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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壹、重劃地區之名稱

「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

本案位於「變更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東北側之休閒別墅區，座落於宜蘭縣礁溪鄉

玉石段部分土地，其四至範圍如下:

東側:至礁溪都市計畫邊界。

南側:礁溪都市計畫56號道路為界。

西側:至健康休閒專用區一與礁溪公園。

北側:以礁溪都市計畫8-1道路為界。

市地重劃區位置及範圍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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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貳、重劃地區面積及參與人數

本市地重劃案面積共計1.898公頃，重劃前參與人數為

130人。

參、辦理依據及重劃經過

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發布

經宜蘭縣都市計劃委員會103年 12月 22日第186次

會議紀錄審定「變更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會議決議，

又104年 12月 11日府建城字第1040207342B號公告

發布實施「變更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計畫書、圖。

二、重劃區範圍勘選

本府以104年 4月 16日府地開字第1040060218號函

會同相關單位按都市計畫指定之重劃範圍辦理範圍勘選作

業。

三、召開市地重劃座談會

於104年 6月 6日假宜蘭礁溪遊客中心二樓召開座談

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座

談會部分剪影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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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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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四、重劃計畫書報核及公告

本案於104年 7月 6日府地開字第1040112151號函檢

陳重劃計畫書報內政部審核，並於104年 11月 3日府地開

字第1040177030號函檢陳審查意見補充說明資料，內政

部於104年 11月 11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9458號函

復重劃計畫書經審查尚無不合，請於都市計畫變更主要計

畫及細部計畫依程序發布實施後，將其發布日期及問號補

註於重劃計畫書，並加蓋印信及騎縫章後報部正式核定。

本府於104年 12月 17日府地開字第1040211423號函正式

報部本案重劃計畫書，內政部於104年 12月 28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1040447186號函准予辦理本重劃案。本府以105

年 2月 19日府地開字第1050026776號函公告重劃計畫

書，公告時間為105年 3月 9日起至同年4月8日止。

五、召開市地重劃說明會

本府於105年 2月 22日以府地開字第1050028340A號

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訂於同年3月12日假宜蘭礁溪溫泉公

園遊客中心二樓召開說明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計畫要點並聽

取土地所有權人意見。說明會部分剪影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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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六、相關重劃負擔概計

(一)本案重劃總面積為1.897993公頃，可建築土地為

1.289663公頃，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0.608330公頃

(含綠兼道用地0.136210公頃、道路用地0.472120

公頃)。

(二)預估各項負擔比率情形

1.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為32.04%

2.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為7.96%

3.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為40%

七、禁止限制等事項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9條規定於重劃地區選定後，得報

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土地移轉等權利之禁止或限制事項，

無須徵詢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之意見，其公告禁止

或限制之期間，不得超過一年六個月。本重劃區禁限建分

3次報核，共計1年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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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ㄧ)第 1次報核：為執行本重劃區之地上物查估作業，

本府以105年 6月 24日府地開字第1050103588號函

報，案經內政部以105年 6月 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3996號函核定自 105年 7月 1日起至106年 4

月 30日止，計10個月。本府遂以105年 7月 7日府

地開字第1050111457A、B、C號函公告及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自 105年 7月 15日起至106年 4月 30止，

禁止本重劃區內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建築改

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

形等事項。

(二)第2次報核：為執行本重劃區之土地分配作業，

本府以106年 6月 19日府地開字第1060097029號函

報，案經內政部以106年 6月 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0423000號函核定自 106年 7月 1日起至106年 12

月 31日止，計6個月。本府遂以106年 6月 26日府

地開字第1060100476A、B、C號函公告及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自 106年 7月 1日起至106年 12月 31止，

禁止本重劃區內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建築改

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

形等事項。

(三)第3次報核：為執行本重劃區之土地權利變更作業，

本府以106年 6月 19日府地開字第1060097029號函

報，案經內政部以106年 6月 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0423000號函核定自 106年 7月 1日起至106年 12

