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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理論基礎 

一、 財產權內涵 

人類對於所有權之概念源自於土地，於漁獵時代，因人類逐水草而居，

與土地不生深厚感情，直至農耕時代因需依賴土地維生，始與土地發生不

可分離之關係，從而發生對土地所有權之概念
11。農耕時代，隨政治、經濟

與社會之改變，只認土地所有權係屬君主一人所有﹔在封建制度下，私有

所有權之概念仍未發生，直至封建制度崩潰，始建立自由主義之私有所有

權概念。所有權之形成眾說紛紜，有謂對無主物之先占乃為所有權之起源

及其存續之理由，即先占說﹔有謂個人以其勞力所加或所獲得之物，則該

個人對該物即有所有權，勞力即為所有權存在之基礎，即勞力說﹔有謂所

有權乃法律之產物，隨法律發生而發生，因其消滅而消滅，即法定說﹔有

謂所有權乃由祖先占傳與子孫，為保和平與謀相安，乃世代相互約束而保

持者，即社會契約說﹔有謂所有權乃自然法之權利，基於天賦與生俱來，

為天賦人權之一部分，非任何人所能剝奪，即天賦說12。而所有權制度自從

法國於西元 1789年之人權宣言率先揭櫫「所有權係神聖不可侵犯之權利」

之概念後，始正式成為法律保障之標的。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之轉變，

所有權之概念已不限於土地，逐次擴張至一切有財產價值之權利，故在法

制及學說上又形成較所有權概念更為廣泛之財產權概念13。 

財產權乃是界定人與人間對物質資源之法律關係的一組權利，包括占

有、利用、管理收入、資本、安全、遺贈、有害利用禁止之權利，除有體

                                                 
11 郁元英（1972），所有權之變遷，第 8頁。 
12 謝在全（1995），民法物權論，第 133 頁。 
13 楊松齡（1995），徵收補償與財產權保障，第 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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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尚包括無體物、智慧財產權，故財產權之客體有擴大範圍的跡象。

且財產權的特徵乃係其具有排他能力與移轉能力，就前者而言，不僅使個

人擁有一個自主的空間，亦方能使物質資源作有效率的利用，否則，多數

人利用一個共同的財產，將不會估算成本，造成物質資源過度使用而耗損﹔

就後者而言，因物質資源具有移轉能力，方能獲取其交易價值，亦方能吸

引投資，作該物質資源有效率的利用
14。 

財產權之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就早期而言，財產權採取廣義定義。

以中古世紀之英國為例，封建領主擁有土地，亦即統治土地上的人民。十

七世紀與十八世紀，洛克、霍布斯、布萊克史東等學者使用「財產權」一

詞，亦採廣義定義，此時之「財產權」泛指人之全部法律權利（all of a 

person＇s legal rights）。洛克在其政府論次講乙書中，認為財產權不只

是外在之物質客體，並包括人的生活、自由及資產。美國在十八世紀之建

國初期，就財產權採取廣義之定義，不只指外在物質客體及他們對外在物

質客體之關係，並括及所有對人類重要之人權、自由、權力和豁免，此包

括表現自由、良知自由、免於肉體傷害之自由、利用個人天賦之自由及平

等機會。在 1792 年美國開國之領導人麥迪遜（Madison）發表「財產權」

論文，在該文中，麥迪遜討論財產權之定義及政府保護財產權之角色。麥

迪遜先以物質客體定義財產權，並謂：「財產權乙詞，係指一個人對世界上

外在事物權利之宣稱（claim）及實施（exercise），排除其他個人之侵害」。

麥迪遜進一步描述財產權之概念謂：「就廣義言，財產權包含所有之物對一

個人附加之價值及擁有之權利，亦即給予其他人相同之利益」。現代對財產

權採取狹義定義，亦即將財產權限制在對物質客體之所有權（ownership），

認為財產權應較重視物質之占有（physical possession）。一般學者多認

                                                 
14 魏千峰（1999），財產權之基本理論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2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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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財產權與所有權具有約定成俗之同一性，學者常藉用對所有權之分析，

