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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85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25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周春米等 17 人，鑑於市地重劃所涉及土地開發效益
驚人，但自辦市地重劃常有為少數利益團體把持的質疑，現
行強迫少數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市地重劃之規定也有檢討空間
。爰提出「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以期達到兼顧公益與私益目標。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政府由於財政困難，對於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公共設施興闢愈形不易。而實施「市地
重劃」，則可透過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的方式來進行整體開發建設，不僅節省政府
土地徵購及公共設施興建費用之支出，且原地主可按原位次分配土地，加以區內土地整體
開發及公共設施的建全，重劃後將使土地價值上漲，可謂公私都能受益的制度。而「市地
重劃」實施方式包括：(1)由主管機關主動辦理；(2)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主管機關優先辦理
；(3)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前兩者統稱「公辦市地重劃」，後者則被稱為「
自辦市地重劃」。
二、依現行規定，「自辦市地重劃」係由政府獎勵土地所有權人以自治方式自行組織重劃會及
辦理區內土地之重劃事宜，除需主管機關為核准辦理之行政處分外，嗣後關於土地之交換
分合、公共設施之設置及土地之分配等，全由重劃會自治，故「自辦市地重劃」在法律上
應屬私法性質。市地重劃所涉及土地開放效益驚人，但「自辦市地重劃」常有為少數利益
團體把持的質疑，且現行強迫少數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市地重劃之規定也有檢討的空間，爰
提出「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目前辦理之市地重劃於重劃地區選定後，重劃計畫書核定前，舉辦座談會，惟為了維
護重劃區內利害關係人知悉重劃相關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權利與機會，明定重劃計
畫書核定前應舉辦公聽會，爰修正第五十六條第二項，並配合增訂第三項有關舉辦公
聽會有關公告、會議通知以及會議通知應載明之事項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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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辦理市地重劃時，於重劃計畫書公
告期間，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益總
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就應予以調處，並參酌反對理由修訂重劃計畫書。基於舉
輕以明重原則，民辦市地重劃與的同意比例與公辦市地重劃相同實屬不當，爰修正第
五十八條第三項將自辦市地重劃所需之土地面積及人數的同意比例都提高至三分之二
。
(三)關於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應以書面通知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爰修正
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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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十六條

條

文

各級主管機關得

現

行

第五十六條

條

文

說

明

各級主管機關得

一、目前辦理之市地重劃於重

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

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

劃地區選定後，重劃計畫書
核定前，舉辦座談會，惟為

：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

：
一、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

了維護重劃區內利害關係人
知悉重劃相關資訊及適時陳

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

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

述意見之權利與機會，明定
重劃計畫書核定前應舉辦公

、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
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

、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
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

聽會，爰修正第二項，並配
合增訂第三項有關舉辦公聽

者。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者。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會有關公告、會議通知以及
會議通知應載明之事項等規

。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

。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

定。
二、原第三項、第四項，配合

期辦理者。
依前項規定辦理市地重

期辦理者。
依前項規定辦理市地重

劃時，主管機關應於擬具市
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

劃時，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

管機關核定前舉辦公聽會，
聽取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機關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
施之。

意見，並於核定公告滿三十
日後實施之。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
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

前項舉辦公聽會之日期
及地點應登報及其他適當方

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

法公告周知，並通知重劃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會議通知

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
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理

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

由，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
重行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

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

結果公告實施。
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

及其概略面積。
三、土地所有權人參加重劃

公告禁止事項、計畫之擬訂
、核定、公告通知、測量、

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四、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
、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

程施工、地籍整理、交接清
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

六、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
擔方式。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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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項公告期間內，
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
半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
機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
理由，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
，重行報請核定，並依其核
定結果公告實施。
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
公告禁止事項、計畫之擬訂
、核定、公告通知、測量、
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
、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
程施工、地籍整理、交接清
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五十八條 為促進土地利用
，擴大辦理市地重劃，得獎

第五十八條 為促進土地利用
，擴大辦理市地重劃，得獎

一、為促進土地利用，政府得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
劃會辦理之。其獎勵事項如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
劃會辦理之。其獎勵事項如

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卻因
無明文規定，致使主管機關

下：
一、給予低利之重劃貸款。

左：
一、給予低利之重劃貸款。

無法對重劃會進行管理。爰
修正第二項，授權政府針對

二、免收或減收地籍整理規
費及換發權利書狀費用。

二、免收或減收地籍整理規
費及換發權利書狀費用。

重劃會訂定管理、解放及其
他應遵循等事項之辦理。

三、優先興建重劃區及其相
關地區之公共設施。

三、優先興建重劃區及其相
關地區之公共設施。

二、現行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
六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辦

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
賦。

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
賦。

理市地重劃時，於重劃計畫
書公告期間，重劃地區私有

五、其他有助於市地重劃之
推行事項。

五、其他有助於市地重劃之
推行事項。

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

前項重劃會組織、職權
、重劃業務、獎勵措施、管

前項重劃會組織、職權
、重劃業務、獎勵措施等事

區益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
對時，就應予以調處，並參

理、解散及其他應遵循等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酌反對理由修訂重劃計畫書
。基於舉輕以明重原則，民

定之。
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

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
，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

辦市地重劃與的同意比例與
公辦市地重劃相同實屬不當

，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而其

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
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

，爰修正第三項將土地面積
及人數的同意比例都提高至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
有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二以上

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
，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三分之二。
三、為求慎重，民間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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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實施之。

之。

之市地重劃，應比照公辦市
地重劃辦理公聽會，其公聽

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經
管機關核准前，應舉行公聽

會舉行的方式準用第五十六
條第三項規定，爰增訂第四

會聽取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
人意見；公聽會之公告與通

項。
四、為避免民辦市地重劃時，

知之方式及通知應載明事項
準用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以少數私有土地吃掉多數公
有土地，爰增訂第五項，規

。

劃公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
土地三分之一以上時，應由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一以上
者，應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之。

。
第五十九條

重劃計畫書經公

第五十九條

重劃地區選定後

一、實務上重劃計畫書經公告

告期滿後，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得分別或同時公告禁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

期間之後，才進行公告禁止
或限制事件；另重劃地區依

止或限制下列事項：
一、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

機關核定後，分別或同時公
告禁止或限制左列事項：

實際需要辦理公告禁止或限
制事項，無須再報請上級主

負擔。
二、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一、土地移轉、分割或設定
負擔。

管機關書面審核，爰修正第
一項文字。

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
石或變更地形。

二、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
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

二、關於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
事項，應以書面通知土地、

前項禁止或限制之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六個月。

石或變更地形。
前項禁止或限制之期間

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爰
修正第二項文字。

第一項公告禁止或限制
事項，應以書面通知土地、

，不得超過一年六個月。
第一項公告禁止或限制

三、參酌都新更新條例第三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新增第三

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但
無須徵詢土地及建築改良物

事項，無須徵詢土地及建築
改良物所有權人之意見。

項明訂反規定之處理方式。

所有權人之意見。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當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限期命令其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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