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露營場管理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為健全露營場設置管理，確保露營場符

合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公共衛生、公共

安全等相關法令規定，保障從事露營活

動者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揭示本要點係為兼顧國土資源管制與產

業發展合理配置，健全露營場設置管理

並保障從事露營活動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訂定。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露營場：以露營設施供不特定人從事

露營活動而收取費用之場域。 

(二)露營場經營者：指經營露營場而收取

費用者。 

(三)露營設施：指從事露營活動所需之營

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等設施。 

前項第三款所稱營位設施指露營場

內供露營活動之帳篷、停放領有牌照之

露營車及供裝載露營用具使用之附掛拖

車區域或臨時性建築物等。 

一、本要點用詞定義。 

二、第一項第三款露營設施係涵括都市

土地露營設施、非都市土地露營野

餐設施、露營相關設施之通案用語

定義;本款所稱衛生設施係指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所

列之大便器、小便器、洗面盆及淋浴

間等;管理室係指提供消費者諮詢、

放置救護及消防與營運所需設備之

空間。 

三、第二項所稱露營車及供裝載露營用

具使用之附掛拖車，係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相關規定領有牌照之車輛

；所稱臨時性建築物，係依據建築法

第九十九條、建築法第四條規定，且

訂有使用期限供臨時性使用之構造

物或雜項工作物，由直轄市、縣 (市

) 政府訂定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規定

管理者。 

三、露營場之管理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直轄市

、縣（市）訂有管理規定者，依其規定辦

理；未訂有相關管理規定者，得適用本要

點規定辦理。 

  露營場位於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

所轄據點、森林遊樂區、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休閒農場、觀

光遊樂業或其他依相關法令劃設之經營

管理地區，依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

關管理規定辦理。 

一、露營場之管理機關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未訂有露營場管理規定者，

得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所轄據點、森

林遊樂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所屬農場、休閒農場、觀光遊樂業

或其他依相關法令劃設之經營管理

地區涉及露營場者，依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四、露營場管理機關得依轄管露營場發展現 訂定露營場管理機關制定因地制宜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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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地制宜訂定補充規定或自治法規，

實施露營場設置總量管制機制。 

量管制機制，以正確評估露營場區位適

宜性、降低露營場災害風險及露營場造

成的環境外部成本及產業之適切發展。 

五、露營場之設置，須符合各該相關土地使

用管制法令之規定，並由土地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使用

許可文件，其容許使用地區如下： 

(一)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下列地區

者： 

１、風景區。 

２、露營區。 

３、保護區。 

４、農業區。 

５、其他分區（依各該分區法令規

定辦理）。 

(二)都市計畫範圍外，且位於下列使用

地之非都市土地： 

１、丙種建築用地。 

２、遊憩用地。 

３、農牧用地。 

４、林業用地。 

(三）國家公園。 

(四）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申設之休

閒農場。 

前項露營場設置土地之判別，依露

營場設置之土地使用管制檢視流程圖(

如附件一)。 

明列可設置露營場之區位，並敘明須符

合各該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之規定。 

六、露營場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

用地者，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六條之一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向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前項申請案件

，應會同使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

辦理審查作業並核發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其申請許可流程圖，如附件二；其非

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如附件三；

其非都市土地許可使用審查表如附件四

。 

第一項敘明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

用地者許可使用細目需經申請許可者，

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之

一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依第二項規定核

發土地使用許可文件。所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係依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

要點附件一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之

許可使用細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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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點規定露營場，應依農業、林業等相關

