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上網搜尋:新北市土城區農會http://www.twtcfa.org   更多商品更多的選項可以在線上購物唷！

105年度強化農村農家生產及生活經營
能力暨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趣賞國產好
食味校園話劇表演活動～班班與拉拉

農特產品
三立牛蒡茶

$220 (300g/罐)

龍宏剝皮辣椒

$110元 (650g/罐)

龍宏辣豆瓣醬
$110元 (460g/罐)

龍宏梅汁醃瓜
$110元 (420g/罐)

西螺農會醬油、
油膏禮盒*6瓶

$600元 (420g/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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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李榮達

常務監事／林生喜

總幹事／張國城

發行者／新北市土城區農會

發行人／張國城

會址／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五號

電話／8261-5200

網址／http://www.twtcfa.org/

編印者／造極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2240-0333

★清水辦事處
8261-5245∼51
★頂埔辦事處
2268-7801
★貨饒辦事處
8261-5258∼61
★峰廷辦事處
8261-5255∼57
★廣福辦事處
8966-2586
★永豐辦事處
2263-9388∼89
★供銷部
2267-7484

NO.118

農村特派員/瑄瑄

好戲開鑼了！11月7日在土城區清水國小演出 2場話劇，農夫班班與兔子拉拉

的故事，利用淺顯易懂的故事內容，讓小朋友了解食用胡蘿蔔對胃腸、眼睛視力與

皮膚的好處。為了戲劇張力，增添生動活潑感的可愛元素，增加了熟悉的音樂與舞

蹈，拉近與小小觀眾的距離，獲得清水國小師生們滿堂喝采的肯定，並且邀約加場

演出，讓更多的小朋友都有觀賞的機會，深感榮幸與成就感。

從故事腳本初稿討論，研究台詞內容並修改，角色試演的選定，排戲演練、道

具製作、研發胡蘿蔔餅乾，收集家裡多餘的布料，依照布料的顏色，設計製作不同

動物造型服裝，全都由土城農會志工們各司其職合力完成。

台灣的胡蘿蔔年產量約10萬公噸，近年農委會極力推廣，鼓勵開發新的烘焙方

式，以提高民眾的食用率，是重點推廣的國產食材，其富含的營養成分中，最重要

的就是因其得名的胡蘿蔔素，胡蘿蔔根部內含有β-胡蘿蔔素（此胡蘿蔔素大多藏在

外皮），有預防夜盲症、保護呼吸道和促進兒童生長等功能。此外，還富含維生素

及鈣、磷、鐵等礦物質，及澱粉、纖維素等。但是，因有特殊味道，導致很多小朋

友都因為覺得有怪味，而不喜歡吃胡蘿蔔，為了改變小朋友對胡蘿蔔的既有印象，

因此以胡蘿蔔為主題，動物擬人化的戲劇演出，更用胡蘿蔔為原料，製作烘焙餅乾

的分享，希望小朋友們開始接受食用胡蘿蔔，促進營養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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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鳴溫泉酒店～
紅葉少棒故鄉風災滅村重建愛心捐助團

旅遊日期：週日至週五出發（2017/02/24前成團，不含假日）
旅遊人數：35人成行
行程內容：
★第1天  板橋車站搭乘火車出發（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光復糖廠→羅山瀑布

→鹿鳴溫泉酒店Check in→飯店自助式晚餐 →享受酒店設施。搭乘普悠
瑪218次（10:19板橋出發～12:40抵達花蓮）

★第2天  桃花林熱氣球（自費）→酒店早餐→酒店Check out→高台登山健行→紅
葉少棒故鄉→午餐（飯店日式套餐）→回程（火車上享用鐵路便當）→
抵達板橋。搭乘普悠瑪425次（14:11鹿野發車～18:18抵達板橋）