來瞭解財產權。學者荷那瑞（Honore）分析所有權之理論最為精闢，荷那

瑞認為所有權具有下列之因素
15：（一）占有之權利（right to possess），

此即對物之獨占的物質控制。（二）利用之權利（right to use），此即個

人對物之享有和利用。（三）管理之權利（right to manage），此即決定如

何利用與第三人得否利用。（四）收入之權利（right to income），此即自

己利用物或准許第三人利用物之收益。（五）資本之權利（right to 

capital），此即對物之讓與、消費、廢棄、修復或毀壞之權利。（六）安全

之權利（right to security），此即物免於沒收。（七）遺贈之權利（power 

of transmissibility），此即就物遺贈予第三人之權利。（八）其他權利

（absence of term），此即就物尚有之其他權利。（九）有害利用之禁止

（prohibition of harmful use），此即有不以損害他人之方式而利用物之

義務。（十）遭受強制執行之責任（liability to execution），此即因債

務，致使物依據法院判決而被取走之責任。（十一）剩餘權之特徵（residuary 

character），此即第三人對物之權利業已結束或消滅，物歸還之期待。 

依荷那瑞之分析，上述因素所構成之人對物的關係，即是所有權。吾

人亦可由此了解法學家所謂財產權係一組權利（bundle of sticks）之內

涵。 

財產權之定義雖不易界定，但可獲得四項結論16：（一）財產權處理有

體物質資源問題，亦處理無體財產權等問題。（二）財產權概念與私有財產

權概念不同，但財產權制度雖有私有財產權、集體或國有財產權、共同財

產權之分，依理論之完整性與實際之經濟效率而言，仍須以私有財產權為

中心。（三）私有財產權之概念（concept）與其意念（conceptions）不同，

                                                 
15 魏千峰（1999），財產權之基本理論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第 13-15 頁。 
16 魏千峰（1999），財產權之基本理論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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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乃係一組權利、自由、權力和義務等，與完全所有權存在於特定之法

律制度中。這些意念之細節雖有不同，但卻共同聚集在一個特定人決定如

何利用特定資源上。（四）私有所有權之靜態意念與動態意念不同，後者係

根據歷史或未來而了解所有權之意念，此有助於了解地主、抵押人或公司

財產權等問題。 

德國憲法學界認為憲法保障財產權意義，乃是指人民以合法方式取得

之財產，就應該受到國家保障；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財產權人能擁有其財

產，藉以抗拒國家公權力之不法侵害，期望在財產權之領域內，保障基本

權利人有一個自由的空間，藉以營造自我責任的生活。因此，財產基本權

作為「各個個人經營能力基礎」之標的物範圍內，稱之為「不能侵犯以及

不能讓與之人權」，故憲法上之財產權概念在法律架構上是以「具有私使

用性」及「原則上處分權」為其表徵
17。   

財產權在我國係認為自由權之一，財產基本權利即表示人民有財產自

由權，人民得以主張其財產權利之法律上效力，且國家機關不得加以侵害，

對於財產權的本質可具有五項特點18。(一)財產權乃自由權之一：自由或容

許伴隨著投入代價而獲取利益福祉；自由的擁有、使用並處分合法取得之

財產。(二)財產權應具有人權之理念：個人之生存必須擁有維持生存之基

本資源，在尊重人權及生存尊嚴之要求下，必須同時賦予財產權。(三)財

產權具私的性質：財產權具有排他的獨占性而言，完全屬於私有財產制之

基礎，所有權人原則上得基於自己之自由意思使用、收益、處分。(四)財

產權具有觀念性：財產權是「觀念的」存在，是以法律秩序所確定之「當

為支配狀態」為基礎，而非侷限「既有支配狀態」，故縱未支配標的物亦

得成立財產權。(五)財產權具絕對性：所有權之絕對性乃財產權絕對性之

                                                 
17 邵曼璠（1998），論憲法上之制度性保障－以財產權保障為例。 
18 楊松齡（1995），徵收補償與財產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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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表徵，在內容上包括絕對不可侵性、絕對自由性與絕對優越性三者。 

