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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土地分配問題檢討與改進對策 

 

本章係就各章所發現的非原有街廓分配面積換算之土地總價值不等、

分別共有土地及合併分配增加共有產權等問題加以檢討，並研擬改進對

策，以提供政府相關單位參考，期促使土地分配能在保障財產權之原則下

兼顧到增進土地有效利用之目標。 

第一節 應分配土地面積分析 

一、 問題分析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所定之計算式 G=﹝a(1－A×B)－Rw×F×L1－

S×L2﹞(1－C)，係適用仍於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原街廓面臨原有路街線分配

者。在非原有街廓分配者，以 a'=a×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預計分配街

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單價作為重劃前面積轉換基準。在不考量臨街地特別

負擔下，所計得之面積換算出之土地總價值，將因分配街廓位置之不同而

造成不等之差異，使得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造成影響。 

有者主張修正 a'=（a×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

前宗地平均單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宗

地平均單價），其計算結果，在非原有街廓分配之土地總價值之差異現象，

更甚於 a'= a×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

單價。對於非原有街廓分配造成土地總價值不等的狀況仍然存在(詳見表

4-4）。有相等者，有過多者，亦有不足者。本研究研提改進之道，以保障

土地所有人財產權，維護各宗土地間之權益公平。 

二、 改進對策 

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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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

其不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利息，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

按其土地受益比例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區內之

土地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價數額比

例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所稱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指以重

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
84，惟 a'計算式中卻係以詳定

重劃前地價為換算基準，兩者意涵顯然不同。 

為使 G 式求得之應分配土地面積換算之土地總價值，不論重劃後分配

在原街廓或非原街廓，均能相等，進而確保參加重劃人財產權，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所定計算式 G=﹝a(1－A×B)－Rw×F×L1－S×L2﹞(1－C)，如預以非原

有街廓分配者，重劃前面積轉換基準 a'應等於 a×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價

/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宗地平均單價。A 所表示之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

率仍應適用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計算式所示=
重劃前宗地單價

重劃後宗地單價
。即不論

其為原有街廓分配或非原有街廓分配，應為原有土地位置之重劃前後宗地

地價上漲率。 

（一） a＂（本研究建議修正式）=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土地所有權人參加市地重劃在原有街廓分配土地者，係以其重劃前面

積減除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之餘額作為分配面積。如重劃後預以

非原有街廓位置分配土地時，應先計算非原有街廓位置之重劃前宗地面積

a'（本研究另訂為 a＂），即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亦

                                                 
84 參閱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 84 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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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a＂×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宗地平均單價)=(a×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

價)。 

當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宗地平均地價大於(＞)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

單價時，則 a＂小於(＜)a；當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宗地平均地價等於(＝)

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價時，則 a＂等於(＝)a；當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宗地平均地價小於(＜)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價時，則 a＂大於(＞)a。 

舉例言之，援表 4-2，L1 至 L6 街廓重劃前後地價、重劃前原有宗地面

積 ， 依 次 代 入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

價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a ×
   暨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得出不同的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

宗地面積。由表 6-1 可知，以重劃前地價為計算基礎的 a'，在 L2、L5 街廓

少配土地；但在 L1、L4 街廓則多配土地；在 L3、L6 街廓所配土地面積等

於以重劃後地價為計算基礎的 a'。換言之，以重劃前地價比率換算預計分

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面積，將造成多配或少配土地的情況，而以重劃後地

價比率作為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面積基準，將不致造成上述不符財

產權保障原則的情況。 



 84

表 6-1 轉換後預計分配街廓重劃前宗地面積表 

(單位:平方公尺)（重劃前面積 1000 ㎡） 

街

廓 

a'= 

a×(原位置重劃前宗地單價/預計

分配街廓之重劃前宗地平均地

價)（援表 4-1 地價） 

a"= 

a×(原位置重劃後宗地單價/預計

分配街廓之重劃後宗地平均地

價) （援表 4-2 地價） 

L1 750 625 

L2 750 1000 

L3 500 500 

L4 1500 1315.79 

L5 1500 2000 

L6 2000 2000 

計算例：以 L1 為例， 

(1) a＇：1,000 ㎡ × 3,000/4,000＝750 ㎡ 

(2) a＂：1,000 ㎡ × 5,000/8,000＝625 ㎡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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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 表示原有街廓位置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率 

