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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區 

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 

一、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區坐落礁溪鄉，範圍包括五峰段之部份土地，總面積約 3.110486

公頃，其範圍如下：（如附圖 1） 

東至別墅區開發區四。 

西至機關用地（明德訓練班）。 

南以 8-1 號道路及住宅區鄰接德陽路。 

北至礁溪都市計畫區北側邊緣之保護區界線及非都市土地。 

二、法令依據 

1.依據「帄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60 條第 3 項、「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14 條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5 條規

定辦理。 

2.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變更礁溪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宜蘭縣

政府 99 年 2 月 5 日府建城字第 0990008486A 號公告實施。 

3.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 

4.依據「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定：原「兒三」以「無償

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

為別墅區」。 

5.本重劃區於 102 年 12 月 29 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80 次會議

紀錄第二案：審議「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

畫案，同意所提規劃內容。 

6.本重劃區水土保持計畫經宜蘭縣政府 107 年 8 月 30 日府水保字第

1070137821 號函核定（如附件 1）。 

7.本重劃區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經財團法人永

續發展工程學會 107 年 7 月 3 日永工字第 1070000173 號函審查完

竣（如附件 2）。 

8.本重劃區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依宜蘭縣政府 107 年 1 月 4 日府建都字

第 1070002074 號函說明三所示：經宜蘭縣政府環保局認定俟經重

劃完成依規定解散重劃會後，土地所有權人依細部計畫規定自行興



第 2 頁，共 12 頁 

 

建或採整體開發方式興建開發時，再行認定應否環評（如附件 3）。 

9.本重劃區依宜蘭縣政府 103年 4月 2日宜文資字第 1030002079號函

所示，未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內所稱之文化資產（含水下文

化資產）所指之古蹟、遺址、重要聚落區、文化景觀或歷史建築保

存區或鄰接地（如附件 4）。 

10.本重劃區依宜蘭縣政府 108 年 1 月 3 日府農樹字第 1070214409 號函

所示，無珍貴樹木或受保護樹種 （如附件 5）。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都市計畫沿革 

「變更礁溪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

旅館區、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別墅區、宗教專用區、保

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加油站專用區、車站專用區、河川區、農

業區及保護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類別。 

其中，別墅區以適當之規模劃為九個區塊整體開發，各別墅區開發

區得依「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申請開發許可或

依都市計畫法第 24條規定自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或整體開發方

式辦理開發。 

本重劃區為 102 年 12 月 19 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80 次會議

審議通過「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檢

討山坡地開發限制，配合地形特色及整體開發原則，規劃進出、聯

絡道路及人行步道，建立完整交通系統，留設公園、廣場、停車場

及溝渠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餘劃設別墅區。 

（二）重劃區辦理原因及特殊情形 

本重劃區位置介於都市計畫保護區及住宅區之間，面臨 8-1 號（15

公尺）計畫道路，具備發展高品質居住環境及休閒旅遊之良好形式

條件，擁有興建別墅型居住環境之潛力。目前土地使用除部份為春

和旅館日式浴池、零星建築、少數鐵皮屋及明德訓練班機關使用外，

其餘皆為原始雜林及菜園，尚未開闢使用，有其妥適規劃之必要性

及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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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 

本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計 0.9625 公頃（含道路用地：0.6887 公頃、

停車場用地：0.0429 公頃、公園用地：0.1842 公頃、廣場用地：0.0327

公頃、溝渠用地：0.0140 公頃）。 

（四）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本重劃區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2.1402 公頃（別墅區），預估容納人口

為 362 人，預估開發完成後土地由帄均 41,250 元／㎡，上漲至 66,000

元／㎡，增值幅度約為 1.6 倍。 

（五）重劃後環境改善情形及縮短地區發展年期： 

開發完成後，可促進都市健全發展，改善都市景觀，提供優良的居

住環境，完成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建設。並可消除畸零土地，清理產

權，以利規劃發展並促進都市土地利用。 

（六）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如附圖 2） 

四、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一）本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如下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 備註 

私有 219 30,128.34  

公有 1   976.52  

總計 220 31,104.86  

（二）本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及使用情形如下，並檢附公有土地分布示意

圖（如附圖 3）。 

序號 所有權 管理機關 筆數 面積

（㎡） 

目前使用情形 

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1 78.12 溝渠用地（五峰段 129 地號） 

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1 55.34 建物（五峰段 129-1 地號） 

3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1 109.8 道路（五峰段 129-2 地號） 

4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1 76.14 混淆林（五峰段 156-1 地號） 

5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1 657.12 政府機關使用（五峰段

1313-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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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一）敘明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重劃意願 

為促進本縣礁溪鄉別墅區土地合理有效利用，加速其都市繁榮發

展、促進地方建設，本重劃會奉宜蘭縣政府 107 年 11 月 13 日府地

開字第 1070181004 號函核准成立。土地所有權人辦理重劃意願，至

109年5月本重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已取得過半比例之人數

及面積，詳下表。 

私 有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數 私 有 土 地 面 積 

總

人

數 

同 意 

人 數 

未 同 意 

人 數 

總 面 積

（ ㎡ ） 

同 意 

面 積 （ ㎡ ） 

未 同 意 

面 積 （ ㎡ ） 

人數 ％ 人 數 ％ 面 積 ％ 面 積 ％ 

218 112 51.38 106 48.62 30,100.39  20,918.30 69.50 9,182.09 30.50 

備註 1：土地所有權人（戶號 165 黃逢時）於 108 年 7 月 1 日取得土地，且面積僅

27.95 ㎡，未達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不計入同意與不同意人數及土地面積比

例。 

（二）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帄均重劃總負擔比率為 41.19%，惟依據「礁

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定及自辦市地重劃分配之需要分為

「一般區」及「兒三區」註 2。 

備註 2：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帄均重劃總負擔比率一般區為 37.02%、兒三區為

58.09%。 

1.依據「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定：原「兒三」以「無償

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

為別墅區」之原則，併入別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前述百分之三

十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入本「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之公共設施面

積比例內。 

2.兒三區帄均總負擔比率超過 45％，經徵得過半數之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及土地同意，同意人數及土地面積如下表，符合帄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 

私有土地（原「兒三」區域）所

有 權 人 數 

私有土地（原「兒三」區域）所有權人 

面 積 

總

人

數 

同 意 

人 數 

未 同 意 

人 數 

總 面 積

（ ㎡ ） 

同 意 

面 積 （ ㎡ ） 

未 同 意 

面 積 （ ㎡ ） 

人 數 ％ 人數 ％ 面 積 ％ 面 積 ％ 

55 30 54.55 24 45.45 6,129.47 5,646.94 92.13 482.53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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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談會辦理情形 

本重劃區於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假礁溪鄉

德陽社區活動中心召開本重劃區座談會，計有 39 位土地所有權人到

場。會中提及召開會議緣由、重劃意旨、重劃分配方式、土地稅賦

減免及重劃作業時間表等。奉宜蘭縣政府 107 年 9 月 19 日府地開字

第 1070153757 號函准予備查（如附件 6） 

六、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原溝渠（五峰段 129 地號），面積 78.12 帄方公尺，

不列入本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項，為本細部計畫案說明書

所載；原公有道路（五峰段 129-2 地號），面積 109.8 帄方公尺。 

綜上，本重劃區公有地抵充面積為 109.8 帄方公尺。依帄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抵充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檢附抵充土地分布

示意圖（如附圖 4）。 

七、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計畫範圍座落宜蘭縣礁溪鄉五峰段 6-3 地號等 108 筆土地，土

地總面積合計 31,104.86帄方公尺，其中公有土地面積 976.52帄方公尺；

私有土地面積 30,128.34 帄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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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1.本重劃區公共設用地負擔之計算，其項目與面積如下： 

名稱 面積（㎡） 計算式 備註 

重劃區範圍 31,104.86   

不列入重劃土地 78.12  原溝渠 

實際參加重劃土地（1） 31,026.74 31,104.86-78.12  

一般區（2） 24,897.27  佔全區比例 80.24% 

兒三區（3） 6,129.47  佔全區比例 19.76% 

抵充地（4） 109.80  
一般區抵充：88.10 ㎡ 

兒三區抵充：21.70 ㎡ 

兒三無償抵充公設（5） 1,838.84 （3）*0.3 
兒三區重劃面積 

（3）-（5）=4,290.63（㎡） 

全區法定公設（6） 10,595.21 [（1）-（5）]*0.3+（5）  

都市計畫細計公設（7） 9625  公共設施用地總負擔 

代金抵付公設地（8） 970.21 （6）-（7） 
一般區分配：778.50 ㎡ 

兒三區分配：191.71 ㎡ 

一般區公設負擔註 2. 6,690.68 （2）*0.3-778.50  

兒三區公設負擔註 3. 2,934.32 
[（3）-（5）]*0.3+（5） 

-191.71 
 

備註 1：公共設施用地總負擔=全區法定公設面積–代金抵付公設地面積 

2.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計算公式＝{[（公共設施用地總負擔–

抵充地）]/（實際參加重劃面積–抵充地）}*100% 

＝（9,625-109.8）/（31,026.74-109.8）*100% 

＝0.3078*100%=30.78% 

備註 2：  

一般區帄均公設負擔公式＝{[（一般區公設負擔）–一般區抵充地]/（一般區實

際參加重劃面積–一般區抵充地）}*100% 

＝{（6,690.68–88.1）/（24,897.27–88.1）}*100% 

＝0.2661*100%=26.61% 

備註 3：  

兒三區帄均公設負擔公式＝{[（兒三區公設負擔）–兒三區抵充地]/（兒三區實

際參加重劃面積–兒三區抵充地）}*100% 

＝（2,934.32-21.70）/（6,129.47-21.70）}*100% 

＝0.4768*100%=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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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估費用負擔： 

（一）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之總額，如下表： 

項目 金額（萬元） 說明 

工程費用 

整地工程 620  

道路工程 2,290  

公共設備開闢工程（公

園、停車場、廣場等） 
710  

雨、污水下水道工程 1,400  

地下管道工程 2,330 包含電力、電信、自來水等 

植生綠化工程 900  

雜項工程 1,600  

攤分高灘地自來水工

程費 
815 自來水第八區管理處核定 

A 小計 10,665  

重劃費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1,600 
包含土地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等補

償費 

重劃業務費 7,727.5 

包含地籍整理費（都市計劃樁位檢

測、測量及登記等費用）用人費用、

服務費用、材料及用品費等。 

B 小計 9,327.5  

A+B 合計 19,992.50  

C 貸款利息 1,245.34  

D 重劃總費用 (A+B+C) 21,237.84  

（二）本重劃區都市計畫代金費用及貸款利息，如下表： 

項目 金額（萬元） 說明 

都市計畫

代金總費

用 

都市計畫不足 

公設代金費 
3,935.52 詳如附件 13 

貸款利息 155.99  

E 小計 4,091.51  

（三）貸款利息 

1.貸款利息以中央銀行公告之五大銀行帄均基準利率 2.44%（110.10）

為計算基礎，本案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都市計畫代金費用，悉數

向行庫借貸，貸款存續期限為 6 年。 

2.貸款利息計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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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劃費用及工程費用—年利息計算表 

年（n） 金額（A） A/2 B=A/2+A/2（7-n） 年利率（i） 年利息=B*i 備註 

#1 3,400  1,700  11,900  0.0244  290.36   

#2 1,450  725  4,350  0.0244  106.14   

#3 9,763.5  4,881.75  24,408.75  0.0244 595.57   

#4 2,843 – – 0.0244 174.80 
併入代金同年度

總金額支用計息 

#5 1,360  680  2,040  0.0244 49.78   

#6 1,176  588  1,176  0.0244 28.69   

合計 19,992.5    1,245.34  

（2）都市計畫代金費—年利息計算表 

年（n） 金額（A） A/2 B=A/2+A/2（7-n） 年利率（i） 年利息=B*i 備註 

#4 3,935.52 – – 0.0244 155.99 

併入工程費等同

年度總金額支用

計息 

合計 3,935.52 
   

155.99  

（3）貸款利息總額=重劃費利息+都市計畫代金費利息

=1,245.34+155.99=1,401.33（萬元） 

（四）全區開發總費用明細 

1.重劃總費用（D）=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貸款利息 

=10,665+9,327.5+1,245.34=21,237.84（萬元） 

備註 1：一般區重劃總費用=（一般區面積/全區實際參加重劃土地面積）×D 

=（24,897.27/31,026.74）×D=17,042.21（萬元） 

兒三區重劃總費用=（兒三區面積/全區實際參加重劃土地面積）×D   

=（6,129.47/31,026.74）×D=4,195.63（萬元） 

2.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E）=都市計畫代金費用+都市計畫代金費利息 

=3,935.52+155.99=4,091.51（萬元） 

備註 2：一般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一般區面積/全區實際參加重劃土地面積）×E  

=（24,897.27/31,026.74）×E=3,283.03（萬元） 

兒三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兒三區面積/全區實際參加重劃土地面積）×E  

=（6,129.47/31,026.74）×E=808.48（萬元） 

3.全區開發總費用=重劃總費用+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

=21,237.84+4,091.51=25,329.35（萬元） 

備註 3：一般區開發總費用=一般區重劃總費用+一般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 

=17,042.21+3,283.03 =20,325.2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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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三區開發總費用=兒三區重劃總費用+兒三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 

 =4,195.63+808.48=5,004.11（萬元） 

（五）預估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1.預估重劃後帄均地價為 6.6萬元/㎡（每坪約 21.82萬元），詳如附件 8。 

2.全區重劃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重劃總費用/[重劃後帄均地價×（實際參加重劃面積–抵充地）]×100% 

=21,237.84/[6.6×（31,026.74-109.80）] ×100% 

=10.41%  

3.全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重劃後帄均地價×（實際參加重劃面積–抵

充地）]×100% 

=4,091.51/[6.6×（31,026.74-109.80）] ×100% 

=2.00% 

4.全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全區重劃費用帄均負擔比率+全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10.41%+2.00%=12.41% 

備註 4：一般區重劃總費用負擔比率 

  ＝一般區重劃總費用/[重劃後帄均地價×（一般區面積–一般區抵充

地）]×100% 

=[17,042.21/6.6×（24,897.27-88.1）] ×100% 

=10.41% 

一般區都市計畫代金負擔比率 

=一般區都市計畫代金費用/[重劃後帄均地價×（一般區面積–一般

區抵充地）] ×100% 

=[3,283.03 /6.6*（24,897.27-88.1）]*100% 

=2.00% 

一般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一般區重劃總費用負擔比率+一般區都市計畫代金負擔比率
=10.41%+2.00% 

=12.41% 

兒三區重劃總費用負擔比率 

=兒三區重劃總費用/[重劃後帄均地價×（兒三區面積–兒三區抵充

地）] ×100% 

=[4,195.63/6.6×（6,129.47-21.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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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兒三區都市計畫代金負擔比率 

=兒三區都市計畫代金費用/[重劃後帄均地價×（兒三區面積–兒三

區抵充地）] ×100% 

=[808.48 /6.6×（6,129.47-21.70）]×100% 

=2.00% 

兒三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兒三區重劃總費用負擔比率+兒三區都市計畫代金負擔比率
=10.41%+2.00%=12.41% 

十、土地所有權人帄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重劃總帄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30.78%＋10.41% 

＝41.19% 

備註： 

一般區重劃總帄均負擔比率 

＝一般區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一般區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26.61%+10.41% 

＝37.02% 

兒三區重劃總帄均負擔比率 

＝兒三區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兒三區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47.68%+10.41% 

＝58.09% 

十一、全區開發總帄均負擔比率概計 

全區開發總帄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全區開發總費

用帄均負擔比率 

＝30.78%＋12.41% 

＝43.19% 

備註： 

一般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一般區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一般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26.61%+12.41% 

＝39.02% 

兒三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兒三區公共設施用地帄均負擔比率＋兒三區開發總費用帄均負擔比率 

＝47.68%+12.41% 

＝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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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考量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

畫、土地分配及重劃工程，該合法建築物之法定空地部分以減輕重劃費

用負擔 50%為原則，其減輕之重劃費用負擔不提高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

負擔。 

十三、財務計畫： 

（一）全區開發總費用：貳億伍仟參佰貳拾玖萬參仟伍佰元。 

1.全區重劃總費用：貳億壹仟貳佰參拾柒萬捌仟肆佰元。 

2.全區都市計畫代金總費用：肆仟零玖拾壹萬伍仟壹佰元。 

（二）財源籌措方式：所需費用由重劃會自行籌措支應。 

（三）償還計畫 

1.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售價款或繳納差額地

價償還。 

2.本區重劃開發由東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負盈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

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開發費用，重劃後全部抵費地授權理事會

按重劃後評定地價出售予東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或該公司指定之人

士。 

3.前開抵費地面積預估合計 3,837.78 帄方公尺，預計以單價 6.6 萬元/

帄方公尺出售，獲土地價款總價 25,329.35 萬元，據以償還本計畫貸

款，開支帄衡。 

（四）現金流量分析 

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各項收入，預

估本重劃區各年度現金流量，詳如下表。（單位：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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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合計 

全

區

開

發

總

費

用 

工程費 0 0 9,466 199 950 50 10,665 

重劃費用 3,400 1,450 297.5 2,644 410 1,126 9,327.50 

都市計畫代

金費用 
0 0 0 3,935.52 0 0 3,935.52 

貸款利息 290.36 106.14 595.57 330.79 49.78 28.69 1,401.33 

小計 3,690.36 1,556.14 10,359.07 7,109.31 1,409.78 1,204.69 25,329.35 

收

入 

收取差額地

價或出售抵

費地價款 

0 0 0 0 0 25,329.35 25,329.35 

小計 0 0 0 0 0 25,329.35 25,329.35 

當期淨值 -3,690.36  -1,556.14  -10,359.07  -7,109.31  -1,409.78  24,124.66  0.00  

備註:當期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支出，負值以－表示。 

十四、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自民國 108 年 5 月至 113 年 5 月止，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詳附件 7。 

十五、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如附圖 1 

十六、附件 

附件一   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函 

附件二   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核定函 

附件三   是否施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宜蘭縣政府回覆函 

附件四   未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內所稱之文化資產(含水下文化資產)所指

之古蹟、遺址、重要聚落區、文化景觀或歷史建築保存區或鄰接地函文 

附件五   無珍貴樹木或受保護樹種函文 

附件六   市地重劃座談會准予備查函及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件七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八   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重劃後帄均地價估計 

附件九   本會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台 2 庚延伸線先

期路段」與本重劃區重疊之道路範圍確定之道路高程、斷面文(109

年 12 月 14 日(109)礁五劃字第 091214 號函) 

附件十   告知林吳愛珠女士重劃後原位分配土地權益紀錄 

附件十一 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區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調整

