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暨複丈分割工作計畫

壹、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

1、計畫源起

      自民國 88年起，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業務辦理完竣，政

府不再受理原住民申請案件，惟因仍有部分原住民使用祖先遺

留之土地符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卻因不諳相關法令

規定等因素，致未能取得土地之權利，影響權益至鉅，行政院

爰以 96年 1月 12日院臺建字第 0960080865號函核定實施「補

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受理期限至 100年底止。

嗣因各級民意機關及地方政府反應，原鄉地區因行政資訊傳遞

不易，仍有許多族人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之申請，行政院復以 101年 12月 3日院臺建字第 1010152382

號函核定同意展延受理期限至 103年底止，作業期限至 105年

底。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並為避免仍有原住民使用祖先

遺留之公有土地雖符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構成要件，卻因

漏未申請而損及權益之情事，行政院復以 104年 2月 5日院臺

建字第 1040005405號函核定刪除受理期限之規定。準此，為落

實推動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及辦理申請案件之審理

及其後續工作，爰策定本工作計畫，以維護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二、辦理機關：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協辦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及其他公產管理

機關

      執行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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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目標：

(1) 輔導原住民取得民國 77年 2月 1日以前即使用其祖先遺留

且繼續使用迄今之公有土地，以安定原住民在原住民

族地區之基本生存權。

(2) 輔導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宗教團體無償使用民國 77年 2月

1日以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繼續作宗教建築設施使

用迄今之公有土地，以解決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宗教

團體使用之公有土地因非屬原住民保留地而無法申請

無償使用之問題。

(3) 辦理補辦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案受理後之相關工作項目，

將原住民於民國 77年 2月 1日以前使用其祖先遺留且

繼續使用迄今之公有土地，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解

決原住民族地區長期以來居住用地不足之課題，保障

原住民基本居住權利。

3、 實施範圍：

(1) 補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

包括 30個山地鄉及 25個平地鄉(鎮、市、區）。

(2) 補辦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及

高雄市六龜區、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

3、 實施期間：自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4、 執行方法：

(1) 本計畫採補助執行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區）公所及各協辦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等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辦理。

(2)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協辦機關得於補助

經費額度內，依執行計畫之具體需求，調整工作項目

經費支應，以落實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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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報執行成果報告

本計畫執行至年度終了後，各執行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及協辦機關(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應依年度核定之計畫

內容與實際執行結果編製成果報告，並於次(110)年 2月底

前函送原民會。

1. 執行機關：各鄉（鎮、市、區）公所應將本(109)年

度執行成果報告提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由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作成該縣(市)執行成

果報告，並於次(110)年 2月前函送原民會。

2. 協辦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由所屬各分署或林區管理處將本(109)年

度執行成果報告，依行政層級送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彙整後，於次(110)

年 2月前將執行成果報告函送原民會。

3、 年度工作目標：

      行政院核定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之 105年度會勘

完成率應達 100%，為因應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政策調整為常態性

辦理，故自 105年度起各地方政府之工作主軸應為現地會勘及後續

之審查作業，是以各地方政府應依下列原則填報 109年度工作目標：

(1) 鄉(鎮、市、區)公所

1. 109年度預定會勘數

96至108年受理案件之剩餘待會勘數(筆數、面積)。

2. 109年預定完成初審

為趕辦以前年度受理案件，本(109)年度之總初審完成率應達

90%，故 109年預定完成初審目標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A：鄉(鎮、市、區)公所96至108年累計完成會勘數。

B：鄉(鎮、市、區)公所96至108年已完成初審案件數(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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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初審不同意)

C：109年預定完成初審目標數

C=(A x0.9)-B

3. 109年預定完成管理機關變更數

為趕辦以前年度受理案件，本(109)年度應將96至108年行政

院核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件之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業全數

完成，故 109年度預定完成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目標數之計算方

式如下：

D：行政院96至108年核定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總筆數

E：鄉(鎮、市、區)公所96至108年已完成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總數

F：109年度預定完成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目標數

F=D-E

(1) 直轄市、縣政府

直轄市、縣政府109年度預定會勘數、初審目標數及管理機關

變更目標數，分別以轄屬公所各項工作目標數之合計值定之。

(2) 公產機關

參酌歷年配合各地方政府會勘及初審之實際執行量，訂定109

年度預定配合會勘及公所初審同意清冊之目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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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政府及所屬各鄉(鎮、市、區)公所工作目標

