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6月發行

署長的話

國產活化有成，財政部頒獎表揚績優機關

國有土地是國家寶貴的資產，利益歸全民共享。本署承國家之令，受人民
之託，執行國有財產接管、管理、處分、改良利用等核心工作。為符社會
脈動與各界期許，積極致力於國家資產活化運用，創造國家資產價值，透
過招標設定地上權、結合地方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改良利用、參
與都市更新等多元方式活化運用。在規劃長期活化開發國有土地同時，亦
兼顧短期有效利用或透過簡易綠美化，達到節能減碳，美化市容環境。

財政部辦理「國有公用財產 105 年度活化運用績效」評選結果，選出臺鐵
局等 10 個績效優良機關，107 年 2 月 12 日於臺鐵松山車站舉行頒獎典禮
，由財政部莊次長翠雲頒獎，續由臺鐵局就地辦理示範觀摩活動，分享活
化國產成功經驗。

國有土地配合國家施政需要做合理有效利用，舉凡前瞻基礎建設、社會住
宅、長期照護、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太陽光電綠能發展、建構友善青
年創業環境等均優先配合。當今國產業務愈趨多元，除建置有包羅國有財
產業務萬象的網站及宣導核心業務並提供與民眾雙向即時溝通互動的國產
e點靈粉絲團外，本署想為民眾提供一個濃縮國產業務精華、簡明、迅捷
又方便的資訊，自即日起發行國有財產業務電子報，只要您訂閱，我們將
定期主動通知您嚴選的國有財產業務最近動態；還沒訂閱者，也可以在我
們各分署及辦事處櫃臺取得電子報 DM！
國有財產電子報以精緻、親和、生動的方式呈現，響應式網頁讓您不論以
電腦或其他移動平臺都能有最佳瀏覽畫面。創刊號內容規劃「焦點專欄」
、「招標訊息」、「法令宣導」3 大主題。「焦點專欄」介紹近期配合國
家政策及重要業務推動情形；「招標訊息」則提供最新、最完整的標租、
標售、招標設定地上權等招標資訊；「法令宣導」臚列國有財產業務相關
法規修正條文及受惠對象與具體效益。
為讓服務更進一步延伸，創刊號發行之後，將規劃有專題報導，針對各界
關注議題，做全面性、完整性報導，引領您進一步對國有財產資訊掌握與
了解。期待您的不吝指教，讓我們的電子報成長與精進！

財政部辦理「國有公用財產 105 年度活化運用績效」評選結果，選出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等 10 個績效優良機關（名冊如附表）
，107 年 2 月 12 日下午於臺鐵松山車站 3 樓舉行頒獎典禮，由財政部莊次
長翠雲頒獎，續由標竿機關臺鐵局就地辦理示範觀摩活動，以松山車站活
化成果分享活化國產成功經驗。透過臺鐵局精闢解說，結合現地參訪及與
會機關代表熱情參與討論，讓各機關汲取經驗，激發更多活化創意，達到
標竿學習擴散效果。
各部會全力配合財政部執行「加強國有不動產活化運用計畫」，103 年至
106 年國有公用財產活化收益，每年均突破新臺幣（下同）400 億元，成
果豐碩。財政部就活化效益分「公務預算機關組」及「基金或事業機關組
」評選，「公務預算機關組」獲獎機關 4 個，國立臺灣美術館憑藉開創藝
術銀行活絡藝術品出租展覽市場，及致力藝術品數位典藏加值運用，讓藝
術走入大眾生活，績效亮眼，獲評第一名；「基金或事業機關組」獲獎機
關 6 個，由臺鐵局奪冠，該局善用車站運輸節點優勢，積極授權及開發鐵
道周邊商品，以聯名行銷強化品牌價值，締造 28 億元收益佳績。
其餘獲獎機關，國立清華大學建置貴重儀器使用中心，促進貴重儀器流通
，有助提升產業、學界研發動能，該校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均擅長專利研發，將研究成果有效結合產業需求，創
造智財權高附加價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透過專利文創商品化及展示單
元授權運用，擴增展覽周邊效益；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及客家委員會客
家文化發展中心藉由本身業務、在地人文及自然環境高度融合，以響應再
生能源推動國有不動產出租設置太陽光電設備成果脫穎而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及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積極以出租
等方式多元開發活化園區及站區，帶動區域整體發展。在在可見獲獎機關
用心、創新及振興資產活化運用成果，表現可圈可點。
莊次長於頒獎典禮致詞表示，行政院賴院長近期召開會議極力倡導各機關
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更優質公共建設及服務，期許各機關持續以創新活化
方式發揮國家資產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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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湖養殖地訂約，漁民過好年