分配原則 

附件十二 代金抵付公設地繳納代金對象、時間及金額宜蘭縣政府回覆函 

附件十三 代金抵付公設地金額計算 

  



第 13 頁，共 12 頁 

 

  



第 14 頁，共 12 頁 

 

 

  



第 15 頁，共 12 頁 

 

  



第 16 頁，共 12 頁 

 

 



 

 

附件目錄 

附件一、  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函 

附件二、  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核定函 

附件三、  是否施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宜蘭縣政府回覆函 

附件四、  未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內所稱之文化資產(含

水下文化資產)所指之古蹟、遺址、重要聚落區、文

化景觀或歷史建築保存區或鄰接地函文 

附件五、  無珍貴樹木或受保護樹種函文 

附件六、  市地重劃座談會准予備查函及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件七、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八、  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重劃後平均地價估計 

附件九、  本會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台

2庚延伸線先期路段」與本重劃區重疊之道路範圍確

定之道路高程、斷面文(109年 12月 14日(109)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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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告知林吳愛珠女士重劃後原位分配土地權益紀錄 

附件十一、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區共同負擔公 

共設施用地調整分配原則 

附件十二、代金抵付公設地繳納代金對象、時間及金額宜蘭縣

政府回覆函 

附件十三、代金抵付公設地金額計算 

附件十四、歷次意見修補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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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地質敏感區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核定函 

 

 

 

 

 

 







 

 

 

附件一 地質敏感區範圍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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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是否施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宜蘭縣政府回覆函 

 

 

 

 

 





 

 

 

 

 

 

附件四、未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內所稱之文化資

產(含水下文化資產)所指之古蹟、遺址、重要

聚落區、文化景觀或歷史建築保存區或鄰接地

函文 

 

 

 

 

 



 



 

 

 

 

 

 

附件五、無珍貴樹木或受保護樹種函文 
 





 

 

 

 

 

 

附件六、市地重劃座談會准予備查函及座談會會議紀錄 

 

 

 

 

 

 







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地點：礁溪鄉德陽社區活動中心 

主席：張發起人震華                             紀錄：江承哲 

出席人員：東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張宏維建築師事務所、土地所有

權人共 39人(詳會議簽到簿) 

壹、 重劃工作簡報 

一、 座談會議程說明 

二、 座談會召開緣由 

三、 重劃意旨 

(一)擬辦重劃範圍及總面積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三)土地所有權人參加重劃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四)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六)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四、 重劃分配方式及土地稅賦減免 

五、 重劃作業時間表 

貳、 意見交流 

王國榮：感謝說明，希望儘速完成！建築師說明很完整，已充分

了解。 

參、 散會：上午 11時。 

 

 

 

 

 



 

 

 

 

 

附件七、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七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市地重劃區預定工作進度表 

工 作 項 目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一、重劃之發起及成立籌備會 自 108 年  05 月至 108 年 09 月 

二、勘選擬辦重劃範圍 自 108 年  05 月至 108 年 09 月 

三、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自 108 年  09 月至 108 年  10 月 

四、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自 108 年  09 月至 108 年  10 月 

五、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自 108 年  10 月至 108 年  12 月 

六、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自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03 月 

七、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自 108 年  05 月至 109 年  04 月 

八、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研擬、申請核定及公告，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人。 
自 109 年 04 月至 110 年 12 月 

九、測量、調查及地價查估 自 110 年 12 月至 111 年  06 月 

十、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 自 111 年  06 月至 111 年  12 月 

十一、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 自 111 年  06 月至 112 年  12 月 

十二、公告、公開閱覽重劃分配結果及其異議之

處理 
自 112 年  01 月至 112 年  03 月 

十三、申請地籍整理 自 112 年  02 月至 112 年  06 月 

十四、辦理交接及清償 自 112 年  06 月至 112 年  08 月 

十五、財務結算 自 112 年  01 月至 113 年  03 月 

十六、撰寫重劃報告 自 113 年 01 月至 113 年  05 月 

十七、報請解散重劃會 113年 05月 

 



 

 

 

 

 

附件八、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重劃後平均地價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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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重劃後平均地價估計 

一、依據：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之登錄資料，調

查以開發區 1.5KM為半徑之生活圈不動產市價行情，及東

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財務估算，已開後之抵費地足以抵付

開發總費用為主要目地。 

二、不動產交易價調查及實際交易行情分布圖： 

 

三、市場行情/價格調查： 

本案財務計畫係經東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部門，於 108年所

作不動產市場調查，採樣區間 105～108 年間鄰近地區土地單價，因

重劃會成立後，徵求地主同意書時，需予決定合理市價，平衡財務收

支。價格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決定土地單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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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本案計畫收支相抵財務平衡，提交本公司董監事會議決通

過。 

 

四、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過程 

1.以區段在 1.5KM範圍及使用性質相近土地地價為優先參考，並以開

發區土地內含有「溫泉」之特有、稀少自然條件下，在不動產市場

上「價」與「量」方面，去化程度均較一般建地為優。 

2.在開發成本、抵地費地銷售與市場交易行情考量下，重劃後平均地

價為 6.6萬元/㎡計價，收支相抵財務可維持平衡。 

五、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為 6.6萬元/㎡。 



 

 

 

 

附件九、本會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

「台 2庚延伸線先期路段」與本重劃區重疊之道

路範圍確定之道路高程、斷面文(109年 12月 14

日(109)礁五劃字第 091214號函) 
 







 

 

 

 

 

附件十、告知林吳愛珠女士重劃後原位分配土地權益紀錄 

 





附件十 告知林吳愛珠女士重劃後原位分配土地權益紀錄 

一、時間：110年 9月 23日，上午 10時整。 

二、地點：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辦公室。 

三、告知內容： 

1.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您重劃後土地受配予原位次

土地，面臨 8-1道路須退縮 5M，公(兒)一須退縮 2M，並不能以 8-1

道路為車輛進出道路，依區五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管要點規定，將

來建築使用時，因受限於都計規劃之限制，不能劃設停車位時，須

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

用辦法」以繳納代金之規定，由地主繳納代金方得申請建築使用。 

2.因現今未進入辦理分配階段，如您的土地參加分配後，已達重劃區

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超過面積部分得以繳納差額地價

方式，或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分配方式處理，因分配非以面積比例分配，而是以地價換算成價值

分配，所以仍需以實際辦理分配時各項數據為準。(預估開發後土

地價格為 6.6萬元/㎡) 

3.本項告知內容，完成文書紀錄後一份交予林吳愛珠女士供參。 

四、結束(上午 10：45) 

紀錄：(重劃會代表)江承哲   110.9.23. 





 

 

 

 

 

附件十一、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區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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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區 

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分配原則 

一、辦理依據及原則 

本區土地使用應符合礁溪都市計畫、本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所有

權人原有土地全部或部分坐落本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31條規定外，調整分配原則如第二、三點。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 

一)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

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其調整分配方法如下： 

1.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其每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

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應逐

宗個別分配；其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之面

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配。但不得合併分配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法不能建築

之土地。 

2.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

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

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金補償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3.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線兩側，其各側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於分配線兩側個別分配之；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

積，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向面積較大之一側合併

分配之。 

4.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原街廓原路

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

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其應有部

分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仍分

配為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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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

地分配者，按原有位置分配之。 

6.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道路、溝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經

主管機關核准興建者，應仍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7.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經以公有土地、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

形調整之。 

二)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或經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破產登記或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三)主管機關辦理市地重劃時，為配合整體建設、大街廓規劃或興建社會住宅

之需要，得經協調後調整相關土地分配位次，不受第一項分配方法之限制。 

四)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已依計畫闢建使用，且符合本條例施

行細則第八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之道路、溝渠、河川等用地，依本條例第六

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抵充；其餘不屬該條款之用地仍按原位置、原面積分

配，不得辦理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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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坐落計畫道路用地分配原則，如圖1。 

一)坐落道路用地，不影響別墅區土地分配位次，分配原則如下： 

1.位8-1號、本區4號道路、3號道路後段及步道等單側別墅區者，沿道路、

步道單側集中留設。 

2.位其他道路、兩側別墅區者，以道路中心線為界，將座落於道路用地內土

地分向兩側土地分配。該側土地分配為多筆者，得合併、集中。 

1)採分向兩側分配方式，有一側別墅區內土地未能達該別墅區之最小分配面

積時，得於不影響別墅區內土地分配位次下，向另一側集中分配。 

2)道路之ㄧ側屬公共設施用地，於不影響別墅區內土地分配位次下，得向另

一側集中分配。 

二)所有權人於別墅區內原有土地分配後已無空地可供分配道路用地，或所有

權人於別墅區內本無土地可供合併分配時，得調配於其他別墅區內。 

三)如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在不影響街廓內原有道路土地分配位次原則

下，得集中分配。 

 

 

 

圖 1道路用地分配原則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內政部地政司。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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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坐落廣場、鄰里公園、停車場、溝渠用地分配原則，如圖2。 

一)單側別墅區者，沿公共設施用地單側集中留設。 

二)兩側別墅區者，以公共設施用地中心線為界，將座落於公共設施用地內土

地分向兩側土地合併分配。倘有一側別墅區內土地未能達該別墅區之最小分

配面積時，得於不影響別墅區內土地分配位次下，向另一側集中分配。 

三)所有權人於相鄰別墅區內有他筆土地時，視街廓分配情形，得合併分配。 

四)相鄰別墅區內無其他土地可供合併分配，調配至其他街廓別墅區內。 

五)以上調整分配後土地，仍應臨接道路、廣場、人行步道等可獨立申請建築

執照。 

 

 

圖 2廣場、公園、停車場用地分配原則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內政部地政司。104年 



 

 

 

 

 

附件十二、代金抵付公設地繳納代金對象、時間及金額 

            宜蘭縣政府回覆函 
 





 

 

 

 

 

附件十三、代金抵付公設地金額計算 

 

 

 



附件十三  都市計畫公設代金說明與金額計算 

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代金說明 

1.本案都市細部計畫規劃，留設公共設施面積 0.9625公頃。 

2.自辦市地重劃計畫規劃公共設施面積約 0.9625公頃，達整體開發面積

之 31.02％，符合「礁溪鄉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第七點

公共設施與道路應留設比例規定。此外，與應留設公共設施面積相較，

不足面積 0.0970=1.0595-0.9625公頃部分，依上開作業要點第十點、開

發義務第二款項之精神，採以繳納代金之方式辦理。 

3.依「礁溪鄉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留設面積不小於整體開

發區塊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公共設施用地，本重劃計畫書(草案)公共設施

負擔比率為 30.78％，符合上開作業要點之規定。 

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代金負擔計算 

1.公共設施代金之負擔計算依據 

  依宜蘭縣政府 110年 10月 27日府建都字第 1100164239號函說明二：

有關旨案依「礁溪鄉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規定，請 貴

會以「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整體開發範圍

計算平均土地公告現值辦理，並應於細部計畫案公告實施後及市地重劃

完成前，依申請開發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繳納，並於當年度繳納完畢。 

2.繳納代金抵付公設用地面積：970.21㎡ 

名稱 面積(㎡) 計算式 備註 

重劃區範圍 31,104.86 
  

不列入重劃土地 78.12 
 

原溝渠 

實際參加重劃土地(1) 31,026.74 31,104.86-78.12 
 

一般區(2) 24,897.27 
  

兒三區(3) 6,129.47 
  

抵充地(4) 109.80 
  

兒三無償抵充公設(5) 1,838.84 (3)*0.3 
 

全區法定公設(6) 10,595.21 [(1)-(5)]*0.3+(5) 
 

都市計畫細計規劃公設(7) 9,625.00 
  

代金抵付公設地(8) 970.21 (6)-(7) 
 



3.開發區五公告現值之地價區段圖及編號：如附圖 

4.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代金負擔計算： 

     
單位：㎡ 

項次 區段價編號 面積(A) 
110年土地 

公告現值(B) 
A*B(元/㎡) 備註 

1  7  21,357.30  27,200  580,918,560  一般區 

2  8  453.31  47,200  21,396,232  8-1道路 

3  11  339.90  126,000  42,827,400  8-1道路 

4  410  938.95  41,186  38,671,595  8-1道路 

5  411  1,807.81  36,285  65,596,386  8-1道路 

6  584  6,129.47  24,400  149,559,068  兒三區 

總計 
 

31,026.74  
 

898,969,241  
 

註：1.全區面積=31,104.86 ㎡，  

2.不列入公共設施用地檢討面積(重劃前原溝渠)=78.12㎡ 

3.實際參加重劃面積=全區面積-不列入公共設施用地檢討面積(重劃前原溝渠) 

=31,104.86-78.12=31,026.74。 

4.本都市計畫代金負擔，係以 110 年公告現值為計算基準，實際金額仍需以本計畫

實施之當年公告現值，據以調整計算後之總數額為準。 

三、結論 

1.實際參加重劃面積平均土地公告現值 

=898,969,241/31,026.74=28,974 (元/㎡) 

2.本重劃區需繳納代金金額 

=28,974*1.4*970.21=39,355,2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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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歷次意見修補正對照表 

 

 

 

 



修補正-1  

「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修補正對照表 
依宜蘭縣政府110年10月20日府地開字第1100164240號函 

 
  

重劃計畫
書(草案) 

需補正情形說明 意見回覆 

頁數：6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計算公式，請依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之附件一修正。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
書(草案)第6頁。 

頁數：7 

1.查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01次會議紀錄審議
第1案決議(四)…另「宜蘭縣自辦市地重劃地
區管理維護建設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重劃
區重劃會應於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按本府
核定之重劃工程費用百分之五繳交管理維護
建設費。」…另該維護管理費用係屬重劃會
應負擔義務，不應納入市地重劃共同負擔。
依上開會議紀錄決議，本重劃計畫書(草案)

所載之工程維管基金(重劃工程費百分之五)

係屬重劃會應負擔義務，不應納入市地重劃
共同負擔，請修正。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
書(草案)第7頁。 

2.攤分高灘地自來水工程費應屬工程費項下，
請修正。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
書(草案)第7頁。 

3.代金抵付公設地金額，請依本縣市地重劃委
員會110年第4次會議預審會議決議，函請本
府建設處確認計算基準。 

110年10月27日宜蘭縣政府
建設處已函覆辦理繳納代
金之繳納對象、時間及金
額，詳附件十二。 

頁數：8 

1.經審查本重劃計畫書(草案)一般區及兒三區之
負擔比率相關內容係以面積比例為拆分基準
，爰重劃總費用之一般區及兒三區負擔總費
用請依相同原則計算。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
書(草案)第8頁。 

2.預估重劃費用總負擔所載之附件8，建議再補
述比較標的與本重劃區範圍距離及區位條件
相關內容，以利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之審查
。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
書(草案)附件8 預估重劃後
平均地價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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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宜蘭縣市地重劃委員會110年第4次會議預審會議紀錄 

修補正對照表 
依宜蘭縣政府110年9月8日府地開字第1100147532號函) 

決議事項 意見回覆 
一、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公共設施面積與細

部計畫書應留設公設面積不足，採以繳納
代金之方式辦理，有關繳納對象、時間及
金額，請建設單位確認。 

略。 

二、請重劃會確認本案重劃範圍內有無合法建
物，並於下次會議報告說明。 

考量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
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土
地分配及重劃工程，該合法建築物之法
定空地部分以減輕重劃費用負擔50%為
原則，其減輕之重劃費用負擔不提高其
他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 

三、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請依委員發言意見
修正完畢後，再報府依程序辦理審議事宜
。 

遵照辦理。 

四、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修正內容倘涉及重
劃負擔比例、合法房屋負擔減輕原則及財
務計畫時，應再召開會員大會審議。 

遵照辦理。 

五、餘依上開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意見辦理。 
略。 



修補正-3  

一、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第110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回覆： 

(一)有關陳述人林吳愛珠之陳述意見，土地分配面臨 8-1 號道路雖可指定建築線，惟擬定礁

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說明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8 點規定

「沿 8-1 號道路之建築基地不得直接以 8-1 號道路為車輛出入道路」，另同要點第 11 

點「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應依樓地板面積每 200 平方公尺或每一住宅單位設置二部計

算」以上規範皆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相關權益，請重劃會應與陳述人再詳細說明。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方委員銘記 
1. 請重劃會善盡告知義務將土地詴分配方案及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規定以送達程序告知
土地所有權人。 

 

遵照辦理。 

2. 建議重劃會與陳述人溝通協調過程以紙本方式

紀錄留證，亦可一併納入下次市地重劃委員會

會議資料。 

已將溝通協調過程以紙本方式記錄

留證，詳附件十、告知林吳愛珠女

士重劃後原位分配土地權益紀錄。 

吳委員榮發 

1.有關陳述人林吳愛珠之陳述意見，重劃會回覆

內容「停車空間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避

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辦法」

以繳納代金之規定辦理。」代金繳納完畢是否

尌能從8-1道路出入?代金對象為何?請建設處答

覆。 

略。 

2.陳述人之土地面積倘扣除位於公共設施之土地

面積後，是否能分配於街廓別(五)-一，請重劃

會答覆。 

依據本重劃區訂定之公共設施調配

原則，陳述人之土地得集中分配，

詳附件十一。 

3.繳納代金及8-1道路出入問題，請重劃會與陳述

人清楚說明，並紀錄留存。 

已將溝通協調過程以紙本方式記錄

留證，詳附件十。 

4.建議重劃會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避免爭議

。 

已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詳附件十

一。 

建設處 

1.「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

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辦法」以繳納代金之規定

辦理，係針對免設停車位之問題，車輛進出仍

回歸本案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要點第8點規定「沿 

8-1 號道路之建築基地不得直接以 8-1 號道路為

車輛出入道路。」 

略。 

2.代金繳納對象為申請建築之申請人。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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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原兒(三) 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作

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為別墅區」之原則，併入別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

前述百分之三十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入本「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之公共設施面積比

例內。委員於會中提及疑慮請重劃會與相關權責單位釐清確認。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方委員銘記 

1.會議決議事項請重劃會與相關權責

單位釐清確認事項，本案市地重劃

計畫書(草案)所載公共設施面積比例

及算式是否符合細部計畫規定，請建

設單位釐清確認。 

略。 

2.倘本案公設面積比例不足，採以繳

納代金方式辦理，有無明確繳納時

間點，請建設單位回覆。 

略。 

3.重劃會回覆內容與上開決議事項無

關，另其回覆內容係依據縣都委會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尚未完成都市

計畫法定程序，應以縣都委會審定

內容答覆之，請重劃會修正。 

依102年12月19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80次
會議紀錄第2案審議「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
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原則同意之細部計
畫書第 51 頁： 