內政部訂頒之市地重劃作業手冊規定，原有街廓分配時，以原位置上

漲率(A)計算；惟非原有街廓分配時，以非原有街廓位置之上漲率(A')計

算，在非原有街廓位置之重劃前後地價上漲率與原有位置之重劃前後地價

上漲率未必相同情形下，如果逕以 a轉換為 a'，其地價上漲率Ａ亦須配合

改以非原有街廓位置之重劃前後地價上漲率Ａ＇計算，顯不週延。 

G=﹝a(1－A×B)－Rw×F×L1－S×L2﹞(1－C)係原有街廓分配時，重劃後土

地應分配面積之計算式。其中一般負擔面積之數學式為 a×A×B。如係非原有

街廓分配者，則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重劃後土地應分配面

積計算式即為 G=﹝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1－A×B)－Rw×F×L1－

S×L2﹞(1－C)，亦即 G=﹝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 a(1－A×B)－Rw×F×L1

－S×L2﹞(1－C)。非原有街廓分配重劃後土地之應分配面積與原有街廓分配

重劃後土地之應分配面積之差異僅在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 之比率

關係，其一般負擔面積之數學式仍為 a×A×B。質言之，不論係原有街廓位置

分配或預以非原有街廓分配，A均係指原有位置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率，

無適用預計分配街廓重劃前後宗地地價上漲率之餘地。更明確的說，重劃

後土地非以原有街廓分配，經由 a'的計算，僅是換算其非原有街廓位置之

重劃前宗地面積，而其原位置地價上漲須擔負的一般負擔面積，並不因而

隨 a'的轉換而變更。 

由是，依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及 A=原有街廓位置重劃前

後宗地地價上漲率，可將第四章之(1)式 G=﹝a(1－A×B)－Rw×F×L1－S×L2﹞

(1－C)，轉化為： 

G=﹝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1－A85×B)－Rw×F×L1－S×L2﹞(1－C) --(5)                

                                                 
85 專指原有位置地價上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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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本例重劃區一般負擔係數 B=0.15、費用負擔係數=0.23，且暫不考

量 Rw×F×L1－S×L2因素，援表 4-2數據重劃前原有街廓 L 之宗地面積、重劃

前後地價及其地價上漲率暨擬分配之非原有街廓 L1、L2、L3、L4、L5、L6

之宗地面積、重劃前後地價，均代入(5)式，求出重劃後土地應分配面積及

土地總價值如表 6-2。由表中可知，重劃前之一宗土地，如在非原有街廓分

配，在不考量臨街地特別負擔下，各宗非原有街廓間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

積，受原位置重劃後地價與預計分配街廓重劃後宗地平均單價比率影響，

其分配土地總價值不因分配街廓不同而有差異。即重劃後土地不論係原有

街廓分配或以非原有街廓分配，其重劃後土地總價值應相等，始符合公平

原則，進而確保重劃土地所有人財產權。簡言之，如在原有街廓分配土地，

則現行之 G 公式可維持不變，但如為非原有街廓分配者，a'計算式須修正

為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且 A表示原有街廓位置重劃前後宗

地地價上漲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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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本研究修正 G公式計算重劃後應分配面積與土地總價值表 

（單位：m
2、元）（援表 4-2） 

(1) (2) (3) (4) (5) (6) 

=(3)×(5) 

街廓

名稱 

重劃前宗

地面積

a＂ 

(m
2
) 

評定重

劃前土

地單價
(元/ m

2
) 

評定重劃

後土地單

價(元/ 
m
2
) 

原位置

上漲率

 
 

重劃後土

地分配面

積  

G(m
2
) 

重劃後土地

總價值 

(元) 

 
 

備 考

L 1000 3,000 5,000 1.6667 577.50 2,887,500 原街廓

L1 625 4,000 8,000 1.6667 360.94 2,887,500   

L2 1000 4,000 5,000 1.6667 577.50 2,887,500   

L3 500 6,000 10,000 1.6667 288.75 2,887,500   

L4 1315.79 2,000 3,800 1.6667 759.86 2,887,500   

L5 2000 2,000 2,500 1.6667 1154.99 2,887,500   

L6 2000 1,500 2,500 1.6667 1154.99 2,887,500   

計算式：以 L1 為例， 

(1)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 G：1,000×（5,000/8,000）×【1-（5,000/3,000）

