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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蘇澳鎮慶安段自辦市地重劃會第八次理事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2點

貳、會議地點：宜蘭縣蘇澳鎮新榮路 133巷 15之 1號

參、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肆、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主　　席：特采聯開發有限公司指派代表陸紀康

    記    錄：蕭宇慈

陸、主席報告：本會設理事 7人，今日出席理事 7人，另有候補理事 1

名列席，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規定，本席宣佈會議正式開始。

柒、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本重劃區工作進度報告

說明：

一、 本重劃區工作進度執行，彙整重劃進度紀要(附件 1)。

二、 理事若有意見，請提會討論。

報告事項二：重劃前、後地價勘估作業變更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說明：

一、本會原於第五次理事會通過重劃前後地價勘估作業委託由利眾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配合辦理，今該事務所估價師因個人健康

因素表示將無法勝任，恐影響重劃作業進度，故提出終止委任

書(附件 2)。經本會瞭解評估後重新遴選，擬由立固不動產估價

師聯合事務所(附件 3)配合後續於重劃結果分配設計前辦理查

估作業，並將成果報請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二、由理事長代表本會與立固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簽訂契約，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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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若有意見，請提會討論。

主席發言：立固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鄭估價師為現任高雄市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理事長，實務經驗也相當豐富，重劃前、

後地價勘估作業改由該事務所應屬合適，亦不會增加委

任費用。後續將依說明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捌、議案討論：

案由一、 本會與出資人及第一銀行三方簽訂抵費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提請審議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12條規定，本重劃區開發總費用由承泰市地

重劃股份有限公司、光毅股份有限公司、特采聯開發有限公司、

高昌鴻開發有限公司、華友聯建設有限公司、華友全建設有限

公司、聯鋒開發有限公司、京運開發有限公司、泓慶開發有限公

司、展僑開發有限公司及高銓開發有限公司出資墊付；另本重

劃區全部抵費地，授權由理事會按評定重劃後地價，就上述

出資人之出資墊付比例出售予上述出資人。

二、華友聯建設有限公司、光毅股份有限公司、特采聯開發有限公司

高昌鴻開發有限公司及京運開發有限公司等 5公司（以下合稱

出資人）向第一商業銀行申請融資貸款。第一銀行為保障融資

債權，要求出資人應與本會及第一銀行三方共同簽訂「抵費地

預定買賣契約書」。俟重劃工程竣工驗收後，抵費地出售時，

由本會依據出資人與第一銀行所簽署信託契約之約定，將抵

費地所有權信託登記予第一銀行，再由第一銀行移轉抵費地

所有權予出資人並追加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予第一銀行。

三、本案決議通過後，授權理事長代表本會與出資人及第一銀行

三方簽訂抵費地預定買賣契約書。

四、前述於抵費地出售時，仍須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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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辦法第 42條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為之，並依宜蘭縣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要點第十七點，抵

費地處分作業流程辦理。

辦法：

一、本案提請理事會審議通過之。

二、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第 2項規

定，本案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

三、因部分理事對於本決議事件有利害關係，故就每一公司分別進

行表決，有利害關係的理事進行討論及表決時應予離席迴避，

且決議時不計入出席人數。

四、提請理事會議決。

主席發言：出資人係就自有不動產向銀行申請融資貸款，故銀行為保

障融資債權，要求出資人應與本會及銀行三方共同簽訂

「抵費地預定買賣契約書」，未來出售抵費地仍須依說明四

辦理。因主席及部分理事對於本議案有利害關係，故就每

一公司分別進行表決，有利害關係的理事進行討論及表決

時應予迴避，且決議時不計入出席人數。

公司名稱 迴避理事(人) 同意理事(人) 不同意理事(人)

華友聯建設有限公司 2 5 0

光毅股份有限公司 2 5 0

特采聯開發有限公司 2 5 0

高昌鴻開發有限公司 2 5 0

京運開發有限公司 2 5 0

決議：經出席理事就每一公司分別進行表決，同意及不同意理事人數

臚列如下表，均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

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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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本會、永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

就本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另簽訂三方協議書，提請追認案。

說明：

一、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2條、本會章程第 10

條規定理事會權責辦理。

二、本會第 3次理事會決議通過，將本重劃範圍公共設施工程之規

劃、設計及施工發包予永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達公司)，

並授權理事長代表本會簽訂相關契約，而本會與永達公司業

於 109年 2月 20日簽定工程契約書及物料買賣契約書在案。

三、永達公司為完成履行本承攬工程，向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農業金庫)申請融資，農業金庫為確保融資債權，要求

本會、永達公司及農業金庫三方共同簽訂「三方協議書」，本案

已於 110年 2月 23日完成簽署三方協議書(附件 4)，並擬提請

本次(第 8次)理事會審議追認本案由理事長代表本會簽署之三

方協議書。

辦法：

一、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本案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二、 提請理事會議決。