國有土地支援綠能產業，多元活化打造風光國度

為輔導雲林縣口湖鄉養殖戶取得國有土地合法使用權，本署中區分署雲林
辦事處繼去年 9 月底至口湖鄉公所辦理承租養地收件服務後，成立專案小
組積極辦理，趕在農曆年前，再赴鄉公所發給漁民租賃契約書，並由本署
曾署長國基、立法委員蘇治芬、鄉長林哲凌到場見證，漁民們直呼揪甘心
！

發展綠能產業、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屬國家重大政策，本署配合中央或地方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產業發展需求，依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提供使用國有非
公用土地。目前本署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及屏東縣政府需求提供 3 處嘉義縣
、臺南市及屏東縣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共同改良利用籌辦設置綠能產業設
施，積極促成政府重要建設。

為輔導雲林縣口湖鄉養殖戶取得國有土地合法使用權，本署雲林辦事處繼
去年 9 月底至口湖鄉公所辦理承租養地收件服務後，積極成立專案小組趕
辦，終於在 2 月 8 日農曆年前，再赴鄉公所發給漁民租賃契約書，本署曾
署長國基、立法委員蘇治芬、鄉長林哲凌均到場見證，讓漁民安心過好年
。當天共核發 72 張租賃契約書，出租面積約 69 公頃，同時辦理第 2 批國
有養地申租收件服務。

本署為積極配合推動國家發展綠能產業政策，依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提
供國有土地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機構規劃設置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
相關設施。106 年度辦理成果豐碩，其中最具指標者，屬「嘉義、臺南鹽
業用地」及「屏東縣高樹鄉坑洞回填國有土地」2 案：

過去因雲林縣沿海鄉鎮多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受法令限制無法出租，
102 年 12 月 25 日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放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養殖地出租之規定，開放養殖漁業生產區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以海水、地面
水進行養殖者，得以辦理承租。本署陸續於地方上舉辦法令說明會聽取在
地鄉親的需求，得知雖然法令放寬，漁民仍不知如何取得 82 年 7 月 21 日
前已作養殖使用之證明文件，於是與在地口湖鄉公所密切聯繫討論，放寬
證明文件的條件及由公所出具證明文件的可行性，終獲公所同意為養殖戶
核發證明文件，使漁民取得土地合法使用權露出第一道曙光。本署持續積
極協調雲林縣政府，以會勘方式認定漁民係以海水、地面水進行養殖，逐
步解決漁民所遭遇的困難。
為落實在地化服務，減少申租人往返奔波，本署先於 106 年 9 月 28、30
日 2 天至口湖鄉公所辦理申租案收件，並為此成立專案小組積極趕辦，
107 年 1 月 24 日復至口湖鄉公所協助申租民眾補正租約資料 72 件，因考
量漁民不一定瞭解養殖地租約之相關權益，同步舉辦說明會及製作「承租
國有養殖地小叮嚀」，逐一向申租民眾宣導租約相關約定及提醒使用應注
意事項（如已興建農業設施須補申辦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避免產生違
約使用情形。

