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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辦理訂定社區公約作業方式 

 

一、農村社區為管理及維護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公共設施、建築物、
景觀，得就其相關管理維護義務及使用權利等事項，訂定社區公
約。 

二、社區公約之擬訂及公開閱覽程序： 

（一）社區組織代表得依社區需求參酌社區公約範本（附件一）擬
訂社區公約草案，或經三十名社區居民連署，向社區組織代
表提出。 

（二）社區組織代表擬訂社區公約草案後，應製作公開閱覽文書（社
區發展協會公告如附件二），並於農村社區村里辦公室、社區
活動中心或集會地點，及社區公約預定施行地點張貼七日以
上。社區組織代表應於上述社區公約草案公開閱覽張貼處拍
照存證。 

（三）社區公約草案應公開閱覽至少七日以上，並載明異議意見之
提出方式及期限；異議意見之提出應以書面為之（異議聲明
意見書面格式如附件三）。 

三、社區公約制定會之召開程序： 

（一）社區組織代表於社區公約草案公開閱覽後，即得依格式製作
社區公約制定會開會通知（附件四）；社區公約制定會召開之
日期，應於公開閱覽開始日起滿七日後，公開閱覽期滿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召開。 

（二）社區公約制定會開會通知函應於開會七日前送達所涉公共設
施、建築物、景觀土地之所有權人。所有權人不詳或無法送
達者，應以掛號送達其代表人或各該公共設施、建築物、景
觀土地之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 

（三）社區公約制定會必要時得邀農村再生計畫後續管理維護工作
之重要關係人（如社區志工組織或人員、社區所在地警察局、
派出所等）及社區公約遇有爭議時之爭議解決機關（如鄉、
鎮、市、區公所）代表或協助爭議處理之機關或人員（例如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本局所屬各分局、當地熟
稔法律實務者）列席參加。 

（四）社區公約制定會議之召開，應依所定議程（如附件五）進行，
並詳予記錄（如附件六）及拍照存證。社區公約草案公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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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及得提出異議意見期間，社區居民及利害關係人有以書面
提出異議者，應針對其異議意見詳予討論，並據實記錄討論
後決議內容。 

四、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程序： 

（一）農村社區完成社區公約公開閱覽及社區公約制定會議程序
後，應據實填寫自我檢核表（如附件七），檢核相關程序及文
書是否完備，並由社區組織代表簽署切結。 

（二）社區組織代表完成自我檢核後，即可按格式製作送社區所在
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文書（如附件八）。 

（三）社區組織代表製作完成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文書後，
應連同社區自我檢核表一併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並
副知水土保持局。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收受社區組織代表函送之社區公約備
查文書及社區自我檢核表後，即查驗社區填寫之自我檢核
表，填寫完整者，應予以備查（參考函稿如附件九）。 

五、爭議解決及後續管理維護處理： 

（一）社區公約遇有爭議時，各該社區組織代表及所涉所有權人依
社區公約所定爭議處理機制辦理。 

（二）本局或所屬各分局得不定期檢核農村社區依社區公約進行農
村再生計畫之後續維護管理情形，作為後續補助參考。 

六、農村再生計畫定有社區公約者，主管機關應優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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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社區辦理訂定社區公約作業流程圖 

作業流程 相關文件與說明 備註 

  
※有關社區
公約之訂定
程序，悉依行
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村再
生社區公約
訂定辦法」規
定。 

●社區函送公文 

●社區公約內容 

●社區公約實施範圍圖 

●社區公約公開閱覽拍照存證

佐證資料 

●社區公約會議記錄（含異議處

理情形）、拍照存證佐證資料 

●所涉所有權人簽署同意名冊 

●社區自我檢核表 

滿七日後 

社區擬訂社區公約草案 

社區組織代表召開社區公約制定會 

社區填寫自我檢核表 

社區製作報備查文書 

直轄市、縣（市）政府

簽發備查文 

社區組織代表與所有權人討論 

後續理維護分工與方法 

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 

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 

社區公約草案公開 
閱覽至少七日以上 



第 4 頁，共 15 頁 

  
社區公約範本 

 