×0.15】×（1-0.23）=360.94m2 

(2)重劃後土地總價值：8,000×360.94=2,887,500 元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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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計算公式，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定

G＝﹝a(1－A×B)－Rw×F×L1－S×L2﹞(1－C)。 

在原街廓分配土地時，仍為繼續沿用。各土地所有權人權益不受影響。

惟在非原街廓分配土地時 a需轉換為 

a＇＝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前

價原位置之重劃前宗地單a ×

 ； 

A 需轉換為 A＇＝
 重劃前宗地單價)預配位置(

重劃後宗地單價

 

依據上述計算公式所得結果，各宗土地重劃後分配之面積換算成土地

總價值時不一定相等，明顯違反財產權保障與公平原則。 

為探求符合財產權公平原則之計算公式，經本研究推演出一套

新的計算方法，無須變動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定之計算公

式，僅將其中 a＇及 A＇所表示之意涵作局部修正，即可符合財產保障之

原則。即 a＂（原 a＇部分）表示：
宗地平均單價預計分配街廓之重劃後

價原位置之重劃後宗地單×a ；A＂（原

A＇部分）仍表示：
原位置重劃前宗地單價

原位置重劃後宗地單價 ，則無論在原街廓或非原街廓分配

土地，各宗土地重劃後分配之面積換算之總價值均相等，滿足財產權保障

與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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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別共有土地及合併分配分析 

一、 問題分析 

（一） 分別共有土地分配 

現行法制訂定之共有土地分配規則，行政機關只居於輔導的角色，重

劃後土地的產權結構，視共有人間之協議結果而定，或分配為單獨所有，

或分配為原共有型態，未能積極簡化共有產權。惟問題在於重劃的目的係

在增進土地利用，而重劃後土地之分配結果，如係原部分共有人共有或仍

維持原共有人共有，有礙重劃後土地之利用，則辦理市地重劃對分別共有

土地之實益將受到莫大的抵減，應在財產權保障與公平之原則下研擬對策

加以解決。 

（二） 合併分配 

重劃前土地面積扣除負擔後，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者，不同所有權人之協調合併分配一筆土地，固然有利於土地分配作業

之施行。惟有疑義者，合併分配結果多人取得同一筆土地所有權，土地之

交易協商、議價、簽約手續均須付出高昂的成本，且將面臨土地開發須經

全體共有人同意始得為之的困境，倘共有人中有一人不同意，該土地仍不

得開發利用。是以多人合併同一筆土地的分配制度，由財產權觀點論之，

合併分配制度等同於係在增加共有產權，不利重劃後土地利用。 

準此以論，分別共有土地重劃後仍維持共有形態，未分配為單獨所有；

抑或重劃前單獨所有土地面積因未達最小面積分配標準，重劃後經合併為

多人共有，該等土地產權結構屬共有產權，不利日後推動土地利用，與市

地重劃之目的背道而馳，則有關重劃後分配為共有產權的土地分配制度，

實不宜著重土地分配作業之簡便易行，而輕忽共有產權對土地利用的影

響，亦應在財產權的保障與公平原則下，妥善研擬對策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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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進對策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35 條、53 條規定重劃後土地分配結

果，重劃前為分別共有土地者，重劃後仍可能為分別共有；或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的單一所有權人之土地，重劃後合併分配為共有土地。 

內政部 86.12.19 台內地字第 8689916 號函示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53 條第 1項、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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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辦法第 31 條第 1項

第 2 款規定，已達重劃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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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惟實務作業上窒礙

