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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地區農地重劃制度變遷與問題分析 

第一節 實施農地重劃社經背景分析 

一、實施農地重劃之背景分析 

台灣地區實施農地重劃，一方面受到 1949 年社經政治結構變動及人口驟

增等，所造成之糧食市場供需不平衡之外生因素影響；且在生產主義之主流

意識影響下，農業生產不只是當時國家發展之主要經濟活動，產量提升更為

各國農業發展之首要目標。另一方面因農業之結構性內生因素之影響，如早

期台灣地區農業社會承襲傳統租佃制度，農地所有權屬於少數地主，真正從

事農耕者為僅擁有耕作權之多數農民。對地主而言，農地是其所擁有之資產，

在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及地主擁有較大暴力潛能 (violence 

potential)之制度中，地主可支配與農民所簽訂之生產契約，取得農業生產之大

部份利潤，此可能導致地主無意積極進行農地生產環境之改良。相對地，農

民只能提供勞務換取有限之工資報酬，亦缺乏積極從事生產活動及投資改良

生產環境之誘因。 

由於只有當個人擁有私人財產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時，才會對資源

之維護與改良更加積極(Alessi, 2003: 108)，因此農地私有財產權之重新建構，

將可能是促使生產量提高之有效方法，同時可提昇從事耕作農民對生產環境

(如灌溉系統)及資本改良之投資誘因。是以當時政府便透過財產權之制度性改

革，重新界定農地財產權並予以保護 4，以提供農民更積極投入農業生產活動

之誘因，累積個人與社會之資本存量(capital stock)，厚實國家經濟發展之社會

資本。 

雖然農地財產權之制度改革促進農業生產效率，亦建立日後農地利用制

                                                 
4 政府部門在 1948 年開始執行第一次土地改革，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領、耕者有其田等

政策，為農地財產權重新配置之制度改革。此改變農地財產權之配置結構，並促進農業生

產力、提高處於暴力潛能弱勢佃農之財產，以及對農地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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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基礎，但台灣地區之農業生產，受到自然地理條件之限制及社會繼承制

度之影響，降低了農地生產報酬遞增(return increasing)率，顯示財產權重新配

置已無法改善農地之低生產邊際效率等經濟面問題。此時受到五○年代西方

國家發展農地重劃技術之影響，為改善不效率之農地生產環境，農地重劃制

度之引進為農地利用改革帶來新希望。於 1958 年開始試辦之農地重劃，成功

地為往後四、五十年之台灣農業發展，提供優良生產環境之基礎。 

二、總體社經背景之分析 

台灣地區之經濟結構於 1961 年以前，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由圖 3

可看出在 1950 年代，農業部門之年生產毛額約佔全國總生產毛額之 1/45，顯

示農業於經濟發展中之重要地位。然為加速經濟成長，政府於 1945 至 1969

年間實施「農業培養工業」的經濟政策(于宗先等，2004：129-130)，希望透

過農業之經濟成就，架構工業發展之基礎，以提高經濟成長率及國民所得。

於是在累積個人與社會資本為主要目標下，須加強農業生產力，而於 1949 年

著手進行第一次土地改革，並於 1958 年開始試辦農地重劃，透過農業生產量

之提昇，穩固經濟發展之基礎。 

農業生產毛額在全國生產毛額結

構比(%)

工業生產毛額在全國生產毛額結

構比(%)

服務業生產毛額在全國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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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地區經濟成長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暨產業結構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 2007 年農業統計要覽繪製 

                                                 
5 1961 年以前的農業生毛額約佔總生產毛額的 1/4(27.45%)，與 1973 年的 12.1%、1986 年的

5.54%及 2004 年的 1.74%比較，明顯地看出此時期農業生產在總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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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重劃之實施，不僅改善早期不良之農業生產環境、增進農地利用效

率，亦透過財產權之重新分配，提供農民投資農地生產之誘因，成為提昇農

業生產力之主要手段。由農地改良與農業生產面視之，圖 4 與 5 顯示台灣地

區自 1961 年正式實施農地重劃開始，每年執行農地重劃之面積、每年完成農

地重劃之累計面積與稻穀生產量之間的關係。1960 年代，基於政府對農地改

良之支持與積極投入，每年均完成大規模農地重劃面積。 

重劃之成效，可由稻穀產量自 1963 年開始成長 6獲得驗證。1972 年以後，

因非農產業累積個人與社會資本之效率遠大於農業，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部

門，均將投資轉向非農產業之二級產業，也使農業生產在整體經濟結構中之

角色逐漸轉淡(如圖 3 所示)。此時加上農業生產規模報酬力較低之農地，已於

早期因執行農地重劃而改善，故農地重劃面積呈現減少之傾向(請參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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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灣地區歷年土地重劃面積與稻穀產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 2007 年農業統計要覽與「臺閩地區辦理 
完成農地重劃區統計表」(內政部地政司，2003)繪製 

                                                 
6 一般而言，完成農地重劃與產量之結果約有半年的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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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計農地重劃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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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地區歷年土地重劃累計面積與稻穀產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 2007 年農業統計要覽與「臺閩地區辦理完成 
農地重劃區統計表」(內政部地政司，2003)繪製 

直到 1980 年代，稻穀產量開始呈現逐年減少之趨勢，一方面可能因農地

重劃面積未有顯著增加，使稻穀產量無法明顯地受到生產環境改善而增加，

抑或農地重劃逐漸喪失技術創新之優勢，致無法提升農業生產之邊際效益。

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受到國內社經環境變動、國民生活所得逐漸提高、對糧食

偏好需求改變、以及國際貿易對農業需求市場轉變等因素，造成國內農業生

產結構產生變化，使農業不再只著重於高產量之生產，在糧食需求降低與偏

好改變下，逐漸轉向高經濟作物之生產。此可於圖 6 看出，雖然農作物總產

量於 1980 年代之後呈現下降，但總產值仍持續成長之趨勢。 

台灣地區之經濟發展，在 1960 至 1980 年代末期，於農業培養工業之經

濟政策下，經濟發展結構逐漸由農業轉向工業 7，雖然達到經濟成長之目的，

卻也造成重工輕農之社會現象，成為現行農地利用管理困難之主要問題。如

圖 3 所示，在此階段經濟成長率雖然呈現較平穩之發展，但受到非農產業帶

動社會資本快速累積之影響，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之成長相當快速，相對於農

                                                 
7 由圖 3 的生產毛額結構比例可明顯看出，此一時期工業生產毛額之快速成長，並成為促進

經濟成長之主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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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值對於社會資本之累積效率較不如非農產業部門，政府在追求經濟成長