二、 財產權保障 

財產權之概念基本上乃建立於所有權概念上，自從法國 1789年人權宣

言率先揭示「所有權係神聖不可侵犯之權利」後，所有權始正式成為法律

保障的標的
19。 

我國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第 143 條指出：「中華民國領土內之土地屬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土地

所有權，應受法律保障與限制。」，憲法上對財產權為人民享有的權利已

明定應予保障。其財產權的保障有兩個意義存在，一是財產權的制度性保

障，一是財產權的個別性保障
20，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 制度性保障 

私有財產權的制度保障主要是針對立法機關而言，對立法機關於規定

財產權的內容與界限時給予限制，立法者必須保護財產權，使財產權人擁

有收益上及經濟上的使用權限。財產權的內容和功能會隨著社會和經濟的

演變而調整，立法機關在遵守憲法的體系下，負有確定財產權內容與限制

的責任，基於制度性保障之賦予，財產權之保護範圍僅以法律所授與活動

範圍為限。 

（二） 個人保障 

財產權的個人保障是法律地位的保障，主要在於使財產權人有一個積

極的、可主張的權利，來抵抗公權力對其合法取得、具有財產價值權利之

侵害，對其任何剝奪或限制都必須在憲法所規定之條件下始能為之
21
，其主

要的功能在防範國家公權力不合法侵犯私人財產權利。 

                                                 
19 楊松齡(1995),徵收補償與財產權保障第 4頁。 
20 賴燕玲(2000),農地變更使用管制與損失補償之研究-以被管制者的觀點為基礎。 
21 陳獻明，1998，臺灣日據時期被強占土地問題之研究－從財產權保障觀點，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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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財產權之保障，就憲法之位階而言，可分為存續保障（或稱現狀

保障或存在保障）與價值保障兩種。存續保障著重於維持財產權現有之狀

態，避免受到國家恣意之剝奪或限制﹔價值保障則非以維持財產權之現狀

為目的，而是側重財產價值之保護，故於財產權受到剝奪或限制時，國家

應予適當之補償，以填補財產價值所受之損失
22。 

存續保障係為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

分之權能，價值保障就是保障財產所產生之財富價值在正常的市場交易之

下不致貶損其價值
23。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也曾經對此明白闡釋：「憲法第 15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

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

能，並免於遭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

維護尊嚴。如因公用或其他公益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

之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24」 

1789 年法國人權宣言第 17 條明示：「所有權是神聖不可犯之人權，除

非為公共利益之要求及事先給予公正的補償，不得予以剝奪」。1850年普魯

士憲法第 9條規定：「財產，惟有在為公共福利並且事先給予補償，在急迫

情況時，至少須暫時定額補償後且須依法律規定，方得剝奪或限制之
25」。 

洛克財產權理論，認為財產權係一種先於國家的自然權利，而國家成

立之目的首重在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等權利，則國家徵收人民之土地，

即應公平補償其原先未被徵收之財產狀態，支付徵收土地時之市價，使被

                                                 
22 李建良，財產權之存續保障與價值保障，第 100 頁。 
23 吳庚（2003），憲法的解釋與適用，第 250 頁。 
24 吳庚（2003），憲法的解釋與適用，第 243-244 頁。 
25 陳新民（1990），憲法基本權利之基本理論（上），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益徵收之

概念第 315-3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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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人取得補償後，有能力購買其被徵收土地同樣價值之土地26。現代所有