旅遊費用： 　　　　　　　　　　　　　　　　　　　　　　（單位：新台幣）

住宿飯店 房型 每人費用 0-3歲不佔床（不含餐）

鹿鳴
溫泉酒店

10～15坪
溫泉觀景房

雙人房（１床） $4,663 $500

雙人房（２床） $4,913 $500

三人房 （３床） $4,213 $500

四人房 （４床） $3,888 $500

說明：平日現金價，團費內含每人捐助100元幫忙紅葉遷村重建經費
◎ 費用包含：

※交通： 台北/花蓮、台東/台北火
車票、遊覽車車資(含司機
小費)。

※住宿： 台東鹿鳴溫泉酒店。
※貼心： 遊覽車上提供每人每日一

瓶礦泉水。
※餐食： 第一天午餐鐵路便當＋飯

店自助式晚餐。第二天午
餐飯店日式套餐＋晚餐鐵
路便當。

※保險： 新台幣200萬旅行業責任意外險附加20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2天。
※愛心：每人100元關懷捐助紅葉滅村重建經費。

◎ 費用不含：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之購物費…等。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聯絡窗口：土城區農會推廣部／呂雅雯  連絡電話：(02)8261-5215／0920-766062

105年度強化農村農家生產及生活經
營能力暨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
—農村特派員進階訓練(2)     推廣部邱惠貞

第二場次於9月26日展開，上
午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曾組
長說明「新北市志工銀行」宣導事
項，及本會志工督導說明團隊分組
分工任務內容，讓志工團隊成員了
解規劃執行方向及預期目標。下午
「農村社區服務創新規劃暨農業體
驗活動規劃設計」課程，邀請到土
城劉老師自然教室的劉麗蘭老師，
為學員說明如何規劃設計，符合在
地社區需求的農業體驗活動企畫
案，希望在都市中打造綠寶石。首
先，要進行在地資源的搜索盤點，
資源範疇可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再來要思考那些在地特
色資源，適合規劃為活動體驗的內容，才能讓該活動企畫具吸引
力。如何撰寫一份具在地特色的農業體驗活動企畫案，內容應至少
包括五個元素，1.地點描述、2.特色說明、3.目標族群、4.以點線面
規劃活動內容、5.設定短中長預期目標。接著，劉老師以土城彈藥
庫社區為例，進行實際案例分享。該活動目標是以社區的力量，串
起農業與生態的橋樑，藉由軟性活動與硬體設施，落實環保社區的
願景；從五個主題元素進行活動內容設計規劃：傳統美食、小農自
耕(從種植到採收)、生態教育、自然藝術、體能訓練。最後，則由各
組自行選定台灣一縣市，成員們發揮創意巧思，設計企劃在地農業
體驗活動並報告分享，在劉老師的專業指導下，每組的精彩簡報都
獲得陣陣掌聲。

本年度進階訓練的課程內容，讓志工團隊成員們收穫頗豐，對
於日後在執行協助農業發展事務及社區服務活動推廣任務時，定能
有所助益。

推 廣 簡 訊
1、�11/3辦理「105年度有機農業田間栽培技術及肥培管理宣導」講
習。

2、�11/5辦理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愛家－幸福家123宣導」講
座，162人參加。

3、�11/6家政、四健部門認養扶輪基金會百周年慶愛與分享嘉年華
活動義賣攤位，所得捐助三峽小草書屋，作為清寒、單親隔代
教養課後輔導費用，地點：土城區假日藝術廣場。

4、�本會接辦農委會「105年強化農村農家生產及生活經營能力暨
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辦理趣賞國產好食味校園話劇表演活
動，11/7、12/19於清水國小演出4場。