(1)原兒(三 )用地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
30%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為
別墅區」之原則，併入別墅區塊五整體開
發，前述 30%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入別墅
區整體開發管制要點第四點規定之公共設
施面積比例內： 

  A.原兒(三)用地面積：約 0.6129 公頃； 

  B.依前述規定，無償提供 30%公共設施用地 

      約 0.1839公頃，且全數作公共設施使用； 

  C.本細部計畫扣除前項面積外應留設公共設 

      施=(3.1027-0.1839)*30%=0.8756 公頃。 

  D.本細部計畫應留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0.8756+0.1839 =1.0595 公頃。 

(2)本細部計畫規劃，留設公共設施面積0.9625  

    公頃。 

(3)規劃公共設施面積約 0.9625 公頃，達整體
開發面積之31.02％，符合本「作業要點」
第七點公共設施與道路應留設比例規定。
此外，與應留設公共設施面積相較，不足
面積0.0970=1.0595-0.9625 公頃部分，依
本「作業要點」第十點、開發義務第二款
項之精神，採以繳納代金之方式辦理。 

吳委員榮發 

1.本案原兒(三)用地以無償捐出原規劃

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劃

設的位置於重劃範圍內何處?請重劃

會於下次市地重劃委員會提供。 

依「變更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規定，原兒(三)用地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

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已併入別墅區開發區

五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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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2.倘本案公設面積比例不足，採以繳納代金

方式辦理，有無明確繳納時間、對象及金

額，請建設單位確認。 

略。 

3.請重劃會將繳納代金相關內容納入市地重

劃計畫書(草案) 。 

已修正並納入，詳市地重劃計畫書(草
案)第6頁之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
擔，代金抵付公設地相關內容。 

4.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第6頁之有關公設面

積比例不足，採以繳納代金方式辦理部分

，請以文字方式論述，並應清楚載明繳納

代金之面積及金額，請重劃會修正。 

已補充並載明繳納代金之面積及金額
，詳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 附件十三 

代金抵付公設地金額計算。 

地政處 

繳納代金之費用屬公共設施之一部分，應納入

本案重劃費用負擔，倘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所

載之重劃費用金額尚未包含代金之費用，後續

重劃會將如何作業?請重劃會確認。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第7

頁之九、預估費用負擔，代金抵付公
設地項目。 

二、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第110年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回覆： 

(一)本案重劃計畫書核定亦無法公告，因尚需辦理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請重劃會與交通部公

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儘速確認 台 2 庚延伸線高程及工程預定開發期程， 免延宕後

續進度，以上。 

吳委員榮發 

建議重劃會以正式公文請縣府業務單位邀集交

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召開會議確認

台2庚延伸線高程。 

遵照辦理，本重劃會已於110年10月1
日以正式公文請縣府邀集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召開會議確認
台2庚延伸線高程。 

地政處 

有關8-1道路工程，尚於規劃設計階段，爰交通

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無法提供道路高

程相關資料，另依本案細部計畫內容規定，8-1

道路應由開發業者施作。 

本案於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
程處尚未興闢前，將依「礁溪都市計
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先行鋪設
臨時鋪面及管溝設施。 

建設處 

本案細部計畫書之開發財務計畫已明定「礁溪都

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8-1道路應由政

府興闢，本計畫於宜蘭縣政府尚未興闢前由私人

自行鋪設臨時鋪面及管溝設施。 

遵照辦理。 

(二)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第 3 頁所載，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提

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本重劃區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2.1402 公頃(別墅區)，預估容納人口為 362人。本段並無預估土地增值幅度之敘

述，請重劃會補正。 

吳委員榮發 

重劃會回復之預估土地增幅166.66%係以重劃前

後地價推算，又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並無載明

重劃前地價，請於該段補上相關計算式。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第3

頁：預估開發完成後土地由平均
41,250元／m，上漲至66,000元／m，
增值幅度約為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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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之重劃總平均負擔比例分為一般區域、原兒三區域，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應只有一種。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方委員銘記 
重劃會與業務單位回復本案重劃總平均負擔
比率係參照「台南市第三期新營區客運轉運
中心市地重劃區」之案例，該案例並不完全
適用於本自辦市地重劃，重劃計畫書(草案)

應只有一種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餘採備
註之方式處理。 

已修正，詳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第9頁
之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概計：本案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43.19%

，餘採備註之方式處理。 

(四)本區容積率、建蔽率、公告現值各為多少？因涉及重劃後平均地價。本案重劃計

畫書(草案)所載重劃後平均地價以加權平均計算，比較標的 1.套房加權 20％、

2. 華夏加權 70％、3.公寓加權 10％，加權調整的理由是什麼？請重劃會說明重

劃後平均地價的合理性。 

方委員銘記 

重劃後平均地價與費用負擔比例有連動性，本

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以

加權平均計算，比較標的交易日期較為久遠，

比較標的建物型態套房、華夏及公寓之加權論

述薄弱，易受土地所有權人質疑，建議重劃會

再搜尋是否有更洽當的買賣實例為依據或於補

充說明再加強論述。 

已修正，依據附件八、預估重劃後平均
地價估計，本重劃區在1.5KM範圍及使
用性質相近土地近年交易單價約為6.6(萬
/㎡) 。  

吳委員榮發 

有關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之預估重劃後平均地

價相關內容，因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與後續

提送地價評議委員會有時間差，建議重劃會可

採用備註之方式處理。 

遵照辦理。 

重劃會 

遵照辦理，又本案目前於核准實施市地重劃階

段，本次重劃計畫書(草案)內容僅作成本分析，

有關重劃後平均地價後續會再提送地價評議委

員會審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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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宜蘭縣市地重劃委員會110年第2次會議紀錄 

修補正對照表 
依宜蘭縣政府110年4月15日府地開字第1100061733號函及110年5月31日府地開字第1100074198號函 

決議事項 意見回覆 
一、請重劃會依委員意見修正重劃計畫

書後報府審查，再提送本縣市地重劃
委員會審議。 

遵照辦理。 

二、有關陳述人林吳愛珠之陳述意見，
土地分配面臨 8-1 號道路雖可指定
建築線，惟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
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說明書
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8 點規定
「沿 8-1 號道路之建築基地不得直
接以 8-1 號道路為車輛出入道路」，
另同要點第 11 點「建築物附設停車空
間應依樓地板面積每 200 平方公尺
或每一住宅單位設置二部計算」以上
規範皆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相關權益
，請重劃會應與陳述人再詳細說明
。 

1. 已多次與陳述人林〇〇珠協調，並詳細說明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及宜蘭縣畸零地使用規則，
相關土地分配規定。陳述人仍堅持原地分配
。 

2. 依其原地分配之位置，臨 8-1 道路可指建築線
，但不得為車輛出入道路。 

3. 停車空間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
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辦法」以繳
納代金之規定辦理。 

三、有關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原
兒(三) 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
百分之三十， 作為公共設施使用，
其餘面積變更為別墅區」之原則，
併入別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前
述百分之三十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
入本「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之公
共設施面積比例內。委員於會中提
及疑慮請重劃會與相關權責單位釐
清確認。 

依 102 年 12 月 19 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80 次會議紀錄第 2 案審議「擬定礁溪都市計
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原則同意之
細部計畫書第 51 頁： 

(1)原兒(三)用地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30%

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為別墅
區」之原則，併入別墅區塊五整體開發，前
述 30%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入別墅區整體開
發管制要點第四點規定之公共設施面積比
例內： 

  A.原兒(三)用地面積：約 0.6129 公頃； 

  B.依前述規定，無償提供 30%公共設施用地 

      約 0.1839公頃，且全數作公共設施使用； 

  C.本細部計畫扣除前項面積外應留設公共設 

      施=(3.1027-0.1839)*30%=0.8756 公頃。 

  D.本細部計畫應留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0.8756+0.1839 =1.0595 公頃。 

(2)本細部計畫規劃，留設公共設施面積0.9625  

    公頃。 

(3)規劃公共設施面積約 0.9625 公頃，達整體開
發面積之31.02％，符合本「作業要點」第七
點公共設施與道路應留設比例規定。此外，
與應留設公共設施面積相較，不足面積
0.0970=1.0595-0.9625 公頃部分，依本「作
業要點」第十點、開發義務第二款項之精神
，採以繳納代金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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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議事項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一)地政處 
3. 本案目前已完成聽證會議和聯合初審作業， 
並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重劃
會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並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另依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5 條申請核准實施市
地重劃，縣府受理申請案後依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 條舉辦聽證會議， 
並將聽證會議之陳述意見提請本縣市地重劃
委員會以合議制方式審議。 

4. 本府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在礁溪國民小學舉
行聽證會議，公告期間內接獲當事人及利害關
係人申請陳述意見共 1 位，另是日會議現場計
有 1 位申請發言。 

5. 本府於109 年 11 月 27 日邀集相關事業單位及

本府各權責單位舉行聯合初審會議。 

 

 

 

 

 

 

 

 

 

略。 

(二)林副召集人茂盛發言 

有關 2 位民眾之陳述意見，業務單位擬辦意見

為酌予參採，重劃會有無意見，請說明。 

 

略。 

(三)重劃會發言 
1. 本案陳述人林〇〇珠之土地坐落跨 8-1 號道
路及公(兒)1，依土地分配相關規定及宜蘭縣
畸零地使用規則，調整分配至鄰近位置，即街
廓別(五)-一角落，目前已和陳述人達成初步
共識，以上說明。 

2. 多次與陳述人林〇〇珠協調，並詳細說明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及宜蘭縣畸零地使用規則，相
關土地分配規定，陳述人仍堅持原地分配，不
接受調整分配，並不論將來如何使用。 

3. 面積較大較狹長之街廓，將分配予大地主可
完整利用，將來分配作業亦有主管機關監督。 

4. 陳述人林〇〇珠之分配面積已達區內最小分
配面積之一半，無需增配，扣除土管退縮部分
分配之土地可建築使用。 

5.陳述人林〇〇珠之分配狀況，並非不能指定
建築線或不能出入，依土管規定係不能為車輛
出入道路，另土管要點第十一條「建築物附設
停車空間應依樓地板面積每 200 平方公尺或
每一住宅單位設置二部計算」以上規範及調整
分配方式、位置，已和陳述人詳細說明，後續
陳述人如何運用土地，重劃會允予尊重。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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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議事項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四)吳委員榮發發言 
1.本案陳述人王〇榮之意見為加速辦理，這
部分沒問題，另陳述人林〇〇珠之意見為
原地分配，其重劃前土地大部分位於 8-1 

號道路及公(兒)1，少部分位於未來之可建
築土地街廓別(五)-一，爰陳述人林〇〇珠
希望原地分配，恐有困難，又土管要點已
明定 8-1 號道路之建築基地不得直接車輛
出入，另還有退縮土地管制規定，重劃會 

應再與陳述人詳細說明。 

1. 已多次與陳述人林〇〇珠協調，並詳
細說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宜蘭縣畸
零地使用規則，相關土地分配規定。
陳述人仍堅持原地分配。 

2. 依其原地分配之位置，臨 8-1 道路可
指建築線，但不得為車輛出入道路。 

3. 停車空間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
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
使用辦法」以繳納代金之規定辦理。 

2.本區細部計畫街廓劃設較為狹長，雖然於
聽證會民眾無提出相關意見，仍請重劃會
說明，未來如何執行土地分配作業，以上
。 

1. 本區細部計畫因受8-1道路無法車輛
進出及高程限制，未來土地採短向分
配，各基地地形較為平整。 

2. 本區細部計畫面積較大之街廓，擬分
配予大地主可完整利用，將來分配作
業亦有主管機關監督。 

3.提醒重劃會分配予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
按土地分配原則需臨路並能進出，希望重
劃會與陳述人林〇〇珠再溝通，或考慮訂
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 

同決議事項三之意見回覆，並已詳細告
知原地分配之缺點及未來建築所遇困
難。 

(五)方委員銘記發言 
1.本區有無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因陳述
人林〇〇珠之土地大致皆位於公共設施， 
其意見為原地分配，而法規係為原位次分
配，倘有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即可依 

據原則與陳述人說明。 

已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詳附件十
一。 

2.陳述人林〇〇珠之土地大致皆位於公共設
施，並相鄰兩個大街廓，又公(兒)1 無法指
定建築線，初步判斷陳述人無法分配回原
地，請重劃會說明如何滿足陳述人之需求。 

1. 已多次與陳述人林〇〇珠協調，並詳
細說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宜蘭縣
畸零地使用規則，相關土地分配規
定。陳述人仍堅持原地分配。 

2. 依其原地分配之位置，臨 8-1 道路
可指建築線，但不得為車輛出入道
路。  

3. 停車空間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
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 
理使用辦法」以繳納代金之規定辦
理。 

3.陳述人林〇〇珠之分配面積有無達區內最
小分配面積之一半？是否以增配方式處 
理？扣除土管退縮部分是否達建築之要件
？請重劃會說明。 

陳述人林〇〇珠之分配面積已達區內 
最小分配面積之一半，無需增配；扣除
土管退縮部分分配之土地可建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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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議事項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六)楊委員崇明發言 
1.建議重劃會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避
免爭議。 

已訂定公共設施調配原則，詳附件十一
。 

2.按相關法規重劃後分配予土地所有權人
之土地需可建築，倘按陳述人意見原地分
配將形成無車輛出入口，請教建設處是否
有相關配套，例如繳代金..之類等。 

1. 依陳述人林〇〇珠其原地分配之位置
， 臨 8-1 道路可指建築線但不得為車
輛出入道路。 

2. 停車空間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避
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
用辦法」以繳納代金之規定辦理。 

3.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相關規定，重劃區內
都市計畫規劃之街廓無法符合重劃分配
需要者，得於不妨礙原都市計畫整體規劃
及道路系統之前提下，增設巷道，請重劃
會於土地分配階段再評估考量。 

本案土地分配經評估後，暫無考量增設
巷道需求。 

(七)建設處 
依現行主要都市計畫，針對楊處長所提，可
指建築線但無車輛出入口，目前並無以繳納
代金之規定。 

臨公(兒)1 無法指定建築線，臨 8-1 道路可

指建築線但不得為車輛出入道路，以上說明。 

1. 依陳述人林〇〇珠其原地分配之位置
，臨 8-1 道路可指建築線但不得為車輛
出入道路。 

2. 停車空間依「宜蘭縣建築物附建防空避
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
用辦法」以繳納代金之規定辦理。 



修補正-11  

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一)林副召集人茂盛發言 
1.針對業務單位擬辦意見各權責單位及重劃會
有無意見? 

略。 

2.重劃會中華電信採共管埋設、臺灣電力採
傳埋，已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本府召開之
會議達成共識。 

依 109 年 10 月 20 日會議結論辦理。 

3.有關五峰段 1313-3 地號土地，請重劃會
製作 2 種方案的詴分配並於後續土地分配
作業通知國有財產署徵求其意願。 

遵照辦理。五峰段1313-3地號土地，將

製作2種詴分配方案，土地分配階段徵求

國有財產署意願。 
4.倘重劃會提送本案工程規劃設計報府審
查，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尚
未核定礁溪外環道(台 2 庚延伸線先期路
段)工程設計書圖，考量整體道路高程銜
接，仍請公路總局提供相關資料予重劃
會，務必考量道路順接及排水容納量。後
續水土保持計畫即按相關規定辦理。 

1. 本會於109年12月14日(109)礁五劃字
第091214號函已發文請交通部公路總
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台2庚延伸
線先期路段」與本重劃區重疊之道路
範圍確定之道路高程、斷面(附件九)

，惟至今尚未收到回函。 

2. 依據 110 年 3 月 22 日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礁溪外環道(台 2 

庚延伸線先期路段)設計案」協商會議
記錄(五)其他部分：請企劃科提供與
別墅區開發區五重疊路段「設計原則
核定版」高程予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
；惟本案尚在設計階段， 未來續辦初
步設計、細部設計時高程尚有可能微
調，本處將持續提供各階段設計核定
高程予重劃會供參。 

3. 由該會議紀錄可知「礁溪外環道(台2庚
延伸線先期路段)設計案」未來續辦初
步設計、細部設計時高程尚有可能微
調，恐延宕本重劃案後續進度。 

4. 建議本案依目前核定細部計畫書及市
地重劃計畫書內容先予以公告，後續
台 2 庚延伸線設計高程確認後再與本
案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一併調整修正。 

5.請重劃會依委員意見修正重劃計畫書後 
報府審查再提送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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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二)重劃會發言 
1. 針對業務單位擬辦意見，編號 2「弱電部分
由重劃會採共管埋設施作，負擔全部工程費
用」，編號 3「台電高壓及低壓部分採傳埋， 
由台電設計及施工，工程費用各負擔 1/2」， 
兩者似乎相衝突，目前重劃會規劃弱電採用
傳埋，是否能協助釐清。 

2. 重劃區內五峰段 1313-3 地號土地，位於縣府
推動「礁溪生活之心工程計畫-藝文生活公園
暨周邊市鎮服務廣場及人本景觀工程」範圍
內，配地後是否可不臨建築線，由毗鄰之土
地申請建築許可。 

3. 有關 8-1 號道路規劃，重劃會目前係依本案
重劃範圍之基本需求規劃設計，尚需考量與
區外銜接問題。 

4. 重劃會前於 110 年 2 月 5 日函請縣府協助確

認礁溪外環道(台 2 庚延伸線先期路段)工程

設計書圖核定進度、預定開發期程、施工期

限及竣工時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

工程處函覆：目前辦理至初步設計階段，初

步設計尚未核定。工期：預估第二標

(0K+000~2K+967)工期約 18 個月，第三標

(2K+967~4K+431.91)工期約 19 個月。爰該路

段高程訂定，仍需俟礁溪外環道(台 2 庚延伸

線先期路段)工程設計書圖核定為依據。 
5. 本案公共設施配置及比例係依礁溪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辦理，並明載於擬定礁溪都市計
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說明書第 51 

頁。 

6. 本案重劃範圍內無合法建物，其餘說明事項

於會後補充。 

略。 

(三)工商旅遊處 
五峰段 1313-3 地號土地，目前土地所有權人
為國有財產署，本府基於開放公共空間之立
場，與國有財產署訂立委託管理之契約，因本
案係屬營建署補助核定之前瞻基礎計畫，希望
重劃會能保留已興建之相關設施，避免已投入
計畫經費耗損。 

五峰段 1313-3 地號土地，將製作 2 種
詴分配方案，土地分配階段徵求國有財
產署意願。 

(四)方委員銘記發言 
1.五峰段 1313-3 地號土地，目前土地所有權人
為國有財產署，建議重劃會預擬單獨建築使
用及與鄰地整體開發使用 2 種方案，於後續 

土地分配作業通知國有財產署徵求其意願。 

遵照辦理。五峰段 1313-3 地號土地，

將製作 2 種詴分配方案，土地分配階段

徵求國有財產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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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2.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依
據「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規定：原兒 (三)以「無償
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三十，
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
更為別墅區」之原則，併入別墅
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前述百分
之三十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入本
「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之公共
設施面積比例內。請建設處或業
務單位釐清確認以上所述百分之
三十規劃於何處? 