權觀念強調個人權利與社會公益相調和，個人固有權自由使用、收益及處

分其土地，其權利之存續亦受憲法之保障，但基於公益而犧牲少數人之利

益，亦是憲法所允許的，惟私有財產權實際上為個人生活權與生存權之具

體依憑所在，故為保障個人財產權，以使個人獨立自主生活獲得保障，臻

達憲法保障財產權之真諦，對於因公用徵收而導致個人之財產損失，應予

以補償
27。上述有關財產權保障理念，皆強調以存續保障為憲法中財產權保

障之主要目的，惟因在滿足社會公共利益的情形下，為兼顧公益與私益，

乃就財產權之存續保障轉為價值保障。一方面以符合公共利益之追求，一

方面又可確保私人財產權保障的憲法精神。 

三、 財產權之公平對待 

從歷史脈絡中，封建制度公平由最有權利者裁決；威權制度」，上位者

為「完成大我可以要求人民「犧牲小我」；民主時代的制度是「多數決」，

基於多數人的福祉所作的決定，即處理了分配的公平；但現今民主人權的

時代，此公平的說法並不一定合理28。洛斯（Rawls,1972）在「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開宗明義即提到：「正義不能允許為了大多數人

的利益而犧牲少數」，其所堅持的正義是公民享有的自由權利，是具有平等

性與不可侵犯性29。公平正義的論點，中西方各有不同的說法。孔子在論語

季氏篇指出，所謂社會正義與公平是在有國家者，不患寡而患不均，不患

貧而患不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而西方學者亞理士多得在政治

                                                 
26 魏千峰（1999），財產權之基本理論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第 243 頁。 
27 楊松齡（1996），現行土地制度有關財產權保障之研究－公用徵收補償之分析第 2-16 頁。 
28 姚宏聲（2003），土地使用變更回饋負擔制度之研究－以農業用地變更開發住宅社區為

例。 
29 洛斯（Rawls,1972）的「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其後多以其觀念形成公平的學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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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第五卷中也論述：正義是合法、公正、與平等之事，將城邦中公民舉凡

財產、地位、聲譽以公平、公正原則分配各團體成員，是為分配正義
30。 

德意志（M.Deutsch.1975）曾指出分配性正義包含三種原則：平等、

需求與平衡。而所謂的平等原則指的是資源的均等分配，又分為機會平等

與結果平等兩種。機會平等指的是個人不因社會地位的高低，均可獲得適

當的資源，結果平等指的是資源按人數平均分配；又在同一條件下相互競

爭，弱勢者有權要求差別待遇以彌補不足。 

實施市地重劃的本旨，在於促進地利，以實現地利共享的公平原則，

而公平原則的內涵，一般而言，通常較著重於分配性公平的探求
31，惟誠如

克利森（Keleson,1976）所言公平的問題是一種公道的問題，而公道的問

題，事實上乃是價值判斷上的問題，既然是價值判斷，就會有不同看法32。

以下僅就所得分配公平、效用主義公平、社會道德正義公平及程序或規則

公平為範圍探討公平的內涵，期對公平有較深入的瞭解。 

（一） 所得分配之公平33 

所得分配之公平，是指一種改變如可以使富者窮些而窮者富些，則這

種改變是公平的。其所重視的是政策或計畫施行後之所得分配型態，並認

為一項可降低所得分配不均度之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 

所得分配公平可分為水平之公平(horizontal equity)與垂直之公平

(vertical equity)準則。所謂水平之公平，係對處境相同之人應給予相同

之對待，亦即同一類人其負擔或獲利應相同；所謂垂直公平，則是所得越

高者，負擔應越重，所得越低者，其負擔應越輕。所得分配觀點之公平，

                                                 
30 吳老得（2001），正義與福利國家概論，第 6-13 頁。 
31 楊松齡(1994)，平均地權制度公平原則之探討，第 146 頁。 
32 楊松齡(1994)，平均地權制度公平原則之探討，第 144 頁。 
33 楊重信(1994)，國土開發利益之分配－公平性措施，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議事錄，第

775-7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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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應用於稅之課徵，當執行課稅措施後，其所得分配是否能趨於平均，

