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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資料庫公開資料申請及使用規範修正 

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全國法規資料庫公開資料使

用規範 

全國法規資料庫公開資料申

請及使用規範 

為配合行政院公開資料政

策，實踐免申請、直接下載

之精神，爰修正本規範名

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目的及依據 

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促進法規資料公

開，鼓勵民間加值運用

本部公開之政府法規

資料，活化政府資料應

用，發展行動化應用及

創新服務應用價值，依

據政府資訊公開法與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

原則第七點規定，特訂

定本規範。 

 

一、目的及依據 

法務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促進法規資料公

開，鼓勵民間加值運用

本部公開之政府法規

資料，活化政府資料應

用，發展行動化應用及

創新服務應用價值，依

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

原則第七點規定，特訂

定本規範。 

本規範之訂定非僅依政府資

訊公開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規定，爰修正法律依

據。 

二、授權方式及範圍 

（一）本規範所稱之公開資

料，係指全國法規資料

庫（網址：

http://law.moj.gov.t

w/）（以下簡稱本網站）

「公開資料下載」區所

集中公開列示之法規資

料。 

（二）本部以非專屬授權之

方式，授權使用者得以

重製、改作、編輯或為

其他加值應用方式，開

發各種產品或服務（以

下簡稱加值衍生物），

二、授權方式及範圍 

（一）本規範所稱之公開資

料，係指全國法規資料

庫（網址：

http://law.moj.gov.t

w/）（以下簡稱本網站）

「公開資料下載」區所

集中公開列示之法規資

料。 

（二）本部以非專屬授權之

方式，授權申請者於授

權使用期間內，以重

製、改作、編輯或為其

他加值應用方式，開發

其他產品或服務（以下

一、 將第二款規定之申請

者修正為使用者。 

二、 刪除第四、五款及有關

申請方式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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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公眾使用。 

（三）本部公開資料之智慧

財產權仍歸本部所有。 

  

簡稱加值衍生物），提

供公眾使用。 

（三）本部公開資料之智慧

財產權仍歸本部所有，

除依本規範所約定之方

式進行加值應用外，非

經本部事前書面同意，

任何人不得任意重製、

改作、編輯、散布或轉

讓。 

（四）申請者於本部授權使

用期間內利用本部公開

資料，本部不收取任何

費用。 

（五）授權使用期間屆滿

時，當然終止授權，申

請者如需續用，應於授

權使用期間屆滿前一個

月內，以書面向本部提

出續用申請（附件一），

本部有權依據申請者之

使用狀況，並斟酌公共

利益之維護，准駁續用

之申請。 

 三、取得公開資料申請作業

（一）申請資格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

我國設有戶籍之自然人

及依據我國法律所設立

之本國、外國法人，得

依本規範向本部申請提

供公開資料。 

（二）申請程序 

申請者應填妥「全國法

規資料庫公開資料使

用申請表」（附件一）

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以

書面向本部提出申

一、 本點刪除。 

二、 為配合行政院公開資

料政策，俾實踐免申

請、直接下載及鼓勵回

報加值應用成果之精

神，爰將本點申請作業

之規定刪除，另附件一

亦配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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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本部審查同意

後，將配賦一組帳號及

密碼，供申請者於授權

使用期間內，逕至本網

站「公開資料下載」區

下載本部所提供之公

開資料。本部有權審查

申請之理由、所檢附之

相關證明文件，並斟酌

公共利益之維護，准駁

申請者之申請。 

三、使用者承諾事項 

（一）使用者利用本網站之

開放資料，視同同意遵

守本規範及本部於本網

站「公開資料下載」區

所公告之相關事項，並

需先閱讀同意本規範始

得下載資料。 

（二）為確保本網站資訊服

務之穩定性及資源使用

之公平性，使用者應遵

守本部於本網站「公開

資料下載」區所規定之

下載頻率及連線方式。 

（三）使用者使用本部公開

資料，不得以違背法

令、違反公序良俗、誤

導社會大眾、有侵害本

部利益之虞或其他不當

方式為之。 

（四）使用者開發之加值衍

生物應以適當方式註明

係由本部授權，並加註

資料來源為「全國法規

資料庫（網址：

http://law.moj.gov.t

w/）」。 

四、申請者應遵守事項 

（一）申請者應遵守本規範

及本部於本網站「公開

資料下載」區所公告之

相關事項。 

（二）為確保本網站資訊服

務之穩定性及資源使用

之公平性，申請者應遵

守本部於本網站「公開

資料下載」區所規定之

下載頻率及連線方式。

（三）申請者使用本部公開

資料，不得以違背法

令、違反公序良俗、誤

導社會大眾、有侵害本

部利益之虞或其他不當

方式為之。 

（四）申請者開發之加值衍

生物應以適當方式註明

係由本部授權，並加註

資料來源為「全國法規

資料庫（網址：

http://law.moj.gov.t

w/）」。 

（五）申請者利用本部公開

資料所完成之行動化應

用軟體(Mobile 

一、 點次變更。 

二、 為規範使用者，爰修正

第一款規定，使用者利

用本網站之開放資料，

視同同意遵守本規範及

本部於本網站「公開資

料下載」區所公告之相

關事項，並需先閱讀同

意本規範始得下載資

料。 

三、 依行政院一百零四年

二月六日修正「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行動化

服務發展作業原則」第

十點，刪除「從使用者

之需求，優先嵌入『行

動電子化政府服務推

播元件』，」。爰配合

修正第五款。 

四、 刪除第六、八、九款及

有關申請方式之相關

規定，附件二並配合刪

除。 

五、 配合刪除申請方式之

相關規定，爰將各款之

「申請者」修正為「使

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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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者利用本部公開