之目標下，對產業之投資重心逐漸由農業部門移向非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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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台灣地區歷年農作物總產量與總產值統計圖 

註：依農業統計要覽之統計項目，農作物總產量包括稻米、 
雜糧、特用作物、果品、蔬菜、菇類及蠶繭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 2007 年農業統計要覽繪製 

二十世紀末期，由於科技技術之進步與快速發展，使累積國家經濟產值

之主要經濟活動，轉型至高科技產業部門，然農業對社會之重要性仍未受到

重視。受到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影響，農業角色因而受到衝擊，但農業所肩負

之糧食生產基本功能，以及現代社會所盡力維護之生態功能等，均難以由其

他產業所替代，亦顯示出農地利用與農地保護並非隨著社會之進步而可以被

忽略的課題。雖然社經環境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持續變動，做為國內農地管理

規劃所倚重之農地重劃制度，受到制度變遷路徑相依之影響，使其執行內涵

並未隨之調適。於缺乏充分誘因結構改變制度環境，以及制度執行的複雜委

託代理關係下，現行農地重劃制度並未有因應社會變遷之改變。此外原以促

進農地利用效率之農地重劃，因政府將其與土地使用管制掛勾，而變為管制

農地之工具。又農地興建農舍制度造成生產農地環境之破壞等，均顯示要維

護農地之優良生產環境，長期以來為農地利用所依賴之農地重劃制度應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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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與改變。 

第二節 台灣地區農地重劃之角色變遷 

過去農地重劃之相關研究中，惟劉健哲(1997)曾依政府所擬定的農地重

劃方案，將農地重劃之執行分為五個階段檢視其執行之背景、目標與內容，

以分析執行農地重劃對總體農業生產與個體農民所產生之效益外，少有於時

間軸上對農地重劃在社會上所扮演之角色與定位，進行制度面之探討。因此

本研究依政府部門發布之農地重劃方案內容，配合社經環境之變動情形，將

農地重劃之制度變遷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分析，以瞭解農地重劃角色之改變與

制度變遷之路徑，並探討現行農地重劃制度可能產生之相關問題。 

一、農地重劃角色扮演之轉變 

針對農地重劃之實施過程，自 1958 年至 2004 年間，如表 1 所示，政府

共實施了八個農地重劃方案，以及三個農業方案中包含之農地重劃計畫。依

農地重劃於方案內容之重要性，並考量其執行情形與社經環境之背景，此將

農地重劃之實施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分析。 

第一階段為農地重劃萌芽初期之 1958 及 1959 年，此時期為增加社會資

本存量之累積效率，引進農地重劃新技術，以試辦方式進行農地利用制度之

改革。第二階段為 1961 至 1985 年間，此期間為使加速累積更豐富之社會資

本，全面性地實施農地重劃，以為經濟轉型之基礎，因而提出多個農地重劃

方案。第三階段為 1986 年之後，由於 1986 年以後國內經濟活動由傳統工業

逐漸轉向高科技產業，新知識與技術創新創造了無國界之國際化市場，為因

應全球化經濟市場之發展，台灣地區之經濟結構轉向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對

於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與改善，隨著農地重劃規劃面積與實際辦理面積之逐

年減少，顯示出農地重劃制度變遷可能產生閉鎖效果之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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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地區實施農地重劃之沿革 

時間 農地重劃方案內容(地區) 區數
預定辦理面

積(公頃) 
實際辦理面

積(公頃) 

1958 
試辦農地重劃 
(台南縣歸仁鄉：大甲農地重劃

區) 
2 525 525

1959 
災後農地重建 
(九個地區；其中有一實驗站：彰

化縣喜寶潭) 
9 817 817

1961 
實施農地重劃示範區 
(台灣省：劃定 16 個地區) 

11 3,362 3,225

1961-1971 台灣省農地重劃十年計劃方案 445 300,000 251,596

1972-1976 
加速農村建設與東部災區復耕

農地重劃 26 - 3,694

1977-1980 
六年經建計畫台灣省農地重劃

計畫方案 42 20,000 18,648

1980 「農地重劃條例」立法 

1981-1985 加速完成農地重劃五年計畫 99 100,191 61,310

1986-1991 
「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所得方

案」農地重劃 87 33,000 31,066

1991-1997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中之繼續

辦理農地重劃計畫 43 19,000 13,172

1997-2001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中之繼

續辦理農地重劃計畫 16 7,200 3,924

2001 「農地重劃條例」修訂 

2002-2004 
「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

中之繼續辦理農地重劃方案 6 6,000 1,737

合計辦理面積 389,714

資料來源：林森田，2004，農業用地分區調整及其變更為非農業使用相關問

之研究，p.30 

以下將針對實施農地重劃之三個階段，探討制度變遷情形及其角色於不

同階段之轉變。 

(一)第一階段：改善與重建之角色(1961 年以前) 

台灣地區於第一次土地改革後，農地財產權重新分配，雖然增加農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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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誘因與農地利用效率，卻也產生農地坵塊細分及小農數量增加等不利農

