利金」請
改為收取「權利金」。
（5）第 81 頁二、逕予出租部分之項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目符號（六）
（七）
（八）有誤，請更
正。
（6）第 84 頁一、委託經營部分倒數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第 5 行共有 26 條條文修正為共有 26
點、二、設定地上權部分第 4 行共有
20 條條文修正為共有 20 點。
（7）第 96 頁表 4-1 引用之平成 16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年部分，建議加上西元年。
（8）第 251 頁一、委託經營部分倒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數第 3 行各級政府「公共建設需要」
，
請改為「建設需要」。
（9）第 254 頁四、非公用土地之開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發改良部分，所引敘之公有土地經營
及處理原則之規定，因未配合國有財
產法第 47 條之修法作修正，故請刪
除。
（10）第 262 頁第 2 行，我國公地撥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用依法令之規定，以「有償」為原則，
「無償」為例外之敘述有誤，請更正
為以「無償」為原則，「有償」為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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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265 頁建議參、前半段敘及
國有土地之處分，後半段卻建議應賦
予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對國有
土地管理開發之政策擬定功能，二者
間並無關聯，宜就國資會與目前行政
體制間之功能調節、國有土地出售處
分機制再分別為適當之建議。

本建議係指處分機制之
設置，故乃建議由國資會
法制化，以賦予政策決議
功能，並非單純之處分。

（12）日本與新加坡考察行程之考察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人員錯植，請更正。
莊組長翠雲

（1）第 265 頁建議貳、論及國有土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地傳統分類上劃分為公用與非公
用，再分別規範其管理機關，係基於
國有土地利用上之差異劃分部分，似
有誤解，蓋被劃為古蹟保存區、環境
敏感地區等保育用地之國有土地，既
可歸類為公共財，則是類土地為達劃
設目的，實務上宜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等專責單位管理，較為妥適，請再
考量納入。
（2）第 265 頁肆、建議對非確定地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塊採雙信封制度方式標售部分，據悉
日本近來為促進土地處理之效率已
不再採此種方式，另以此方式標售，
政府先行審核使用計畫，在執行上有
諸多困擾，且易滋流弊及非議，因此
這部分之論述，請再審慎。
（3）第 266 頁陸、部分第 4 行所敘 X 無效率在第二章已作
之「X 無效率」，建議於備註處加以 明確說明。
說明。

蕭主任慶福

第 122 頁（二）介紹日本國有財產之 謝謝指正，惟此非本研究
耐震性能處理問題，建議可對臺灣國 主題，故僅供參酌。
有財產之耐震處理提出一些看法。

公用科李科
長嘉珍

（1）第 49 頁二、國有財產之分類部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分，第 2 行公有財產之分類，請改為
公用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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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55 頁（二）「公用土地之主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管機關依規定有兩者」，應屬誤解，
依國有財產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係指依預算法規定，僅有 1
個。同法第 11 條規定，公用財產之
直接使用機關係指管理機關，而非主
管機關，故請予更正。
（3）第 266 頁伍、對於國有公用土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並
地的利用，建議參酌日本對國有行政 補充說明。
財產以定期借地權之活用或國有土
地之容積活用，以活化國有土地的使
用部分，依 94 頁（一）所敘，行政
財產並不適用借地借家法之規定，此
建議之主要依據為何？另，何謂「容
積之活用」語義不明，如何執行？又
末段所提無償撥用公有土地無法促
進國有土地之有效利用，其立論基礎
為何？併請補充說明。
撥用科楊科
長玲茹

（1）第 8 頁表 1-1 公務用國有土地之 已接洽處理。
面積部分，請於會後洽本局接管科釐
清。
（2）第 74 頁參、國有土地之撥用，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序文第 3 行「此時往往…分析之」
等文字請刪除。報告內容敘及公有
土地之撥用，因土地法對於公有土地
撥用之規定與國有財產法不同，請全
部改為國有土地，其引用之法規亦改
為國有財產法（第 75 頁、第 241 頁
亦同）。一、撥用之概述第一段倒
數第 2 行提及有償撥用之計價標準部
分，請修正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應以核准撥用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計價標準」。一、撥用之概述
第四段第一行起「國有非公用不動
產…（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2）」等
文字與前段重複，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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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75 頁第 4 行及第 5 行記載「其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為公共設施…予以處理」等文字重
複，請刪除。
（4）第 76 頁四、撥用之撤銷部分，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提及之應撤銷撥用之情事「（二）、
（三）、（四）」等，請依國有財產法
第 39 條規定修改。
出售科王科
長彩葉

（1）第 61 頁（一）１．有關國有土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地讓售，接管要點並未規定，引用之
「接管要點§5」之文字，請刪除。
（2）第 65 頁之標售作業流程圖建議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刪除。

管理科王科
長秀時

第 52 頁倒數第 2 格之欄名「被占用」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請改為「占用處理」。