申請單位
109年預定會勘

109年預定完成初

審

109年預定完成管

變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宜蘭縣政府

南澳鄉公所

大同鄉公所

新北市政府

烏來區公所

桃園市政府

復興區公所

新竹縣政府

尖石鄉公所

五峰鄉公所

苗栗縣政府

泰安鄉公所

南庄鄉公所

獅潭鄉公所

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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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109年預定會勘

109年預定完成初

審

109年預定完成管

變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和平區公所

南投縣政府

仁愛鄉公所

信義鄉公所

魚池鄉公所

嘉義縣政府

阿里山鄉公所

高雄市政府

那瑪夏區公所

桃源區公所

茂林區公所

屏東縣政府

來義鄉公所

泰武鄉公所

瑪家鄉公所

三地門鄉公所

霧臺鄉公所

獅子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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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109年預定會勘

109年預定完成初

審

109年預定完成管

變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春日鄉公所

牡丹鄉公所

滿州鄉公所

臺東縣政府

臺東市公所

卑南鄉公所

金峰鄉公所

太麻里鄉公所

達仁鄉公所

大武鄉公所

關山鎮公所

海端鄉公所

延平鄉公所

長濱鄉公所

鹿野鄉公所

池上鄉公所

成功鎮公所

東河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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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109年預定會勘

109年預定完成初

審

109年預定完成管

變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花蓮縣政府

秀林鄉公所

新城鄉公所

花蓮市公所

吉安鄉公所

壽豐鄉公所

鳳林鎮公所

萬榮鄉公所

光復鄉公所

豐濱鄉公所

瑞穗鄉公所

玉里鎮公所

卓溪鄉公所

富里鄉公所

合計

備註：面積單位按公頃並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第 2位。

說明：未提報計畫、未填工作目標數及無經費需求單位之各項工作目標，由本會逕依工作會

報資料所載賸餘待會勘數、已會勘尚未完成初審同意數及未完成管變數為108年度工

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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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機關工作目標

申請單位
109年預定配合會勘

109年預定配合

初審同意清冊表示意見

筆數 面積(公頃) 筆數 面積(公頃)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南區分署臺東辦事處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合計

註：面積單位按公頃並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第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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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內容：

實施區域 工作內容 執行單位

(一)補辦增編原住民保

留地：原住民族地

區 鄉 ( 鎮 、 市 、

區)，包括 30 個山

地鄉及 25 個平地

鄉 ( 鎮 、 市 、

區）。

(二)補辦劃編原住民

保留地：原住民族

地區鄉(鎮、市、

區)及高雄市六龜

區、屏東縣萬巒鄉

及內埔鄉。

辦理已受理補報增劃編原住民保留

地申請案各項工作：

1、 鄉〈鎮、市、區〉公所將受

理案件登錄原住民保留

地資訊管理系統。

2、 鄉〈鎮、市、區〉公所初審

3、 洽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

意。

4、 陳報行政院核定。

5、 林班地解除及林木調查。

6、 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地

範圍。

7、 地籍整理

8、 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9、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

10、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11、 土地權利回復。

(一)各公產機關

(二)實施區域內

之直轄市及

縣政府

(三)實施區域內

之鄉（鎮、

市、區）公

所

(四)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3、 實施步驟與方法：

(1) 公告及宣導說明

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應編印宣導資

料(或 DM)，運用各項集會或活動時機加強宣導說明增劃

編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及相關作業規定，並得規劃族語解

說、翻譯人員，或原住民族語推廣人員，協助辦理宣導及

說明事宜，期使政策及作業規定落實傳達至每個部落(社

區)，促使民眾充分瞭解。

(2) 申請案件之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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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區域內之鄉(鎮、市、區)公所應依據「公有土地增編

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要點」及「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等相

關作業規範受理原住民或原住民宗教團體之申請案件。

(3) 申請案件之調查：

※鄉(鎮、市、區)公所主辦，公產機關及水利機關協辦。

1. 各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報後，應依收件順序

排定時間並通知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申請人及水

利單位前往現地勘查，如有土地法第 14條規定

不得私有之土地(原住民申請經公產管理機關同

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者、已奉核定

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及水利

法第 83條規定之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土地，應予

排除。但位於保安林之土地，仍應依程序增編為

原住民保留地，惟增編後之土地利用在未依法解

編保安林之前，仍應依森林法有關保安林規定限

作造林使用，對於超限利用地仍繼續依法處理。

2. 如有使用面積不確定之情形，鄉(鎮、市、區)公所

應會同有關機關釐正，確定實際使用面積，並由

鄉(鎮、市、區)公所視實際需要洽地政機關辦理

土地分割複丈或位置測量。地政機關實施測量時，

公產機關務請配合派員到場。

(4) 洽商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1. 經鄉(鎮、市、區)公所勘查及審認後，如符合「公