地利用之生產結構。而傳統之土地多子均分繼承觀念，又加深農地分割細碎

與坵塊分散等問題，不僅造成農地規模過小、增加從事農業生產之交易成本，

亦使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如機械化耕作)無法有效地利用，難以提昇農業生產力

等情形，成為普遍的問題。1958 年臺南縣仁德鄉大甲地區之農民受到該地區

農地財產權界定不明確、地權分散及農業生產環境配置(灌溉系統與農路)不效

率等困擾，便向政府提出陳情，期望藉由政府之力量辦理綜合性農地重劃，

以改進土地利用效率並運用技術創新，推動農業機械化，改善不良之農業生

產環境 8(朱慶濤等，1960)。此一農地重劃試辦，執行期間僅半年即已完成灌

排水系統與農路之改善與配置，降低了農業生產之交易成本，並大幅提昇農

業生產量 9，為奠定日後農地重劃制度於農業發展之重要基礎。 

1959 年於台灣中部所發生之八七水災，則是促使農地重劃繼續快速演進

之重要外生因素。由於八七水災造成台灣中部農業生產環境及生產結構受到

嚴重破壞，在舊有農地管理規劃機制無法有效復耕之推力下，政府基於前次

試辦農地重劃之成就，希望再次藉由農地重劃之執行，重建該地區之農業生

產環境，促成第二次農地重劃之試辦。並在不到一年之執行期間，即完成受

災地區生產環境之重建，恢復耕種(張維一與張桂霖，1984：22-25)，加強了

以農地重劃為中心之農地管理規劃制度。此二試辦案例，造就農地重劃之制

度化，在內生與外生因素之交互作用下，農地重劃無疑地成為促進農業發展

之新制度。 

在此一農地重劃之試辦階段，制度演變之起源，一則來自農民累積知識

存量不足之自覺，而向政府提出辦理農地重劃之內生性改變；另一方面則受

                                                 
8 大甲農地重劃區位於臺南縣與高雄縣交界處之二層行溪北岸，在農民聯名向臺南縣政府陳

情實施農地重劃下，於 1958 年經中央核准，成為台灣農地重劃之開始(朱慶濤等，1960)。 
9 大甲農地重劃之效益，於(1)地形改良坵形擴大方面：重劃後坵塊由 767 坵減為 672 坵；2

分以下之坵塊比例，40.55%降至 23.06%、2-3 分之坵塊則由 37.03%增為 55.06%，此結果

不但便於灌溉耕作，且節省人力時間，提高耕作效能。(2)增加生產量方面：每年約可增產

稻穀 123,000 公斤，年增益約為 182,900 元。此外尚有耕地面積增加、交通運輸便利及減

少經營費用等效益(朱慶濤等，1960：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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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七水災外生事件之刺激，進而尋求解決意外事件之路徑。雖然導向農業

發展制度發生變遷之背景因素不同，但均達成制度演進之目的，改善／重新

建造農業生產環境，達成預期之經濟成就。因此在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之 1950

年代，試辦農地重劃所帶來之效益，支持農民尋求農地重劃以達其追求生產

利潤最大化之目的，而政府部門亦將農地重劃視為達成社會福利最大化之利

器。 

雖然歐洲各國有成功執行農地重劃之經驗(Moral-Lopez, 1962: 125、

Lambert, 1961: 115)，然制度之發展與演變常因時因地而產生不同之經濟成

就。1950 年代台灣地區之農地生產環境不佳問題，是否可直接移植歐洲地區

農地重劃制度，而達成預期之經濟成就，又不致於對農民產生負面外部性、

增加農業生產之交易成本。在試辦農地重劃階段，驗證台灣地區發展農地重

劃之可行性。然此一階段所執行之農地重劃均屬小規模試驗性質，故在農地

重劃之設計與執行上仍處於學習與測試階段，以發展農地重劃之長期觀點來

看，本時期可視為引發農地重劃制度變遷之先驗階段，亦為農地重劃制度變

遷之始點。 

(二)第二階段：生產效益與財產權界定之角色(1961 年至 1985 年) 

基於前一階段農地重劃所扮演之先驗性角色，成功地提高試辦地區農民

之資本存量，亦降低傳統農業生產活動所產生之負面外部性。為擴大社會資

本之累積，自 1961 年開始，台灣省政府以示範性農地重劃，承繼第一階段之

農地重劃內涵與執行目標，以改善坵塊分散、面積過小、農路及灌排水設施

不足等農業生產結構改良，並將新制度之實施對象推行至全台灣地區之農

地。該示範性農地重劃再度驗證第一階段農地重劃之可行性，而進一步將農

地重劃政策落實為全台灣地區農地管理規劃之正式制度。 

農地重劃示範區之執行，加強農地重劃在制度演變過程之重要角色，成

為日後台灣地區農業發展重要政策之一。隨後於 1961 至 1971 年實施之「台

灣省農地重劃十年計劃方案」，在先驗與示範執行之經驗累積下擴大執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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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府部門所認知的以農地重劃增加社會資本存量，與農民所追求之個人利