為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提升本社區

整體風貌，特依農村再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共同簽署訂定本公約條款如下，

本公約全體簽署人同意遵守之： 

一、本公約所定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之施行範圍如附件。 

二、公約簽署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履行下列管理維護事項： 

（一）公約施行範圍內之清潔。 

（二）公約施行範圍內之道路、人行道或自行車專用道鋪面有鬆動、破損

者，應先行設置安全警示設施，並即通知在地組織及團體（如○○

社區發展協會）處理。 

（三）發現公約施行範圍內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遭破壞時，應即通

知在地組織及團體協調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四）其他經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或景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管理維護

事項。 

三、本公約簽署人間因本公約之執行發生糾紛時，由在地組織及團體邀集雙方

當事人進行協調。 

 本公約簽署人與在地組織及團體發生糾紛時，由本社區所在之○○縣

○○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有關本公約簽署人、在地組織及團體或利害關係人間因本公約之執行

而訴訟時，應以本社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四、本公約簽署人將施行範圍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以租賃、轉讓、贈

與、互易或其他方式提供他人使用時，應於契約書中載明或書面告知當事

人應遵守本公約之規定，並連帶簽署同意本公約。 

五、本公約自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或景觀土地所有權人全體簽署日起生效；

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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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發展協

會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主旨：公告本社區「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草案）」。 

依據：依據「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訂定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

發展協會 

三、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草案）： 

 

為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提升本社區

整體風貌，特依農村再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共同簽署訂定本公約條款如下，

本公約全體簽署人同意遵守之： 

一、本公約所定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之施行範圍如附件。 

二、公約簽署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履行下列管理維護事項： 

（一）公約施行範圍內之清潔。 

（二）公約施行範圍內之道路、人行道或自行車專用道鋪面有鬆動、破

損者，應先行設置安全警示設施，並即通知在地組織及團體（如

○○社區發展協會）處理。 

 

 

 

印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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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現公約施行範圍內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遭破壞時，應即

通知在地組織及團體協調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四）其他經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或景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之管理維

護事項。 

三、本公約簽署人間因本公約之執行發生糾紛時，由在地組織及團體邀集雙

方當事人進行協調。 

 本公約簽署人與在地組織及團體發生糾紛時，由本社區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鄉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 

 有關本公約簽署人、在地組織及團體或利害關係人間因本公約之執

行而訴訟時，應以本社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四、本公約簽署人將施行範圍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以租賃、轉讓、

贈與、互易或其他方式提供他人使用時，應於契約書中載明或書面告知

當事人應遵守本公約之規定，並連帶簽署同意本公約。 

五、本公約自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或景觀土地所有權人全體簽署日起生

效；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四、本案農村社區成年居民如有任何意見者，請於○○年○○月○○日至○

○年○○月○○日內(親自送達者以收件日為準，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載

明姓名、聯絡方式及地址，提出相關書面意見送本會憑辨： 

(一)承辦單位： 

(二)地址： 

(三)電話：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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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農村社區公約草案異議聲明意見單 

聲明人姓名  聯絡方式  

地 址  

一、對於農村社區公約草案之綜合意見：（請敘明頁數） 

 

 

 

 

 

 

二、對於農村社區公約草案之逐條意見：（請敘明頁數） 

 

聲明人簽名  日期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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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公約會

議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速件 

附件：○○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公約（草案）乙份 

 

開會事由：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成果，以提升本社區

整體風貌，爰依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訂定辦法，召開本社區

公約制定會。 

開會時間：民國○○○年○○月○○日（星期○）上（下）午○○時○○分 

開會地點： 

主持人：  

聯絡人及電話：○○○（電話：○○○－○○○○○○○○） 

出席者：○○○、○○○、 

列席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分局 

備註： 

一、 檢附會議議程、本社區公約（草案）各 1份，請攜帶與會。 

二、 本會議事涉出席人員權益，請出席人員務必親自出席；若未克親自出席者，請委託

代理人出席或於會議前填妥發言意見單，交本會聯絡人。 

三、 出席人員未克出席本會，且未委託代理人與會並未提出發言意見單者，視為無意見。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  ○  ○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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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 

社區公約制定會議議程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年○○月○○日 

貳、地點：○○○ 

參、會議主持人：○○○          記錄：○○○ 

肆、主持人致詞：略 

伍、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陸、討論事項： 

案由：為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成果，以提升本社區整體風貌，

爰依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訂定辦法，制定本社區之社區公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社區公約係依農村再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條訂定。其宗