主管機關規定並符合下列事項： 

(一)位於農牧用地露營場，全區面積應

小於一公頃。僅容許設置營位設施、

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前述設施面積

合計不得超過全區面積百分之十，

並以六百六十平方公尺為限；其中

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

超過前開面積之百分之三十，設施

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管理室設置

規模上限如附件五，其餘部分應維

持現況合法使用。 

(二)位於林業用地露營場，全區面積應

小於一公頃。僅容許設置營位設施

及衛生設施，前述設施面積合計不

得超過全區面積百分之十，並以六

百六十平方公尺為限；其中衛生設

施面積不得超過前開面積之百分之

十，且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其

餘部分應維持現況合法使用。 

(三)露營場如同時包括農牧用地及林業

用地，其面積總和應小於一公頃，並

以各用地別之土地面積，據以分別

計算得興建設施之面積上限。 

(四)不得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

害敏感類型、生態敏感類型、資源利

用敏感類型（水庫蓄水範圍、國有林

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溫泉露

頭及其一定範圍、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或優良農地）及第二級環境

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土石流

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圍)。 

(五)位於前款以外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

區者，應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文

件。 

(六)至少應有一條既有聯絡道路，其路

寬應足以供消防救災及救護車輛通

行。 

一、本點敘明位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

之露營場應符合各主管機關之規定

。 

二、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參照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新增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上容許使用「露營相關設

施」之附帶條件，規定露營設施種類

，並參照行政院相關會議決議及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訂定露營場

位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林業用

地設置面積及設施高度限制；並依

據行政院一百一十年一月七日會議

決議避免農牧用地管理室變相使用

，露營場應依露營者需求，以設置營

位及衛生設施為優先考量，爰於附

件五訂定農牧用地管理室面積上限

。 

三、第一項第三款規範露營場用地如包

括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其場域面

積以一公頃為限，並應依各用地面

積分別計算可設置設施之面積。 

四、第一項第四款依照環境敏感地區主

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

水利署)、內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等部會建議，規範露營場不得位於

部分環境敏感地區。 

五、第一項第五款依照內政部意見，規

範露營場如位前款以外之第一級環

境敏感地區，申請人應徵得各個環

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之意見文件。 

六、第一項第六款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意見，規範露營場應有既有聯絡

道路；為維護公共安全，並規範道路

路寬應足供消防或救護車輛通行。 

七、第二項明定露營場全區面積逾一公

頃以上者，非屬容許使用範疇應視

其規模循使用地或使用分區變更規

定辦理；至倘位屬山坡地範圍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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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場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且全區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

應循區域計畫法等程序辦理使用地或使

用分區變更。 

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不得辦理使用地

或使用分區變更規定者（如山坡地

範圍設置遊憩設施面積不得小於五

公頃等），仍應從其規定辦理。 

八、露營場之設置，應依下列原則及相關注

意事項規定： 

(一)露營場位於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者，應朝低度利用、不

開挖整地或不變更地形地貌及可恢

復農牧及林業使用等原則下設置及

管理。 

(二)露營場申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土地許可或容許使用證明後，得

辦理露營場設施設置。露營場設置

涉及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建築法、水土保持法、山坡

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其他環境保護、

消防安全、衛生管理等相關法令應

辦理事項，應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 

一、本點敘明露營場設置應注意事項。 

二、第一款參照行政院指示建議增列露

營場位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林

業用地應注意事項。 

三、第二款明定露營場設置應依循之法

令，俾使申請人知悉除應取得土地

使用相關證明文件外，仍應依各該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資明確。 

九、設置露營場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露營場管理機關申請登記；其申請書，如

附件六： 

（一）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

及地籍圖謄本。但得以電腦完成查

詢者，免附。 

（二）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同意使用

之證明文件。 

（三）設施規劃配置圖，範圍內既有之建

築設施者，應檢附合法使用證明文

件，並輔以照片說明。 

（四）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五）位屬山坡地及森林區範圍，依水土

保持法相關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

計畫者，應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

書。 

（六）位於都市土地者，應檢附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及土地使用許可文件（如

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或露營設施

一、本點敘明設置露營場申請人取得土

地使用許可文件後續申請登記作業

流程，其中第一項將「露營場設置登

記作業流程圖」內容納入，明定露營

場設置登記申請書及需檢附文件。 

二、第一項第三款設施規劃配置圖，係

地方政府建議增訂；第五款依水土

保持法規定，於山坡地進行開發利

用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

核，並經管理機關受理後轉送水土

保持主管機關審核，另倘申請案件

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認定無涉及水

土保持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則無需檢附；第六款將都市土地所

需文件明列；第七款將位非都市土

地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所需文件明

列，該款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

依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附

件一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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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使用證明等）文件影本。 