潤最大化目標函數，於社經環境改變下而逐漸分歧，重劃成本負擔成為執行

農地重劃之關鍵要素。政府在第一階段八七水災農地重劃計畫中負擔全部農

地重劃費用，之後之「示範農地重劃」及「第一期十年計畫」第一年亦由政

府負擔 1/2 重劃費用。但自「第一期十年計畫」第二年開始，政府不再提供重

劃之補助，而由規劃為十年計畫第二年之重劃區農地所有權人必須自行負擔

全部之重劃費用 10。 

由於政府負擔部份重劃費用時，農民參加農地重劃之交易成本相對較

低，在以利益最大化之前提下，農民多樂於參與農地重劃之執行。然而當政

府部門對農地重劃之補助改為農民貸款方式時，農民參與農地重劃，除須負

擔全額之重劃費用外，尚須負擔貸款利息，造成交易成本大幅增加，使第二

階段農地重劃執行初期即發生農民對參與農地重劃卻步之困難(張維一與張桂

霖，1984：86)，導致第二期十年計畫未能如期執行。雖然第二期之「十年農

地重劃方案」未能完全執行，但第一階段執行農地重劃所創造之利益，仍具

有執行農地重劃之誘因，此時於 1972 年台灣東部發生之天然災害，則為再次

促使農地重劃繼續辦理之催化劑 11。有鑑於十年計畫實施過程，農民參與農

地重劃費用負擔增加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又基於災區復耕之急迫性與重要

性，政府再次提供參與農地重劃之農民於費用負擔之補助，此亦成為日後政

府執行農地重劃時，對重劃工程費用進行補助之基本模式。 

此後政府部門有效地執行多期經濟建設計畫及經濟發展政策，快速提升

整體社會之知識與資本存量，於農業部門之發展，則透過 1977 年擬定之「六

年經建計畫台灣省農地重劃計畫方案」以配合全面經濟發展。但在非農產業

                                                 
10 王國鈞(1978)認為在十年重劃方案之執行過程中，最大的困擾乃是重劃經費與負擔方式，

其中台灣省政府財政部門因財政困難無法負擔補助經費，並建議應爭取美援之補助；農復

會則表示無法大量補助。最後，重劃行政費用由省庫負擔，重劃工程費半數由政府貸款給

農民，另半數由農復會答應考慮補助，但並無明確之承諾。 
11 1972 年政府為配合加速農村建設，台灣省政府會同農復會辦理專業區重劃及東部災區農田

復耕(張維一與張桂霖，1984：47)，擬定「加速農村建設與東部災區復耕農地重劃」，政府

期望藉由農地重劃的執行，以協助其他農業／農村的發展，且有八七水災透過農地重劃而

成功復耕的經驗，均為政府部門對 1972 年東部災區希望以農地重劃復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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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長之下，土地使用方式已不如早期單純，工商產業之用地需求迅速增

加，為避免優良農地變更為非農使用，同時維護政府對農地投資之改良成果

不受到破壞，便於該方案中首次明訂透過土地使用管制制度，規範辦竣農地

重劃之農地。並將農地重劃納入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管理(張維一與張桂

霖，1984：87)，將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編定為「特定農業區」予以嚴

格管制，此舉雖為保護農地繼續為農業之使用，卻也同時對農地進行管制並

重新界定了農地財產權，導致農地所有權人財產權被弱化之情形。由於嚴格

管制辦竣農地重劃農地之變更，使原為對農地之投資改良，變相成為限制財

產權發展之手段，此對日後農地之利用與管理規劃造成重大之影響。 

接下來於 1981 年擬定之「加速完成農地重劃五年計畫」，為配合第二次

土地改革之農地發展計畫，以改善尚未執行卻需要農地重劃之農地為對象，

期望藉以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加速機械化耕作之推行。

然而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尚涉及農業經營管理與產銷通路等複雜之產銷規劃，

不易只單由傳統農地重劃之實施即可有效地改善傳統小農之生產結構，故農

地重劃執行成果仍偏重於農地坵塊之集中與擴大及農水路灌溉系統之配置改

善(台灣省政府地政處，1987)等，並未有效地達成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預期目

標。 

(三)第三階段：配合角色(1985 年以後) 

由前面二個階段之分析，可知早期農地重劃之實施是由政府強力主

導，重劃區之勘選與規劃多由政府主動辦理，至 1985 年止共辦竣農地重劃

面積約 339,815 公頃，約佔當時耕地總面積的 38%12。然此時受到經濟全球化

之國際趨勢影響，政府於 1990 年向「國際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提出入會申請，並於 2002 年以已開發國家身

                                                 
12 早期辦理農地重劃極大多數為水田之耕地，依 2005 年農業統計要覽之統計，1985 年水田

面積約為 494,535 公頃，若假設 1985 年以前辦理農地重劃之土地均為水田，則至 1985 年

止，完成農地重劃之農地約佔水田總面積之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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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加入WTO13，在經貿自由化之前提下，對於過去實施之保護農業部門等政

策造成衝擊，而長期以來藉農地改良增加生產之農地規劃管理制度，面對全

球競爭市場之壓力，以及國內社經環境改變等因素，所導致之農地相對價格

改變，均形成農地重劃制度及相關農地管理規劃制度改變之契機。以農地重

劃為例，加入WTO加快了農業市場自由化之趨勢，為因應此種變遷，農業政

策不再以農業生產環境改良為中心，因而對只以改良生產環境增加農產量之

傳統農地重劃，政府部門之態度轉為消極性之配合，不再主動規劃勘選重劃

區，亦缺乏積極改變農地重劃制度之誘因，以配合社會變遷之策略，因應

此現代化農業生產之農地利用政策等，導致現行農地嚴重之利用與管理問

題。 

此外農業生產技術之創新及經濟結構之變遷，改變民眾對農業生產與

農地利用之態度，影響農業之政策。故早期農業社會中，亟需藉由執行農

地重劃以提高農業生產力之背景已不復見，且透過農業累積個人與社會資

本存量之誘因逐漸減弱。因而近年政府部門已不再擬定以農地重劃為主之

農業政策或方案策略，同時受到政府財政困難之影響，亦減少長期性之農

地重劃規劃計畫 14，以降低農地重劃補助經費之編列，故農地重劃僅為配

合農業發展與國家重大建設之輔助性工具。 

此一時期政府之農業政策，由 1985 年訂立之「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

民所得方案」，針對農民所得相對偏低之問題，以及農業經營環境之問題

提出相關策略 15(臺灣省政府農林廳，1989)。而 1991 年之「農業綜合調整

                                                 
13 GATT 為 WTO 的前身，1995 年由 GATT 改為 WTO。有關台灣加入 WTO 的內容，請詳見

「台灣 WTO 農業中心」之中心簡介： 
http://www.arcwto.org.tw/default.asp?sShowType=content&nID=4010100 

14在此階段農地重劃之執行，屬於尚未多是為確保過去理農地重劃的投資成果，其內容多針

對已完成農地重劃之相關設施的維護與更新，因此農地重劃之實施面積，由每年所編列之

預算多寡來決定，而非視農地重劃之需求予以編定。 
15「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之政策目標：(1)提高農民所得，縮短農民非農民所得

差距；(2)維持適度農業成長率，確保糧食供應安全；(3)改善農村環境，增農民福利。發展

策略則為：(1)依據民生主義均富理想，促進農業經營結構調整；(2)貫徹第二階段土地改革

政策，加速提高土地及農業勞動生產力；(3)調整農業生產，維持國民均衡營養水準(臺灣

省政府農林廳，198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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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1997 年之「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則是以因應全球性之經濟發展