難行，如重劃區類此土地過多時，不但無法留設抵費地，且無足夠的土地

可供增配；縱使得以增配，但增配土地係以評定重劃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

與市價有所差距，使增配土地者獲得不當之利益，且造成分配上之流弊。

為使市地重劃達成土地高度利用之目的並減少共有人數，宜以價值保障替

代存續保障，並避免與母法平均地權條例牴觸之爭議。茲舉臺北市內湖區

第五期市地重劃區價值保障替代存續保障之案例詳予說明：臺北市內湖五

期重劃區（東至成功路，西至舊宗路，南至麥帥公路，北至至善路，全區

總面積 40.3665 公頃），重劃前評定地價86係以土地有無被傾倒廢土87作為訂

定地價高低之分野。將範圍內原全為保護區之土地區分為兩個地價區段，

傾倒廢土者訂為一個地價區段，每平方公尺 38,000 元；未傾倒廢土者另訂

為一個地價區段，每平方公尺 42,000 元。如表 6-3。 

                                                 
86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第 1款規定：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

使用狀況、買賣實例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料，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87 該地區都市計畫反覆修訂，土地長期閒置無法利用，不肖業者任意傾倒廢土、垃圾。重

劃工程施工需花費巨額整地費用，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承擔疏於管理所增加之工程費用，

故重劃前地價應有高低，以區分重劃負擔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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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臺北市內湖區第五期市地重劃區評定重劃前地價表 

區段編號 評定重劃前地價（元/㎡） 備註 

1 42,000 未傾倒廢土土地 

2 38,000 傾倒廢土土地 

資料來源：台北市土地重劃大隊 

重劃後評定地價則依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如表 6-4，訂為六

個地價區段，每平方公尺 96,000 元至 104,000 元間，如表 6-5。 

表 6-4 臺北市內湖區第五期市地重劃區土地使用強度規定表 

使用分區 街廓編號 建蔽率(%) 容積率(%)

一般住宅區（住三） C1、C2、C3 45 225 

一般住宅區（住二） C4、C5、C6、 

C7、C8、C9、 

C10 

35 225 

住商混合區 CB1、CB2、CB3 40 225~360 

倉儲專業區 倉 1、倉 2、倉 3 60 225 

辦公服務區 辦 1、辦 2 40 225 

工商混合區 工 1、工 2 50 225 

工商服務展售區 展 1、展 2 50 225 

資料來源：臺北市土地重劃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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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臺北市內湖區第五期市地重劃區評定重劃後地價表 

區段 
編號 

街廓編號、名稱 
評定重劃後地價 
（元/㎡） 

1 CB1、CB2、CB3（住商混合區） 104,000 

2 辦 1、辦 2（辦公服務區） 103,000 

3 
C1、C2、C3、C4、C5、C6、C7、C8、C9、C10

（住宅區、公園、國小） 
101,000 

4 工 1、工 2（工商混合區） 100,000 

5 展 1、展 2（工商服務展售區） 97,000 

6 倉 1、倉 2、倉 3（倉儲專業區） 96,000 

資料來源：臺北市土地重劃大隊 

亦即重劃前地價每平方公尺僅 38,000 元或 42,000 元者，如因面積不

足以分配重劃後土地，改發現金，即可獲得每平方公尺 96,000 元至 104,000

元間之現金補償。再進一步說明，假設某甲有重劃前一宗土地，面積 180

平方公尺，扣除本重劃區平均總負擔比率 46.31﹪，則其重劃後土地可分配

96.64 平方公尺。因不足重劃後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200 平方公尺之二分之一

面積，亦未聲請與他人合併分配，依規定不能分配土地，改領現金補償。

該宗土地以重劃前評定地價計算總地價僅為 6,840,000 元88，但可領得重劃

後評定地價之現金補償 18,720,000 元89。又假設某乙在同一重劃區有一宗

重劃前土地，面積 360 平方公尺，總負擔比率仍為 46.31﹪，重劃後可分配

土地面積 193.28 平方公尺，已達重劃後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經主

管機關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200 平方公尺土地（需繳納 6.72 平方公尺

以評定重劃後地價計算之差額地價）。如欲放棄分配土地，改領現金補償，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3 條 2 項規定，應以其應分配權利面積，按重劃後

分配位置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予以計算補償。則其可領取之現金補償為

                                                 
88 38,000 元×180（㎡）=6,840,000 元。 
89 104,000 元×180（㎡）=18,7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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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0 元90。兩者相較，甲重劃前土地面積 180 平方公尺，即可領得現