依「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
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會（依 
98.5.11 府建城字第 0980066350 號函）意見二、本計畫
區範圍應依都市計畫樁位成果為準；而原兒三用地依「
變更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規定，應併入
別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 

3.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之重
劃總平均負擔比例分為一般區域
、原兒三區域，重劃總平均負擔
比率應只有一種。 

1.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之重劃總平均負擔比例，參
照「台南市第三期新營區客運轉運中心市地重劃區」
案例區分為「非農地重劃者」、「曾農地重劃者」二
種。本案重劃總平均負擔比例不同，分為一般區域、
原兒三區域。  

2.依102年12月19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180次會議紀錄
第2案審議「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
計畫案」原則同意之細部計畫書規定：原「兒三」以
「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
使用，其餘面積變更為別墅區」，原兒三區域公設用
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51%+10%=61% 

3.一般區域公設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0%+10%=40% 

4.詳如重劃計畫書(草案)第4頁。 
4.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之預
估費用負擔之重劃業務費無登載
明細，貸款利息預估年限為 6 年
與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不符，重
劃會後續將如何執行？ 

1.本案重劃進度以重劃計畫書公告實施後，開始計算起
始日，預計約 6 年可完成。 

2.本案自辦市地重劃，倘今(110)年可正式實行，則重劃進
度仍依計畫書所載貸款利息金額，順推至 116 年完成
，並修訂本案計畫書辦理時程。 

5.本區容積率、建蔽率、公告現值
各為多少？因涉及重劃後平均地
價。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
重劃後平均地價以加權平均計算
，比較標的 1.套房加權 20％、2. 

華夏加權 70％、3.公寓加權 10％
，加權調整的理由是什麼？請重
劃會說明重劃後平均地價的合理
性。 

1.本區建蔽率、容積率：40%、80%；今(110)年公告現值
除 8-1 道路用地較高外，平均約 24,000 元/㎡。 

2. 本案為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財務預算由開發廠商
自負盈虧。本案現階段未正式查估重劃區內地價與地
上物補償，依程序應俟本案重劃計畫書公告實施後，
重劃會委請估價師查估並呈縣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 

3. 本案重劃會在估計重劃前後平均地價，係以開發分析
法概算，其開發後總銷售金額之推估，係以區五近鄰
地區已建屋並銷售案例(3例)，依其接近本案土地價值
之使用性質，分別賦予其加權數，本會認為華廈最接
近使用價值，故而賦予最高加權0.7，套房與公寓認
定較偏離其價值，故而分別賦予 0.2 及 0.1，綜觀加
權平均資金 成 本 法 （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WACC）之精義，本案地價依上開方式計算
後，頗符合市場行情，自有其合理性，已補植於計畫
書附件說明。 



修補正-14  

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6.本案公共設施面積 0.9625 公頃，有無包 
含原兒(三)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作為公共設施使用之部分原兒(三) 

範圍內有無劃設百分之三十的公共設 
施？劃設的位置、面積、項目，請重劃會、 
建設處及業務單位釐清。 

1.本案公共設施面積 0.9625 公頃，已包含 
原兒(三)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依「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
發區五)細部計畫」案宜蘭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會（98.5.11 

府建城字第 0980066350 號函）意見二
….；而原兒三用地依「變更礁溪都市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規定，應併
入別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 。 

2.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依 102 年 12 

月 19 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80 次
會議紀錄第 2 案審議「擬定礁溪都市計
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原則
同意之細部計畫書第 51 頁： 
(1)原兒(三)用地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  

    積30%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
變更為別墅區」之原則，併入別墅區
塊五整體開發，前述 30%公共設施用
地不得計入別墅區整體開發管制要點
第四點規定之公共設施面積比例內
： 

  A.原兒(三)用地面積：約 0.6129 公頃； 

  B.依前述規定，無償提供 30%公共設 

          施用地約 0.1839 公頃，且全數作公 

  共設施使用； 

  C.本細部計畫扣除前項面積外應留設 

 公共設施應留設 

         =(3.1027-0.1839)*30%=0.8756 公頃。 

  D.本細部計畫應留設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0.8756+0.1839 =1.0595 公頃。 

(2)本細部計畫規劃，留設公共設施面 

    積0.9625 公頃。 

(3)規劃公共設施面積約 0.9625 公頃， 

    達整體開發面積之31.02％，符合本「 

     作業要點」第七點公共設施與道路應 

     留設比例規定。此外，與應留設公共 

     設施面積相較，不足面積 

     0.0970=1.0595-0.9625 公頃部分，依 

    本「作業要點」第十點、開發義務第 

    二款項之精神，採以繳納代金之方式 

    辦理。 

 

 

 

 

 

 

 

 

 

 

 

 

 

 

 

 

 

 

 

 

 

 

 

 

 

 

 



修補正-15  

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五)水利資源處發言 

1.已提供礁溪鄉雨水下水道重新檢討規劃 

報告予重劃會作為規劃設計參考，以上。 
略。 

2.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已核定，後續請重劃會
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設計，另
提醒重劃會水土保持計畫核定 3 年內需開
工，超過則依相關規定辦理展延，免造成
水土保持計畫失效，以上。 

1. 遵照辦理。 
2. 將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設
計，並於水土保持計畫核定 3 年內開
工，或依相關規定辦理展延。 

(六)吳委員榮發發言 
1.有關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建議重劃會儘速
與相關管線單位溝通協商避免影響後續 

工程設計書圖審查進度。 

遵照辦理，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將儘速
與相關管線單位溝通協商。 

2.本案重劃計畫書核定亦無法公告，因尚需
辦理水土保持計畫變更，請重劃會與交通
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儘速確認 
台 2 庚延伸線高程及工程預定開發期程， 
免延宕後續進度，以上。 

1. 本會於109年12月14日(109)礁五劃字
第091214號函已發文請交通部公路總
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台2庚延伸
線先期路段」與本重劃區重疊之道路
範圍確定之道路高程、斷面(附件九)

，惟至今尚未收到回函。 

2. 依據 110 年 3 月 22 日交通部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礁溪外環道(台 2 

庚延伸線先期路段)設計案」協商會議
記錄(五)其他部分：請企劃科提供與
別墅區開發區五重疊路段「設計原則
核定版」高程予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
；惟本案尚在設計階段， 未來續辦初
步設計、細部設計時高程尚有可能微
調，本處將持續提供各階段設計核定
高程予重劃會供參。 

3. 由該會議紀錄可知「礁溪外環道(台2庚
延伸線先期路段)設計案」未來續辦初
步設計、細部設計時高程尚有可能微
調，恐延宕本重劃案後續進度。 

4. 建議本案依目前核定細部計畫書及市
地重劃計畫書內容先予以公告，後續
台 2 庚延伸線設計高程確認後再與本
案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一併調整修正。 

3.有關水土保持計畫變更，是否需再提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確認? 

1.本案水土保持計畫於109 年 11 月 26 日
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3 次會議決
議：原則同意依各目的事業單位審查結
果通過審議。 

2.本案水土保持計畫變更，倘涉及都市
計畫變更部分，應再提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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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4.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是否能細分為兩種
？原兒(三)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作為公共設施 使用之部分是否能
納入全區公共設施比率？會後請重劃會與
相關單位釐清，倘不能納入，重劃總平均
負擔比率恐會超過 45％，則要取得全區土
地所有權人過半之同意書。 

1. 原兒(三)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之百
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
面積變更為別墅區」之原則，併入別
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 

2. 本案原兒(三)區依平均地權條例等相
關規定，本會已取得參加重劃地主過
半同意書。 

5.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與實際進度之落差
，造成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之貸款
利息不合理，重劃會應按實際進度再修正
重劃計畫書(草案)。 

已按實際進度修正，預估於117年3月完
成重劃業務，並修正計畫書進度表。 

6.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第 1 頁所載，二、 

法令依據…7.本重劃區地質敏感區地質調 

已檢附本重劃區非位於地質敏感區之證

明文件，詳附件2。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經財團法人永
續發展工程學會 107 年 7 月 3 日永工字第 

1070000173 號函審查完竣（如附件 2）。 

附件僅有函文並無檢附審定之附件，無法 

明確得知本重劃區非位於地質敏感區，請 

重劃會補正。 

7.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第 3 頁所載，三、 

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提供可 

本會預估土地增幅平均為166.66%，於重 

劃計畫書中補植。 

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 

幅度本重劃區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2.1402 公頃(別墅區)，預估容納人口為 362 

人。本段並無預估土地增值幅度之敘述， 

請重劃會補正。 

8.本案重劃範圍有無農田水利會之土地，倘
有需單獨列為公有土地，請重劃會確認。 

已確認，本案重劃範圍無農田水利會之
土地，詳重劃計畫書(草案)第 3 頁公
有土地產權及使用情形表。 

9.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第 8 頁所載，十一
、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
減輕之原則，稍後請重劃會釐清本案重劃
範圍內有無合法建物及未來土地分配狀
態。 

1. 本案重劃範圍內無合法建物。 
2. 未來土地分配狀態：本案依程序辦理
土地分配係於本案重劃計畫書公告實
施後為之，現階段未能提出，擬請准
予俟分配公告後再呈報相關單位核備
。 

10.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第 9 頁所載，十 

二、財務計畫…(四)現金流量分析，請加 
1.素地折抵重劃費用面積為3,110㎡，分
二次出售2,880㎡、230㎡，出售價額
均為6.6萬/㎡。 

2.已於重劃計畫書中補植。 

註重劃後取得之抵費地面積、重劃後地價 

及處分土地總收入於現金流量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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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發言記要 意見回覆 

(七)建設處 

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已於 109 年 11 月 26 日本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13 次會議予以確認，審

查通過，後續開發行為倘涉水土保持計畫變

更， 請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免再提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以上。 

遵照辦理。 

(八)楊委員崇明發言 
1.本案水土保持計畫變更，倘涉及都市計
畫部分，應再提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遵照辦理。 

2.提醒重劃會公告實施市地重劃需將都市
計畫公告文號登載於市地重劃計畫書，
爰需俟本案水保計畫辦理變更設計完竣
再予公告實施市地重劃。 

 1.本會於109年12月14日(109)礁五劃字第
091214號函已發文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
四區養護工程處提供「台2庚延伸線先
期路段」與本重劃區重疊之道路範圍確
定之道路高程、斷面(附件九)，惟至今
尚未收到回函。 

 2.依據 110 年 3 月 22 日交通部公路總局第
四區養護工程處「礁溪外環道(台 2 庚延
伸線先期路段)設計案」協商會議記錄(

五)其他部分：請企劃科提供與別墅區開
發區五重疊路段「設計原則核定版」高
程予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惟本案尚在
設計階段， 未來續辦初步設計、細部設
計時高程尚有可能微調，本處將持續提
供各階段設計核定高程予重劃會供參。 

 3.由該會議紀錄可知「礁溪外環道(台2庚延
伸線先期路段)設計案」未來續辦初步設
計、細部設計時高程尚有可能微調，恐
延宕本重劃案後續進度。 

 4.建議本案依目前核定細部計畫書及市地
重劃計畫書內容先予以公告，後續台2庚
延伸線設計高程確認後再與本案公共工
程規劃設計一併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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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案」 

重劃計畫書草案、同意書 補正事項對照表 

(依宜蘭縣政府109.6.1府地開字第1090070874號函) 

需補正情形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 意見回覆 

1.同意書標示地號

缺漏(五峰段129-2

地號) 

中華民國(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 

1.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重劃會辦

理市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

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

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之。」 

2.所提補正事項屬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公

有，無頇納入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檢討。 

2.立同意書人身分

證字號有誤 

林武雄 
已修正，詳 林武雄同意書。 

3.立同意書人身分

證字號有誤 

林簡阿娥 
已修正，詳 林簡阿娥同意書。 

4.清冊標示印鑑證

明取得日期有誤 

陳怡秀 
已修正，詳 開發區五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 

5.清冊標示土地所

有權人姓名缺漏 

游(王命)沛 
已修正，詳 開發區五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 

6.立同意書人蓋印

與所附印鑑證明

不符 

盧蕙芬 

已修正，詳 盧蕙芬同意書。 

7.清冊標示印鑑證

明取得日期有誤 

鐘雪嬌 
已修正，詳 開發區五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 

8.同意書所載之重

劃經費負擔金額

與計畫書草案不

符，請釐正。 

- 1.計畫書草案預估費用負擔：工程費9,850萬元；重

劃費用8,835萬元；利息1,818.8萬元，合計20,503.8

萬元 

2.同意書所載重劃負擔概算：工程費12,711萬元；重

劃費用6,356萬元；利息2,118萬元，合計21,185萬

元(實際金額以宜蘭縣政府核定為準) 

3.本案計畫書草案費用負擔所載金額小於同意書所載

金額，應無損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4.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3條

第二項：「重劃會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

算負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定。」屆時重劃負擔金額使得確認。 

 



宜蘭縣政府辦理「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

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聽證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10月 31日(星期六)下午2時

貳、地點：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小學中正堂

參、主持人：吳榮發                    紀錄 ：許碩方

肆、出席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附件一)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附件二)

伍、案由：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申請核准實

施市地重劃，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

行政程序法第55條規定，舉辦聽證。

陸、聽證過程：

司儀：歡迎蒞臨宜蘭縣政府所舉辦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聽證會議會場，在聽證會議開始

之前，請主持人介紹今天的與會貴賓及出列席單位。現在我們將會議

交給今天的主持人吳榮發先生。 

主持人：大家午安，感謝大家，我想我今天現在就以聽證會主持

人的身分，宣布今天的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聽證會正

式開始。首先我代表宜蘭縣政府，非常感謝大家在這個…算是假日，

也來也熱情地參加今天的這樣的一個聽證會。而且現在是在防疫期

間，大家願意出席這樣的會議，我代表宜蘭縣政府，非常感謝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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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當然，剛剛有提到說，因為是防疫期間，所以剛剛宜蘭縣政府

也做了相當很多的防疫措施，包含在公文給大家的時候，相信公文裡

頭就有載明說，今天能夠戴口罩就儘量戴口罩，進來的時候大家也有

…縣府這邊工作人員也有幫大家量體溫，當然因為這樣的一個空間，

當然對於防疫措施不是說很好，不過在既有的空間下，宜蘭縣政府儘

量空氣讓它流通。那今天的表定期程大概是兩個半鐘頭，我當然會看

期程儘量能夠縮短就縮短，當然也要看會議進行的一個程序，減少大

家能夠群聚的時間，所以大家有口罩就儘量罩，因為我本人等一下要

可能要說的話比較多，所以我戴口罩比較不方便，大概就儘量…就先

不戴。再來是，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與會貴賓，我按照這個工作人員

所拿給我的這個簽到簿的名單，我就依序來唸。第一個是我們區五自

辦市地重劃區的重劃會陳冠華，陳理事長。陳理事長是不是來跟各位

說一下，另外有黃文…黃文龍是不是？好，舉個手喔。再來是我們建

設處都市計畫科的龍非池，龍科長。再來我們交通處的梅家華，梅技

士。再來是我右手邊的我們水利資源處的林信宏，林技正。再來是我

…也是水利資源處的林柏任，林技正。再來是我們地政處在我左邊是

陳美華，陳副處長。再來是我左邊的是土地開發科的許進星，許科

長。

土地開發科許進星科長：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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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以上就是大概我今天所列席的…所介紹的貴賓。那當然

介紹了貴賓，我就先自我介紹。我本人姓吳名榮發。我是土生土長的

礁溪人，今天在這個學校礁溪國小也是我的母校。我國中…國小讀這

邊，國中大概讀礁溪國中，高中讀宜蘭高中，大學就到外面去讀書

了。我的職業生涯大部分都是公務人員比較多。第一個公務人員的職

務大概是在台灣省政府工作，後來因為結婚的關係，所以又回到宜蘭

縣政府去工作。所以整個我在宜蘭縣政府擔任過蠻多的職務，包含我

之前最早進來是在縣政府的建設處，後來移到地政處，差不多時間…

都在地政處待了將近 30年的時間。在地政處我擔任過承辦，那時候我

承辦大概做農地重劃，就是非都市的土地開發工作。擔任科長的時

候，我也擔任過重劃科科長，也擔任過區段徵收科的科長。區段徵收

科就承如現在我們的許科長，土地開發科的科長他們的前身。其實區

段徵收跟農地重劃主要有兩個區別，第一個，農地重劃是非都市的土

地開發。區段徵收主要就是作都市的土地開發，包含今天那個…自辦

市地重劃區的市地重劃業務。其實市地重劃業務，我在公職生涯其實

也接觸很多，包含…我就以礁溪鄉來講好了，包含就是仁愛就是溫泉

溝那一條，那一條大概就是宜蘭縣政府所辦的公辦，再來就是轉運站

旁邊有一個公辦，那個面積比較大概一公頃多左右，那是我在退休之

後，宜蘭縣政府所辦的。整個礁溪鄉其實自辦反而比較多，包含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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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面就是老爺飯店那一區，那也是滿早的。我在擔任科長的時候，

那民間所自辦的，再來就是區五的旁邊的旁邊，也就是區三，那也是

民間自辦都已經開發完成了，目前當下民間自辦市地重劃，目前在礁

溪鄉就有三個區。第一，第一區就是我們區五這一區，再來是往左的

第一區區一這一區，再來就老爺飯店下來那個健康休閒專用區。所以

整個的市地重劃作業，不管公、自辦，其實我擔任公職或者是退休之

後我也擔任了一些委員，其實對於市地重劃的業務，我也算是接觸的

相當的多。各位或許會問就是說，都已經退休了，為什麼回來今天擔

任聽證會的主席？因為聽證會的主席按照「行政程序法」57條的規

定，它是說機關首長也就是我們宜蘭縣的大家長林姿妙林縣長，她要

指派。或許基於我剛剛的自我介紹，我擔任過這麼多的那個地政的相

關的主管業務，我包含…我本身也做過羅東地政事務所主任，後來主

任之後也調過來宜蘭縣政府擔任地政處的副處長，也代理過地政處的

處長，後來退休的職務是副處長退休。所以市地重劃的業務，其實不

管公、自辦，我的歷練算是有一些經驗，不敢說蠻有經驗，但是有相

當的經驗。所以基於這樣的原因大概林縣長的考量，認為說，聽證會

的主持人，或許為了要公正一點，也需要遴聘一個比較有經驗，而且

又有一些熟悉這樣的一個業務的程序的人來擔任。其實我本人擔任聽

證會的主持人今天算是第三場，應該說四場。一場是公辦的農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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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重劃，一場也是…兩場自辦，一場是我剛剛講的，五峰旗下面的