月 31日止，計6個月。本府遂以106年 6月 26日府

地開字第1060100476A、B、C號函公告及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自 106年 7月 1日起至106年 12月 31止，

禁止本重劃區內土地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建築改

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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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形等事項。

    八、土地改良物查估、公告、補償及提存保管專戶

(一)土地改良物查估情形

本府以105年 2月 26日府地開字第1050030904

號函通知所有權人辦理農作改良物查估作業，另

以105年 5月 20日府地開字第1050082813號函

通知所有權人辦理建築改良物查估作業。

(二)土地改良物公告及補償情形

本府以105年 5月 2日府地開字第1050068712A、

B號函公告本案農作改良物補償清冊並通知所有

權人訂於同年6月16、17日辦理補償發放，另以

105年 11月 15日府地開字第1050186948A、B號

函公告本案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並通知所有權人

訂於106年 1月 12日辦理補償發放。

(三)遲延未領補償費辦理提存情形

本重劃區因有土地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繼承及應為

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以致補償費未能於期限內發

放完竣。

本府分別以105年 8月 8日府地開字第

1050129921號函及106年 6月 20日府地開字第

1060097974A號函將未受領之補償費存入本府市

地重劃補償費專戶保管。

(四)拆除期限

本府以106年 3月 3日府地開字第1060033846A

號函公告本案建物拆除期限，為利本區之重劃工

程進行及考量重劃區內居民之居住搬遷，採兩階

段訂定拆除期限。(一)第一階段：無人居住或

重劃後分區位於公共設施之地上物於106年 4月

16日前拆遷，(二)第二階段：影響土地分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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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整地工程之地上物於106年 6月 1日前拆遷。

九、重劃前、後地價評議

本案重劃前、後地價經106年 4月 6日宜蘭縣地價及

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106年第3次會議評定通過。

全區重劃前地價分為4個區段:

(一)第一區段為重劃前玉石段173-7地號以北之土

地，重劃前地價為34,400元/平方公尺。

(二)第二區段為重劃前玉石段177-10地號土地，重劃

前地價為69,900元/平方公尺。

(三)第三區段為重劃前玉石段173-6地號土地，重劃

前地價為70,900元/平方公尺。

(四)第四區段為公園北路南側土地，重劃前地價為

71,200元/平方公尺。

重劃後各區段地價依位置、地形地勢、交通、主要道

路寬度、公共設施配置情形、土地使用分區及預期發展進

行個別條件調整，評定地價結果如下:

(一)計畫道路16-12M東側及8-1-15M南側之休閒別墅

區，重劃後地價為63,600元/平方公尺。

(二)計畫道路16-12M西側及8-1-15M南側之休閒別墅

區，重劃後地價為63,600元/平方公尺。

(三)計畫道路16-12M西側及57-15M南側之休閒別墅

區，重劃後地價為64,200元/平方公尺。

(四)重劃區內綠兼道用地，重劃後地價為63,900元/

平方公尺。

(五)重劃區內道路用地，重劃後地價為63,900元/平

方公尺。

(六)重劃區內公園北路之道路用地(重劃前13筆地

號)，重劃後地價為70,300、71,300及 71,600元

/平方公尺。

重劃前後地價圖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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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地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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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地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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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十、土地分配說明會、公告及異議調處

本府於106年 8月 12日召開市地重劃土地分配說明

會，說明分配情形並受理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參酌土

地所有權人意見於106年 8月 17日府地開字第

1060134149號函及同年9月22日府地開字第1060156587

號函召開土地共有拆分協調會議，依協調結果修正分配內

容。本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35條第1項規定辦理公告(106年 11月 7日府地開字第

1060182719A號函)，期間自 106年 11月 13日至106年 12

月 12日。

於上開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黃Ｏ茂等 10人申請公

園北段25地號(暫編)再拆單分配，案經本府分算土地所

有權人黃Ｏ茂個人重劃後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

且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得分

配為單獨所有，爰辦理更正公告(106年 12月 12日府地開

字第1060203588A號函)，期間自 106年 12月 14日至107

年 1月 1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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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106年 8月 12日說明會部分實況剪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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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依前述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拆單分配成果如下: 