金補償 18,720,000 元，而乙重劃前土地面積 360 平方公尺，卻僅可領得現

金補償 20,101,120 元。換算乙與甲持有土地面積皆為 180 平方公尺時，乙

僅領得現金補償 10,050,560 元
91。重劃前某甲土地面積 180 平方公尺，某

乙土地面積 360 平方公尺，換算同等面積，甲領得 18,720,000 元，但乙僅

領得 10,050,560 元。其差異點乃在於一個係以不扣除重劃負擔之重劃前面

積，按重劃後評定地價
92給予現金補償，一個係扣除負擔後之面積，重劃後

評定地價給予現金補償。重劃負擔越高，則兩者領取現金補償之金額差距

越大，對甲、乙兩人之財產權保障顯有軒輊之別。 

基於上述，經政府權衡公益與私益的結果，為促進土地合理利用，對

市地重劃之實施仍應符合憲法中有關財產權之保障與公平對待原則，如對

當事人未能予以存續性保障時，仍應滿足價值保障。故對土地所有權人持

有重劃後之土地未達或聲請與他人合併分配仍未達重劃後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者，建議均發給現金補償。蓋現金補償係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之

土地，依其重劃後評定之地價給予補償，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能

予以充分之價值保障，將發放現金補償之土地留設為抵費地，予以公開處

分。處分抵費地之盈虧由平均地權基金承擔而不納入重劃負擔，對於分配

土地者之權益並未受到損害，是以財產權之存續保障及價值保障均得以兼

顧。緣依上述分析並參照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之 1 暨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精神，將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均分配

為單獨所有並加入調解機制，減少訟源。茲建議修正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35 條暨第 53 條部分條文內容如下： 

                                                 
90 104,000 元×193.28（㎡）=20,101,120 元。 
91 20,101,120 元×180/360（㎡）=10,050,560 元。 
92 重劃後評定地價，視重劃負擔高低及參酌法令規定之影響地價因素而訂定，不但高於當

年期土地公告現值，且高於重劃區當時之交易市價，臺北市內湖五期重劃區即屬一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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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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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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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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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以現金補償之。」 

修正理由：1.配合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之 1 第 1 項：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不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金補償之之規定予以修正。2.

重劃區內未必有深度較淺、地價較低之土地可供分配，縱有是類土

地，分配者眾多時，窒礙難行，建議刪除是項規定，避免分配作業

不公。3.為減少共有人數並促進土地合理利用之公益原則下，對於

小面積者給予適當之補償，以價值保障代替存續保障。 

（二） 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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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款

規地辦理或仍分配為共有。」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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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 2 款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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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理由：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2款修正理由。 

（三） 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 條第 4 項：「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

人提出異議之案件，得先予查處。其經查處結果仍有異議者或未

經查處之異議案件，應予以調處，調處不成者，由主管機關擬具

處理意見，連同調處紀錄函報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之。但分別共有

土地倘經依規定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者，共有人如提出異議，主

管機關得不予調處，仍分配為共有。」修正為：「主管機關對於土

地所有權人提出異議之案件，得先予查處。其經查處結果仍有異

議者或未經查處之異議案件，應予以調處，調處不成者，由主管

機關擬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處紀錄函報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之。但

分別共有土地依第 3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

者，共有人如提出異議，主管機關應予調處，不服調處者，應於

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理，屆期不起訴者，

依原調處結果辦理。」 

修正理由：對分配結果有爭執者，建議比照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6項規定，應提請主管機關調處，以達促進重劃後土地利用之目標。 

（四） 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3 條第 1 項：「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

配之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不能分配

土地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六十日

內，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金補

償。但重劃範圍勘定後，除繼承或強制執行者外，土地所有權人

聲請分割土地，致應分配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二分之一者，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前地價發給

現金補償，逾期未領取者，依法提存。」修正為；「土地所有權人

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而不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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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土地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六十日

內，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金補

償。但重劃範圍勘定後，除繼承或強制執行者外，土地所有權人

聲請分割土地，致應分配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者，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前地價發給現金補

償，逾期未領取者，依法提存。」 

修正理由：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2款修正理由。 

（五） 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3 條第 2 項：「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

配土地面積已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經主管機關

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後，如聲請放棄分配土地而改領現金補

償時，應以其應分配權利面積，按重劃後地價分配位置之評定重

劃後地價予以計算補償。」予以刪除。 

修正理由：配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修正後之

規定，需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始予分配土地，刪除本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