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及「公有土

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規定者，應造具初審

同意清冊，函送直轄市、縣政府，由直轄市或縣

政府於十五日內報請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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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以副本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

2. 經公產機關以相關文件及航照圖綜和判斷結果，仍

難以證明在民國 77年 2月 1日前即已使用且持

續使用迄今者，考量申請案件既經公所就土地使

用現況審認符合符合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要件，

如經公所再為查明確認使用態樣屬林下經濟或小

面積使用，且使用人為申請人，並出具公務文書

說明確有於民國 77年 2月 1日前即已使用之事

實，並確認實際使用之面積時，得視為對航照判

釋及相關文件之反證，以為同意增劃編之參據。

(104年 5月 27日研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使

用事實認定原則會議結論)

(1) 陳報行政院核定

1.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公

有土地，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彙整造冊，每 2個月

陳報行政院核定。

2. 直轄市、縣有土地及鄉(鎮、市)有土地應由直轄市、

縣政府或鄉(鎮、市)公所送經各級民意機關同意

後再函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轉行政院核定。

(1) 林班地解除及林木調查

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經行政院核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後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解除林班地，地上林木部分，

由林區管理處依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查，依下列方式辦理：

1. 林木管理機關列有財產之地上林木：

由原住民在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前，向林

木管理機關價購方式辦理，或於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時，將林木材積查定點交由原住民撫育管理，

原住民依規定申請砍伐後價金由政府與原住民按材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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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2. 林木管理機關未列有財產帳冊之地上林木：

地上林木於辦理權利回復移轉所有權時併同移轉予原住民。

(1) 外圍境界勘定及劃入山坡地範圍

外圍境界按實地會勘後定之，申請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之土地，如標高在 100公尺以上或未達 100公尺而其平均

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及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規定，應劃入山坡地範圍，並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或直轄市政府就已解編之國

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及保安林地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主動劃入山坡地範圍

其保育、開發及利用，應受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及相關法規之規範。

(2) 地籍整理

地籍整理包括土地測量與土地登記，未登記土地辦理測量

前先由直轄市或縣政府進行地籍調查，陸續辦理控制測量

及戶地測量，所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登記為原

住民族委員會；已登記土地部分，視實際需要辦理土地分

割，土地管理機關登記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標示部其

他登記事項註記「原住民保留地」。

各地政事務所得視需要委外辦理土地分割複丈業務。

(3) 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或直轄市政府會同戶地測

量人員前往現場逐筆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工作，並將

統計查定結果，編造查定清冊送縣政府或由直轄市政府依

法辦理公告。

(4)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

1. 已登記土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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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記土地但暫未編定用地之土地，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

限度查定結果分別補註使用地類別，轄區地政事務所依照

分區編定結果繪製編定圖冊報內政部或直轄市、縣政府

(已劃定為資源型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1公頃之零星土

地)核定。核定後由直轄市、縣政府送請地政事務所辦理

登簿。

2. 未登記土地部分

未登記土地由轄區地政事務所於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依

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內政部「製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等規定，劃

定土地使用分區，並辦理編定各種使用地。

(1)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將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圖冊資料及調查土地清冊，由原

土地管理機關及縣政府等單位編排勘查及派員赴實地展開

土地利用調查工作，並依照實地調查情形記載於實地調查

表土地利用情形欄內。

(2) 土地權利回復或無償使用

1. 原住民(自然人)部分

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後，鄉(鎮、市

區)公所應限期於 6個月內輔導申請人依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第 37條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完

成土地權利回復予原住民。

2. 原住民宗教團體部分

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後，鄉(鎮、市

區)公所應儘速輔導申請之原住民宗教團體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4條等相關規定申請無償使用。