一、嘉義、臺南鹽業用地：
依據行政院核定「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規劃納入嘉義縣及臺
南市鹽業用地等國有非公用土地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本署提供嘉
義縣 153 公頃國有鹽業用地，委託經濟部能源局改良利用，該局先
行就其中 102 公頃國有土地完成招商；另配合經濟部能源局規劃，
提供臺南市 216 公頃國有鹽業用地，將以委託經營方式提供產業發
展使用。
二、屏東縣高樹鄉坑洞回填國有土地：
本署配合屏東縣政府規劃推動太陽光電產業，提供屏東縣高樹鄉 37
公頃國有土地，委託該府改良利用，屏東縣政府 106 年 9 月完成招
商，並於 106 年 10 月 22 日舉行動土典禮。
為加強推廣業務，本署特於網站建置「國有土地配合設置太陽光電專區」
（https://www.fnp.gov.tw/Main.php?main_id=6441&cat_id=377），
以即時更新及整理相關資訊提供機關、業者及民眾參考。又，國有土地是
國家重要資源，效益應由全民共享，國有土地配合國家政策，以多元開發
利用方式積極活化，引進民間資源參與國家重要建設，增進經濟動能，滿
足產業發展需要，提升經濟成長及增加就業機會，創造政府、業者、人民
三贏。

繼 2 月 8 日完成第一批 72 案之養殖地租約發放後，口湖鄉公所同時核發
第 2 批約 30 多名養殖戶之時間證明文件，同步由本署雲林辦事處辦理現
場收件服務，全案在本署、口湖鄉公所和雲林縣政府多方努力下，漁民們
終於能在農曆年前完成心願，寒冬送暖倍感溫馨。
本次經驗成功建立中央及地方良好互助模式，解決因歷史因素長期占用國
有土地情形，本署將循此成功模式，未來針對雲林縣沿海麥寮、四湖、臺
西養殖地區，配合當地公所期程，規劃辦理法令說明會及駐點收件服務，
持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國有財產署電子報
Nation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Finance

page 02

招標訊息

法令宣導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

標售訊息

可加速都市更新案件時程，受惠對象包括都市更新範圍內國有土地管理機
關、私有土地地主及都市更新實施者。目前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存續中
案件 727 件，預估受惠人數超過 8,000 人，並加速都市更新範圍內抵稅土
地待納庫款之實現。

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修正「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
非公用不動產改良利用作業原則」
提供客制化，協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用地，分工合作，使其專注產業
規劃及招商作業，提高開發成功率。受惠對象包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
間業者投資及民眾：本作業原則修正後，可放寬用地取得、權利金計收等
限制，利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招商，增加民間業者投資意願，促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劃重要建設、引進產業等目標，並增加就業機會，提供
有感施政，澤及民眾。截至 106 年 11 月 8 日，已簽約尚未完成招商計 15
案，該等案件預估可創造 1 萬 3,500 個就業機會；16 案洽商中（待核定工
作計畫及簽約）及每年預估新增簽約 6 案，本作業原則修正後，可加速推
動完成招商，創造就業機會。

標租訊息

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中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南區分署暨所屬辦事處

修正「國有出租農業用地同意興建農業設施審查作業要點」
考量現代農業發展及農業經營需要，修正增列農糧產品加工室，受惠對象
包括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含原林乙地）承租人，預估受惠人數
超過 6,850 人。配合國家再生能源政策，並貫徹農地仍作農用，推動綠能
產業與農業設施屋頂相結合，受惠對象包括國有出（放）租耕地、農作地
（含原林乙地）、畜牧地、養殖地承租人，預估受惠人數超過 14,000 人。

招標設定地上權

修正「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
」第21點
北區分署

中區分署

南區分署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每年約標脫 350 件，依修正後規定增加標售公告張
貼地點，可加強行銷及訊息散播，預估每年受惠人數超過 350 人。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修正「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第8點
配合申請承租國有農作地、畜牧地、造林地、養殖地，得檢附實際使用時
間證明文件態樣增納政府機關於 82 年 7 月 21 日前攝製之圖資，訂定出租
機關採認之審查方式，以提供民眾更多元之途徑取得佐證資料，受惠對象
包括申租國有農作地、畜牧地、造林地、養殖地之申請人，預估受惠人數
超過 10,000 人。

政令宣導

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

許一個安心的家

623 公共服務日

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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