及經濟市場國際化趨勢之政策。於 2001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擬之「邁

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中，農地重劃則只為配合興修農田水利之一項

技術性工程。換言之，現階段之農地重劃，並未能對促進農地資源之有效

利用，提供積極性的改善功能，只能保守地維護過去農地重劃之投資成

果，而不易對現行之農地利用規劃及農村發展發揮積極地引導功能。 

由三個階段之農地重劃於台灣經濟發展所扮演角色之轉變，可看出台

灣地區農地重劃因受限於制度變遷之生產路徑，而產生市場閉鎖效果之傾

向。然由近期歐洲對現代化農地重劃之相關研究中發現，農地重劃之功能

不應僅侷限於生產環境之改良，亦可為促進鄉村多功能發展之重要工具，

此外尚可維護地景環境與保育自然資源，並進一步改善鄉村之經濟結構。

誠如 Benthem(1969: 212)所指出的，農地重劃應朝向多目標之方向，以取

代只有農業環境改良之內涵，方提供鄉村多元土地使用目標之發展。因此

於現代多元化農村發展趨勢下，農地重劃被視為是一種可同時達成生產

(經濟)、生活及環境生態等具多功能性之工具。故本研究認為現行農地重

劃閉鎖現象之產生，除可歸因於農地重劃單一生產功能之問題外，農地重

劃制度缺乏因應現代化社會發展之自我調適 (autonomous adaptation)能

力，以及政府部門無法透過合作方式進行調適等制度結構之缺失，均為目

前農地重劃制度無法落實其綜合性功能之重要因素，故若能紓解這些困

難，農地重劃或可成為解決現行農地利用問題及促進農村多元發展之有效

制度。 

二、制度環境之改變 

正式規則為制度執行的重要依據之一，透過正式規則之限制與效力，可

降低訊息、監督與執行等成本，以促進某些交易(North, 1990: 46-47)，故制度

環境之變遷，將影響制度之演變路徑及執行成效。早期台灣地區執行農地重

劃之制度環境為土地法第三章及土地重劃辦法，二者對執行土地重劃僅訂定



台灣地區農地重劃制度調整之研究 

 

32 

原則性之規範。但隨著農地重劃執行範圍愈趨擴大、內容愈形複雜，原則性

之規範已不足以解決執行農地重劃時所產生之問題與困難，於是內政部於

1980 年 5 月基於擴大農地重劃、促進農業現代化之觀點，擬具農地重劃條例

送請立法院審議，於同年 12 月通過立法 16，並於同月 19 日公布施行農地重

劃條例 17。該條例針對執行農地重劃之組織、重劃區之選定準則、重劃工程

之實施、重劃土地分配與異議之處理、權利清理及地籍整理等財產權之重新

界定與農水路管理維護工程等各項執行程序與內容，訂定較為完整之規範。

而 1982 年 3 月 12 日公布之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進一步詳細規定地方政

府執行農地重劃之組織結構與分工，並對選定農地重劃區之程序、重劃相關

費用之負擔內容及財產權界定標準等程序與內涵，提供農地重劃制度執行更

明確之訊息，降低執行農地重劃之交易成本。 

圖 7 為目前執行農地重劃之相關正式規則體系，配合農業發展條例規定

之農業發展政策、相關委員／協進會等組織之設置辦法，以及執行農地交換

分合、農水路重新配置等水利工程之規範，建構出現行農地重劃之制度環境。

農地重劃條例自 1980 年公布實施以來，除配合台灣省之行政組織調整而於

2000 年稍有修訂外，農地重劃之實施程序與內容並未有重大改變。農地重劃

條例為一規範(1)執行機關之層級關係：農地重劃之執行組織由農業發展條例

明確指出統籌機關為地政主管機關 18，農地重劃條例則進一步建構出配合與

執行組織(如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層級委託代理關係。(2)實施農地重劃區之規

劃：規範農地重劃契約之執行對象及誘因，前者由政府機關選擇並核定，主

要之行動者－農地所有權人－則於簽訂契約前被動地表達是否參與之意願，

後者僅於自辦農地重劃時有適用相關重劃獎勵之說明，但並未提供明確之誘

                                                 
16 依行政院 1980.10.9 臺六十九內字第一一六七四號函送請立法院審議；並於同年 12 月 5 日

經立法院第六十六會期立法通過(立法院祕書處，1982)。 
17 農地重劃條例於 1980 年公布施行，在此之前已於 1979 年發布市地重劃制訂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故行政院便於 1982 年 4 月 7 日公布廢止土地重劃辦法。 
18 農地重劃條例第二條明定主管機關為：「本條例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條例第三條則規範辦理機關：「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辦理農地重劃，得組設農地重劃委員會；必要時並得於重劃區分別組設農地重劃

協進會，協助辦理農地重劃之協調推動事宜；其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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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機制 19。(3)契約內容之執行：執行農地重劃工程成本及契約執行期間之規

定。(4)財產權之重新界定：針對農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重新界定有原則性規

定。(5)契約執行成果之維護：完成農地重劃後，農水路工程之維護與管理。

(6)懲處機制：違反農地重劃契約之執行與財產權之限制。 

 

 

圖 7 農地重劃相關法規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9 

綜觀農地重劃之制度環境，乃是針對重劃執行之行政程序予以規定，缺

乏彈性的制度調整設計，此於面臨近年農地興建農舍所產生之問題時，政府

補助之制度性誘因不易成為農地所有權人參與農地重劃之有利因素，亦難以

提供有效之機制解決農舍興建對生產農地造成之負外部性問題。由圖 7 之農

地重劃正式規則體系，可清楚地看出農地重劃之執行，僅是延續早期著重於

                                                 
19 農地重劃條例第十條有獎勵自辦農地重劃之規定，但若為自辦農地重劃，在所有權人之同

意參與之比例與參與面積之比例均為三分之二，較由政府勘選時之二分之一之門檻高。另

在補助方面，自辦農地重劃另適用「獎勵人民自行辦理土地重劃實施要點」之規範，因而

並未明定有中央政府之補助經費。 

土地法 

土地重劃辦法

(已廢止) 

農地重劃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農田水利建設應用生態工法

規劃設計與監督管理作業 

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

農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辦法

農地重劃協進會設置辦法

農地重劃區農路水路管理

維護要點 

農地重劃區農路水路工程

設施規劃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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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農地生產環境之改善，尤其側重於水利工程之規劃與施行。雖然農地重