為衡量公平與否的指標。所得水準一般為世界各國最常用來衡量福利水準

的指標，其前提假設每個人的效用函數皆相同，雖美中不足，在現實社會

中不盡符合，惟採用所得分配的平均程度作為衡量公平的指標，仍有一定

程度的客觀性及信服力存在。 

（二） 效用主義之公平
34 

邊沁（J. Bentham）強調每一個人之快樂與痛苦是可量化與可相加減，

且一個人之幸福可以用痛苦與快樂之總和表示之，其值越高則越幸福，整

個社會幸福可以用所有個人幸福之總和代表，該總和之值越高則社會越幸

福，此外，每一個人之幸福均同等重要，故所有個人之幸福權重均相等。 

效用主義之公平因強調所有個人效用總和之大小，而不重視個人效用

間的分配，因此其公平性受到強列質疑。質言之，效用主義之公平重視社

會整體的效用是否能提高，而將每個人的效用視為同質，此種公平原則亦

和所得分配觀點之公平相同，均忽略了個體相互之間效用之差異。然而，

一個人的效用並不容易客觀衡量，效用主義之公平，係假設所有個人幸福

或效用之權重均相等，又假設每個人之快樂與痛苦可量化相加減且社會之

幸福值可以個人之幸福值相加表示，此種假設條件先天上已限定其推得之

結論，頗具爭議，因此，效用主義之公平，多為理論之探討，實務分析較

少應用。 

（三） 社會道德正義之公平35 

在正義論一書中，洛斯（J. Rawls）認為正義即公平，不得為了一部

分人的更大利益而損害另一部分人自由的正當性，亦不容許為了多數人的

                                                 
34 楊松齡(1995)，以市地開發配合都市發展之研究－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之比較分析，第

197 頁。 
35 楊松齡(1996)，土地使用變更利益回饋制度之研究，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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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大利益而犧牲少數人的利益。由於社會與經濟不平等的存在，應使得處

於最不利地位的人獲得最大利益。在洛斯的理念中，反駁了功利主義的原

則，提出公平的兩大原則：1.人人對於基本自由權都享有同等的權利。2.

使處於最不利地位的人，得到最大的效益，各種職務與地位應在機會公平

的條件下，開放給所有的人。 

根據洛斯所提出的原則，吾人可以推知洛斯所構想的正義社會，其間

仍然允許收入及分配上的不平等，只不過這種分配上的不平等，必須能促

使社會處境最不利的成員獲得最大的利益，才是正當的
36。換言之，洛斯認

為一個合乎正義的社會，必須持續的改善這種不平等的情況，直到社會中

「處境最不利成員」利益無法再續繼增加為止。37 

洛斯雖提出不同於所得分配公平及效用主義公平之觀點，但也產生了

許多疑問，例如：到底那些人才是處境最不利的成員？如何判定？依據什

麼標準去判定？以及如何才算是獲得最大的利益？利益要依據什麼標準來

做為衡量比較的基礎？這些問題並不易客觀明確地加以界定，所以此項公

平原則亦存在爭議的空間38。 

（四） 程序或規則之公平 

程序或規則之公平重視程序正義或遊戲規則之公平。此種公平之觀念

是由諾錫克（Nozick）於 1973年提出，諾錫克認為一種改變之結果是否公

平取決於：資源之起始分配是否公平？決定資源移轉之規則是否公平？如

果這兩者皆公平，其結果即是公平的。亦即，諾錫克重視之公平強調：1.

在賭博遊戲之前，籌碼之分配是否適當？（不一定平分）2.所訂出之遊戲

規則是否公平？如果兩者的答案皆是肯定的話，則比賽結果不論是誰勝誰

                                                 
36 戴華、鄭曉時(1991)，正義及其相關問題，第 281 頁。 
37 戴華、鄭曉時(1991)，正義及其相關問題，第 285 頁。 
38 林峰文(2001)，市地重劃負擔公平性之研究─以已建合法房屋減輕負擔為例，第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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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皆可謂公平。諾錫克式之公平的另一涵義為，若起始分配合理，程序合