5、�11/12、13參加市農會辦理「105年度新北市農業推廣教育聯合
展及四健會聯合公共服務活動」；地點：台北希望廣場。

6、�11/18高齡戶外課程－懷舊溫泉小城之旅，參訪新北投。

休閒農業體驗活動「新北農遊尋寶趣」 關懷弱勢體驗農村回饋服務活動 四健Younger－
團隊凝聚與創造價值研習營

四健會員公共服務暨農業體驗活動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志工大會暨表揚大會

有機農業田間栽培技術及
肥培管理宣導講習

「愛家－幸福家123宣導」講座 家政、四健部門認養扶輪基金會
百周年慶愛與分享嘉年華活動義賣攤位

趣賞國產好食味校園話劇表演活動 高齡戶外課程懷舊溫泉小城之旅

7、�11/19帶領義指參加市農會辦理「新北市105年度四健推廣教育
領袖訓練活動」。

8、�11/22辦理本會105年度「新北農遊尋寶趣」休閒農業體驗活動。
9、�11/23辦理「105年強化農村農家生產及生活經營能力暨高齡者
生活改善計畫」－關懷弱勢體驗農村回饋服務活動。

10、�11/25參加市農會辦理「105年強化農村農家生產及生活經營能
力暨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農村性別平等」幹部講習；地點：
文山農場。

11、�11/26辦理本會「105年度四健Younger－團隊凝聚與創造價值
研習營」。

12、�12/4辦理本會105年度四健會員公共服務暨農業體驗活動。
13、�12/11辦理本會105年度第二次休閒農業體驗活動～「來去農莊

找米香」。
14、�12/11辦理本會105年度四健農事體驗暨成果展活動。
15、�12/17帶領本會志工參加105年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志工年會暨表

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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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令暨最新便民服務措施宣導

新北市土城戶政事務所~關心您~

新北市土城戶政事務所          
服務電話：02-2260-5640          
週一至週五服務時間：08:00~17:30
延長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7:30~20:00 (每月最後1日
如為週一至週五，配合人口統計作業，當天延時服務暫停)
週休二日服務時間：週六09:00~12:00
電子信箱：ntpc510@ntpc.gov.tw
網址：http://www.tucheng.ris.ca.ntpc.gov.tw

居家收納DIY系列﹕聰明省錢術
推廣部

於10/13進行居家收納DIY系
列第七場次-聰明省錢術，也是最
後一場講座，本內容不只小資族
重視，家庭理財者更是關心，如
何兼顧省錢及生活品質，映如老
師希望幫助大家以聰明輕鬆的方
式，快樂當個省＄達人。

居家打理時，一般人習慣購
買現成清潔劑，其實都可以DIY，成本低廉，且清潔力不比市售的差。
例如：白醋加水及尤加利精油，就能變身萬用清潔劑。水晶肥皂鹼性較
強，去污力好，刨絲加水及小蘇打粉，即成為廚房去污膏。將鹼、肥皂
絲、鹽、硼砂、小蘇打等以適當比例調和，即成為洗衣粉。家中常有螞
蟻或蟑螂嗎？映如老師教大家使用硼酸為材料，即可擺脫蟲蟲危機。

兼顧環保再利用與省錢的巧思點子，日常生活中隨處可拾。例如：
水果網套充當洗碗海棉，可讓碗盤亮晶晶。名牌包上的小污漬，桌面劃
到的油性筆痕、剪刀上的殘膠，都可嚐試用橡皮擦清除。紙箱、紙盒可
變身雜誌文件架、收納分類盒。過期的香水、洗髮潤絲精及柑橘皮，都
可找到功能再發揮的舞台哦！

最後，老師還壓軸傳授，不必使
用冷凍庫卻能自製冰淇淋的祕技，而
且只要10分鐘，真是實用又有趣。

映如老師認為，日常消費支出的
節省，其實可不必對自己太嚴苛，只
要發揮小魔法，萬物皆可省。

105年度社區銀髮族健康人生及
樂活學習班上課花絮 (上)

推廣部邱惠貞

105年度銀髮族高齡班課程，在
學員們的殷殷期待中熱烈展開，為期
十二週的課程內容，一如以往的多元
精彩，包括運動科學養生及銀髮族保
健講座、手作捏陶DIY、手語帶動唱、
創意拼貼等課程與文化參訪活動。