礁溪休閒渡假區的自辦市地重劃，跟蘇澳的新馬自辦市地重劃，那時

候我也都是擔任聽證會的主持人。聽證會的主持人其實在「行政程序

法」有賦予他的一些責任，也就是說，我今天主持這個…聽證會決

議，其實我的重點，會抓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就是說，避免整個

會議程序進行太過…有受到阻礙。也就是說，如果說有某些土地所有

權人或是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他認為說他意見很多，他一直要說一直

要說。當然，我為了要會議的進行，我會適可的制止某一些土地所有

權人的發言，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說，整個的聽證會進行過程

當中，如果有妨礙聽證程序的進行的時候，我也會請他出去。因為畢

竟整個聽證會的程序的進行，是在…要讓大家充分表達的意見情況下

來做，當然，我只是說預先這樣子講。當然，我在想，各位對於今天

這個區五的自辦市地重劃區的業務，相信已經相當的熟悉了，我為什

麼會這麼講，因為一個自辦市地重劃要走到今天的地步，其實有蠻長

一段的時間，包含它成立一個籌備會，籌備會好了之後它要開一個說

明會，這個說明會也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市地重劃的相關的一些內

容，跟大家的一些權利義務，再來就是成立會員大會跟正式的成立大

會，這個會員大會跟成…會員大會的過程當中就是要成立一個重劃

會，重劃會好，擬定所謂的重劃計畫書、重劃章程、還有重劃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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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相信各位在來開這個會議之前，在會員大會過程當中，已經審議

過了重劃會的章程、還有重劃的範圍跟重劃計畫書，所以我才會講

說，各位今天應該…對這個業務，應該算是一個熟悉的一個業務。再

來是，今天聽証…其實，為什麼會舉辦聽證？各位或許會問說，為什

麼不辦說明會？為什麼不辦那個公聽會？是有它的法律的一個背景，

這個是在…要追溯到民國 105年之前，曾經有一個某一個縣，他在辦

理自辦市地重劃的時候，有民眾陳情到那個大法官，認為說他的土地

被納入市地重劃範圍的時候，他完全都不知道。當然這個我們個案我

們不去做探究，我在想比較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自辦市地重劃也

好公辦也好，大部分通知的地址，都是那個土地登記簿的那個地址，

除非土地所有權人他地址已經變遷，他沒有去地政事務所去做那個更

正的動作，所以通知有可能是沒有辦法收到，但是沒有辦法收到，也

有一定的程序，包含要公示送達等等。所以這個作業程序，因為民眾

可能…他說他不知道，所以大法官就在105年做了一個「釋字 739」的

解釋函令。這個解釋函令的重點就是說，民間在自辦市地重劃的時

候，它要充分給民眾去做表達意見。也就是說宜蘭縣政府、各直轄縣

市政府，在收到民間自辦市地重劃計畫書的時候，要做兩個動作。第

一個動作，就是今天的要開聽證會，聽證會讓相關的土地所有權人跟

已知的利害關係人，充分地去表達他的意見。再來就是說，除了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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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了之後，也要成立一個合議制的審查會，合議制的審查會，目前宜

蘭縣政府是用市地重劃委員會去做操作，它那裡頭有聘了兩位專家，

而且也有相關單位的主管，包含他們也會邀請管線單位，包含自來

水、電力、電信，甚至宜蘭有線等等單位，還有公所會做聯合審查那

個…市地重劃計畫書。這就是那個…大法官在105年的「釋字 739」它

的解釋的那個精神，為什麼要開聽證會的精神。也因為基於這樣一般

大法官解釋之後，內政部…它一定會講叫內政部做適當的一些修法的

程序。基於這樣，所以內政部在106年7月27號要他做了修正的「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法」。這個辦法裡頭27條，它有明確

的規定，就承如我剛剛所講的大法官的「釋字 739」它的解釋內容的精

神一樣。也就是說，民間申請自辦市地重劃書的時候，縣政府要開聽

證會。這個聽證會，邀請土地所有權人跟相關權利人來開今天的聽證

會。再來就是下一個程序，就是市地重劃委員會要做一個合議制的審

查。所以我剛剛講的一個重點，27條它有一個重點就是說，要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跟已知利害關係人來召開這個聽證會。所以也就是說，換

句話說就是說，如果不是土地所有權人跟已知利害關係人，原則上宜

蘭縣政府是不通知他來開會的，一般各位或許會有所疑問，為什麼不

邀請我們鄉級的議員、鄉級的代表來開這個會？因為畢竟按照這個法

條的精神是縱然他們來了也不能發表意見，因為這個是…聽證會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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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比較嚴格一點，只有土地所有權人跟已知利害關係人他才可以發

表意見。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土地所有權人跟已知利害關

係人，等一下如果要發表是不能發表意見的。我大概約略有看到那個

…我們前議員歐耀北，歐議員大概也在關心這個案子。我想如果因為

歐耀北據我所知，歐議員據我所知他不是土地所有權人，所以等一下

有要發表意見，不好意思，這個是不能發言，我先大概跟歐議員做一

個說明。再來就是，除了這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

法」27條之外，宜蘭縣政府為了要因應這個民間申請自辦市地重劃計

畫書，它也訂定了一些程序，它這個程序就是宜蘭縣政府受理「宜蘭

縣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要點」，這個作業要點它

第九點就很明確的載明了，就是說，這個程序要怎麼去走？其實程序

怎麼走？就剛我所講的大法官「釋字 739」跟獎辦，也就是「獎勵土地

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法」27條的規定的精神完全是一樣的。第一

個要先舉辦聽證，第二個聯合初審。聯合初審大概今天我左右兩邊的

那個縣府相關的單位，包含都市計畫的、包含交通的、包含水利的…

等等，而且還有一些管線單位等等，那個是在市地重劃委員會的時候

才會做邀請，就是聯合初審的時候會請他們提供意見，然後彙整了他

們的意見，再跟今天各位的聽證會期間，聽證會的一些意見，一併呈

給合議制審查的單位，也就是市地重劃委員會去做聯合的審查。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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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會其實算是滿嚴謹的，所以各位放心，不是說今天開完這個聽證

會，宜蘭縣政府就會核定了今天市地重劃計畫書，不是喔！今天只是

要聽各位蒐集各位的意見，去呈給所謂的市地重劃委員會去做審查的

一個意見。再來聽證會，其實還有一些程序在。當然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多說，大概各位可以去看那個「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

有蠻多的一些程序。它整個重點大概就是說，其實今天邀請各位來開

會，宜蘭縣政府之前也做了蠻多的事情，包含它要簽辦給林縣長，到

底聽證會的主持人要邀請誰？這個是要做的。再來確定之後，它還邀

請聽證會主持人去研擬今天聽證會整個流程要怎麼走？聽證會的內容

要怎麼去做擬定？包含這個其實宜蘭縣政府很用心，包含它還擬定了

三個那個所謂爭點，就是各位這邊，那公文你們大概也有收到，這三

個爭點就是要給各位參考，你們認為說這個有可能跟你們的權利義務

有關係，當然可以提，所以…但是提的時間是 10月 19日跟等下進來

的時候，也就是現在時間已經截止了，進來的時候有提的時候就可以

今天來做發表意見，這個就是整個的聽證會的整個的一個法令的一個

規定。當然聽證會…為什麼要召開這個聽證會？我剛剛已經說了。聽

證會所要達到的這個重點到底是什麼？重點大概只有兩種，就是聆聽

重劃會報告市地重劃計畫書的內容跟要旨。相信之前已經寄給各位，

大概已經有一個多月時間，各位也應該都看過，等一下我們來聽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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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報告，今天整個的重劃計畫書它的內容要旨到底是跟什麼？它等

下會做報告。再來就是說要聽各位的意見，就是聽證會整個兩個的重

點是這樣子。聽證會的目的，其實我剛剛大概也有約略有提到，就是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蒐集各位的意見給市地重劃委員會做他在審查

市地重劃計畫書的一個參考，所以它的程序上大概就是屬於搜集式的

聽證不是審判式的聽證，所謂審判式的聽證或許等一下會有人講說：

報告主席，我今天的意見一定要請宜蘭縣政府採納、一定要請重劃會

採納。抱歉，因為聽證會主席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權力，他只是搜集各

位的意見，呈給市地重劃委員的意見，所以聽證會主要的目的大概就

是這樣。最後，因為我剛剛在自我介紹過程當中，我講了蠻多我的經

歷，有關於市地重劃的經歷。所以我想我就花一點時間來跟各位分享

一下，什麼叫做市地重劃？可不可以秀一張那個今天這個區的那個重

劃前的那個地籍圖？有這個圖嗎？這個是細部計畫圖…重劃前，剛剛

有，對。各位看這個圖裡頭，這個圖，你看這個地籍是相當的凌亂，

所謂凌亂就是說，沒有很四正，一般講…大概不是正方也不是長方形

這樣子，所以你看地籍有的是長方長條，這個是那個春和那一個，大

概也蠻長像這個也蠻…都蠻長的。簡單講，這個重劃前的地籍是相當

的亂，再來就是整個各位來看，這整個都沒有公共設施的配置簡單說

沒公園、沒道路，更不用說裡面有做那個汙水、自來水、電力電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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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自來水相關等等的管線配置，這個就是完全都沒有。再來就是

說，因為這樣的一個地籍，在我的想法就是說，因為畢竟這樣的一個

地籍，要買賣其實是比較困難，所謂比較困難就是說，人家會認為這

裡沒路沒頭，地籍這麼亂，再來就是說，可能權屬會比較複雜一點，

所謂權屬複雜就是說，可能都繼承下來的，我們台語說一串好像粽一

樣。所以這種東西可能以後要買賣，以後要做一些處分，可能會比較

比較困難。那可以透過重劃之後，這個地籍就會比較好一點，可以秀

一張那個都市計畫分區配置圖嗎？對，剛剛那一張。你看，這我剛剛

有提到，這個剛剛都沒有公設，這裡就有公設了，公園，這個應該是

廣停是？廣場，這個就是白色的這個就是道路。地籍來講，你看這個

都有一個很完整的區塊，未來土地分配應該是這樣切左右這樣分，沿

路的大概就是從這樣分，所以未來的地籍大概就會比較方正一點，簡

單講就是方正一點。公設也有，公設的下面，這個工程裡頭，重劃計

畫書大概都有載明要做一些管線，所謂管線包含所謂的汙水、自來

水、電力、電信，那當然路燈是一定要的，公園也會做一些所謂的粗

整地，跟一些基本設施，所以整個的公共設施會比較完備，地籍也會

比較好。如果說，各位，我剛有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土地所有權人

會複雜的部分，複雜的部分可以透過市地重劃去做解決。今天在座的

各位，如果說你們的權屬是很多人的話。其實透過市地重劃，你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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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重劃會申請要拆單，什麼叫拆單呢？就是說我要拆開，我五個土

地所有權人我要拆成五張。但是你們要同意才能會拆單，但是有一個

先決條件就是說，你拆單的情況下，你要能夠最小能夠後配的扣除負

擔之後那個分配面積要能夠達到最小分配面積，這樣子重劃會才會同

意你去拆單。所以整個重劃好了之後，第一個我剛剛所講的公設完

整，土地所有權人來講對這個公設完整，第一個產權清楚，再來就是

說能夠有透過拆單的程序，產權就要分給個人，就可以分給個人。這

是土地所有權人的好處。那對於整個周遭這一區或者是整個的周遭來

講，其實是有它的價值存在，因為畢竟公設都已經完備了，土地周遭

環境一定都會比較好，所以對於周遭的環境。對於縣政府來講或是公

所來講，因為這區整個好了之後的公設是要移交給礁溪鄉公所。宜蘭

縣政府是那個土地所有權人，但是管理機關就是礁溪鄉公所。所以就

是一個…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常講，這是一個三贏的土地政策，也就

是說，政府贏、民眾贏、周區也贏。政府除了剛剛所講的這個取得這些

公共設施之外，當然我們知道重劃之後，他這個產權清楚以後，我想

各位會有一些移轉。移轉，當然政府就可以課一些所謂的那個機會…

稅。所以這個就是說，市地重劃的一些好處所在。我相信在過往的各

位所參加的說明會，成立大會或是會員大會過程當中，或多或少重劃

會都會有所說明。或者是說，各位在都市計畫階段的時候，它以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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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來整體開發的時候，或許地政單位當初如果有列席的，他也會約

略說明這一些。以上，大概是針對整個的什麼叫做市地重劃？市地重

劃所要聽證會所要達到的目的、重點跟它的法源所在，我約略跟大家

做這以上的說明。整個接下來，大概就是幾個聽證程序，聽證程序等

一下我們土地開發科的許科長，大概約略會跟大家做一個報告，整個

的程序、整個的重點，就是等一下許科長會就整個的會議怎麼樣去做

進行、注意事項他會做說明，重劃會會報告重劃流程、內容要旨。再

來，就是我們拜聽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跟已知利害關係人的一些意見，

好了之後我會請牽涉到哪一個單位要答覆的，我會請我左右兩旁的相

關的單位去做答覆跟說明，最後我本人會做一個結語，今天聽證會的

一個結語。好了之後，我們就結束今天這樣的議程。以上我大概我今

天大概我花了算有蠻多的時間，大概二十五分的時間去說明今天整個

市地重劃的，它的為什麼要辦聽證法令？跟整個它要所要達到目的跟

重點是在哪裡？順便跟大家分享市地重劃的一些精神，它的主要的一

些精神所在。接下來我們就進行下一個議程，下一個議程可以秀那一

張我們的那個議程表嗎？我現在就已經到這個主持人說明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主管機關報告，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土地開發科的許科長跟

我們報告今天聽證的程序、發言時間跟相關的注意事項。好，請，許

科長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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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科許進星科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宜蘭縣政府地政

處土地開發科科長，我姓許。接下來我會就我們今天聽證的一個會議

程序，大概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說明。我現在後面會就我們聽證的必要

性，跟我們聽證的會議議程，聽證會議注意事項，接下來就是我們聽

證會議記錄，跟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分別做說明。大概聽證第一，聽證

的必要程序，大概我們剛才主持人大概也有講過了。依照司法院「釋

字 739號」解釋的意旨，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的方式審議擬辦重劃範

圍及重劃計畫書，我們今天大概做的是重劃計畫書的一個聽證，並於

核定前給予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及舉行公

聽會。另外第二個是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

條的一個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

劃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

舉辦聽證。大概會就整個今天聽證會議議程的部分，大概做一個簡單

…大概總共有10項。報到的部分大概就已經都過了，第一個是報到還

有貴賓的一個介紹，主持人的說明及開始聽證的一個會議。再來是主

管機關的一個報告，另外就是重劃會說明整個重劃計畫的一個內容跟

要旨。接續會由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接續會由宣讀未出席

者的一個書面意見，另外就會詢問證人、鑑定人或相關人員。另外接

續大概第九項的部分是由當事人、利害關係人發問或其他出列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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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回應，最後大概就會由主持人結語跟宣布整個聽證的一個終

結。在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這個部分在開會前要依限

事先提出，大概整個書面提出整個陳述意見及於會議開始前大概現場

登記陳述意見者，這才符合整個聽證的一個發言，發言順序會依照我

們登記發言順序辦理。陳述意見的一個時間跟提出證據，每人是 3分

鐘並以1次為限。發言的時間2分鐘時會按 2短鈴，3分鐘時間到的時

候會按 1個長鈴，就要停止發言。過號的一個處理方式，是唱名 3次

未到場視為過號，於其他人陳述意見後才可以補行發言。另外在當事

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發問及其他出列席人員的一個回應。發言的一個

順序須經主持人的一個同意。發問時間每人3分鐘，並以1 次為限。

回應時間每人 3分鐘，並以 1次為限。發言時間 2分鐘時會按 2 短

鈴，3分鐘時間到的時候會按 1個長鈴，就要停止發言。超過時間時

應停止發言，如未停止，後續的發言不列入本次的一個會議紀錄，惟

該書面的一個意見仍會提交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去做審議。接續整個

聽證會議的一個注意事項，一、本次聽證係由當事人及已知利害關係

人或受託人(以下簡稱發言人)於會議中陳述意見、提出證據及發問，

重劃會代表、證人、鑑定人或相關人員(以下稱為其他出列席人員)經

主持人同意得發言或發問，非符合上開以上資格的部分不得發言。

二、聽證會議報到時，出席發言人及其他出列席人員，應出示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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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正本，就是身分證或有照片的一個證明文件的正本，供主辦機

關的一個核對。三、開會前依限事先書面提出出席發言人，發言時間3

分鐘並以1次為限，屬第一輪的發言；於現場表示有發言意願者，應

於會議開始前現場登記，列入第二輪的一個發言，發言時間以 3分鐘

並以1次為限。四、依限事先書面提出或現場登記發言人及其他出列席

人員，發問及該回應時間各以 3分鐘並以1次為限，倘發問後欲再發

問或再回應時，得經聽證主持人同意後，再發問或再回應 1次，各以

3分鐘為限。五、陳述意見、發問或回應時間剩 1分鐘按 2短鈴，時間

屆滿時按 1長鈴，超過時間應停止發言，如未停止，後續的發言不列

入本次的一個會議紀錄，惟仍可依本注意事項第六點辦理。六、開會

前未依限事先提出及現場登記發言者，會議開始後原則禁止發言，應

改以書面提出，並不予列入本次的一個會議紀錄，惟該書面意見仍提

交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七、出席陳述意見者或其他出列席人員

發言或發問的內容應以聽證爭點為範疇，不得為人身攻擊。若有偏題

或與主題無關之發言，主持人可以立即制止或限制發言。八、出席陳

述意見者及其他出列席人員或參與會議人員有違反法令、本注意事項

或妨礙正式聽證程序之發言或行為，或經主持人指示停止發言而仍持

續發言，致程序延滯者，主持人得請其立即離開會場。九、如因發生

不可抗力之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議事進行情況，主持人得中止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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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序。十、本次的一個聽證會議採全程錄錄影、錄音，聽證紀錄完成

之後會公開於本府地政處網站供公開閱覽，並經主持人指定日期、場

所供發言代表及其他出列席人員有陳述意見(含發問及回應)者閱覽，

並請其簽名或蓋章。發言代表及其他出列席人員拒絕簽名、蓋章或未

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由。十一、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