（七）位於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及林業用

地者，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八）位於國家公園區者，應檢附國家公

園管理處核發土地使用許可文件。 

（九）位於第二級災害敏感類型之海堤區

域（堤身以外）者，應取得當地水

利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十）地質敏感區查詢結果。(如位於地

質敏感區範圍且屬地質法土地開

發行為，後續開發行為應依地質法

規定進行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並於相關法令規定需送審

之書圖文件中納入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 

（十一）位於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

原二級管制區者，應檢附設置可

供人員避難及減輕危害等功能

之設施之相關證明文件。 

（十二）委託書（有代理人需檢附）。 

（十三）其他經露營場管理機關指定之文

件。 

前項第三款文件，如係具原住民身

分者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之部落範圍申請

登記露營場，經露營場管理機關認定確

無危險之虞，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

之土木工程科技師或結構工程科技師出

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及經管理

機關查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設備配置

平面圖替代之，並應每年報露營場管理

機關備查。 

可使用細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

位)表；第八款將位於國家公園範圍

內所需文件明列；第九款明列如位

第二級災害敏感類型之海堤區域（

堤身以外）係依水利署建議增訂；第

十款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建議

增訂應提供地質敏感區查詢結果；

第十一款位於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應設置可供

人員避難及減輕危害等功能之設施

，係依經濟部水利署建議增訂。 

三、第二項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建議，明

定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原住民族地區

內之部落範圍申請登記露營場，得

比照民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以

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替代建築物

建造執照和雜項執照。 

十、露營場管理機關審查露營場設置登記案

件，於前點規定文件形式審查符合後，

應邀集農業、水保、地政、都計、建設、

消防、環保、水利等相關單位實地會勘

，作成會勘紀錄表，並依露營場設置登

記審查表(如附件七)，辦理書面審查。 

本點敘明露營場管理機關審查申請案件

其相關會審單位，並依露營場設置登記

作業流程圖辦理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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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露營場設置登記審查流程，

依露營場設置登記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八)辦理。 

十一、露營場設置登記案件，經審查有應補

正事項者，由露營場管理機關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

露營場管理機關敘明理由，以書面駁

回其申請： 

（一）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

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二）不符相關法令規定且無法補正。 

案件如經審查核可，露營場管理

機關應核發登記文件，並公告於機關

及「各露營場管理機關盤點露營場資

訊平台」。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

露營場或露營設施者，露營場管理機

關得將相關資訊公告於前項資訊平

台。 

一、本點敘明露營場管理機關審核情形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者限期補正及審

查結果規定，並就審查符合規定時應

核發露營場設置登記文件，並登載於

相關網站。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露

營場或露營設施（如已取得休閒農

場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觀光遊

樂業附設露營場等），露營場管理機

關得將相關資訊公告於「各露營場

管理機關盤點露營場資訊平台」。 

十二、依第六點及第九點規定受理申請機關

相同者，得合併提出申請；露營場管理

機關得視需要另定合併申請之條件及

其程序。 

露營場管理機關可因地制宜調整農牧用

地、林業用地使用許可程序及露營場設

置登記程序，以利簡政便民。 

十三、露營場之經營涉及公司法、商業登記

法、有限合夥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者，並應依各該規定辦理。 

露營場經營依其經營型態，主要可能涉

及公司法、商業登記法、有限合夥法、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消費者保護

法等基本法規規定，例示規定其應符合

之相關法規規定，並由各該主管機關要

求業者遵守。 

十四、露營場經營者應將下列事項於露營場

明顯處所或網際網路揭露之： 

(一)負責人姓名及公司、商業或有限合

夥相關登記證明文件。 

(二）收費及退費基準。 

(三）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

公司、保險金額及期間。 

(四）緊急聯絡電話與場地及設施使用

一、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爰規定露營場經

營者應辦理及揭露涉及消費者生命

、身體、健康、財產安全之重要事項

及相關消費資訊。 

二、為明確露營場經營者之經營主體為

何及是否有合法營業登記，爰於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應揭露其公司、商

業或有限合夥相關登記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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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字體大小合宜足以清楚辨識