主席發言：與前案由同是出資人或承攬人係就自有不動產向銀行申請

融資貸款，故銀行為保障融資債權，要求承攬人應與本會

及銀行三方共同簽訂「三方協議書」，不會損及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

決議：經全體出席理事進行表決，同意理事人數為 7人，不同意理事

人數為○人，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本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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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1)假設工程、(2)土方工程、(3)道路工程、(4)雜項工程、(5)路

燈工程、(6)雨水工程、(7)污水工程、(8)標線、標誌及號誌工程、

(9)弱電管道工程、(10)景觀工程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書暨申

報開工，提請追認案。

說明：

一、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第 32條暨本

會章程第 10條規定理事會權責辦理。

二、 本會經第 3次理事會決議通過，將本重劃範圍公共設施工程

之規劃、設計及施工發包予永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現該公司

遴選宏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德司丹盛國際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之專業技師及曾浩雄技師，依據有關規定及標準完成本重劃

區如下所列工程之工程設計書圖及編製工程預算書，並予以

簽證。

(1)假設工程

(2)土方工程

(3)道路工程

(4)雜項工程

(5)路燈工程

(6)雨水工程

(7)污水工程

(8)標線、標誌及號誌工程

(9)弱電管道工程

(10)景觀工程

三、 本會先行分別於 110年 3月 8日、3月 16日、3月 22日、4月 21

日、6月 1日、6月 8日、6月 15日、8月 13日、9月 17日以慶安

重 字 第

1100300007、1100300008、1100300013、1100300015、11004000

04 號、 1100600001 號、 1100600004 號、 1100600005 號

1100800002號、1100900006號函報請宜蘭縣政府核轉各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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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管機關審核，業經宜蘭縣政府 110年 10月 14日府地開

字第 1100154320號函准予核定，並已依法檢具相關資料向宜

蘭縣政府申報開工等事宜，擬提請本次(第 8次)理事會審議追

認。

四、 於工程執行期間若有需變更工程書圖情形，授權理事長委託

宏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德司丹盛國際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之專

業技師及曾浩雄技師依各該工程主管機關之意見逕行修正之。

五、 前開宜蘭縣政府 110年 10月 14日府地開字第 1100154320號

函准予核定之金額，發包工程費為新台幣(下同)1,757,300,790

元、空氣污染防制費 17,341,787元、委託設計費 56,535,565元、

委託監造費 42,917,923元、工程管理費 9,845,401元，合計總

工程費為 1,883,941,466元，尚不包含特高壓遷移下地工程、

自來水管線工程及配電管路工程費用，以上三項工程粗估合

計 2.9億元，確實金額需待設計完成確認後，於下屆理事會

提案討論。

辦法：

一、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本案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二、 提請理事會議決。

決議：經全體出席理事進行表決，同意理事人數為 7人，不同意理事

人數為○人，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本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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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本重劃區重劃工程監造執行計畫書追認案。

說明：

一、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第 32條、宜蘭

縣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要點第 12點規定

暨本會章程第 10條規定理事會權責辦理。

二、本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監造，經第 7次理事會決議通過發包予

柏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現本案監造計畫書業經柏源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定之監造計畫製

作綱要及品質製作綱要內容執行研擬完竣並簽證完成。本會於

施工前，應提報經簽證之監造執行計畫，送請各該工程主管機

關備查後始得申報開工。

三、重劃工程施工期間，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應確實依核定之工程

預算書圖、施工規範及施工計畫期程辦理，並應分別於總工程

進度達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七十五時，向主管機關申請實施查

核。

四、本會先行於 110年 10月 15日以慶安重字第 1101000004號函

報請宜蘭縣政府備查，並擬提請本次(第 8次)理事會審議追認。

五、宜蘭縣政府審核期間若有修正情形，授權理事長委託柏源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依各該工程主管機關之意見逕行修正之。

辦法：

一、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規定，本案應

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二、 本案提請理事會議決。

決議：經全體出席理事進行表決，同意理事人數為 7人，不同意理事

人數為○人，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本

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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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本重劃區土地改良物查估補償數額審議案

說明：

一、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1條規定暨本會章

程第 6條規定會員大會之權責(審議拆遷補償數額)授權理事會

辦理。

二、 本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應予補償；其補償數額

委由大邑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依據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

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等補償相關規定辦理查估完竣，請

詳閱地上物拆遷補償清冊及鑑價報告書。

三、 前揭土地改良物拆遷及補償數額案提請本次理事會決議通過

後，另函請宜蘭縣政府備查，並於備查後由本會依據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條規定準用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 38條規定，將補償數額及拆除期限公告 30日，並通知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四、 公告期滿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無異議，即由該受補償人具結

領取；如公告期間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對於補償數額提出異

議或拒不拆遷時，由理事會邀集當事人予以協調，協調不成

者，由理事會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1條

暨本會章程第 13條規定，由理事會報請宜蘭縣政府調處；不

服調處結果者，應於 30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

裁判，且拒不拆遷者，本會得將補償數額依法提存後，訴請

司法機關裁判。自辦市地重劃進行中，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阻撓重劃施工者，應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本會得訴