3、 進度管控

(1) 成立工作會報

14



為儘速處理各協辦機關與執行單位共同面臨之執行課題，

並控管各年度實施進度，應分別成立中央與直轄市、縣工

作會報，中央工作會報每年至少舉行 1次，直轄市、縣可

考量業務情形，工作會報每半年至少召開 1次，會報成員

由各相關機關推派，並得視實際情形辦理，俾使本計畫順

利執行。

(2) 成立專案小組

為執行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工作，共同研商解決個案爭議

案件，原住民族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會同有關機關成立原

住民保留地增劃編專案小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得視實

際需要會同有關機關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工作小組；

鄉（鎮、市、區）公所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含地

政事務所及相關單位當地派駐機關）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增

劃編執行小組，分別由有關單位派員組成之。

3、 執行績效考核

(1) 績效指標：

1. 指標A：會勘完成率

109年度實際完成會勘筆數÷109年度預定完成會勘目標筆數之

百分比。

2. 指標 B：初審完成率

109年度實際完成初審筆數÷109度預定完成初審目標筆數之百

分比。

3. 指標 C：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完成率

109年度實際辦竣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筆數

÷109年度預定完成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目

標筆數之百分比。

(1) 計畫工作執行率：

(指標A+指標 B+指標 C)÷3×100％

15



(2) 依計畫工作執行率作為執行績效考核指標，並對於執行計

畫績效良好之人員得予獎勵，當年度計畫工作執行率未

達 70%者，應提檢討報告；當年度計畫工作執行率未達

60%者，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3、 預期效益：

(1) 賡續處理 96年至 108年已受理之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申請案，以維護原住民族土地權益。

(2) 辦理經行政院核定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管理者變更

及權利回復，輔導原住民取得土地權益，促進原住民

社會發展。

貳、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工作計畫

1、 計畫緣起

(1) 依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作業程序，各鄉(鎮、市、區)公所受理

原住民申報後，應依收件順序排定時間並通知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申請人及水利單位前往現地勘查，如有使用面積

不確定之情形，鄉(鎮、市、區)公所應會同公產機關有關

機關釐正，確定實際使用面積，並由鄉(鎮、市、區)公所

視實際需要洽地政機關辦理土地分割複丈或位置測量，以

利陳報行政院核定，保障原住民土地權益。

(2) 為賡續辦理經行政院核定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三年工作計畫、追

加工作計畫、漏報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及補辦增

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原住民現使用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土地價購實施計畫之土地測量、分割作業，鄉(鎮、

市、區)公所應會同原住民、公產機關、地政機關等有關機

關前往勘查，從而確認原住民之使用範圍，以利後續分配、

輔導原住民土地權利取得等工作進行。

(3) 為解決各機關辦理增編原住民保留地前往現地勘查、分割測量

作業普遍人力不足，無法派員於期限內完成增編原住民保

16



留地複丈分割作業，及各相關機關辦理之經費有限之問題，

爰訂定本計畫，以協助各機關完成前揭各項增劃編原住民

保留地作業，落實照顧原住民權益。

1、計畫目標：

(1) 解決原住民使用土地不足，安定其生計與增加原住民保留

地資源，確定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地籍。

(2)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分配，輔導原住民取得土地權

益，促進原住民社會發展。

(3)趕辦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三年工作計畫、追加工作計畫、漏

報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計畫及補辦增劃編原住民

保留地實施計畫進度落後尚未完成地籍測量、複丈分

割、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等地籍整理及後續工作，

以保障原住民權益。

1、辦理機關

(1) 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2)執行機關：直轄市政府、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

(3)協辦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等公產機關

1、實施範圍：

(1) 新北市等 12個直轄市或縣(市)及所轄烏來區等 30個山地

鄉及 25個平地原住民鄉(鎮、市、區)，以及高雄市六

龜區、屏東縣萬巒鄉及內埔鄉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區域。

(2) 原民會價購原住民現使用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土地，

包括花蓮縣光復鄉、鳳林鎮、壽豐鄉、新城鄉、臺東

縣臺東市、鹿野鄉、太麻里鄉、長濱鄉、關山鎮及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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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

完成率

東縣位於鄰接原住民族地區之新埤鄉、長治鄉、鹽埔

鄉、內埔鄉、枋寮鄉。

1、計畫內容

(1) 由鄉(鎮、市、區)公所會同土地管理機關辦理全國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地籍測量、複丈分割、使用範圍位置測