者席旁聽，並於指定區域錄音、錄影或照相。聽證會議開始前或結束

後得從事採訪，惟須於會議開始前 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

序進行中，不得從事採訪。十二、聽證程序進行中，出席者應遵守下

列的一個規定：(一)禁止吸菸、嚼食檳榔或飲食，並將行動電話關閉

或靜音。(二)他人發言時不得干擾或提出質疑。(三)禁止將標語、海

報、各類布條、旗幟、棍棒、擴音設備等物品，攜帶進入會場及會議所

在辦公廳舍區域。(四)不得大聲喧嘩、鼓譟、擅自前往非指定活動區

域。十三、本次聽證以國語為主，使用他國語言者，應自備翻譯人員。

十四、如遇有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致原訂聽證場次不克舉辦

時，主辦機關得順延會議於…大概就是 109年 11 月 7日下午的一個

同時間的一個地點舉行，並於本府地政處網站發布訊息，不再另行公

告及書面通知。十五、本注意事項的一個內容，得依需要隨時更動增

刪。肆、大概聽證的一個會議紀錄，本次的一個聽證會議採全程錄音

錄影，聽證紀錄完成後公開於本府地政處的一個網站供公開閱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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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持人指定日期、場所供發言人及其他出列席人員陳述意見者閱

覽，並請其簽名或蓋章。發言代表及其他出列席人員拒絕簽名、蓋章

或未於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由。聽證的一個會議紀錄

將併同相關文件，大概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會後提出意見

的部分，會後提出意見者，將不納入聽證的一個紀錄，惟仍提交本縣

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伍、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我們今天大概是

舉行聽證會議，後續聽證完之後先再舉行一個聯合初審會議，接續就

會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審議完成之後會簽報縣長核示，不

予核准的話就會敘明理由，敘明駁回的理由，如果核准的話會將整個

文件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文件包含：1.重劃計畫書。還

有聽證會議的一個紀…2.聽證會議的一個紀錄。3.市地重劃委員會的

一個會議紀錄。另外大概上面的一個文件，也會公告在機關的一個公

告欄及網站上。大概我的簡報到此結束。

主持人：好，謝謝許科長針對今天我們聽證的程序、發言時間跟

聽證的注意事項做詳細的說明。其實剛剛許科長所報告的我想跟各位

比較有關係大概，發公文給各位的時候，那個附件二聽證注意事項，

我這邊再抓幾個重點跟再重複跟大家做說明。第一個就是說，它的第

一點主要是說，今天聽證發言的人的資格，發言的資格就是我剛有提

到土地所有權人跟已知利害關係人，還有證人以及重劃會代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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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一下會指定可以發言的那些機關代表的人才可以發言，這是第一

個重點。第二個重點是，聽證注意事項三的部分。今天我們的程序大

概分成兩個，第一輪就是 10月 19日有提出申請說今天聽證會要做說

明的人，就是第一輪發言，第二輪發言就是剛剛進來的時候，我們報

到人員大概有請各位，如果說今天有要發言那麼請到我右手邊那個地

方做登記的部分，這個納入第二輪的發言，時間原則上都是三分鐘。

再來注意事項的第六，這個第六裡頭它是一個算是一個權宜措施，所

謂權宜措施就是說，今天可以發言我剛剛有提到 10月 19日有提出來

的，跟剛剛進來有登記要發言的那個才可以發言。那各位或許我也會

想說那我之前10月 19日前我可能沒有想到說要提什麼，剛剛進來的

時候我也沒想到說要提什麼，不過這個就是一個補救措施。就是說等

一下你如果認為說還有意見只是說不能發言，但是你的意見的部分可

以向工作人員拿那個空白的表單，去寫說你的意見是怎麼樣，這一些

意見，宜蘭縣政府會做另一種紀錄，一併呈給市地重劃委員會在審查

計畫書的一個參考。各位可能也會想說，我寫的可能比較麻煩，不過

宜蘭縣政府今天也算是貼心，他也設立了一個諮詢處，就是我的左手

邊那邊有兩個長頭髮的小姐，一個是蔡小姐一個是林小姐，站起來揮

揮手一下，揮揮手感動在心頭。這個她們這樣的，她們兩個是專業而

且又也很熱心，所以各位等一下不管在會議當中或者是會後，可以針

19



對市地重劃的業務可以就教她們，因為她們算是宜蘭縣政府辦理公辦

的市地重劃，她們辦理相當有經驗，所以各位儘量的問，給她們問看

看會不會倒？我在想問她們不會倒，我看是比我還厲害。這個大概就

是第二點。第十點就是整個的我們的過程當中，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都

有那個小姐都有架設那個錄影機，我們大概有錄影、錄音。最主要就

是要保留這個檔，大家以後有什麼爭議，那個可以調這些錄影、錄音

檔可以出來。紀錄的部分，剛剛許科長也有報告，我們未來…等一下

我會指定時間，公布在宜蘭縣政府地政處的網站，同時也會公告在地

政處土地開發科。各位就可以時間到的那一個時間點可以去看，那看

完了之後當然有發言的人要去做一些確認。所謂確認就是說，聽證紀

錄所寫的是不是如你們所說的？所以這個請大家去做一個確認，當然

如果說沒有去做確認，那個業務單位他大概也會做一個附註的一個說

明。簡單講就是說，沒有來確認或者是說有來但是沒有做確認，大概

類似這樣的一個用詞，再來就是十二點就是整個的聽證會進行的程

序，這個我剛剛大概也約略有說。儘量手機開靜音，不要抽煙也不要

吃檳榔，我剛剛看剛剛大家都沒有。不得干擾程序的進行，這個我剛

剛也說了，再來就不要大聲的喧嘩妨礙整個聽證程序的進行。再來就

是…最後就是儘量能夠以國語發音為準，這個用意主要是說因為畢竟

今天有專人在做紀錄，紀錄的小姐大概也蠻年輕的，台語可能…她要

20



轉換為紀錄比較比較困難一點。不過依我過往的經驗，其實類似說明

會、公聽會或聽證會，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講台語，台語畢竟跟大家

比較親近，那沒關係等一下如果說發言者，你認為說你的台語不輪轉

你說台語也沒關係，但是請聽證會的小姐大概再大概再辛苦一點，以

上大概就是我們許科長，針對整個的聽證的程序、時間跟注意事項，

所做的一個說明。接下來今天的聽證重點之一齁，重劃會要說明整個

重劃計畫書的內容要旨，所以請重劃會代表…是理事長要說明？還是

你要說明？那就請重劃會代表列席，這個張…重劃會代表張建築師，

張建築師請做整個重劃計畫書的內容要旨說明，以上。

重劃會代表張宏維建築師：好，謝謝主席。主席以外的先生女

士，張宏維建築師僅代表重劃會，有關第五區重劃的事項來做簡單的

說明。那因為內容比較冗長，再加上必須要說明的事項也比較謹慎，

所以在與會的各位，我先確認一下，第一個有沒有帶重劃計畫書草案

的這個計畫書？有嘛？那我就依照重劃計畫書的內容事項逐一的跟各

位做說明。首先說明的是，有關於市地重劃自辦重劃的一個歷程，整

個歷程型態來講的話，是壹貳佰…對不起兩仟一佰，2018年 7月 12

日的時候籌備會核准成立。那 9月 6日的時候，有辦第一次首場的說

明會。同年10月 20日的時候，我們舉辦了一個成立大會。同年12月

17日的時候，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隔年 2019年 2月 22日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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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第二次的會員大會。那2020年 3月…就今年3月 6日的時候，重

劃範圍核定。那接續的是現…依序辦理所謂的重劃計畫書的草案提

送，那沿至到今天辦理公聽會。那有關歷程的部分，可以確認。第二

個部分我們看一下重劃範圍，有關重劃範圍的部分。以目前的總面積

是 3.110486公頃，那主要的範圍型態來講的話，是在於整個以東至

別墅區的第四區。喔…不好意思喔，東部的部分來講的話，是以別墅

區第四區為主。那西部的部份是在機關用地，原來的明德訓練班。那

南部的部分是，8-1號道路就是現在台二更線。北部的部分，是以非

都市土地跟保護區為界，所以全部面積是3.110486。法令依據的部分

比較冗長，那法令依據的部分來講的話，總括型態來講最主要是依據

「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60條之3…第3項、還有「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14條以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25條辦理，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部份是，有關都市計畫的主要計畫，那主要計畫

的部分來講是「變更礁溪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在這個部分

是宜蘭縣政府99年 2月 5日的時候公告實施。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

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第四個部分是，有關…依據

「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規定，這個部分跟土地所有權人

比較影響比較大的是，位在原來「兒三」，「兒三」的部分，以無償捐

出原規劃面積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為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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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第五個部分是，本重劃區於 102年 12月 29日宜蘭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在第 108次的會議紀錄上第二案審議，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

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同意所請規劃。意思就是說，我們這個案

子已經經過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同意。第六個部分是有關重劃區

內的水土保持，經過宜蘭縣政府107年 8月30日核定。那意思就是都

市計畫完結之後，我們就辦理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已經完成。那現在

是這附近我們有個敏感地，所以在重劃區有關地質敏感地區、地質調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的部分，已經經過財團法人永續發展工程學

會在107年 7月 3日審查完竣。第八個部分是，有將環境影響評估，

而這個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我重申喔！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在 107

年 1月 4日函示說明三所示：經宜蘭縣政府環保局認定俟經重劃完

成，依規定解散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依細部計畫規定自行興建或採

整體開發方式興建開發時，再行認定應否環評。這個是往整個過程當

中，比較大的一個進度的環節。那第九個部分是，重劃會…重劃區依

宜蘭縣政府 103年 4月2日我們這個位置位並沒有…並沒有涉及文化

資產保存法所稱的文化資源(它包括水下文化資源)所指的古蹟、遺

蹟、重要聚落、文化景觀及歷史建築等等。第十個部分是，依照宜蘭縣

政府108年1月 3日整個型態來講，地區範圍內沒有珍貴的樹木及受

保護的一個樹種。有關辦理重劃原因跟預期的效益，這部分總共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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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含五個單元。第一個部分是都市計畫的沿革，依照程序在辦理都

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總共在礁溪地區的部分劃為住宅區、商

業、旅館…等等。那其中有關別墅區，是以適當的規劃為九個區塊，

各個區塊是依照「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作業要點」申請開發

許可，或者是…我們現在就是或者是，或依都市計畫第 24條規定自

行擬定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或整體開發方式辦理。那我們整個區塊

…我們重劃區在 102年 12月 19日經過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80次會議

的審議通過。審議通過是「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

計畫案」，同時檢討山坡地開發的限制，那配合地形特色及整體開發

原則，規劃進出、聯絡道路以及人行步道，建立完整的交通系統，並

且留設公園、廣場、停車、溝渠等公共設施用地，其他的部分依規定劃

為別墅區。第二個部分是，重劃區辦理原因跟特殊的情況。重劃區是

位於都市計畫的保護區跟住宅區之間，那同時又面臨一個 8-1號，就

是現在的…未來的15公尺計畫道路。那具備發展高品質的居住環境跟

休閒旅遊的環境，良好的形式跟條件，所以呢，在這部分擁有興建別

墅型的一個環境是具有潛力的。那目前的土地除了春和日式浴池之

外，還有一部分的零星建築跟鐵皮屋還有明德訓練班，明德訓練班已

經撤了。其餘皆為原始的雜林、菜園，那還沒有完畢，還沒有開設完

成，所以說必須有妥善的規劃的必要性跟迫切性。那整個型態來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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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重劃區裡面公共設施用地是 0.9625 公頃(這 0.9625 公頃包含了

道路用地 0.6887 公頃、停車場用地是 0.0429 公頃、公園用地是

0.1842公頃、廣場的部分是0.0327公頃、溝渠用地的部分是在0.0140

公頃。可供建築面積如果按照整個型態來講，可以供建築面積就是別

墅區的部分，劃地的部分是2.1402公頃，那預估容納 362個人。那環

境改善的部分，在條件上開發完成的時候，是可以促進都市的一個健

全發展，那改善都市的景觀，同時提供優良的居住環境。那完成各項

公共設施用地建設，除此之外還可以消除畸零，還有清理產權，有利

整體開發。那整個一個都市計畫的一個檢討的型態，重劃區的土地使

用現況的圖例，請各位參閱。公共設施有關於重劃區的公私土地的一

個面積跟土地所有權來講，以目前截至 109年 10月。私有土地的部分

是 219個人，面積是…30,129.34 平方公尺，公有土地有 1…土地所

有權人是 1個，面積是 976.52。合計人數的部分含公私在內是 220

人，面積的部分是 31,104.86平方公尺。那所有權的部分公有土地的

部分請參閱。以目前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的情況來講，總人數的部

分是 218人，同意的部分是 112 人佔 51.38％，沒有同意的部分是

106人佔48.62％。總面積的部分是30,128.34平方公尺，同意的部分

是 20,918.3佔總面積的 69.43％，那沒有同意是 9,210.04，那未同

意的一個百分比是 30.57。有關於本重劃地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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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攤比例，那這個部份來講分兩個部分，我放慢腳步。第一個部分

是，重劃區一般的比例…分攤比例是 40％，一般是 40％。第二個部分

是「兒三」，意思就是坵塊部分，我們原先都市計畫在「兒三」範圍

內，分配的部份來講的話區域為 61，61。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有關

「兒三」的部分我再重新說明一下。依據「礁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規定：原來的「兒三」以「無償捐出原規劃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作

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的面積變更為別墅區」的原則，所以併入別墅

區開發區第五區整體開發，有關於百分之三十的公共設施用地，是不

得計入到本「作業要點」第四點之公共設施面積比例。所以呢，在這部

分依據平均負擔比例超過 45％以上的時候，必須要經過半數之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的…及同意土地使用，那同意的人數跟同意面積的部分

是這樣，在「兒三」的部分齁，「兒三」的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總人數是

55，同意人數是 30人，佔人數的 54.55％，未同意的部分是 24，佔

百分比的部分是 45.45。那私有面積，有關於總面積的部分，總面積

是 6,129.47 平方公尺，同意的部分是 5,646.94 佔同意面積的

92.13％，未同意的部分是 482.53，面積的部分是佔百分之 7.87％。

那有關於辦理重劃會的一個情形，在 107 年 9月 6日上午 10點的時

候，在德陽社區活動中心召開重劃會的一個座談會，總共有 39位人

士到場。那會中提及召開會議的緣由、重劃的意旨、重劃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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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稅賦減免及重劃作業時間表等等之類。那以上奉宜蘭縣政府核准

查備，喔對不起…備查。那有關於重劃區內原有的公有道路、溝渠、河

川及未登錄地區的面積，以目前來講的話有，最主要目前是有一處…

喔對不起…河川區目前有一處，面積的部分是 7.81，那還有原來五

峰旗…對不起…五峰段…129-2地號，面積 109.8，所以總面積抵充

做公共設施的部分是187.92平方公尺。那這個部分是依照「平均地權

條例」第 60條第1項規定，抵充為公共負擔的公共設施用地，那檢附

抵充土地分配土地分布的示意圖。目前這個位置是春和，春和旁邊下

游這一段是湯圍溝的園區的部分。那重劃的部分來講，土地總面積是

31,004，喔對不起…重劃面積是31,104.86平方公尺，公有土地的部

分是 9…公有土地的部分是…976.52平方公尺，私有土地的部分

30,128.34平方公尺。公共設施面積分攤的部分，我放慢腳步，第一

個部分是有關於「兒三」捐出的公共設施或買回土地，那以目前的一

個數字是佔 30％，那面積的部分是 1,838.84，所以按照分配負擔

30％之後呢，可以做公…必須要做負擔公共設施的面積的部分是

713.65，那負擔面積這樣換算的部分來講的話是 183.86，所以配回

土地的型態來講的話是 941.30，那這個部分是已經捐出來做公共設

施或補足公共設施面積的部分是162平方公尺。那「兒三」參加…「兒

三」參加重劃面積的部分佔 30％，這分配的型態來講的話，面積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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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 4,290.63。所以依照公共設施分配比例型態來講是乘上

30％，1,287.19平方公尺。那負擔費用跟比例面積的部分 429.06平

方公尺。那配回的面積的部分乘上60％所以是2,574.38。接續的是公

共設施用地的一個分攤比例，那分攤比例的部分，一樣總共有四個單

元，一個是「兒三」、一個是一般、第三個是抵充、還有「兒三」捐出的

30％的一個補足。那目前範圍的話「兒三」，「兒三」的部分是

6,129.47，負擔公共設施比例是 1,838.84，負擔費用跟比例面積的

部分是 612.95。所以配回的面積這個部分來講的話是3,677.68。那因

為有一個補充的面積，所以實際的面積是3,515.68平方公尺。那一般

區的部分面積是 24,787.47，公共設施的部分乘 30％所以是

7,436.24。那負擔比例面積的部分是10％，所以這部分是2,478.75。

配回土地的部分是乘上60％，14,872平方公尺。抵充的地的部分是公

共設施，原來的公有土地做公共設施使用，所以抵充地是

187.92，100％抵充所以187.92。而「兒三」捐出的30％公共設施來補

足的部分是 162，所以呢，全區的面積總共是 31,104.86平方公尺，

公共設施分擔面積是9,625平方公尺，負擔比例的部分是 3,091.7平

方公尺，配回土地的面積合計是 18,388.16平方公尺。這個部分是可

能大家比較關心的，就那些數字是怎麼來的？這個數字…來，我們首

先有關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計算的過程，第一個數字是一般區域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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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地平均分擔比例，比例的部分是首先是公共設施用地的分擔總面

積減掉原來公共設施的部分做公有道路、溝渠面積，那除分母的部分

是重劃前總面積減掉原來抵充的就是上面這一個分子的部分，所以

呢，以剛才來算的話 9,249.16那分母的部分是30,916.94，這個部分

是有關於算出來面積是公共設施的部分。原來「兒三」的部分，是先要

把無償提供公共設施 30％的部分先拿出來，再加上參加重劃負擔公

共設施面積，然後除「兒三」的區域的總登記面積，因此換算出來的

是，分子的部分是 3,126.03分母的部分是 6,129.47，所以分配下來

是51％。這兩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就是我們剛才提到，有關一般區域

公共設施分擔的部分是30％，「兒三」的部分是分擔的部分，公共設

施分擔的部分是分擔 51％。這是我們整個區重劃區裡面，比較特別

的、不同的公共設施分攤方式。那有關於分攤的費用，最主要的型態

來講的話工程費的部分，約佔價金的部分是 8,000…對不起 9,850萬

元，那重劃費用的部分來講的話是 8,835 萬元，合計的部分是

10,000…1億8,658萬，再加上利息 10％來算的話，那我們總共的一

個重劃費的負擔約 2億 5,003萬。剛才的數字是面積，現在談的是價

金，那價金的部分是用預估的方式來做處理。預估的部分來講，每平

方公尺跟坪不一樣，一平方公尺等於 0.3025坪，一平方公尺等於

0.3025坪。所以一坪的部分是 66…對不起，一平方公尺是 6.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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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坪的概估是21.78萬元。那在這型態來講的話，我們有一個總費用