劃被稱為是一種綜合性農地改良，但於現行制度環境架構下，似未見其綜合

性之內涵，且只能達成生產環境改良之單一成就。 

第三節 現行農地重劃問題之探討 

由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台灣地區農地重劃制度之發展，可依制度內涵與各

時期之實施方案，形成不同階段之角色。而現行農地重劃制度應否調整之重

要性，不僅是因應制度變遷之趨勢，亦是解決現階段農地問題極為重要之課

題。由於農地重劃在制度變遷過程，受到制度路徑相依之影響，使制度之變

遷受限於既定之路徑(North, 1990: 112)，導致農地重劃制度內涵侷限於生產功

能，無法朝向更有效率之制度發展。又農地資源具區位專用性 20之生產要素

特徵，使農民對農地之利用往往受到追求土地最高價值使用等個人利潤最大

化之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與機會主義行為之限制，忽略了農地資源永

續利用之重要性。 

一、現行農村發展之制度分析 

農地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生產要素之一，亦為農民就近生產活動之生活空

間，然而早期因社經環境對農業生產經濟效益之依賴，農地利用往往只偏重

農地生產環境之改良，而忽略改善生活環境之重要性。因此以改良農地生產

環境提高農地利用效率目標之傳統農地重劃，並未考量生活面之需求，亦無

法對早期農地管理制度於農村地區缺乏整體規劃與建設(劉健哲與黃炳文，

2004：327)之問題，提供有效地改善策略。是以目前台灣地區對於農村地區生

產與生活功能之改良，缺乏有效地整體性規劃制度，而是分別由農地重劃改

良生產環境，以達成提高生產效率之目標；另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針對鄉村

區已形成之農村聚落進行社區更新，或依農地興建農舍制度，提供農民興建

                                                 
20 Williamson(1998: 59-60)依資產所屬之特性，將其區分為區位專用性(site specificity)、設備

專用(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知識專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貢獻資產專用性

(dedicated assets)、品牌資產專用性(brand name capital)及臨時專用性(temporal specificity) 
(羅台雄，2000：78-79)。資產專用性之特性為交易過程中，左右交易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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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宅來取得居住空間，以達農村地區之生活功能。 

此將農村地區對於達到生產與生活功能，所執行之現行制度彙整為表

2，便可發現同以農地為執行對象之農地重劃與農舍興建，因二者均不涉及土

地使用編定之變更問題，於達成生產與生活之制度整合可能較具可行性。但

可能因制度個別執行，而導致興建農舍對生產活動產生之外部不經濟問題，

增加制度執行之交易成本，使同時達到生產與生活之目標難以達成。而若要

整合生產與生活功能，亦可透過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結合辦理，

預留農村之發展空問、方便農事之耕作、整體規劃農地與農村之各種公共設

施，達成兼具生產與生活之農村發展目標，然於當前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所

存在之差異下，結合辦理是否可以順利進行，仍值得探討。 

表 2 農地重劃、農舍興建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制度之比較 

制度 農地重劃 農舍興建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制度目標 生產 生活 

執行對象 
農業生產用地 農業生產用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之鄉村區、農村聚

落及原住民聚落 

執行方式 農地坵塊之交換分

合、農水路之更新配置

個別興建農舍、集村興建農

舍 
社區更新 

正式

規則 

農地重劃條例 
農地重劃條例施行細

則 

農業發展條例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協助

辦法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例施行細則 

制 
度 
環 
境 

財 
產 
權 
之 
賦 
予 

 

依重劃前原位次分配

土地 
辦竣農地重劃特定農

業區之農業用地管制

較嚴格，財產範圍相

對較小(林森田，

2004：49) 

農地之 1/10 
個別農舍：興建方式、最

高樓地板面積、農建蔽

率、容積率、最大基層建

築面積、樓層數、建築物

高度及許可條件，應依都

市計畫法省(市)施行細

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實施區域計畫

地區建築管理辦法、建築

法、國家公園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農業用地興

建農舍辦法#7) 
集村農舍：農舍基層建築

面積計算－依都市計畫法

依重劃前原有土地相

關位次分配 
必要時需辦理非都市

使用分區變更(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

行細則#2) 
(變更後依鄉村區乙

種建築用地之建蔽、

容積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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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農地重劃 農舍興建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省(市)施行細則、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實

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

辦法、建築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建蔽率不得超

過 60%、容積率不得超過

240%(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辦法#8) 
不需辦理分區用地變更 

執行 
門檻 

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 1/2 以上，而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

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1/2 

個別農舍：農民資格之限制

集村農舍：20 戶以上之農民

起造人 

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 1/2 以上，而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

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1/2 

負 
擔 

政府負擔： 
規劃費、相關改善工

程費、土地分配與地

籍測量作業費 
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分擔： 
農水路工程費(農民

負擔 4 萬元，政府負

擔 31 萬 3 千元)(內政

部，2005：68) 
農民負擔： 
不足之農水路用地

(農地重劃條例#11) 

個別農舍：農民自行負擔

集村農舍：得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助興建必要之公共

設施、採主管機關提供之

農舍(舍)標準圖者，每戶另

補助 5 萬元(集村興建農舍

獎勵及協助辦法#5、#6) 

政府負擔： 
行政業務費、規劃設

計費 
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分擔：工程費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公共設施之不足土

地、拆遷補償費、貸

款利息(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條例#11) 

執行

主體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農地重劃協進會 

農地所有權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

制

度

安

排 主管

機關 

中央： 
內政部(地政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田水利處工程科
註1 

地方：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

政單位 

中央： 
內政部營建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註2 

地方： 
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

單位、建管單位 

中央： 
內政部(地政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
註3 

地方：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

政單位 
註 1：指導(計畫核定、工程技術) 
註 2、3：農宅輔建、整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是以當同一農地資源由不同制度執行時，雖然可分別達到生產與生活之

目的，卻也因農地利用目標之差異，可能產生農地利用之負外部性問題，而

增加制度執行之交易成本，難以因應多功能之農村發展趨勢。以農地興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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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為例，農舍興建是將十分之一農地發展權做為建築使用，於現行制度環境