資料所完成之行動化應

用軟體(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加值衍生物，應配

合本部需求，串連其他

機關之服務，共同整合

推廣政府服務。 

（六）使用者利用本網站「公

開資料下載」區之開放

資料，如發現資料錯誤

或遺漏，應同意無償通

知本部參考修正。 

（七）使用者應回饋使用加

值衍生物之相關應用成

果予本部參考，並無償

提供本部及所屬機關使

用。 

（八）使用者加值利用本部

公開資料，因故意或過

失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應同意由使用者負其損

害賠償責任，本部概不

負責；若造成本部受有

損害，使用者亦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 

Application; Mobile 

App)加值衍生物，應配

合本部需求，嵌入「行

動電子化政府服務推播

元件」，以串連其他機

關之服務，共同整合推

廣政府服務。 

（六）申請者應將加值衍生

物無償提供本部及所屬

機關使用，並同意回饋

相關之應用成果，無償

供本部參考，並同意配

合本部需求辦理政策或

活動宣導。 

（七）申請者利用本網站「公

開資料下載」區之開放

資料，如發現資料錯誤

或遺漏，應通知本部修

正，且應於每年一月十

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回

報半年度每月使用加值

衍生物之相關應用成果

統計資料（附件二），

未按時回報者，本部得

隨時終止申請者之使用

授權。 

（八）非經本部事前書面同

意，申請者不得將本部

公開資料再授權、轉移

或以任何方式使第三人

取得、利用。 

（九）申請者如欲變更申請

使用之目的或範圍，應

以書面向本部提出變更

申請（附件一），經本

部審查同意後，其授權

期間仍維持原核准之使

用授權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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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者加值利用本部

公開資料，因故意或過

失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應由申請者負其責任；

若造成本部受有損害，

申請者亦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四、開放資料停止提供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部得隨時終止全部或

部分公開資料使用授

權，並停止供應公開資

料，使用者不得異議，

亦不得向本部請求任何

損害賠償或損失補償： 

１、因政策變更或其他正當

事由，本部認為繼續提

供公開資料供使用者加

值使用，已不符合公共

利益。 

２、經本部授權使用之公開

資料，事後發現有侵害

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

私權或其他法令疑慮

者。 

（二）開放資料停止提供

後，使用者不得再繼續

利用本部公開資料，且

應停止供應由本部公開

資料所開發之加值衍生

物，若有致生損害於本

部者，亦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五、終止授權情形及賠償責

任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部得隨時終止全部或

部分公開資料之使用授

權，並停止供應公開資

料，申請者不得異議，

亦不得向本部請求任何

損害賠償或損失補償：

１、申請者違反第四點第一

款至第八款規定。 

２、因政策變更或其他正當

事由，本部認為繼續提

供公開資料供申請者加

值使用，不符合公共利

益。 

３、經本部授權使用之公開

資料，事後發現有侵害

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

私權或其他法令。 

（二）申請者於授權使用期

間屆滿，未申請續用，

或申請續用授權未獲本

部同意，當然終止授

權，不得繼續利用本部

公開資料。 

（三）申請者於授權使用期

間內，以書面主動告知

停止使用者，終止授

權。 

（四）申請者因違反第四點

一、 點次變更。 

二、 刪除第一款第一目，現

行第一款第二目、第三

目目次變更。 

三、 刪除第二款至第四款

有關申請方式之相關

規定。現行第五款款次

調整為第二款。 

四、 配合刪除申請方式之

相關規定，爰將各款規

定之「申請者」修正為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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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

經本部終止授權，於本

部終止授權之日起半年

內，不得再提出申請利

用本部公開資料。 

（五）終止授權後，申請者

不得再繼續利用本部公

開資料，且應停止供應

由本部公開資料所開發

之加值衍生物，若有致

生損害於本部者，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本部責任限制 

（一）本網站公開資料係由

政府各機關提供之法規

電子檔或書面文字登打

製作，若與各法規主管

機關所公布或發布之文

字有所不同，仍應以各

法規主管機關所公布或

發布之資料為準。 

（二）本部如因過失或不可

抗力因素，造成線路或

設備故障、檢修、保養、

停用，致無法繼續提供

使用者公開資料者，縱

使用者受有損害或損

失，本部不負賠償或補

償之責任。 

六、本部責任限制 

（一）本網站公開資料係由

政府各機關提供之電子

檔或書面文字登打製

作，若與各法規主管機

關所公布之文字有所不

同，仍應以各法規主管

機關所公布之資料為

準。 

（二）本部如因過失或不可

抗力因素，造成線路或

設備故障、檢修、保養、

停用，致無法繼續提供

申請者公開資料者，縱

申請者受有損害或損

失，本部不負賠償或補

償之責任。 

一、 點次變更。 

二、 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 配合刪除申請方式之

相關規定，爰將第二款

之「申請者」修正為「使

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