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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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土地分配公告期間駐點服務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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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肆、重劃負擔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為32.07％，其列入共同負

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計有：

公共設施項目 面積(公頃)

綠兼道用地 0.136210

道路用地 0.472120

合計 0.608330

二、費用金額負擔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第2項規定:「費用負擔:

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本案工程費用為

65,009,583元、重劃費用分為業務費5,008,609元及地上

物補償費19,406,216元、利息費用1,114,642元、差額地

價 16,644,673，共計107,183,723元。重劃後平均地價依

宜蘭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63,900元/平方公

尺計算費用負擔比率為7.93%。

三、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分別公共設施用地負

擔比率為32.07％，費用負擔比率為7.93%，故平均總負

擔比率為40%。

伍、重劃工程

工程施作項目為整地工程、道路工程、排水工程、汙水下

水道工程、公共照明工程，另為維護自然景觀及綠色資源，特

於區內綠帶保留原始樹木。全案施工期間自 106年 3月 28日

起至108年 1月 31日止驗收接管完畢。

一、106年 8月 4日進行第一次檢測作業，檢測項目及結果

　　如下:

(一)放樣點檢測

檢測 16點(R2~R7與路邊垂距 3.50~3.53公尺，點

號160等四點與道路中心線垂距為2.99~3.00公

尺)

(二)公共排水溝檢測

檢測 430公尺，現地己施做道路截角四處，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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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設計圖(截角長度 6公尺)比對相符，惟上述截角

與都市計畫(截角長度 5公尺)及地籍不符。

二、107年 3月 21日進行第二次檢測作業，檢測項及結果

　　如下:

(一)放樣點檢測

檢測 5點(A1~A5與路邊垂距 0.01~0.28公尺)。

(二)公共排水溝檢測

道路截角檢測六處；GTC164截角上期

(106.08.04)檢測侵入私地部分業已修正完畢，並

符合精度要求；

GTC141截角上期檢測，侵入私地部分也已修改完

畢，惟部分排水溝尚坐落於綠地用地內。

檢測排水溝 520公尺，與計畫道路間檢測數據如檢測

圖所示，59(6M)道路 GTC149~GTC103間邊溝未緊鄰計

畫邊線施作(間距 0.57~0.93公尺)無佔用私地情形。

8-1(15M)道路 GTC183~GTBC77間邊溝未緊鄰計畫邊線

施作(間距 2.51~2.52公尺)無佔用私地情形。

其它各路段排水溝經檢測均符合最大誤差(6公分)要

求，本期檢測合格率為100% 符合。

陸、重劃效益

礁溪鄉因溫泉產業帶動地方觀光發展，並以溫泉觀光推展

地方農業、帶動商業活動，礁溪轉運站於103年 11月啟用營

運，隨著觀光旅次漸增，交通車流亟需透過分流手段改善目前

例假日壅塞之情況。本案重劃完成後將健全周邊地區經濟展，

使得礁溪火車站礁溪公園湯圍溝公園及別墅區構成完整道路系

統並供可建築用地計12,896.63平方公尺，公共設施用地計

6,083.3平方公尺，其中綠兼道用地1,362.1平方公尺、道路

用地4,721.2平方公尺，節省政府徵收用地費(以重劃前地價

概算)新台幣 2億 1,507萬 4,718元及工程建設費用6,500萬

9,583元，合計節省政府建設費用2億 8,008萬 4,301元。

(一)公共設施完善：重劃完成後，健康休閒專用區內各項

公共設施均設置完成，利於當地民眾使用，並可節省徵收用地

17



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及工程建設費用。

(二)提升土地價值：重劃完成後，地方公共設施完善並利

於土地合理有效運用，以促進土地價值增漲，健全地方建設

發展，增加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利益。

(三)改善交通系統：本區土地緊臨礁溪轉運站，重劃完成

後，將可分流台 9線進入礁溪鄉車流，並可疏解大量過境性

交通。

柒、地籍整理情形

一、地籍測量實施計畫書報核

本重劃區之本案之數值法地籍測量實施計畫書於106

年 4月 10日府地開字第1060054163號函檢送內政部審

查，業經內政部106年 5月 2日台內地字第1061303904號

函原則同意。測量基準係依據內政部90年 5月 2日台(90)