9/9第一週課程，由元復醫院紀建興醫師主講，紀醫師先勉勵學員
們要建立生活的目標方向，且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實現，把握三項原則
-預防重於治療、注意自身的健康變化、接受老化是自然現象，延緩老
化的提早到來。想要活得幸福快樂，醫師專業的建議是：活出自己的特
色、欣賞別人的優點、擴大自己的生活圈、避免菸酒藥品的外部依賴、
學習互相尊重、隨遇而安等。另外，食安問題層出不窮，紀醫師提醒儘
量選擇天然食物，才是最好的保健之道。

第二堂課首先邀請吳梅玉老師手語帶
動唱，生動活潑的氣氛中，阿公阿媽們跟
隨著身體的律動，身心靈都能充份獲得舒
展。後半段安排鶯歌陶瓷博物館陶藝學院
的專業老師，進行陶藝相框DIY教學，在
捏塑陶土的過程中，除藉由拍打捏塑的動
作讓阿公阿媽們的身體活動外，創意相框
樣式設計亦可促進大腦運動，這真是兼具
保健及藝文意義的課程安排。

第三週邀請到趙祺翔老師，老師曾因
淋巴癌改變了他的人生，抗癌成功後將所
學經驗，運用在人生當中，讓他體會最深
刻的是，想要玩出生命的精彩一片天，首
重身心的健康，身體健康要靠練「五」功
-1.蔬果彩虹579，2.規律運動333，3.體重
控制，4.遠離香檳酒（菸害/檳榔/酗酒），
5.定期篩檢；心理健康則要常保一顆快樂
的心，遇到問題挫折不逃避。最後，還要
學習面對、放下與感謝。趙老師以自身走
過癌症低谷的經歷，勉勵大家要保持一顆
圓融快樂的心，創造生命中的奇蹟。

第四週由大家老朋友－郭哲誠老師
來分享運動科學養生的殿堂。首先，要破
除運動的迷思-年齡不是問題，只是要找
到適合自己的運動種類及強度。郭老師特
別強調，運動安全第一，要量力而為。運
動前要留意：1.身體狀況，2.選擇運動的
種類、頻率及強度，3.檢視環境，4.充足
的暖身及緩和運動。有氧運動較適合銀髮
族，可幫助鍛鍊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
環，郭老師帶大家進行一段簡易有氧暖身
運動，老師說，阿公阿媽們的體力及靈活
度，完全不輸給年輕人哦！ 

接下來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戶外活動，今日來到淡水的工研益壽多
文化館。首先透過影音了解七十餘年老字號工研酢的今昔發展，接著是
DIY活動，簡單利用葡萄乾、冰糖及酢等易得材料，經過二個月的發酵
過程便可輕鬆完成，阿公阿媽人手一罐，開心期待成果。文化館區展示
由台灣檜木所製的釀造桶，表達出工研對產品的堅持理念。另一隅陳列
由各式食材所釀製的酢，原來日常飲食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材料，都可
躍身成為時間醞釀的美味，讓我們大開眼界。阿公阿媽們專注耹聽著導
覽介紹，時而發問，旺盛的求知精神連我們都自嘆弗如。透過參訪觀光
工廠，傳遞飲食文化知識的博大精深，這真是兼具教育及休憩功能的課
程安排。

第六週郭哲誠老師介紹如何促進心肺功能，預防糖尿病。郭老師
建議可藉由運動來實踐身體保健，但要慎選適合的運動種類，為提高心
血管功能，高齡者可從事太極拳，研究結果顯示，打太極拳可使心跳減
慢、血壓及BMI值下降，預防中風、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有關，也建
議健走，每週3小時可降低35%～40%罹患心臟病的風險，另外，游泳可

提高心肺功能，也適合高齡
長者，膝關節功能不好者，
尤為適合。時序漸進入冬
天，溫度驟降會提高中風的
風險，郭老師特別提出中風
的判斷癥兆，提醒阿公阿媽
們多予留意。（待續）