乎正義或規則公正，則各人可各盡其所能，賺其所應得。相反的，若起始

分配不合理或規則不公正，而致使某些人可獲得不勞利得，則此一分配結

果即為不公平之分配。
39 

社會上的每一個體皆存在先天上的不平等，而且也不可能使大家一律

平等，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公平並不能代表平等，公平原則並非要求採

取一種機械式的、不容有差別待遇的平等，因為齊頭式的平等，是一種假

公平而非真正的公平，故公平原則應從實質的觀點，視事物的本質，而可

有合理的差別。程序或規則之公平，雖強調初始資源分配之合理性及資源

移轉在程序上之正義性，但是卻忽略人類天賦才能先天上的不平等，換句

話說，程序或規則之公平並未能顧及社會道德正義。
40 

四、 小結 

我國大法官解釋文中曾述及存續保障就是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

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也就是不僅保障財產依其存在之現

狀而可以繼續存在，並且也保障將財產當成財富而繼續利用、經營這些財

產的營利行為。實施市地重劃的結果，為使土地作合理、經濟之使用，對

於持有面積未達重劃後最小面積分配標準者，將無法分配土地，亦即財產

之存續保障無法兼顧，衡量公益與私益無法同時存在的前提下，給予價值

保障，為彌補其損失，對市地重劃實施結果，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

之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分配面積而不能分配土地時，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

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41發給現金補償。不但不計扣負擔，亦不課徵土地

                                                 
39 楊松齡(1996)，土地使用變更利益回饋制度之研究，第 200-201 頁。 
40 楊松齡(1996)，土地使用變更利益回饋制度之研究，第 10 頁。 
41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第 2款規定：「重劃後之地價應參酌各街廓土地之位置、地勢、

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路街

之路線價或區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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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而係依原面積按原位置重劃後之地價給予現金補償，兼顧財產權

之公平對待原則。 

實施市地重劃的目的，乃在於促進土地利用，使土地發揮高度的經濟

價值。重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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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應分配土地之一部分或全

部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除與他人合併分配土地外，得以現金補償

之。這對土地所有權人財產之存續保障有所妨礙，為達成財產權保障之目

的，在價值保障的前提下，應給予相當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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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 市地重劃意義與內涵 

土地重劃為近代各國為提高土地利用，所應有之措施。因原有地形，

以屢經繼承之分析，或輾轉買賣之分割，已由大片之地塊，分散為細碎之

田產。經營農業，建造房屋，皆以面積過小，殊感不便。且浪費人力、物

力，不能為經濟之利用；如欲土地改良，促進生產，尤為最大之阻礙。因

而各國政府或人民團體，凡以地塊狹小，或地權零亂之地區，多將原有地

界、道路、溝渠、堤塘等，均予廢除；再以理想之要求，依據地勢、地類

等之天然條件，以土地所有權人相互交換為原則，另行劃分，重予分配。

此一過程，名之曰「土地重劃」，英文名為 Land Replotting。惟德國於倡

辦之初，僅將小塊農地，合併為較大之農場，原有之大型農場未參與重劃，

則其亦曰「土地合併(Land consolidation)」。日本之農地重劃，又名為「耕

地整理」；臺灣於日據時期所辦理之「耕地整理」，亦即土地重劃之別名也。

但此項措施，倡行以後，無論其為市地、農地，多係統籌辦理。即將各重

劃地區內之大小坵塊，以及道路溝渠等，一併整理，重為劃分，最為經濟。

則近代各國，皆以「土地重劃」為名，已普行於全世界矣。土地重劃之興

起，亦以人類文化越進步，越願控制其生活環境，或進而為建設一理想之

環境。今之重劃，自廣義言之，亦即擬建設理想環境之程序；非僅為經濟

之利益而已。因道路之調整，溝渠之重建，以及地形之井然有序等，當皆

為美化環境所必有之處理。因市民終年生活於市區以內，如環境整潔，高

雅美觀，自更易提高市民生活之興趣，促進其道德之向上發展。故土地重

劃之效能，其與促進文化道德，提高國民之生活精神，亦有密切關係，可

謂以時代之進步，或新舊文化之更替，為改變舊環境，適應新時代，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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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程42。 