內地字第9060856號令，採用1997臺灣地區大地基準

(TWD97)為原則，同時參照內政部訂頒「數值地籍測量地

籍圖重測系統規範」暨「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之

規定建立控制點檔、地號界址檔、界址坐標檔、宗地資料

檔、以電腦繪製地籍圖及計算面積，經檢查無誤後編造各

項清冊送登記機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及權利登記。

二、調整段界及新地段命名

本重劃區段界調整及新地段命名經內政部106年 7月

28日台內地字地1060053252號函備查，地籍測量前土地

地段為礁溪鄉玉石段部分土地，地籍測量後新增編地段命

名為「公園北段」。

重劃前段名 重劃後段名

玉石段 公園北段

三、執行方式

本案實施地籍測量之測量基準係依據內政部90年 5月

2日台(90)內地字第9060856號令，採用1997臺灣地區大

地基準(TWD97)為原則，同時參照內政部訂頒「數值地籍測

量地籍圖重測系統規範」暨「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

冊」之規定建立控制點檔、地號界址檔、界址坐標檔、宗

地資料檔、以電腦繪製地籍圖及計算面積，經檢查無誤後

編造各項清冊送登記機關辦理土地標示變更及權利登記，

並報請中央地政機關備查。

18



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四、控制測量及圖根測量

(一)控制系統

1.平面控制系統：以內政部國家坐標系統-1997臺灣

大地基準(TWD97)為坐標起算之依據。

2.高程控制系統：採用 TWVD2001台灣高程基準，引

用內政部98年公告之ㄧ等水準點成果。

(二)圖根點檢測

1.在測區內外尋覓三點（含）以上之已知圖根點，以

三角三邊法檢測相鄰三個點位間之邊長及角度。點

位間實測與坐標反算之邊長相對精度優於1/5000，

角度相對較差小於30秒者視為無誤，並作為引測

之依據。總計檢測 10點，均符合規範。

2.引用圖根點坐標表如下所示

(三)精密水準測量

1.使用精密自動水準儀，以直接水準往返觀測，前後

視距離約略相等。

2.引用內政部一等水準點9305、9306，以精密水準儀

往返觀測其間之高程差，以檢測相鄰兩點位間之高

程差為原則，往返閉合差不得超過10㎜√K（K為

水準路線之公里數）。經檢測後均符合規範。

3.直接水準測量路線共施測約 5公里。

(四)地形測量

1.以實地現場測量現況，與地形圖實際情況，有變化

之處予以補測更新，使用含記錄器之六秒讀以內

（含）測距經緯儀，採三次元數值測量法，測量變

化處之地形、地物點之三維坐標。地形、地物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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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均按一千分之一比例尺地形圖作業規定測繪之。

2.等高線間距:計曲線為五公尺，首曲線一公尺，須

能確實表示地貌，如獨立山頭、凹地、懸崖、突壁

或坍塌面等處，農用地區之等高線須沿田埂測繪，

並為連續曲線不得中斷。

3.圖例、圖層、線形規格，均依提供之規範辦理。地

形圖檔包含AutoCad R14版以上（含）圖檔乙套，

地形圖中之建物展繪，必須每棟以封閉線條繪製。

五、各宗地界址測量及樁位埋設

(一)坐標系統

平面坐標系統採二度分帶橫梅氏投影坐標

（TWD97）系統。

(二)圖根點再加密測量

1.平面控制測量:

坐標引測自地籍精密點 DG01、DG18及地籍圖

根點BG010、BG034等四點。

2.圖根測量:

圖根點之水平角測量，採用精度 2秒，1秒讀

經緯儀，採方向觀測法施測之。

水平角觀測，施測二測回，其二測回之差，

不超過十二秒，水平角觀測之讀數記至秒止，並

漆以顯目顏色加註點號

距離測量用精於（含）5mm＋5ppm電子測距

儀，以單向觀測，照準觀測目標施測二次，取其

平均值，算至毫米為止，二次之差不超過十毫

米。

3.案佈設導線二條，導線平差前距離精度為1/8991

及 1/9884。

4.導線網平差計算，均合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64條

規定，並採平面角邊混合控制網嚴密平差精算

之。

六、他項權利土地清理

本府於107年 1月 5日以府地開字第1070002181號函

通知召開他項權利清理協調會，協調結果重劃後受土地分

配者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方式辦理，未

受分配土地者領取補償地價後辦理塗銷並逕為塗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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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劃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本府於107年 4月 3日以府地開字第1070053691號函

檢送登記申請書、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地價清冊、重

劃後土地分配圖、他項權利清冊等資料囑託宜蘭地政事務

所辦理權利變更登記，宜蘭地政事務所於107年 4月 24日

宜地壹字第1070003812號函登記完畢並陳送登記完畢後之

地籍資料磁性檔。

八、重劃總費用負擔證明書

本府於107年 7月 27日以府地開字第1070125061號函

核發重劃總費用負擔證明書，供重劃後第一次土地所有權

移轉時，向本縣地方稅捐處申請自土地漲價總數額減去證

明書所列重劃總費用後計徵土地增值稅之用。

九、重劃後土地點交

本府107年 10月 2日以府地開字第1070165303A號函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107年 10月 19日辦理土地交接。點交

現況部分剪影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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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重劃土地地籍整理成果

本重劃區重劃前土地筆數為141筆，其中公有土地2

筆，私有土地139筆，面積:18,979.93平方公尺；重劃後

土地筆數為33筆，公有土地3筆，私有土地33筆，面

積:18,979.93平方公尺。重劃前後地籍圖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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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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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地籍圖

24



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案

捌、抵費地處理經費收支情形
本案共三筆抵費地，詳細資料如下

地段 地號 面積(㎡)
108 年度標售價格

(元/㎡)
尺寸示意圖

公園北 2 373.33 86213.26708

公園北 10 944.45 尚未標脫

公園北 36 155.79 85142.05019

本府109年 1月 31日以府地開字第1090014224A號函公告之財務結算收支情形如下

25

宜蘭縣政府辦理礁溪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休閒別墅區市地重劃區財務結算收支明細表

108/12/31

市地重劃事業收入 市地重劃事業支出

 項　目 金額(元) 備　註  項　目 金額(元) 備　註

一、差額地價收入 0 一、市地重劃工程費 65,009,583 

45,450,279 

二、市地重劃業務費 5,008,609 

三、地上物補償費 19,406,216 

三、未出售抵費地 61,662,591 四、貸款利息 1,114,642 

四、利息收入 33,853 五、差額地價補償 16,644,673 

五、其他收入 37,000 

小計 107,183,723 小計 107,183,723 

盈　餘 （虧　損） 0 

說　　　明

二、抵費地出售收入

1.礁溪鄉公園北段2地號
於108.7.24脫標
32,185,999元

2.礁溪鄉公園北段36地
號
於108.12.18脫標
13,264,280元

未出售抵費地計1筆(礁
溪鄉公園北段10地號)、
面積944.45平方公尺，
擬以財務平衡價估列(詳
本表說明3)

1.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六條規定：重劃區之抵費地售出後所得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
有盈餘時，應以其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
費用；如有不足時，應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2.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
後，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定底價辦理
公開標售……。前項標售、讓售底價不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但經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
售者，不在此限。

3.本重劃區未出售抵費地計1筆(礁溪鄉公園北段10地號)、面積944.45平方公尺，本筆土地前於108年7
月24日及同年12月18日辦理公開標售均無人投標，因其土地形狀不方正，未來再標售時恐須調降土地
標售底價，爰擬以財務平衡價65,290元(每平方公尺)估列應收款項6,166萬2,591元，本筆土地重劃後
評定地價為63,600元(每平方公尺)，尚符上開規定。