  預約結婚登記～輕輕鬆鬆辦理
◆�預約結婚登記：應於登記日前2個工作天，向欲申請登記之戶政事
務所完成預約。

◆�提前辦理結婚登記：如無法於結婚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者，得於結婚登記日前3個辦公日內，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
登記，並指定結婚登記日。

  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內政部服務到家免煩惱
◆�民眾於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徙登記、變更或更正姓名、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更正出生年月日後，得由戶政事務所或自行使用自然人
憑證通報至受通報機關。

通報單位 異動跨機關通報受理業務

稅務機關
1.�更新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房屋稅、地價稅等稅捐相關業務之納稅
義務人資料及上開稅目稅捐稽徵文書送達處所等資訊。
2.�以戶籍地申請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

監理機關 更新駕駛執照、行車執照上之個人基本資料

台灣電力公司 更改姓名通報更新用電戶名(非過戶)

台灣自來水公司 更新用水戶名變更(非過戶)

地政機關

1.�變更地籍資料以原登記資料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為限。
2.�請依土地/建物坐落鄉鎮市勾選所轄地政事務所。
3.�所申請變更地籍資料，仍須俟該管登記機關審核後，另行通知；經
登記機關准許變更個人資料（戶籍住址及出生日期除外），應儘速向該
機關申請換發權利書狀。�

◆�民眾可使用自然人憑證或輸入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申辦進度與結果。

  新北市「一處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輕鬆一次搞定 
◆�民眾在戶所辦理戶籍登記後，新北市提供跨機關通報服務；包括稅
捐處、國稅局、地政、社會局、教育局、健保署、新北市立圖書
館、瓦斯公司及有線電視公司等，省去您在各機關奔波的麻煩，
歡迎多加利用！

  落實性別平權觀念
◆�民法規定繼承人之繼承權並無性別差異，無論男女均有繼承權。
◆�出生登記，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母姓或父姓，約定不成者，於戶
政事務所抽籤決定；性別平等，從母姓或父姓一樣好。

◆�年滿20歲有行為能力人得依其意願選擇從母姓或父姓。
◆�落實性別平等，從母姓或父姓一樣好。

  國籍歸化測試～隨到隨辦
◆�本人持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正本、相片1張及報名費500元。
◆�測試時間：每週一至週五8時至11時及13時30分至16點30分，報名後
即刻辦理測試，當日核發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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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農業用地好像都只是用來從事經營與農、林、
漁、牧有關的生產事業，充其量可以蓋個農舍來供農民居住使用。然而，
依照法律精神與規定，農業用地可分為六種不同的使用方式，其分別為
「直接使用」、「從來使用」、「臨時使用」、「容許使用」、「變更使
用」、「違規使用」，茲將上述農業用地之不同六種使用方式，分別概述
如後：
壹、「直接使用」

一、定義： 指農業用地依法直接供與農業生產有關之使用，免予向農
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謂之。

二、實例： 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造林、養殖、畜牧、保育或興
建農舍（可直接申請建照）。

三、法律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
貳、「從來使用」

一、 定義：指農業用地使用管制或編定前既有之使用或既存之設施
（不合管制或編定後之規定），得於管制或編定後繼續使用。
（但原有建築物除准予修繕外，不得增建或改建）。

二、 實例：農牧用地編定前已為養殖使用、牧場使用、墳墓使用、住
宅使用、工廠使用、道路（農路）使用、造林使用等，雖不合於
農牧用地之使用管制，但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新北市田地
目1～12等則於62.12.24管制、13～26等則於64.12.31管制、旱地
目於70.2.15管制）

三、法律依 據：土地法第83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8條。
參、「臨時使用」

一、 定義：指政府於農業用地上實施重大建設或設置臨時設施，經使
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及有關機關之同意後，得為臨時
使用。（土地謄本會有註記，無法拿農用證明，地主可領補償
金，屆期收回土地）。

二、 實例：政府闢建高速公路或興建高速鐵路於週邊農業用地上設置
臨時設施或堆置相關器材。

三、法律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
肆、「容許使用」

一、 定義：指農業用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
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分為免申請容許同意之直接
使用與需申請容許同意之容許使用。

