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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團體法沿革 3 

31年 
• 制定「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 

78年 
• 修正為「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81年 
• 修正名稱為「人民團體法」 

81 年

至98年 

• 經5次條文部分修正，多為配合相關法令酌作條文與
文字修正 

100年 

• 因應兩公約之施行，檢視修訂人民團體法不合時宜之
法令條文 



非營利組織體系架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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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背景與緣由 

法令規定不合時宜 
 

 

 
•本法制定於民國31年，早期訓政時期的產物，雖於民國78年修正為
「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民國81年修正名稱為「人民團體法」
後，但其管制內涵迄今未有大幅變革。 

 

 
•我國自民國76年解嚴後，不僅開放黨禁、報禁，對集會結社等人權
保障之意識亦蓬勃發展，各級人民團體遂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惟現
行相關法令對團體組織運作過度限制，造成人民行使結社權之阻礙。 

 

 
•現行法令對於人民團體之設立採「許可制」，團體的成立之程序及
章程內容須經主管機關審查，在會務督導部分也多有審核之要求，
故其內容與上述重視人權之社會環境及公民意識未能完全符合。且
因依法管制而導致欠缺輔導作為，也造成行政資源的錯置。 

5 

人民團體法仍具威權管制思維 

解嚴後的人權意識與團體發展 

人團法令與實務需求扞格之處 



修法背景與緣由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6 

 

•人民團體之命名權或更名權，為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保障之範疇，
對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須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 
 

 
  
•限期整理事涉結社自由與理、監事工作權所為之限制，其應遵行程
序及法律效果應以法律定之，或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 
 

•協同意見書：人團法仍保留「督導」思維，暴露抱殘守缺的嚴重性，
且對3類團體之規範、強制性均不同，實無異「雞兔同籠」。 
 

 
 

•本法強制規定以「間接選舉」方式產生理事長，已過度限制職
業團體內部組織及自主決定，有違憲法比例原則。 

 

 

第733號解釋── 104年10月31日 

第479號解釋── 88年4月1日 

第724號解釋── 103年8月1日 



修法背景與緣由 

立法委員提案修法 

7 

•人團法採「事先許可制」阻礙結社權之行使有違憲政精神，有關主管機
關之指導、設立團體應經許可等規定應全數修正為「備案制」。 
 

 
 
 

 
  

 
 

 

葉津鈴委員等18位── 103年10月1日 

陳其邁、陳亭妃委員等20位── 103年12月17日 

邱志偉等17位(104年6月10日)蘇震清等22位(105年3月2日) 

陳其邁等17位(104年12月2日)劉世芳等19位(105年3月23日) 

羅致政委員等18位── 105年6月15日 

張廖萬堅委員等22位── 105年10月5日 

•擬具「人民團體法第66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理事會審定會員名冊、公
開程序，以及會員申請更正等規定。 

•現行法對人民團體設立採許可制，並干涉團體運作，有違人權精神，應減
少對團體之干涉，並取消對人民結社自由之不當限制。 

•強制規定以間接選舉方式產生理事長，過度限制團體自主決定。 

•應降低發起人須年滿20歲的年齡門檻至18歲。 

•要求人民團體、社會團體之財務報表公開或上網公布。 



社會團體法研訂歷程 

8 
修法專案小組會議：104年2月至5月 

•由專家學者、地方政府代表、本部業務單位組成研議草案條文 

法規聯席審查會議：104年8月17日起至105年5月3日 

•共召開8次會議審查完竣。 

人民團體法修法說明會：105年8月15日 

•由部長主持，邀集專家學者、人民團體代表，說明修法方向 

修法專案報告：105年8月至9月 

•召開3次修法專案報告，規劃社會團體單獨立法、增訂促進社會團

體發展條文之方向。 

人民團體法修法諮詢會議：105年10月18日 
•達成另立社會團體法及參採日、韓有關促進NGO發展立法例等共

識。 

社會團體單獨立法研商會議：106年2月6日 

• 確立社會團體法應有更重要的立法政策與目的，以增進社會團體之

量能，並提供培力及獎補助措施。 



人民團體法制立法藍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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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組織體系架構圖-修法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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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法立法架構 
11 