無法明確界定該十分之一之財產權下，將使農舍興建完成後，對生產農地產

生污染等外部不經濟問題。 

雖然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

展，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興建農舍」，然並未於相關制度環境中對此做更具

體之規範，而在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八條中，亦只有土地權屬資格之規

定：「…共同在一宗或數宗相毗連之農業用地整體規劃興建農舍。各起造人持

有之農業用地，應位於同一鄉(鎮、市、區)或毗鄰之鄉(鎮、市、區)…」，而未

對維護農地生產面及所稱之整體規劃擬具相關配套措施，造成優良農地之破

壞與流失。尤其辦竣農地重劃之農地，因具交通便利與坵塊方整等優點，使

得本應是對農地生產力之改良，反成為加速農舍興建之整地工程。因此在具

交通便利誘因之新竹縣及宜蘭縣等鄰近台北都會區之地區，田間逐漸豎立起

豪華別墅，不僅造成鄰近生產農地之污染問題，亦因缺乏農村土地利用之整

體性規劃，破壞了應有之鄉村景觀、浪費鄉村資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a：

53-54)。 

除此之外，有相關研究指出，真正提供給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之農民所興

建之傳統農地型農舍，多半被改建成別墅型或居住型農舍，此類型農舍往往

以住宅功能為首要考量，而於農舍主體興建違規設施、建築過大量體佔用配

合農地，甚至配合農地並未從事農業相關活動等問題(張耀文，2007：41-43)。

另就現行制度集村農舍之興建而言，集村農舍之規劃經常將農舍位址設置於

交通便利且已辦竣農地重劃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應配合之農地則規劃於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或農牧用地等公告現值較低之土地。如新竹縣湖口集

村案之配合農地約有 61%為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徐宏明，2006：43-51)、

新竹縣竹北與竹東二個集村案均是以偏僻的山坡地保育區土地為配合農地(張

耀文，2007：55-62)。喪失農地興建農舍為提供「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於

「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本意。 

早期台灣地區之農舍興建受到農地農有農用政策之限制，雖然存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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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興建凌亂等問題，但因農地交易對象僅為相對少數農民，並未引起嚴重

之負外部性問題。但自 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訂農地興建農舍規定之後，

在農業政策搖擺不定且缺乏相關配套措施(陳明燦，2000：75)下，造成農業

生產方面之負面影響及自然生態景觀之衝擊與破壞等問題。故有學者強調

農村發展規劃應考量土地整體利用之重要性 (劉健哲與黃炳文，2004：

325-328)，而非針對一個課題，制訂一個辦法或一套制度來決單一問題，否

則將可能產生制度環境競合、組織目的分歧而各自為政，致使制度目的難

以整合及資源之浪費。 

故於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制訂之前，即有研究指出農地重劃與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之密切關係。如張維一等(1983)就曾以個案方式分析該課題，

並建議應藉農地重劃之執行，同時改善農村社區之生活環境，改良農村整

體土地使用結構。鍾麗紅(1985)亦曾針對農村生活居住環境之問題，透過個

案之分析，研擬實施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原則、制訂專法之建議及分析可

能產生之效益，也認為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與農地重劃及相關之發展建設

配合實施，以達到農村社區建設之目的。 

即使如此，台灣農村地區之土地規劃，仍呈現一種多頭馬車之窘況，雖

然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改善手段，期望提昇鄉村區之居住環境品質。但

由圖 8 可知，自 1990 年後，即使政府致力於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規劃，規劃

面積與日俱增，然實際完成建設面積卻僅是規劃面積之 1/3，此或可歸因於缺

乏法令依據，導致制度執行之困難。但是政府於 2000 年完成制度環境之建構，

公布實施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後，規劃面積雖持續增加，實際建設面積卻

仍未見顯著之提昇。有研究認為此結果是受到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與相關承

辦人員對制度環境瞭解不足、相關法令過於繁雜、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過高

且拆遷補償費用過低、以及重劃後之稅賦負擔增加等問題(陳意昌等，2007：

3-18)。換言之，因制度執行機制及誘因之不足，使現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制

度並未能有效地執行，對農村生活環境之改良相當有限，更遑論要進一步整

合農村生產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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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歷年規劃與建設累計面積 

資料來源：依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資料整理 

二、農村發展制度與農地重劃 

組織之所以存在，因其可透過契約之簽訂及垂直水平整合相關資源，以

達經濟化交易成本之目的。由於農地資源具有高度區位及貢獻資產等專用特

性，且生產與生活功能為農村發展最重要之內涵，因此只由個別制度執行單

一功能時，將因農地之資產專用性高而產生較高之交易成本。然此問題原可

藉組織之垂直或水平整合工具，減緩前項交易成本問題。但依現行農地重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農地興建農舍等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可發現組織因制

度不同而分屬不同機關(詳見表 2)，於各自追求個別制度目標下，不僅組織間

協調不易且缺乏整合機制，使得制度執行交易成本問題難以獲得解決。 

針對農地興建農舍之政策及制度環境配合修訂之分析，多認為可兼顧

生產、生活與生態之政策，方可能創造完善的農業生產環境、美好的農村

景觀與高品質現代化的農民住宅環境之農村發展(黃明耀，2000、林孟慶，

2001、許世強，2001、陳明燦，2004)。基於農村發展與農地生產之關係密

切，且受到多功能農村發展趨勢之影響，政府部門對於農村發展在農地重劃

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二套不同制度之個別運作，使得農村道路排水系統及地

籍整理上未能同時整體規劃，導致行政程序與資源之重覆與浪費，又造成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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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劃區與農村社區間之通行與排水等問題，而有意將其結合辦理，以同時