二、實例：
（一） 需申請容許同意之農業使用如搭建溫室、網室、資材室、

農機具室、晒場、集貨場、批售場、農路等。（公所可發
農用證明、免繳回饋金）

（二） 需申請容許同意之非農業使用如闢建私設通路、臨時堆置
收納營建剩餘土石方、設置戶外廣告設施（ㄒ霸）。（公
所不發農用證明、需繳回饋金）

三、法律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及附表一
伍、「變更使用」

一、定義：
（一） 分區變更（大面積變更）：指農業用地因申請開發，達一

定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二） 用地變更（小面積變更）：指農業用地在原使用分區內之

使用性質變更，應依變更編定原則表辦理土地變更。
二、實例：

（一） 分區變更：申請開發住宅社區應變更為鄉村區、申請開發
工業使用應變更為工業區、申請開發遊憩設施應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申請設立學校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變更面
積達30公頃以上須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核）

（二） 用地變更：申請合法工廠毗連農地擴廠變更、申請夾雜包
圍之零星農地變更、申請資源回收用地變更、申請休閒農
場遊客休憩設施變更、申請變更交通用地。

三、 法律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及附表三及同規則第
31、32、33、34、35、35-1、36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
點、非都市土地變更審議規範。

陸、「違規使用」
一、定義： 指農業用地之使用不符合前述「直接使用」、「從來使

用」、「臨時使用」、「容許使用」或「依法變更使用」
之性質為「違規使用」。

二、實例： 農業用地上搭蓋鐵皮屋做工廠或倉庫使用、農業用地開挖
釣魚池營業兼餐廳使用、山坡地搭建寺廟神壇使用、農業
用地鋪設瀝青水泥做為停車場使用、農業用地上設置涼亭
庭園造景…等。

三、法律依據與效果：
（一） 區域計畫法第21條：（罰鍰、按次處罰、強制執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照非都市土
地分區使用計畫，制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
使用地類別，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違反管制
使用土地者，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
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前
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四健義指／林吐司（柏宇）

十六年青春的燃燒，我從懵懂到
成熟走過風風雨雨，從會員當到義指
土城四健一路相隨。我十幾年在四健
青春的成長對應在合作的指導員上卻
是完全相反：竟是年輕了十幾年，這
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不然就是有什麼
因緣際會。

活動的過程讓人百般的期待，除
了課程以外，整個四健團隊的微妙變
化也是我此行的學習重點，老師說明
了團隊的類型：螃蟹型團隊、飛雁團
隊等等的，我把他帶進四健會類比，
看看目前這個團隊走在哪條路上、未
來的機會是什麼。老師的引導可以馬

上就給大家一點團隊的刺激是一個相當正面的幫助。
默默地參與著這次的團隊凝聚課程，想著我這十幾年的歷史以

及現場四健團隊的氛圍，我抿了嘴，並給未來一個期待。

「105年度四健Younger－團隊凝聚
與創造價值研習營」之感         

認識農業用地農業使用證明書        
文/呂德旺 地政士

行政院農委會農地銀行訓練講師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

新北市土地利用學會創會理事長

（二） 水土保持法第32條：（有期徒刑併科罰金）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
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
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
維護設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
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
具沒收之。

水土保持法第33條：（罰鍰、按次處罰、有期徒刑併科罰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
理與維護，或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未在規定期限內改正或實
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二、 違反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或未
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或違反第二十三條規
定，未在規定期限內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繼續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或實施仍不合水
土保持技術規範者，按次分別處罰，至改正為止，並令其停工，
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所需
費用，由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設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
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水土保持法第34條：（罰金）
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條第三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僱用該行為人之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三） 都市計畫法第79條：（罰鍰、按次處罰）

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土石、變
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局）政府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
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
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
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依第八十一條劃定地區範圍實施禁建地區，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都市計畫法第80條：（有期徒刑或拘役）
不遵前條規定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除應依法予以行

政強制執行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