量前置作業程序之地籍調查、會勘等工作。

(2) 由鄉(鎮、市、區)公所請各地政事務所或各地政事務所得

視需要委託民間合法測繪業辦理全國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含已登記土地、未登記土地及林班地等）之地

籍測量、複丈分割、使用範圍位置測量等工作。

(3) 由鄉(鎮、市、區)公所請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全國增劃編原

住民保留地之已登記土地分割登記、未登記土地第一

次登記等地籍整理工作。

1、進度控管: 

(1) 奉行政院核定後辦理分割完成率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總計

各季分割

完成率
10% 20% 30% 40% 100%

累積分割

完成率
10% 30% 60% 100% 100%

註：本表應以實際奉行政院核定且需分割之筆數、面積為準，計

算完成率。 

(2) 公所初審同意後辦理分割完成率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總計

各季分割完

成率
10% 20% 30% 40% 100%

累積分割完 10% 30% 6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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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

註：本表應以實際經公所初審同意且待辦分割確認使用範圍之筆

數、面積為準，計算完成率。

1、實施方法：

(1) 土地使用範圍(現況)調查

由鄉(鎮、市、區)公所人員辦理土地使用範圍調查，依調查

結果作為分割測量依據：

1. 由鄉(鎮、市、區)公所人員會同土地管理機關，就使

用人使用土地坐落、界址、使用面積、使用狀況予

以查明。

2. 鄉(鎮、市、區)公所應將調查結果，送請土地所在地

之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分割複丈或位置測量。

(1) 地籍測量

1. 地政單位實地測量

地政機關依照「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相關規

定，依使用人使用面積，辦理土地分割複丈或位置測量。

2. 委外測量

各地政事務所得視需要委託民間合法測繪業者辦理土地分割

複丈或位置測量業務。

1、 預期效益

(1) 本項計畫完成後，將使原住民申請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確定實際使用面積，俾利後續陳報行政院核定增劃編

原住民保留地，保障原住民土地權益。

(2) 原住民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確定實際使用面積，將使原住

民能順利分配到原住民保留地，照顧原住民生計，增

加原住民經濟收益。

(3) 輔導解決原住民使用土地不足，增加原住民保留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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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權籍。

參、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暨複丈分割工作計畫經費補助原則

年度
預算(千

元)
補助原則

109 15,778

1、 依 109年度預算經費、各執行機關及協辦機關

提報 109年度工作計畫之工作目標數及前

(108)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執行

成果，核予補助人事費、業務費(含旅運

費)、土地分割費，並依附表 1、2提報工

作目標，未提報工作計畫或未訂工作目標

之機關不予補助。

2、業務費(含旅運費)

(1) 直轄市、縣政府：

依 109年度轄內各公所預定完成會勘、初

審筆數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目標數，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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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預算(千

元)
補助原則

予以補助。

(2) 鄉（鎮、市、區）公所：

1. 109年度計畫預定完成會勘目

標數未達 200筆者，經本會

審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情形

後，酌情核予 35,000元整。

2. 109年度計畫預定完成會勘目

標數 200-400筆者，經本會

審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情形

後，核予 50,000元整。

3. 109年度計畫預定完成會勘目

標數 400-800筆者，經本會

審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情形

後，核予 65,000元整。

4. 109年度計畫預定完成會勘目

標數合計 800筆以上者，經

本會審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

情形後，核予 80,000元整。

5. 109年度如無剩餘待會勘筆

數，本會視其預計完成初審

目標數及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目標數，酌情補助。

6. 縣鄉提報業務費需求較上開補

助標準少者，依縣鄉提報需

求核予業務費。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其所轄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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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預算(千

元)
補助原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其所轄

各林區管理處：視 109年度預定可

配合縣鄉辦理會勘及審查案件數，

酌情予以補助。

1、人事費

(1) 直轄市、縣政府：

審酌 109年度整體工作量及以前年度業務

辦理情形，核予人員。

(2) 鄉（鎮、市、區）公所：

1. 109年度計畫預定會勘筆數或需

分割筆數未達 200筆者，除情

況特殊外，不予補助。

2. 109年度計畫預定會勘或需分割

筆數 200-400筆者，經本會審

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情形後，

核予 1人。

3. 109年度計畫預定會勘或需分割

筆數 400-800筆者，經本會審

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情形後，

核予 2人。

4. 109年度計畫預定會勘或需分割

筆數 800筆以上者，經本會審

酌以前年度業務辦理情形後，

核予 3人。

5. 109年度縣鄉提報人力需求較上

開補助標準少者，依縣鄉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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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預算(千