管理目的 

 
 

管理手段 
 

 

 

 

引導方向 
 

 

 

 
• 授權訂定獎補辦法 

• 分級分類公開資訊 

• 積極性的促進作為 

• 公告待改善事項 

• 罰鍰 

• 廢止登記之機制 

• 強化全民監督 

• 財務公開透明 

• 協助社團發展 •促進公民社會 

•擴大公共參與 

•厚植NPO實力 

過去管制作法： 
警告、撤銷決議、停止業務、撤
免職員、限期整理、廢止許可、
解散 



社會團體法草案重點 

將現行「許可制」鬆綁改為「登記制」 

有關理、監事等選舉方式，尊重團體以章程自定 

社會團體有財務公開之義務，收入數或資產達一定金
額以上之團體財務報表，應經過會計師簽證 

對經費單純、金額較少，且未涉公共事務之團體降低管制 

為建構公民社會，增訂促進、協助社會團體發展之規定 

明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社會團體負有監督輔導之責 

會務停頓或未依法運作之團體，規定得廢止其登記 

12 



社會團體法的進步 13 

 願景 

破「威權體制」

立「公民社會」 

組織 

從「強制申請」

到「自由結社」 

成立 

從「許可籌組」

到「登記設立」 

運作 

從「管制限縮」

到「章程自主」 

環境 

從「消極防弊」

到「積極培力」 

管理 

從「行政介入」

到「全民監督」 

退場 

從「繁複程序」

到「明確規範」 



社會團體法的十大優點 14 
 

 

•登不登記您作主 

•簡化程序好便民 

•會員年齡不設限 

•團體自治尊章程 

•資訊公開看分明 
 

 

•財務採分級分類 

•促進培力助發展 

•強化教育能量增 

•業務輔導明確化 

•會務違法廢登記 



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1 

 登不登記您作主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第60條，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廢
止許可、解散，或未經依法申請
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人民團體，經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
解散者，處以罰鍰。 

刪除左列規定。 

 

第61條，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廢
止許可或解散，或未經依法申請
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人民團體，經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
解散，仍以該團體名義從事活動
經該管主管機關制止而不遵從，
首謀者處以有期徒刑或拘役。 

15 



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2 

 簡化程序好便民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第二章 設立（第8條至第12條） 第二章 登記（第8條至第16條） 

設立規定 

• 人民團體之組織應檢具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 規定發起人年齡、人數、資格
限制 

• 明定籌備及立案程序 

• 另有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之規範 

登記規定 

• 申請登記應備文件、不予登記
之情形 

• 應登記事項及應辦理變更登記
之事項 

 

說明： 

• 經許可籌組後團體始得召開籌
備會議、成立大會等，成立大
會相關資料需送主管機關審核。 

• 成立平均需耗費3-6個月不等。 

說明： 

• 登記人民團體者，應召開成立
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於3個
月內檢具文件辦理申請登記。 

• 簡化左列許可籌組程序。 

16 



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3 

 會員年齡不設限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第8條，規範年滿20歲才得成為人
民團體組織之發起人。 

刪除左列發起人規定。 

相關函釋： 

72年9月9日台內社字第182752

號函釋，團體之會員與團體間
定有一定權義關係，是以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團體之會員，
應限制為滿20歲之成年人。 

第9條(章程自行規定會員資格) 

人民團體章程應載明下列事
項： 

…… 
六、會員（會員代表）類別、

資格之取得與喪失及其權利、
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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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4 

 團體自治尊章程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 第5條，規定人民團體分級組
織之設立應向當地主管機關辦
理。 

• 第17條第2項，強制規定人民
團體理事長之選舉應採用間接
選舉。 

 

刪除左列規定。 

 有關負責人、理事、監事之職稱、
選(解)任方式、工作人員之職稱、
權責、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分級組織及分支機構支設立等，
均回歸章程第9條規定，由團體以
章程自訂之。 