改善生產與生活環境(施傳旺，1999：38)。故若可結合二者同時辦理，不僅可

減少重覆執行相同工作(如地籍整理)之交易成本，亦可同時整合規劃生產及生

活所需之農路、道路、灌排水系統、污水下水道系統等相關公共設施。 

由於農村發展過程生產與生活整體規劃之重要性，在台灣地區加入WTO

後，針對農業生產結構之變遷及農地利用之調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地

重劃政策專案小組」於進行檢討農地重劃未來發展方向之二次會議中 21，即

提出「農地重劃之目的，可包括兼顧提昇農業經營效率及農民生活品質兩方

面」之理念。研議藉由結合辦理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方式，希望

達到具生產、生活與生態等三生功能之農村發展。並建議由 2005 年度同時辦

理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先期規劃之台南縣七股鄉十分塭先行試辦，

以為日後正式執行之參考。 

此外有研究認為應整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與農地興建農舍制度，利用發

展權移轉之方法，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之擴大，將興建集村農舍之土

地移轉至農村社區範圍內，以解決目前集村農舍推動不易之問題(劉冠德，

2003)。亦有研究指出個別農舍興建破壞農地之完整性、影響農村景觀，而建

議於實施農地重劃時，研擬整體性之農村發展計畫，以指導農舍之集中興建，

並於辦理農地重劃地區，將集中興建農舍之土地變更為農村社區(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2005b：5-36 - 5-37、6-13)。 

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地重劃政策專案小組」於 2003 年檢討農地

重劃之必要性及未來推動方向時，於考量廣義之農地重劃 22具有兼顧提昇農

                                                 
2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成立之「農地重劃政策專案小組」係由農委會技監或參事、企劃處、農

糧署、輔導處、水土保持局、農田水利處及專家學者組成，針對農地重劃、農村社區更新

及興建農舍集村作整體規劃檢討，研擬出可改善農村環境整體經營與發展之整體規劃的重

劃業務(林柏璋，2005)。該小組分別於 2003 年 10 月 27 日與 2006 年 1 月 24 日，就「今後

農地重劃之必要性及其後續推動政策方向」及「研商農地重劃轉型之期程、實行方法及執

行方向」進行相關問題之討論。 
22 依內政部對於農地重劃的定義，可分為最狹義、狹義、廣義及最廣義四種(張維一與張桂霖，

1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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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效率及農民生活品質等成就，基於降低制度執行交易成本之理念，提

出制度整合之建議。而相關研究亦認為，就目前多功能農村發展之趨勢而言，

為紓解現行台灣地區農地利用之困境與問題，應可透過廣義農地重劃之本

質，於促進農地生產之基礎下，整合提供生活功能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或興

建農舍等制度。因此為使農村地區之生產與生活功能可以有效地結合，尤其

是農地之生產與農舍問題之改善，本研究將以農地重劃制度為本位，進行多

功能農地重劃之分析，以期達到永續農地利用與農村發展之目標。 

第四節 小結 

綜前所述，農地重劃在台灣地區五十多年之執行過程，以及在農業發展

過程中角色之變遷，從第一階段試辦達到農業生產之經濟成就，並成為日後

執行農地重劃之經驗與學習基礎。第二階段農地重劃即成為台灣地區農業發

展之重要政策，透過農地重劃累積個人與社會資本存量，並帶動其他產業之

發展，促進台灣地區經濟之進步與成長。然在制度變遷過程，受到制度內生

與外生誘因結構之影響，一方面增加知識與累積資本存量，以降低農業生產

之交易成本，提升農業生產之規模報酬。另一方面亦受到其他產業活動所需

用地日漸增加之競爭，使農地重劃在此階段與土地使用管制制度有所交集，

並被擴大為農地管制之主要依據。到了第三階段，農地重劃角色已不再具有

技術創新之優勢，政府部門對於農地重劃之態度，亦由早期之積極主導規劃，

                                                                                                                                       
1.最狹義的農地重劃，僅是辦理交換分合，但不涉及土地的區劃整理，主要目的在擴大坵

塊集中農地。 
2.狹義的農地重劃，較(1)的定義稍加擴大，包括農地的交換分合及區劃整理，以增加農地

面積。 
3.廣義的農地重劃則不僅包括狹義的農地重劃的內容，更加入農路的興建與興修水利、改

良灌溉排水等農地設施的改良。 
4.最廣義的農地重劃，則不只以農業生產用地與設施的改善為其內容，而進一步配合農村

社區發展與農村計劃，而實施的農村土地利用的全面改革。 
依台灣地區興辦農地重劃的內容，在 1991 年以前，大致可視為是廣義的農地重劃，但自

2000 年 1 月 26 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公布以來，則符合最廣義的農地重劃。但對於土

地部份，由 1992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制訂的農業綜合調整方案中，可看出農地重劃已

少有前期的土地的交換分合或區劃整理，而是以農路、灌溉排水等設施的興建與改良為主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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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消極之「支持但不積極推廣」(林柏璋，2005)，致使農地重劃之執行愈趨

滅少。雖然農地重劃對農民而言，仍是改善農地生產環境之主要方式，但因

辦理面積逐漸減少，以及須辦理生產環境改良之水田面積不多等原因，使農

地重劃制度可能產生閉鎖現象。 

因應農業(村)之綜合性發展趨勢，現行農地規劃管理制度是分別透過農

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舍興建之實施，提供農村發展生產與生活面

之需求。然制度安排(組織)決定制度執行之合作或競爭，為影響制度執行交易

成本之重要因素(Davis and North, 1970: 133)。雖然現行農地重劃與農舍興建制

度之個別執行，可分別達成農地生產與生活之需求；也可藉由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對已形成之農村聚落，進行整建更新以改善生活品質。但在現行制度環

境各自擬訂，制度安排缺乏整合之結果，經常導致制度執行時溝通協調之困

難，亦產生制度執行之衝突。如農地重劃之本意雖為改善生產環境，但由於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地，不僅坵塊方整易於開發，亦將農地改良為具有既平

整又具可及性等優點，十分有利於居住型或別墅型農舍之興建，甚至是違

規工廠之設置。在農地重劃與農舍興建制度缺乏整合之現況，不但造成農

村景觀之破壞，亦對生產農地造成污染等現象，均是導致現行制度執行過

程，交易成本增加之主要問題。 

為使多功能農村能有效發展及農地能永續利用，以維護農地生產本質之

農地重劃制度，在歐洲儼然成為達成鄉村多功能發展之重要利器。在面臨國

內類似之農村發展問題下，透過農地重劃制度之調整，或可為現行農地利用

之嚴重問題提供另一解決方向，以為永續農地利用與多功能農村發展之有效

工具。故本研究將於下一章，將以台南縣七股鄉十分塭重劃區為對象進行個

案分析，進一步檢視現行擬結合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制度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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