，其中場地及設施使用須知應記

載開放時間、場內空間及設施配置

圖、逃生路線、廢棄物收集、音量

管制等相關事項。 

（五）提供車輛順暢通行主要進出動線

，並維持暢通，以利疏散。 

（六）其他如無障礙露營設施設計，提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等事項。 

前項各款規定事項，相關法令另

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並於第二款規定應揭露其收費及退

費基準，避免相關消費糾紛。另參考

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規定「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

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

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規

範經營業者應於明顯處所或網際網

路標示相關內容，例如第一項第三

款至第六款規定已辦理之公共意外

責任險、緊急連絡電話與場地及設

施使用須知、逃生路線等相關重要

資訊。 

三、露營場經營者本應依消費者保護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公司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及揭露相關事項

，爰於第二項概括規定前項各款規

定事項，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應依

各該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露營場經營者應辦理下列緊急措施： 

（一）擬訂緊急應變、緊急救護及遊客疏

散計畫，並揭露於網際網路。 

（二）遇露營場使用者罹患疾病、疑似感

染傳染病或意外傷害情況緊急時，

協助就醫並通知衛生醫療機構。 

（三）陸上颱風警報、豪雨、土石流或其

它疏散避難警報發布後，儘速疏散

露營場使用者及維護安全。 

前項各款規定事項，相關法令另

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理。 

一、 為因應各項災害發生等緊急狀況，

爰於第一項各款規定露營場經營

者應辦理之相關緊急措施。 

二、 消防法、緊急救護辦法、土石流防

災疏散避難作業規定等相關法令

規定另有規定者，並應依各該法令

規定辦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十六、露營場經營者應參考行政院核定之「

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

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之最低保

險金額建議，為露營場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 

前項保險範圍及最低金額，露營

場管理機關或地方自治法規如有對消

費者保護較有利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 

一、明確規定露營場經營者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最低金額，保障消費者

權益。 

二、如有對消費者保護較有利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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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露營場經營者於露營活動舉辦時，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確認露營場安全性，包含各項設施

或設備定期檢查、辦理活動各項救

生設施或設備之安全維護。 

(二)向參與活動者說明露營場地及活動

安全相關須知。 

(三）遇天候狀況不佳，視情形採取疏散

及其他維護安全措施。 

（四）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依大型群聚

活動安全管理要點辦理。 

(五)露營場位於森林區域者，不得有引

火之行為。 

一、規定露營場經營者於露營活動舉辦

時，應辦理事項，以落實活動安全

之工作。 

二、第五款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建議

新增，規範森林區域不得有引火之

行為，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一百

零二年十一月六日農林務字第一 0

二一七一一五六六號函釋：「引火行

為係指人為以蓄意方式產生火焰，

並藉由此火焰持續燃燒可燃物，以

進行活動者，如引火整地、露營營火

、烤肉、燃燒冥紙或其他可持續性燃

燒物品等行為。」，另依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一百十年五月三十一日林政

字第一一 0 一七二 0 四八六號函釋

略以：「利用汽化爐、卡式爐具烹煮

食物，因其火源相對容易控制，且炊

煮之行為係以爐具點火並輔以鍋具

加熱煮食，應非屬森林法第三十四

條所稱引火行為。」。 

十八、已登記之露營場經營者，有下列情事

之一且無法改善者，應由露營場管理

機關廢止其登記之核准： 

（一）喪失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使用權利

。 

（二）露營場之設置及經營，違反本要點

或相關法令情節重大。 

為維護遊客活動安全及露營場管理措施

，本點明定露營場管理機關廢止露營場

登記核准之要件。 

十九、露營場之管理機關，宜各依其權責派

員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如有未符合相

關法令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露營場管理機關應將稽查及查處

情形同步更新於「各露營場管理機關

盤點露營場資訊平台」。 

一、本點敘明露營場管理機關得就其權

責範圍派員定期或不定期檢查露營

場地。如經檢查有未符合相關規定

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為公開露營場違規及處置情形資訊，

增訂第二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