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把面積轉換成費用的概念。總工程費用加上…

工程費加重劃費還有貸款利息，那分母的部分來講的話就是重劃後的

平均的地價乘上總面積減掉原來的抵充的那個面積乘上 100％。所以

呢，「兒三」的一個總費用這樣加總起來的話，約莫是 4,039萬。而一

般區的部分呢，約莫的部分是…對不起 1億 6,464，1億 6,464 萬，

這是有關於費用分擔的型態。那土地所有權人平均分擔的比例概算，

一樣因為不同區域所以分為一般區域跟原「兒三」。那一般區域的部分

是，從一般的公共設施平平均負擔比例加上費用的平均負擔比例，所

以呢，30％是公共設施那加合計加總是 40％。那原「兒三」的部分是，

原「兒三」的公共設施分攤比例加費用分攤比例，所以加總的部分是

61％。有關目前的一個重劃區原有合法房屋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的一

個原則，全區裡面並沒有所謂的合法房屋那或者是既成的社區重劃，

那因此在這部分是沒有訂定所謂的減輕負擔原則。依照財務計畫部

分，剛才的式子裡面合計的費用是貳億零伍佰零參萬捌仟元。財力源

的分配是由重劃會自行財源自行籌措。償還計畫的部分兩個，第一個

部分是土地所有權人用抵價折價給付，重劃負擔的抵費地出售價款或

者是繳納差額地來償還。第二個部分，是本區重劃開發由東府建…東

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負盈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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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重劃開發費用，重劃後全部抵費地授權理事會按重劃後評定的地價

出售予東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或該公司指定的人士。那有關現金流量

的部分，目前我們估的部分是到第六年…第六年的部分。所以在從第

一年的部分，重劃費的負擔費用是2,861，那收入部分是0所以當時

的淨值是2,861.5萬。第二年的部分是 6,150.8萬，那沒有收入所以

負 1,000…負 6,150。第三年的部分，支出的部分是 6,552.2萬，那一

樣沒有收入所以負值 6,550.2萬。第四年的部分是3,197萬，那沒有

收入所以一樣是負值…3,197。第五年的時候，預計開始做重新的一個

抵價地的收費的存在，所以在抵價金的存在的時候收入的部分是 1億

9,000 萬，支出的部分是 1,039.3 萬，所以在這個部分淨值是

1,000…1億 7,960。第六年部分，是在做後續的一個匯入跟土地分配

的動作，所以大概是 702萬的支出，那收入的部分預計是 1,503萬，

那合計總收入跟支出的部分是貳億零伍佰零參萬。那有關進度的部

分，進度的部分我們用六年來做處理。所以從發起開始是在 107年 5

月到 107年的 9月。那工作項目的部分是，第二…對不起，第二個部

分是擬定重劃範圍，是在 107年的 5月到9月。那重劃會的章程的部

份，是107年的9月到 10月。重劃會的召開第一次的部分，109年的

9月…對不起 107年 9月到 107年 10月。那奉准成立的部分，是 107

年的 10月到 107年 11月。核定範圍的部分，是 107年 12到 109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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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那徵求同意書的部分，是107年 9月到109年的5月。那有關草案

的一個擬定跟關係人的通知的部分，是 107年 12到 109年 12月。測

量、調查的部分，是109年 12月到110年的 6月。那有關拆遷補償的

部分，是 109年 12到 110年的 12月。那負擔跟分配的設計型態，是

110 年 6月到 111 年的 10 月。公開展覽應分配結果和異議處分的部

分，是110年 11到 111年的2月。申請地籍的整理的部分，是111年

的2月到111年 4月。辦理交接清償的部分，是110年 5月到110年 7

月。財務結算的部分，是110年 9月到110年，對不起…111年 8月到

111年 9月。那有關重劃計畫書的部分是在110年，從對不起…撰寫重

劃報告書，是111年 10月到111年 12月。那解散的部分，是111年的

12月。那有關於都市計畫以及重劃範圍的套疊，這張圖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沒有做改變，那請各位參閱。那以上是有關於自辦重劃委員會有

關重劃計畫書草案的一個宣讀跟報告。以上，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重劃會代表張建築師的…對整個重劃計畫書的

內容做逐條的詳細說明。我想整個重劃計畫書的內容，其實各位最想

知道的大概就是負擔多少？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大概就是現

在表定的時程，到底符不符合這樣？在座的土地所有權人應該可能比

較關心的大概就是這兩點。我看了這本的重劃計畫書，我跟各位大概

做一個摘要性的說明，這一區比較特別，因為它有分成「兒三」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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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區，那一般區的負擔它只有 40％，公設 30％跟費用 10％總共加起

來是 40％。這 40％就符合「平均地權條例」60條的規定，就是 45％以

下就不用取得大家過半的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這個是符合的。再來

原「兒三」，原「兒三」這一區比較特別，它的負擔看起來是 61％，尤

其公設是51％費用一樣是 10％加起來是 61％，最主要是因為都市計

畫在三通，也就是第三次通盤檢討時候，它也特別的規定，就是說這

一區的「兒三」它未來要捐出30％。這30％呢不能納入所謂的公共設

施土地內，所以在「兒三」的土地所有權人，他才會感覺我這個怎麼

會跟一般區域差那麼多，原因是這個原因。剛剛那個重劃會代表也約

略有說明，不過這個超過 61％也就是超過表定的 45％，當然要取得

土地所有權人原地過半的同意。我看了計畫書，人的部分大概

54.55，地的部分是 92.13，所以地的比例算是高啦，人的部分也過

半。所以這也符合條例第 60條第3項的但書的規定。第二項各位比較

關心的就是說，這個重劃按照表定的期程，重劃計畫書的那個附件七

裡頭，把目前重劃作業的期程應該是在重劃計畫書草案的擬定跟送縣

府去核定。它表定的期程是到今年的年底，今天是 10月 31日開聽證

會，下一個程序就是聯合初審跟市地重劃委員會，如果能夠在 12月

底核定的話，那麼這整個就差不多符合表定的期程了。那整個重劃作

業的期程是在111年要做完成，111年 12月完成，看起來只剩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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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又兩個月，不過後續的作業其實還是蠻冗長的，包含我剛剛有

提到市地重劃計畫書的核定，縣府市委會的核定，那個委員會是一個

蠻嚴謹的委員會。核定好了之後，再來要公告一個月，公告一個月好

了之後再補償費的查估、公告，公告期滿 15天內發放補償費，補償費

好了他們大概這個作業補償費作業之前，他們可以做工程預算書的設

計，設計好了要送給宜蘭縣政府去做審查，大概給地政處，地政處會

給我在座的右側的建設跟交通還有水利單位去做聯合的去做一個審

查，審查好了之後才會核定他們去做開工的動作。整個工程可以開

工，發包好了再來補償費完成，所謂的發放完竣之後，這兩個數字確

定之後，它才會進入重劃前後地價的審定，審定好了它才會進入土地

分配，土地分配公告、公告好了之後才會交地，交地好了之後才會做

這個財務結算。所以整個程序其實看起來兩年又兩個月，其實是不長

啦，所以我希望重劃會這邊，等市地重劃委員會核定之後，如果如期

地去核定的話，那麼整個後續作業期程希望你們能夠早一點做，也就

是要趕啦，要趕就對啦！我想這個…我看了過往的那個說明會的一些

資料，大概土地所有權人也有這樣的一個心聲，所以以上是重劃會針

對重劃計畫書的內容要旨，跟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報告。接下來我們就

進入下一個議程，下一個議程就是當事人跟利害關係人的那個陳述意

見。這個議程就是我們的第一輪，第一輪就是土地所有權人在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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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9日有提出書面意見，要表述的部分，這個部分才能夠在做第

一輪的時候做報告。按照我的書面資料裡頭，剛之前有提出來的是林

ＯＯ珠女士她有提出來。不過剛剛她報到的時候，有跟我們那個工作

人員講說她因為她前幾天才裝支架，所以不方便自己發言，就請我們

那個工作人員也就是我們的司儀，等一下針對林ＯＯ珠女士，她的發

言的內容的部分，就代為朗讀。是不是林ＯＯ珠女士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就確認囉！所以就請我們那個司儀就林ＯＯ珠女士她所發…她所

要發問的內容跟大家做一個朗讀，以上。

司儀：謝謝主席的報告，以下為林ＯＯ珠女士陳述意見內容。本

人土地座落礁溪鄉五峰段 152、152-1、152-2地號，各持分1/2，鄭重

主張重劃後土地以原地分配為原則，據宜蘭縣政府 109年 3月 6日府

地開字第1090036206B號函業務單位擬辦意見。第二點發問內容，重

劃後分配回之土地基地最小面積多少，方可依規定自行申請自建？下

一個發問內容，別(五)一、二、三、四，建蔽率、容積率分別為何？

以上為林女士之發問內容。

主持人：好，謝謝司儀的朗讀。大概林ＯＯ珠女士她所說的大概

有三個重點，這邊再做一個確認。第一個就是說，林ＯＯ珠女士她所

持有的大概有三筆土地，各持分1/2，然後是五峰段 152、152-1、152-

2。她希望說重劃後地土地以原地分配為原則，就是你所主張的訴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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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個是，重劃後的分配的土地及分配最小面積大概是多少？多

少才能建築？這個剛剛我在那個說明的時候，大概也約略提到了你的

這一點，這是第二個訴求。第三個訴求就是，不只區五還包括整個區

一、區二、區三、區四、區五，整個的建蔽、容積到底是多少？這個部分

因為牽涉到都市計畫，也牽涉到未來重劃會的土地分配，也牽涉到土

地分配的相關的法令。所以等一下就請我們建設處說明，牽涉到都市

計畫的部分大概就是有兩點。第一個，區一、區二、區三、區四、區五，

它的建蔽、容積到底是多少？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別墅區五開發

區五，這個土管要點到底最小的建築面積是多少？因為每個都市計畫

它的土管要點都有，大概都有…會規定它的最小建築面積。如果沒

有，就要從畸零地那個管制規則最小畸零地的規則重去它的規定，這

個等一下請建設處說明這兩點。再來重劃會的部分，因為牽涉到土地

分配的部分。林ＯＯ珠女士她所訴求她的三筆土地，依五峰段

152、152-1、152-2，這個各持分 1/2，重劃後土地以原地分配為原

則，這部分因為…這個等一下重劃會要說明。我在想用口頭說明可能

比較不詳細，等一下請重劃會可能用圖例。所謂圖例就是說，附它重

劃後的那個都市計畫細部…細部的那個劃分圖，套它的重劃前的那個

土地套下去，大概就約略就可以看得出來說，林ＯＯ珠女士她這三筆

土地坐落的狀態。重劃後的坐落的狀態是在哪裡？土地分配法令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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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未來法令分配的方向是怎麼樣？這個等一下請重劃會做一個說

明。再來第二點，重劃會要說明的就是說，重劃後分配的土地，最小

分配面積是多少才可以申請建築？這個雖然是跟剛剛建設處我請他說

明的是一樣的，不過重劃會在做土地分配的時候，他要確認二點。第

一個土管要點，第二個就是那個「畸零地管制使用規則」那個規定。所

以這兩個你到底是採哪一個？對於等一下請重劃會就針對這個來做一

個說明這兩點，尤其是土地分配的部分，希望能夠有一個圖表的說

明，我想這樣林ＯＯ珠女士她才會更清楚。再來請地政處協助說明土

地分配的相關的法令，因為地政處畢竟是那個…未來有牽涉到法令他

們也要做一個解釋。所以像是因為今天表定只有林ＯＯ珠女士，在10

月 19號提出報告，並沒有其他人提出報告。所以接下來我們的程序，

就是證人、鑑定人、相關人員等，因為今天也沒有。所以再來的期程就

是要…我等一下就會請相關的單位做一個報告，我們就依序先請從建

設處說明都市計畫那兩點的說明。再來就請重劃會說明土地分配，再

來就請地政處說明土地分配的相關法令。我們就先請建設處的龍非池

龍科長，就都市計畫那兩點做，跟林ＯＯ珠女士做一個說明，以上。

建設處龍都市計畫科龍非池科長：好，謝謝主席。那各位鄉親，

那也跟林ＯＯ珠小姐來報告一下說明一下，在根據我們礁溪都市計畫

裡面的規定，其實先回答您的那個別墅區五這個一、二、三、四這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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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的建蔽容積率，其實建蔽率就是 40％，那容積率的部分表定

是 80％，但是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特別的是，如果你的土地有在原

本的是 8-1號道路裡面，原本它是在這個住宅區變成劃作 8-1號道路

的話，它可以做相關的…之前都市計畫有讓它做像類似容積移轉，讓

它整個容積率可以再從 80％再加上持有的土地，最高不可以到 120，

也就是說別墅區裡面它規定的建蔽容積率是 40跟 80，建蔽率40容積

率80。但是區五這邊，它如果有土地是原本是整個 8-1號道路，它原

本是要劃作住宅區的話，它可以再增加它的容積率上限到 120，就看

你所持分的土地或多寡來決定。那另外針對有提到說，這個最小建築

面積的一個部分。那我們在都市計畫裡面的土管規定，是並沒有要求

開發建築的最小的這個建地面積，先跟這個林ＯＯ珠女士，做以上報

告。

主持人：謝謝都市計畫科龍科長說明，再來請重劃會針對土地分

配跟最小分配面積是多少？請你也再做說明。因為剛剛龍科長有報告

說，土管要點並沒有規定，所以你們這一區到底最小建築面積是多

少？你們是按照那個「畸零地管制使用規則」那個規定是不是？也跟

大家做一個報告，請重劃會代表，誰要做說明？來，重劃會代表。圖

表剛剛那個特別提到那個。

重劃會代表張宏維建築師：好，主席各位先生女士。以圖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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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依照宜蘭縣畸零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條附表1所訂，最小分配

的面積是 42平方公尺。而這個 42平方公尺的意思就是指前面的道路

狀況跟我們的面前基地臨道路的寬度還有深度是有關係。目前狀況有

兩個，一個部分是有關道路如果是七米以下的部分，我們目前有的話

只有一條，跟內側的部分只有道 13跟道 2的部分是 6米。那如果是屬

於15公尺…7公尺到15公尺那以目前型態來講 8米跟 15公尺，所以

以型態來講跟以整個分配型態來講的話，我們適用是現在紅色括弧的

跟綠色括弧的部分。7公尺以下的話，最小寬度是3.5，深度的部分是

12公尺。那其餘的部分，面前道路是7公尺以上 15公尺以下的部分，

那我們的面最小的寬度配地的寬度是 4公尺，最深的部分是16公尺。

那以目前所提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因為在於配地的面積是…雖然大

於 42平方公尺，但是我們的面前的一個整個道路街徑的狀況，是面

臨道路是15公尺，所以寬度的部分最小是 4公尺，最小的部分是16

公尺。可是在土管要點裡面，我們遇到兩個狀況。第一個部分是有關

退縮建築，退縮建築的部分依照公園(兒)第一部分是要退 2公尺。那

有關於道路的部分，道路的部分依照我們 8-1道路有個原切角，原切

角的切線上來之後，退縮型態來講的話那在退縮的部分是要達 5公尺

的一個退縮。所以說在配地上來講的話，以目前林女士所提的配回土

地的部分，依照最小面積型態來講的話，是可以配地但是不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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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不能建築的話，就依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的部分，可能要

在前一個方式來選擇適當的土地，以上說明。

主持人：她的土地剛也說明大概座落的狀態，是不是大部分都座

落在公設？是不是在公設跟綠地跟道路上面呢？

重劃會代表張宏維建築師：原有的配地，土地的持有狀況的話…

橘色的部分是目前的地籍的範圍，橘色的部份。那套都市計畫的部份

來講的話，分別是在公園、道路跟別(五)一。好，下一張。如果以您分

配的土地型態來講，按照原位置的分配，約莫的部份大概是 96平方

公尺。那96平方公尺換算最小的深度以 4公尺來算，但是因為我們退

縮是兩米。所以 4+2=6公尺，6公尺反推的話是16公尺，但是呢，前

面還有一個退縮地，所以除了 16公尺外還要再加上退縮地的一個深

度，那因此在配回土地的部份是不足的，以上說明。

主持人：好，大概剛剛重劃會代表的說明，其實這一區並沒有所

謂的土管要點的那個規定，適用這圖表的「畸零地使用規則」這個規

定，「畸零地使用規則」它又有7米以下、7米到15米，所配的地大概

面寬大概是多少？有沒有那個規定？另外，林女士妳所有的土地大概

整個都坐落在這個所謂的公園跟山腳觀光道路這個部份，所以看起來

大多的土地在山腳觀光道路，少部分的土地在這個公園，剩下的就是

我們講的肉地，區塊一的部分，剩下的這些土地扣除負擔之後，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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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會代表有說明就是說還不足配。不足配當然法令有法令的規定，

可能包含妳這個公設用地的土地的部分，併同去做一個調配。大概他

講的意思是這樣子，所以這又牽涉到整個的土地分配的一個法令，所

以等一下就請我們許科長針對土地分配的法令的部分，跟大家做一個

說明。來，許科長請。

土地開發科許進星科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按照「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31條的規定，重劃後的土地分配位置，以重劃前原有相關位

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其調整分配方式，它在第

七款的部份大概有去講明，大概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

用地，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的一個情形調整。大概林

ＯＯ珠女士的部分，她的土地剛才大概重劃會有去做說明，大部分的

土地是座落在 8-1號道路，還有一部分是座落在綠地，還有一部分是

座落在建築用地，它大概分成三個狀況。所以這個部分依照上開的規

定，她如果沒有辦法在原位次的部分去做分配的時候，她可能就會就

近調整到鄰近的一個位置辦理。所以這個部分在縣政府的立場，是就

請重劃會依照剛才講的「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的一個規定，調整大概

分配的一個土地的一個區位，在調整的位次上，我們是一直希望說儘

量是跟她目前原有的土地的一個所謂的位次相當。就是說其實她現在

看起來是在 8-1，有臨 8-1號道路，所以我是希望說整個重劃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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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的時候能去考量，大概林ＯＯ珠女士目前土地的一個位置，不