租賃科周科
長麗芬

（1）第 12 頁第 1 行之國有非公用財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產租金收入，請改為 17 億餘元。
（2）第 81 頁二、逕予出租部分，因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得以出租之國有非公用財產僅限於
不動產，故引言請改用國有財產法第
42 條之條文內容。
（3）第 83 頁四、其他出租部分，記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載之法律規定，本局現行實務並未依
該等規定辦理出租，請參考本局 95
年 5 月 29 日會議紀錄及「國有非公
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 11 點規
定修改。
（4）英國、日本及新加坡之公有土 各國相關數據，除日本有
地出租，如無有關租金優惠及終止租 關終止租約外，大多無明
文規定，已遵照意見於本
約之相關規定，請於報告中敘明緣
文內說明。
由。
（5）第 248 頁一、標租部分，敘及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國有非公用財產之出租，原則上以
標租方式辦理」之文字，與本局實務
之執行情形不符，請刪除。二、逕予
出租部分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與…期
限屆滿」等文字，請參考國有財產法
第 42 條之條文內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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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裁示事項
審查意見

受託單位回應

（一） 請政治大學依本次會議與會人 已遵照處理。
員所提意見，就本報告進行修改，並請
再詳細查對研究報告有無錯字、統計數
字有無錯誤、並就頁次及順序再作確
認。
（二）本研究報告請政治大學增加提 已遵照處理。
要。
（三） 請政治大學就本局委託研究要 已遵照處理。
項與研究報告內容作成對照表，並對於
本局委託研究要項未於研究報告中記
載研究結果者，請於對照表中敘明緣
由，連同竣稿之研究報告送本局查對。

附件四
「各國國有土地經營管理制度之比較分析－以英國、日本及
新加坡為例」之研究計畫內容大綱需求表與研究報告對照表

研究計畫內容大綱需求表

研究報告頁碼對照

（一）國有土地之定義、範圍
1.論述我國與其他國家國有土地之定義及取得來源之差 1.p222-224
異性。
p253
2.以我國國有土地數量佔全國土地之比例，比較先進國家
情形，評論國有土地之適當比例規模；我國國有土地高 2.p253
達全國土地之 6、7 成是否合宜？分析對於經濟發展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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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二）國有土地之管理、處分
1.國有土地管理機制
（1）占用之處理方式－a.以排除占用、追收使用補償金
之績效，探討循司法途徑處理，是否為有效率之管理方
式 b.分析目前占用者取得合法使用權之方法，參考其他
國家情形，研究增加國有土地釋出使用權之方式。
（2）比較其他國家之處理模式，研究國有土地管理方式
由管理機關以私權行使或相關主管機關以公權力介入處
理為宜。
（3）分析各級政府機關取得國有土地是否宜支付對價。
（4）分析並評論先進國家國有土地經營管理機制、體制
與權責。
2.國有土地之租賃
（1）比較其他國家之國有土地出租條件、租期（有無長
期租賃之情形）
、現況、租金計收標準及配合國家政策之
各種租金優惠之規定是否合宜，及論述目前之處理情形。
（2）分析其他國家各類出租土地之終止租約之規定是否
合宜及論述目前之處理情形。
3.探討我國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管理成本，分析其是否
為適當之利用方式，並研究其他國家之類似制度及辦理
成效。
4.研究其他國家國有土地之各種出售機制及其對經濟發
展之助益。

1.
（1）p234-235

（2）p253

（3）p254
（4）p219-220
p253
2.
（1）p239-241
p255
（2）p239-241
p255
3.p242-243
p255
4.p227-228
p254

5.評論國有土地是否適宜作價投資（例：以土地作價投資 5.p256
取得民營化公營事業機構股份）
，並研究其他國家之類似
制度及辦理情形。
6.介紹其他國家異於我國之國有土地管理處分方式，及足 6.p219-220
供借鏡處。
p257
（三）國有土地之開發、利用
1.其他國家國有土地除釋出民間使用外之利用情形
1.p118-124
（1）有何其他開發利用方式？其政策目標為何？適用之
p147-173
法令依據？（請提供案例）
p209-218
（2）其開發主體為何？有無政府部門或土地管理機關自
p245-249
行辦理情形？
（3）辦理開發利用之財源如何籌措及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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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開發完成後之經營主體為何？績效如何？
2.p123
2.其他國家國有土地辦理信託及證券化之情形（請提供具
p153
體案例－應包括發起單位、政策目標、辦理方式、適用
p210-212
之法令依據、執行單位、運作架構、績效及影響）

附件五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提供之申請書表
1. 國有土地權狀複本申請書(Request For Copies of State Titles)
2. 土地簿冊/契據索引複本申請書
(Request For Copies of Index To Land(IL) Books/Deeds)
3. 土地資訊的檢閱/列印申請書
(Request For Inspection/Printout of Data Information)
4. 權狀複本申請書(Request For Copies Of Title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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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租賃複本申請書
(Request For Inspection/Copies of Lease/Certificate of Title
Instrument)
6. HDB 的租賃複本申請書(Request For Copies of HDB Lease)
7. 為了建設海邊建物而轉讓國有海岸地的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Alienation Of State Foreshore For Construction Of
Foreshore Structures)
8. 轉讓國有土地/保留地的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Alienation Of State Land/Reserve)
9. 國有土地/保留地轉讓給公部門的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Alienation Of State Land/Reserve to Public)
10. 暫時入夥證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TOL))
11. 租賃更新申請書(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ease)
12. 解除產權限制申請書(Application For Lifting Of Title Restriction)
13. 以暫時入夥證(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 ,TOL)使用國有土地
及建築物之租金費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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