請司法機關處理。

辦法：

一、 本案提請理事會決議通過後，依說明三、四辦理。

二、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規定，本案應

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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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提請理事會議決。

決議：經全體出席理事進行表決，同意理事人數為 7人，不同意理事

人數為○人，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本

案照案通過。

案由六、 退縮土地埋設用戶民生管線等相關設施使用，提請審議案。

說明：

一、 本案都市計畫「變更蘇澳（新馬地區）新城溪以南、三號道路

以北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書」經宜蘭縣政府

110年 9月 28日府建都字第 1100156417D號公告發布實施。

二、 依前述都市計畫第六章變更後計畫內容第七節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五點退縮建築規定 (一)本計畫各項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規定詳如下表及附圖所示。其中(三)「退縮

土地僅供步道、基地出入車道、綠化、設置或埋設用戶民生管線

等相關設施使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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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前述規定，本重劃區規劃將自來水用戶配水管線及電信管

線埋設於退縮帶內，以利日後用戶接管，並可避免挖掘道路、

步道及穿越溝渠。另污水幹管則埋設於道路下方，用戶端污水

收集井設置於退縮帶內，電力管線則於退縮帶預留用戶引上

管供用戶承接。原溝上型路燈(路燈基礎與排水溝共構)調整為

獨立基礎並設置於退縮帶，主要考量未來住戶出入口與路燈

衝突時便於路燈移除增設(如管線配置斷面示意圖-1及-2)，相

關配置規劃管線管理單位可依案同意後配合辦理。

四、 以上設計內容，經本次理事會通過、會議紀錄送主管機關核備

後，會議紀錄內容將寄送知會全區地主，並請地主提供書面

建議，由本會派員進行溝通，倘地主於送達通知後三十日內

未提出反對意見並書面回覆時，則本會未來將依據設計圖內

容按圖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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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規定，本案應

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二、 本案提請理事會議決。

決議：經全體出席理事進行表決，同意理事人數為 7人，不同意理事

人數為○人，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本

案照案通過。

案由七、 永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合約、買賣合約增補協議書，提

請審議案。

說明：

一、 本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預算書、圖經奉宜蘭縣政府 110年 10月

14日府地開字第 1100154320號函核准在案（不包括特高壓遷

移下地工程、自來水管線工程及配電管路工程）。

二、 依據本會第三次理事會決議，本重劃區公共設施工程規劃、設

計及發包施工，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辦理發包予永達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並業於 109年 2月 20日與永達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簽訂工程契約書及買賣契約書。

三、 工程契約第二條(一)契約價金項目，包括公共設施工程規劃、

設計及工程施工(不含直接材物料)等，契約總價以宜蘭縣政府

核定審查通過之金額新台幣(下同)1,039,283,948元(包含營業

稅)為發包金額。

四、 買賣契約第三條依據宜蘭縣政府核定審查通過金額編列直接材

物料金額為新台幣(下同)801,739,595元(包含營業稅)，扣除本

會自購材物料金額 54,940,800 元 (包含營業稅 )後淨額為

746,798,795元(包含營業稅)，本會與永達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雙

方議定買賣契約金額為 746,798,795元(包含營業稅)；前述本

會自購材物料包括：(一)、向宜蘭縣政府申購宜蘭縣公共造產

第11頁，共16頁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利用處理場剩餘土石方 4萬 4,800立方公尺、

(二)、向宜蘭縣政府專案申購蘇澳新城溪鐵路橋下游河段河川

疏濬土石 432,000噸。(三)、與宜蘭縣羅東轉運站暨附屬設施及

停車空間新建工程土方交換數量 9萬 3,910立方公尺。

五、 爰依工程合約、買賣合約條文及函文核定金額增列合約增補協

議書(附件 5)。

辦法：

一、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規定，本案應

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二、 本案提請理事會議決。

張晉誠理事發言：因本會業已自行支付空氣污染防制費，故建議說明

三應修正為「工程契約第二條(一)契約價金項目，包

括公共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及工程施工(不含直接材

物料)等，契約總價以宜蘭縣政府核定審查通過之

金額新台幣(下同)1,021,942,161元(包含營業稅，惟

不包括委託監造費 42,917,923元及空氣污染防制費

17,341,787元)為發包金額。」並同時修正附件 5工程

契約第一次增補協議書之第一條款內容。

主席發言：依據張晉誠理事建議修正。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理事，同意理事人數為 7人，不同意理事

人數為○人，符合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法定規定，本

案照案通過。

玖、理事提問及回復意見：(均摘要意旨)

賴輝達候補理事：有關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評定標準為何?是否

有偏低情形?

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地政處)：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係由羅東地

政事務所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等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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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賴候補理事所提地價偏低情

形，建議可逕洽該地政事務所地價課。

主席回復：本區都市計畫住宅區容積率只有 120%，明顯偏低，若未

來能爭取提高容積率至 180%，反映出真實市價上漲才有

實益。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 3點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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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開會照片

議案說明

議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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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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