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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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4月1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54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16 人，鑑於市地重劃既有規定對民眾之參
與權利保障不足，亦不符合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爰擬
具「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全國至今已辦理市地重劃之總面積達超過一萬五千公頃，然而市地重劃既有法令規定對民眾
之參與權利保障不足，欠缺公開透明之制度化參與機制，通知之規定亦不完備，使民眾往
往於計畫核准發布甚或實施階段才得知計畫內容，大法官第 739 號解釋更清楚指出，主管
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及核准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將重劃計畫相關資訊分別送達重劃範
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及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
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
已核准之市地重劃計畫，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內各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等，均不符憲
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現有規定實需彌補改善。爰此，提出「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修正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強化民眾參與及市地重劃之正當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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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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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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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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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現使用人
等利害關係人知悉重劃相關

者。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者。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資訊及適時陳述意見之權利
與機會，明定主管機關於送

。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

。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

交重劃計畫書核定前應舉辦
公聽會，爰修正第二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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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增訂第三項有關舉辦公
聽會有關公告、會議通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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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會議通知應載明之事項等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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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擴大民眾參與，增加民
眾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參照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意見，並
於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

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
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

司法院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
文精神，爰增訂第五項，上

之。
前項舉辦公聽會之日期

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

級主管機關於受理主管機關
申請辦理市地重劃後，應以

及地點應登報及其他適當方
法公告周知，並通知重劃區

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
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理

公開方式舉行聽證，並將聽
證及重劃計畫書之相關資訊

內土地所有權人，會議通知
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由，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
重行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

公告並分別送達重劃範圍土
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
附範圍圖）。

結果公告實施。
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

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
站公告。另舉行聽證應依行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
及其概略面積。

公告禁止事項、計畫之擬訂
、核定、公告通知、測量、

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增訂第六項，參照司法院

三、土地所有權人參加重劃
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
、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

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文之精
神，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前應

四、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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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
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
六、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予以核准者並應將已核准
之市地重劃計畫書及其附件

擔方式。

、聽證紀錄及審議紀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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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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重劃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
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

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

半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
機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

四、原第三項、第四項，配合
移列第四項、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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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級主管機關受理主管
機關申請辦理市地重劃時，
應檢送市地重劃計畫書及其
附件，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
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舉行聽證
，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
告。
上級主管機關應斟酌全
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
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予
以核准者，應將已核准之市
地重劃計畫書及其附件、聽
證紀錄及審議紀錄，送達重
劃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
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不
予核准者，應敘明理由並將
原件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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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得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市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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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然而囿於既有條文之限
制，主管機關無法實質管理

下：
一、給予低利之重劃貸款。

左：
一、給予低利之重劃貸款。

重劃會，亦無法解散有違失
之重劃會。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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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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政府針對重劃會訂定管
理、解散及其他應遵循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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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之辦理。
二、現行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

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
賦。

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
賦。

六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辦
理市地重劃時，於重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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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公告期間，重劃地區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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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
區之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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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時，就應予以調處，並參
酌反對理由修訂重劃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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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舉輕以明重原則，民
辦市地重劃之同意比例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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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公辦市地重劃之同意比例
，爰修正第三項，將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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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及人數的同意比例都提高
至三分之二。

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實施之。

之。

三、主管機關於受理自行辦理
市地重劃籌備會擬辦重劃範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定
擬辦重劃範圍時，應檢送重

圍之申請時，應比照公辦市
地重劃辦理公聽會，使市地

劃區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舉行公聽會聽取重劃區內土

重劃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

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
係人意見；公聽會之公告與

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

通知之方式及通知應載明事
項準用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

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現使用人
等利害關係人，可得知相關

定。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

資訊，提前參與，俾保障民
眾權益。公聽會公告與通知

實施市地重劃時，應檢送市
地重劃計畫書及其附件，通

之方式及通知應載明事項，
準用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舉行聽證，並於機

，爰增訂第四項。
四、為擴大民眾參與，增加民

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

眾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

合議制審議，並斟酌全部聽
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

文精神，爰增訂第五項，主
管機關於受理申請核准實施

之理由，作成核定。予以核
准者，應將已核准之市地重

市地重劃時，應以公開方式
舉行聽證，並將聽證及重劃

劃計畫書及其附件、聽證紀
錄及審議紀錄，送達重劃範

計畫書之相關資訊公告並分
別送達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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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
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
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公告欄及網站公告；不予核
准者，應敘明理由並將原件

另舉行聽證應依行政程序法
相關規定辦理。主管機關核

退回。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准前應斟酌全部聽證紀錄，
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

區土地總面積三分之一以上
者，應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

成核定，予以核准者並應將
已核准之市地重劃計畫書及

。

其附件、聽證紀錄及審議紀
錄，送達重劃範圍內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
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
站公告。
五、為避免自辦市地重劃，以
少數私有土地圈入多數公有
土地，又由於「獎勵土地所
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之規定，公有土地不得不加
入自辦市地重劃，爰增訂第
六項，規劃公有土地面積超
過重劃區土地三分之一以上
時，應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
，以維護公有財產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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