要有太大的一個差異，大概以上的一個說明。

主持人：好，謝謝許科長的說明。許科長的說明大概針對法令

面，他也希望重劃會針對林ＯＯ珠女士的部分，要依法給她分配。當

然依法的部分，能夠符合林ＯＯ珠女士的方向就儘量朝那個方向，剛

剛許科長的意思就是這樣子。所以整個的…在 10月 19日有發言的部

分，大概今天就只有一件林ＯＯ珠女士，原則上就這樣做處理。林Ｏ

Ｏ珠女士如果妳對於剛剛的內容，我們相關單位如果說明的不是很清

楚，沒關係等一下會後可以留下來，不管問我們縣政府諮詢處那一個

地方的，那兩位資深的小姐或者是重劃會私底下也可以跟妳大概再做

一個說明，看未來的土地的方向大概是怎麼樣的方向。因為畢竟還沒

有走到土地分配這個方向，我剛剛大概講流程也跟各位說明了，重劃

前後地價還沒有訂定，所以沒辦法說明一個分配，只是大方向的法律

面要怎麼做，大概就是這個方向。好，這個再來我們就進入第二輪的

發言，因為第二輪的發言大概有一位鄉親登記。是不是請司儀？那我

就說好了，就只有一個王Ｏ榮王先生，抱歉讓你等很久，所以王Ｏ榮

先生因為他剛進來的時候，有依限來登記他要發言，是不是請王Ｏ榮

王先生就那個發言台這邊做一個報告，以上。

王Ｏ榮先生：主席、大家好，我是那個礁溪鄉五峰段 128、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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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王Ｏ榮，因為我們這個是一開始就要說那個要重劃，從 98年就

開始在籌備這個事情。阿到現在已經 10多年了，也沒什麼進度啦！我

是希望主席齁。你可以幫我們主持，把重劃會叫他們快一點，我們不

知道要等到民國幾年？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啦？阿一直開

會一直開會也沒什麼進展！好，謝謝麻煩主席一下。

主持人：好，謝謝那個王先生的說明，王先生說明其實牽涉到兩

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就是縣政府的審查端，也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就有

提到說，整個市地重劃作業其實自從 106年7月27日內政部修了「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法」那個規定之後，其實整個作業程

序的確是蠻冗長的。所謂冗長就是說，聽證會好了之後把這個記錄要

公告給大家去做確認，再來市地重劃委員會要邀請一些委員，還有相

關的管線單位來做審查。審查好了之後給重劃會，不管核定與否，如

果是核定他們要做公告，相關的作業程序其實是蠻冗長的，所以等一

下可不可以請縣政府說明一下，未來審查作業如何？你們的程序要怎

麼走？能不能快一點？這一方面是我想剛剛王Ｏ榮先生，是沒有提到

縣政府，我想你的用意應該也是這樣子。再來重劃會的部分，他有提

到說98年，其實這個…這一件的都市計畫是 99年 2月 5日，主要計

畫是公布的。細部計畫是在 102年 12月 29日才做公布，公布之後當

然就開始，民間要不要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因為這個都市計畫展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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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來做整體開發，但是過了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民眾

提出申請，所以好不容易民間有人要提出來，我想他們心裡頭應該也

是希望快。所謂快，其實也是一種成本，所以等一下請重劃會說明一

下，未來如果說宜蘭縣政府核定市地重劃計畫書之後，你們怎麼樣去

趕辦這樣一個市地重劃業務？這個我想是王Ｏ榮先生所關心的，那麼

是不是先請縣政府說明一下，未來的審查過程當中，你們速度上能夠

加快的方式，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去協助，重劃會這邊能夠把這個

速度能夠趕辦？是不是先請那個許科長先做說明。來，以上。

土地開發科許進星科長：回應王先生的一個意見，大概這個案子

就承如主席講的，它是由地主自行發起的，要自擬細部計畫。後面因

為整個獎勵辦法的一個修正，所以有些程序會比較冗長，就像今天辦

了一個聽證的會議。這個聽證會議辦了之後，其實後續的部分在會前

主席有大概講過，我們後面會召開聯合初審會議，聯合初審會議完，

就會直接提到市地重劃委員會去做審議，如果審議通過之後，接續的

案子大概整個作業流程就回歸到重劃會，它要依法去公告整個市地重

劃的一個實施及後續整個所謂地上物的一個查估…的一個辦法還有工

程辦理，於接續的一個土地分配。所以在今天的聽證會議之後，如果

沒有什麼樣比較重大的一個陳述意見，會去影響這個重劃的一個進

行，後續整個議程應該會是很快。因為接續會是一個初審會議，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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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是一個市地重劃委員會的一個小組會議，如果順利的話，原則上

整個應該看能不能趕在年底或明年初，就把這個案子去做一個審議的

一個作業，以上。

主持人：好，謝謝許科長的說明。再來請重劃會代表說明，接續

這個重劃計畫書核定之後，我們先用「核定」這個字眼來做說明。核定

之後你怎樣去趕辦這樣的一個流程？因為後續作業包含那個地上物的

查估，包含那個工程的規劃設計審查跟土地分配…等等，還有工程的

施工。請重劃會代表說明，如何去縮短這樣的一個期程，才能夠符合

民眾的期待？包含剛剛王先生所講的這樣子。是不是請重劃會代表做

一個說明？來，請陳理事長說明。

陳冠華理事長：大家好我是陳冠華，就如同剛剛我們代表那個張

建築師，我們在的那個…時間表，其實在聽證會之前的…這麼這麼長

的時間，很多是程序上我們是感覺像是被卡…這樣，卡關這樣子，可

是如果今天聽證會過了之後，如果照上面我們看我們其實就是一個一

個月一個月這樣，如期的這樣辦理下來，那再加上剛剛許科長講的再

來應該就是順順的快！我們也想要趕快，但是會照這個期程來走，那

再來應該就是我個人認為就是程序上的問題。那重劃計畫書，還有每

個階段該做的那些計畫，那些細部的東西，我們其實已經都有擬定好

了這樣子，跟這個…先這樣子，好跟各位鄉親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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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謝謝陳理事長的說明，不過我可能要更正一下陳理事長

剛剛的說明。陳理事長剛剛有說到「卡關」這個字眼，其實只要重劃會

依法提出申請，宜蘭縣政府就會依法提出審查。所以這一部分我相信

宜蘭縣…因為我其實時常也到宜蘭縣政府開會，據我所知這樣的一個

流程，其實每一個市地重劃，自辦的市地重劃區，宜蘭縣政府都是儘

量依法去做審查。速度上，依法都…其實速度上表定的時程都算蠻快

的。我可以跟各位報告，據我所知全省自辦市地重劃區自從 106年7

月27號「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辦法」頒訂之後，大概自辦

的流程走最快的就是宜蘭縣，其他的縣幾乎都是在停頓階段。所以其

實我剛剛才會大膽的說，陳理事長你所講的卡關這個問題，其實據我

所知應該不是這樣子，要跟各位鄉親說明一下。再來是因為整個的作

業流程，按照表定的期程大概我們都算是走完了，也就是說第一輪在

10月 19日我們由林ＯＯ珠女士提出來，我們也讓她陳述了，雖然她

個人沒有陳述，宜蘭縣政府也代為她陳述。王Ｏ榮王先生您陳述的意

見也處理了，包含縣府的、包含重劃會的部分我們也做說明。這一些

等一下我們紀錄都會把它納入紀錄，呈給我們的市地重劃委員會去做

審查的時候一個參酌的依據。接下來，最後一個流程也就是今天我們

的尾聲，我再做一個結語。我聽了各位的意見之後，我想我做兩個結

語。第一個結語的部分，請宜蘭縣政府將今天的聽證會的紀錄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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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 10日，也就是禮拜二，將聽證會的紀錄公告在宜蘭縣政府地

政處的網站跟宜蘭縣政府土地開發科。也請有發言的土地所有權人跟

相關權利人，前往網站看跟到土地開發科去做確認，這個內容是不是

符合你們所講的內容，這是第一個結語。第二個結語就是說，剛剛土

地所有權人所發言的，不管林女士所講的或者是王先生您所講的，或

者是等一下會後有鄉親留下來要諮詢的，跟縣政府諮詢或跟重劃會諮

詢這一些的意見，我希望宜蘭縣政府跟重劃會，對於這一些土地所有

權人的意見，希望你們能夠重視。所謂重視就是說今天我們不是說開

完聽證會就結束了，也就是不是說聽聽了就好，台語說就是這樣。所

以我是希望說兩個單位，宜蘭縣政府也好或者是重劃會也好，希望民

眾的意見要重視！在你們執行市地重劃作業過程當中，將民眾的意見

納入考量，尤其林ＯＯ珠女士她也特別提到說，她的土地希望能夠在

原來那個位置去做分配。雖然目前看起來她那個位置，因為大部分都

是公設，所以她沒有辦法在那個位置分配，不過林女士的期望我們希

望重劃會能夠聽得進去。未來這個好了之後，他們土地分配要送到宜

蘭縣政府去做審查、備查。所以這部分他們才能夠公告，當然在土地

變更過程當中，重劃會也會再跟你們做溝通，這個請林女士您就放

心。以上大概今天整個作業流程，按照我的職掌大概整個都處理完

了，所以我就宣布我們今天的聽證會就到此結束。感謝各位的蒞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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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祝福大家闔家平安、身體健康。散會，謝謝。

柒、散會：下午3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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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市地重劃委員會110年第2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10年 3月 17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4會議室

出席委員：方委員銘記、吳委員榮發、張委員永德（請假）、李委

員新泰、黃委員志良（請假）、李委員岳儒（張謙祥

代）、林委員秋燕（徐宏瑞代）、盧委員天龍（請假）、

楊委員崇明

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主席（主持人）：林副召集人茂盛　　　　　　　紀錄：許碩方

主席（主持人）宣布開會（致詞)：（略）

壹、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本縣目前執行中之各市地重劃區概述：（略）

二、前次（110年第1次市地重劃委員會）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案由：「礁溪都市計畫休閒渡假區整體開發區自辦市地重劃

案」區外排水出口用地取得，請水利資源處輔導礁溪

鄉公所應配合重劃工程期程執行，並請水利資源處持

續追蹤，並列入本委員會列管事項。

執行情形：請重劃會於110年 6月 1日完成補正出流管制計

　　　　　　　　　　畫書。

決定：請地政處續追蹤辦理進度。

貳、審議事項： 

案由：審議「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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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

（一）本案擬辦重劃範圍係於本府99年 2月 5日府建城字第

0990008486A號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礁溪都市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範圍內。別墅區為第三期優先發展地區，

劃設為9個區塊，規定以自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開發，並訂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整體開發

作業要點」以為開發程序、公共設施、財務計畫之依據。

（二）重劃面積及四至範圍：

1.重劃總面積約3.110486公頃

2.擬辦重劃範圍四至：東至別墅區開發區四。北至礁溪　

都市計畫區北側邊緣之保護區界線及非都市土地。西

至機關用地(明德訓練班)。南以8-1號道路及住宅區

鄰接德陽路。

（三）法令依據：

1.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規定:「重劃會辦理市地

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

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

上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

2.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5條:「重劃計

畫書草案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重劃會應檢附下列書

表、圖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實施

市地重劃：一、申請書。二、重劃計畫書草案。三、重劃

範圍土地清冊並載明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四、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五、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分析表，

包括同意、不同意之意見及其處理經過情形。六、其他有

關資料。前項第二款重劃計畫書草案，應載明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事項。」同辦法第27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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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

地重劃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通知應於聽證期日十

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

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申請案

件，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

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議符

合規定者，應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核准處分書應連同

重劃計畫書、聽證會紀錄及合議制審議紀錄，送達重劃

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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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者，應

敘明理由駁回」，另本縣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

劃審查作業要點(下稱審查作業要點)第9點規定：「本

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依獎勵辦法第二十七條舉行聽證(二)舉行聯合

初審會議審查。(三）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四）聽證作業：

本府於109年 9月 8日以府地開字第1090147075A號公

告辦理「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計畫書（草案）」聽證會議，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

予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通知於同年10

月 31日在礁溪鄉礁溪國民小學中正堂舉行聽證會議。

本聽證作業於109年 10月 19日公告期滿，公告期間內

接獲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申請陳述意見共1位，另是

日會議現場計有 1位申請發言，不列入聽證會會議紀

錄，其中涉及土地分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本案

作業期程等，經各權責機關單位就以上2位與會當事

人陳述意見予以答復說明，並全程錄音、錄影及按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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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紀錄。於同年11月 10日於本府地政處網站及土地開

發科辦理聽證紀錄公開閱覽及確認陳述意見內容。

（五）聯合初審：

本府於109年 11月 27日邀集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區管理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區營業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營運處、聯禾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以及本府

相關權責單位舉行聯合初審會議。

二、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提具意見書：

（一）公告期間內提出書面意見並登記現場發言者

1.陳述人1：林○○珠。

2.陳述意見內容：本人土地座落礁溪鄉五峰段

152、152-1、152-2地號，各持分1/2，鄭重主張重劃

後土地以原地分配為原則，據宜蘭縣政府109年 3月

6日府地開字第1090036206B號業務單位擬辦意見。

（二）聽證會當日現場登記發言者

1.陳述人2：王○榮。

2.陳述意見內容：主席、大家好，我是礁溪鄉五峰段　　

　128、128-1地主王○榮，因為我們這個是一開始就說

要重劃，從 98年就開始在籌備。到現在已經 10多年了，

也沒什麼進度！我是希望主席，可以幫我們主持，快一

點重劃，否則我們不知道要等到民國幾年？不知道要等

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一直開會也沒什麼進展！好，謝

謝麻煩主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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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單位說明及擬辦意見：

1.陳述人1：林○○珠。

(1)擬酌予參採。

(2)理由：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

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其調整

分配方法如下：......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

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

地分配情形調整之。」為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

所明定。

陳情人位於本重劃範圍內土地為五峰段 152、152-

1、152-2地號，於該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大部分係

位於道路及綠地，按上開規定應調整分配至鄰近位

置。

擬移請重劃會依規辦理，調整分配之土地區位條件

盡量與原土地位次相當，以降低爭議。

2.陳述人2：王○榮。

(1)擬酌予參採。

(2)理由：陳述人希望加速辦理，擬移請重劃會參辦。

（四）委員意見：詳審議案件發言記要。

（五）主席裁示：本次會議係審議「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

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有關土

地分配作業請重劃會參酌委員建議辦理後續作業。

三、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書面審查意見、補充說明及業務單位擬辦

意見：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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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

（一）委員意見：詳審議案件發言記要。

（二）各權責機關(構)單位答覆：詳審議案件發言記要。

（三）主席裁示：請重劃會依委員相關意見辦理後續作業。

參、決議：

一、請重劃會依委員意見修正重劃計畫書後報府審查，再提送本

　　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二、有關陳述人林○○珠之陳述意見，土地分配面臨 8-1號道路

　　雖可指定建築線，惟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

　　細部計畫案說明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8點規定「沿

　　8-1號道路之建築基地不得直接以8-1號道路為車輛出入道

　　路」，另同要點第11點「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應依樓地板面

　　積每 200平方公尺或每一住宅單位設置二部計算」以上規範

　　皆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相關權益，請重劃會應與陳述人再詳細

　　說明。

三、有關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所載原兒(三)以「無償捐出原規劃

面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其餘面積變更為別

墅區」之原則，併入別墅區開發區五整體開發，前述百分之三

十公共設施用地不得計入本「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之公共設

施面積比例內。委員於會中提及疑慮請重劃會與相關權責單位

釐清確認。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11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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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市地重劃委員會110年第4次會議紀錄（節錄）

時間：110年 12月 7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點：宜蘭縣史館一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方委員銘記、吳委員榮發、張委員永德（陳俊銘代）、

吳委員朝琴（陳淑惠代）、黃委員志良（李欣立代）、

李委員岳儒（請假）、林委員秋燕（徐宏瑞代）、盧委

員天龍（請假）、楊委員崇明

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主席（主持人）：林副召集人茂盛　　　　　　　紀錄：許碩方

壹、主席（主持人）宣布開會（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前次會議紀錄：（略）

決定：洽悉。

(二)業務單位工作報告：（略）

決定：洽悉。

(三)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110年第2次會議及第4次預審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有關陳述人林吳愛珠之陳述意見，土地分配面臨 8-1

號道路雖可指定建築線，惟擬定礁溪都市計畫（別墅區

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說明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8點規定「沿 8-1號道路之建築基地不得直接以 8-1

號道路為車輛出入道路」，另同要點第11點「建築物附

設停車空間應依樓地板面積每 200平方公尺或每一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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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設置二部計算」，以上規範皆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相

關權益，請重劃會應與陳述人再詳細說明。

重劃會回復：已將溝通協調過程以紙本方式記錄留證，

告知林吳愛珠女士重劃後原位分配土地權

益紀錄。

委員意見：詳審議案件發言紀要。

決定：(1)依委員意見辦理，書面協調紀錄請重劃會

依行政程序辦理送達。

(2)餘依業務單位擬辦意見辦理(詳附件1)。

2.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公共設施面積與細部計畫書

應留設公設面積不足，採以繳納代金之方式辦理，有關

繳納對象、時間及金額，請建設單位確認。

建設處回復：

本府於 110年 10月 27日函復重劃會，請以「擬定礁溪

都市計畫（別墅區開發區五）細部計畫案」整體開發範

圍計算平均土地公告現值辦理，並應於細部計畫公告實

施後及市地重劃完成前，依申請開發當年度土地公告現

值繳納，並於當年度繳納完畢。

委員意見：詳審議案件發言紀要。

決定：重劃計畫書（草案）之代金抵付公設地相關內

容，請重劃會依委員意見修正。

3.請重劃會確認本案重劃範圍內有無合法建物，並於下

次會議報告說明。

重劃會回復：考量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

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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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及重劃工程，該合法建築物之法定空地

部分以減輕重劃費用負擔 50%為原則，其

減輕之重劃費用負擔不提高其他土地所有

權人之負擔

委員意見：詳審議案件發言紀要。

決定：依委員意見尊重重劃會擬定之重劃計畫書（草

案）負擔減輕原則內容。

参、審議事項：審議「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

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一、說明：

宜蘭縣礁溪鄉別墅區開發區五自辦市地重劃會(下稱重劃

會)於 109年 5月 14 日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本府於

110年 3月17日召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 110年第 2次會

議審議，經委員會決議尚有待釐清事項(詳本縣市地重劃

委員會110年第2次會議紀錄)。案經重劃會依委員意見修

正後，分別於 110 年 5月4日及同年 6月 4日檢送修正後

之重劃計畫書（草案）報府。為利委員會審議順遂，於

110年 8月 30日先行召開預審會議後，提請本次會議審議。

二、各權責機關(構)單位本次會議意見：詳附件2。

(一)委員意見：詳審議案件發言紀要。

(二)各權責機關(構)單位答復：詳審議案件發言紀要。

決議：

本案重劃計畫書（草案）業經市地重劃委員會審竣，請重

劃會依委員及各權責機關(構)單位相關意見辦理後續作業，

並按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提送理事會

及會員大會審議後，再報府辦理核定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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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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