元)
補助原則

之需求核予人力。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其所轄各辦事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其所轄

各林區管理處：視 109年度預定可

配合縣鄉辦理會勘、審查案件數，

酌情予以補助。

(2) 受補助單位之人事費用按每人以新台幣

（以下同）45萬 8,616元（薪資每

月 29,000元+勞保負擔 2,333元+健

保負擔 1,373元+職業災害 69元+提

撥退休金薪資 1,818元=34,593元，

再加計 1.5個月年終獎金 43,500

元）核算；補助國產署或其所屬各

辦事處人事費，則依該署論件計酬

人員薪俸一覽表及所提報之人事費

金額予以補助。

(3) 以人事費聘用之人員，其工作項目以辦

理本計畫之業務為限，如經查核確

認非屬專辦本計畫之業務者，本年

度補助之人事費用將全額收回，已

支付之人事費用，由聘用機關自行

負擔。

1、 土地分割費

(1) 由縣政府彙整轄區各鄉(鎮、市、區)

公所需求後提報工作計畫，補助

土地分割複丈費、使用範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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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預算(千

元)
補助原則

測量費補助標準如下:

1. 參酌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

測量費收費標準規定，土地

複丈分割費按分割後之筆

數，每單位新臺幣(以下

同)1,200元計算。(含作業

費)

2. 縣鄉提報之分割後每筆土地，

每單位複丈分割費 1,200元

以下者，依縣鄉提報之需求

經費額度為準。

3. 縣鄉提報之分割後每筆土地，

每單位複丈分割費超過 1,200

元者，應請縣鄉確實確認經

費編列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後，並附地政事務所出具之

公函及經費概算表，經原民

會審議後酌情補助。

4. 另大面積(10公頃以上)，複丈

分割經費及位置測量費補助

原則，視實際狀況及縣鄉提

報計畫之合理性酌予補助。

5. 縣鄉提報如有其他測量所需相

關費用，參酌土地複丈費及

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等相

關規定，並視實際狀況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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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預算(千

元)
補助原則

鄉提報計畫之合理性酌予補

助。

6. 直轄市、縣政府依地政機關委

託辦理地籍測量辦法，委外

辦理土地分割之經費補助標

準另訂之。

7. 各鄉(鎮、市、區)公所應將調

查結果，送請土地所在地之

地政事務所詳實估列所需經

費，並附地政事務所經費概

算表，填具附表 3、4、5之

需求表格循序層報原民會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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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09年度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暨複丈分割工作計畫

預算分配明細及經費核定表

一、預算分配明細

經

費

(元)

合      計

未  核  定

本 次 核 定

宜蘭縣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新竹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臺中市政府

南投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臺東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國  產  署

林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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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核定表

申請單位 申請經費 109年核定

南澳鄉公所

尖石鄉公所

苗栗縣政府

泰安鄉公所

南庄鄉公所

獅潭鄉公所

和平區公所

南投縣政府

仁愛鄉公所

信義鄉公所

魚池鄉公所

嘉義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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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申請經費 109年核定

阿里山鄉公

所

高雄市政府

那瑪夏區公

所

桃源區公所

屏東縣政府

來義鄉公所

泰武鄉公所

瑪家鄉公所

三地門鄉公

所

霧臺鄉公所

獅子鄉公所

春日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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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申請經費 109年核定

牡丹鄉公所

滿州鄉公所

臺東縣政府

臺東市公所

卑南鄉公所

太麻里鄉公

所

達仁鄉公所

大武鄉公所

關山鎮公所

延平鄉公所

長濱鄉公所

鹿野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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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申請經費 109年核定

池上鄉公所

成功鎮公所

東河鄉公所

花蓮縣政府

花蓮市公所

秀林鄉公所

新城鄉公所

壽豐鄉公所

吉安鄉公所

玉里鎮公所

富里鄉公所

瑞穗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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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申請經費 109年核定

卓溪鄉公所

豐濱鄉公所

萬榮鄉公所

鳳林鎮公所

光復鄉公所

花蓮

林區管理處

臺東林區管

理處

國產署

國產署

屏東辦事處

國產署

花蓮辦事處

國產署

臺東辦事處

註：以上業務費均含旅運費及辦理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業務臨時

人員出席本會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工作會報之交通費及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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