旨在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成果，以提升本社區整體風

貌。本公約各條款，係依本社區目前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及管理維護其執

行成果之實際需求，依本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定之。 

二、 本社區公約由簽署人全體同意簽署，並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

查；其效力及於全體簽署人及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景觀土地之所有

權人。本公約共計○○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總則：有關本社區公約之訂定依據、宗旨及施行範圍（第一條）。 

（二） 明定本公約之執行單位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區）○○社區發展協會（第二條） 

（三） 本公約簽署人之行為規範與管理維護義務（第三條）。 

（四） 本公約簽署人就本社區所提農村再生計畫之優先權利。（第四條） 

（五） 明定於本社區公約施行範圍內新建及修繕房舎及設置地上物之

景觀管制規定（第五條至第七條） 

（六） 本社區公約爭議解決之程序（第八條） 

（七） 本社區公約被約束人資格異動時之處理（第九條） 

（八） ………… 

三、 本社區公約草案於公開閱覽期間，○○○等人所提異議意見如下，提請

併同討論：（無則免填） 

（一） ……… 

柒、散會：   午      時     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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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 
社區公約制定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年○○月○○日 

貳、地點：○○○ 

參、會議主持人：○○○          記錄：○○○ 

肆、主持人致詞：略 

伍、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陸、討論事項： 

案由：為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成果，以提升本社區整體風貌，

爰依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訂定辦法，制定本社區之社區公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社區公約係依農村再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條訂定。其宗

旨在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成果，以提升本社區整體風

貌。本公約各條款，係依本社區目前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及管理維護其執

行成果之實際需求，依本條例及其他相關法規定之。 

二、 本社區公約由簽署人全體同意簽署，並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

查；其效力及於簽署人及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景觀土地之所有權人。 

決議： 

一、 通過。 

二、 本社區公約草案公開閱覽期間，○○○等人所提異議意見處理情形如

下： 

（一） ……（無則免填） 

柒、散會：   午      時     分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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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 

社區公約訂定作業自我檢核表 

項   目 所附書件 符    合 備  註 

社區公開閱覽於法定地點至少

七日以上 

公告、存證照片   

社區公約制定會開會通知函於

公開閱覽七日以上後發出，並註

明「所涉所有權人未能參加社區

公約制定會者，應委派代理人或

以書面表示意見，未委派代理人

或以書面表示意見者，視同無意

見」之字樣 

社區公約制定會開會通知函   

社區公約制定會開會通知函應

於開會七日前送達所涉公共設

施、建築物、景觀土地之所有權

人 

   

社區公約制定會會議記錄齊

備，並明確記載有利害關係人異

議意見及其處理情形 

社區公約制定會會議記錄、存

證照片 

  

社區公約報備函附件一有關社

區公約所涉全體所有權人之簽

署文書齊備 

簽署同意名冊   

切結事項 

 

 

(有需要者填寫) 

填表單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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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社區
發展協會函 

                                         地址：○○○○○○○ 

                                         聯絡人：○○○ 

                                         電子信箱：○○○@○○○.org.tw  

                                     聯絡電話：○○-○○○-○○○○ 

 

受文者：○○直轄市、縣（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檢陳本社區農村再生社區公約及相關文件如附，敬請 予以備

查。 

 

說明： 

一、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第 20條及「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訂定辦法」第七

條辦理。 

二、本社區農村再生社區公約條文如附件一、會議紀錄及異議處理情

形如附件二、公開閱覽佐證資料如附件三、本社區社區公約訂定作

業自我檢核表如附件四。 

四、以上所陳，謹請 鈞府予以備查。 

 

正本：○○直轄市、縣(市)政府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分局 

 

發函單位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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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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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號： 

                                                                      保存年限： 

○○直轄市、縣（市）政府 書函 
                                     地址：○○○○○○○ 

                                     聯絡人：○○○ 

                                         電子信箱：○○○@○○○.org.tw  

                                     聯絡電話：○○-○○○-○○○○ 

 

受文者：○○社區發展協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 貴社區所送社區公約，業已送達本府，爰依農村再生條例第

二十一條予以備查，請 貴社區依所定社區公約及相關法規妥善辦

理農村再生計畫後續管理維護工作，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協會    函。 

二、 貴社區未來依社區公約辦理農村再生計畫及其他相關作為，仍

應依相關法令，並於落實農村再生條例立法宗旨及保障所涉所有權

人法定權益之前提上，確實執行。 

 

正本：○○社區發展協會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分局 

 

發函單位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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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