18 



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5 

 資訊公開看分明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無資訊公開相關規定 第43條，團體之登記事項、登記
日期、證號、年度接受補助捐贈
之名單與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
冊，以及年度工作計畫、預算、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均應公開。 

子法第12、13條規定，團體之預、
決算應提交會員大會討論後，再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將左列規定提升位階至母法第37

條，規定預、決算應提交會員大
會討論後，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授權子法：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第38條授權，社會團體財務事務
處理之項目、會計報告、預算與
財務報表格式、編製方式、財產
管理、財務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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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6.1 

 財務採分級分類──決算或資產達一定金額以上，應經會計師簽
證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13條第2

項規定，決算金額在1千5百萬以
上者，「得」委請會計師簽證。 

 

第36條第2項，社會團體年度收入
總額或資產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
者，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 

第36條第3項，上開一定金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20 



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6.2 

 財務採分級分類──降低對性質單純團體之管制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母法無相關規定 第44條，社會團體經費來源僅為
入會費、常年會費，年度收入總
額或資產總額未達一定金額以上，
且不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未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或辦理政府業
務者，得不公開年度工作計畫、
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等資
訊。 

團體登記之事項、登記日期及證
號（含法人），及接受補助、捐
贈之清冊等，仍須公開 

21 



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6 

 促進培力助發展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母法無相關規定。 第39條    社會團體得依有關稅法之規
定減免稅捐。 

第40條 社會團體為會務及業務之需
要，得申請租用非公用財產類之公有
不動產，提供團體使用。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運用
公有空間，設置社會團體會館或中心，
提供社會團體會務發展及教育訓練使
用。 

第41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健全社會團體之發展，得編列年
度預算辦理相關獎勵措施。 

前項獎勵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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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7 
 強化教育能量增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母法無相關規定。 

 

第42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為促進社會團體會務發展，得
設置基金，辦理下列事項： 
一 教育訓練。 
二 培力輔導。 
三 跨領域合作。 
四 國際交流。 
五 團體因辦理公益事項涉訟之法

律扶助。 
六 其他有關事項。 

現行法令要求主管機關對團體之
籌組、成立、運作等，均以行政
人力加以督導，但因政府人力有
限，並無法提供妥適之指導，且
現行法令已過度介入團體運作，
故現況上不僅有政府量能不足之
困境，並已錯置行政資源。 

本法修正後主管機關可將相關人力
用於辦理會務、財務相關教育訓練、
提升團體人力素質，進而奠定成熟
公民社會之基礎，活絡人民團體之
動能，而不必耗費於無謂的管制作
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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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8 

 業務輔導明確化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第1條，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
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定。 

第1條第２項，社會團體之組織及運作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規
定。 

第3條但書，目的事業應受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3條第２項，社會團體之業務活動，
應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41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為健全社會團體之發展，得編列
年度預算辦理相關獎勵措施。 

 前項獎勵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46條，主管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派員查核團體業務、財務或活動狀
況 
‧第50條第2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依主管法令處理團體違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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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優點與相關條文-9 

 會務違法廢登記 

現行條文 草案條文 

第58條規定，團體有違反法令、
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
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
其業務，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
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並得撤免
其職員、限期整理、廢止許可、
解散。 

第52條第1項明文規定，連續4年
未召開大會、未辦理改選經輔導
未改善且情節重大者，均得廢止
團體登記。如有違反法令、章程
或妨害公益情事且情節重大者，
亦得為之。 

 

「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
另有「限期整理」之相關規定
（第19條至第21條之1）。 

對久未依法運作團體之處分，直
接訂定於母法。 

耗時且輔導程序冗長，造成泡沫
團體難以處理。 

對符合要件者可快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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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章名 條次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 第7條 

第二章 登記 第8條 ~ 第16條 

第三章 治理 第17條 ~ 第21條 

第四章 會議 第22條 ~ 第33條 

第五章 財務 第34條 ~ 第38條 

第六章 促進 第39條 ~ 第42條 

第七章 管理 第43條 ~ 第52條 

第八章 附則 第53條 ~ 第56條 

●105年8月15日修法說明會之人民團體法草案計9章72條。 



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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