4.俟未出售抵費地售出後如實際標售價格有盈餘款，再依上開規定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
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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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異議情形及處理經過

本案開發過程傾聽民眾需求並致力解決困難，故無土地所

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提起訴願、訴訟之情事。

拾、檢討
本案重劃前玉石段地號180-2、180-3、180-4等三筆宗

地，為依地籍清理清查辦法第3條第10款之土地，並經宜蘭

縣政府98年 8月 20日府地籍字第0990118858B號函公告在案

之土地。其宗地情境及位置，如后表、圖。

地號 面積(㎡) 所有權部登記原因 登記日期 備註

180-2 31.80 總登記 36年 07月 01日

180-3 74.42 總登記 36年 07月 01日

180-4 0.09 總登記 36年 07月 01日

合計 106.31 -- --

圖例：180-2 地號       重劃前位置       重劃後區塊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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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劃前土地位於道路用地，屬第３１條第１項第７款之

應調配土地。

而因該三筆宗地，為依地籍清理清查辦法公告在案之土

地，故自重劃座談會起，所有通知函皆無法送達相關權利人。

重劃後分配情形：
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理第３０條規定，「重劃後土地之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由主管機關視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

需要於規劃設計時定之。但不得小於畸零地使用規則及都市

計畫所規定之寬度﹑深度及面積。」

另查內政部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台（八六）內地字第

八六八九九一六號函，「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所稱之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二分之一，係指全重劃區之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

而本開發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無最

小基地面積或面寬規定，因此，應依宜蘭縣畸零地使用規則

(其他使用分區)標準辦理。

而採參前開相關規定，並考量本案坵塊形勢後，訂定全

重劃區之最小分配面積為約 111.72㎡，故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二分之一即為約 55.86㎡。

二、本案分配情形概述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理第３１條第１項第２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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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法第７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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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其重劃前土地位於道路用地，故依前開規定，調整試

算後，其重劃後面積已達本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但卻不足全重劃區之最小分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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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一、重劃後之分配處分

依前開相關法令及函示，針對該土地所有權人之重劃後土

地分配，本府似乎僅得依市地重劃實施辦理第３１條第１項第

２款後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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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無法分配之變通補償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規定，應分配面積未達重劃

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

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應分配面積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二分之一，申請放棄分配土地，以應分配權利面積按重

劃後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予以計算補償。

三、本案情形

探究土地法第１３６條規定，「土地重劃後，應依各宗土

地原來之面積或地價仍分配於原所有權人。但限於實際情形不

能依原來之面積或地價妥為分配者，得變通補償。」辦理土地

重劃時，應優先以分配土地為原則；但依本案情境，如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理第３１條第１項第２款後段規定，按全重劃區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予以分配，則該土地所有權人亦需依規定

繳納差額地價。

但該土地所有權人已列冊管理，既無繳納差額地價之可

能，亦無法申請放棄土地分配；又查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５３

條之規定，「應分配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金補

償」，似皆未符合該情境規範。

且依過往辦理經驗，重劃區容易發生土地所有權人未辦繼

承登記，當其應分配面積達最小分配標準二分之一，而機關給

予增配土地後，雖有公法上之請求權，但卻因通知對象無法送

達而往往無法取得差額地價，最後因請求權無法行使而罹於消

滅時效，反而造成重劃區之財務負擔。

則本案之分配，究該如何辦理法，方能符合法令規定並兼

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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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其應分配土地面積已達重劃區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依開法令規定，機關得將調整至深度較

淺、重劃後地價較低街廓分配，以達到土地重劃以配地為原則

之精神。

本案雖其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標準二分之一，然機關

考量分配後土地無人管理，可能影響市容而不予增配土地，且

土地所有權人已列冊管理，無法申請放棄土地分配，自無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規定適用之可能。

故衡量本案各種可能做法之可行性及影響，經提請市地重

劃委員會審議，同意機關不予增配，並以發給現金做為變通補

償。

變通補償之計算基準，則比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５３條

之規定，「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

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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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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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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