市地重劃就是根據都市發展趨勢，而將都市計畫區域內，或都市邊緣

中，雜亂不規則之地形地界和畸零細碎不合經濟使用之土地，在一定範圍

內，依據法令加以重整、交換分合，並配合公共設施之興建，改善道路、

公園、廣場、河川等，使各筆土地成為大小適宜，形狀完正，具備清楚之

地界，然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人，由此促使都市土地為經濟合理便利之利

用，進而形成井然有序之都市，其經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一種市地改

良利用方式
43。 

市地重劃分為廣義和狹義兩種。廣義的市地重劃，係指依照都市計畫

規劃內容，將都市一定範圍內畸零不整，不合經濟使用之土地，在不變更

所有權的原則下，全部加以規劃整理，交換整合，重新調整經界，並興辦

各項公共設施，使每一塊土地於重劃後，均成為形狀方整，且直接面臨路

街，符合建築使用，無須政府支出任何費用，是為以民間財力完成地方建

設，提高土地利用，促進都市發展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44
。而狹義的市地重劃

係指將都市內畸零不整之土地，予以交換分合，測定界址，完成地籍整理，

但公共設施建築工程視都市發展情形另行辦理之方法
45
。Doebele（1982）

對市地重劃的解釋：「市地重劃僅是地方政府或是其他公營事業單位甚至是

私人團體，直接參與都市化過程並且分享都市化利益的方法。」 

市地重劃之重點是以消除市地畸零不整為實施目的，透過「受益付費」

原則以提供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
46
。 

二、 專家學者對市地重劃之論述 

                                                 
42 王文甲（1976），土地政策，第 383-385 頁。  
43 林英彥（1997），市地重劃三版，第 1頁。 
44 參閱平均地權條例第 56 條、57 條、58 條。 
45 參閱平均地權條例第 61 條。 
46 陳明燦（2001），財產權保障，土地使用限制與損失補償，第 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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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數論及土地分配計算公式外，大多數均論及辦理重劃之效益、重

劃前後地價查估、重劃與都市發展暨市地重劃土地利用等，茲分述如下： 

（一） 有深入各層面探討台北市實施市地重劃，對政府、所有權人及社

會所產生之效益者
47；有提出一個推測市地重劃後對於市街地發展

效益與土地資產效益之方法論者
48；有透過市地重劃實證分析，探

討市地重劃問題之特性，緣由及效率評估方法者49；有探討台灣地

區辦理之市地重劃有何具體效益與問題者50。 

（二） 有研究實施重劃前後地價之查估方法者
51；有研究影響土地價值之

各項因素分析市地重劃如何影響住宅地價並運用將徵收價格分析

市地重劃之經濟意義者52。 

（三） 有研究民間機構參與市地重劃業務、市地重劃與細部計畫有助於

都市計畫之規劃者53；有研究不適經濟利用之土地辦理市地重劃重

塑都市空間之結構者54；有研究市地重劃應配合都市發展之需要而

辦理者55。 

（四） 有研究引進建設人口、產業於重劃區者56；有研究如何開放民間投

資經營非屬重劃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者57。 

                                                 
47 賴宗裕（1986），台北市市地重劃效益之研究。吳容明(1990)，市地重劃效益分析及其

評估模式之研究。王月娥(1989)，市地重劃開發時機指標之研究。謝靜琪（1995），市

地重劃效益與負擔之研究。徐豪（1996），市地重劃發展過程及其效益形成之研究－台

南市之實證分析。 
48 林玲芳，葉光毅，徐豪(1997)市地重劃發展過程及其效益形成之研究—台南市之實證分

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49 吳容明（1990），市地重劃效益分析及其評估模式之研究。  
50 林英彥（2003），台灣之市地重劃問題與對策。 
51 陳奉瑤,賴宗裕,林英彥,林森田,卓輝華(1998)市地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之研究。 
52 謝靜琪（1994），市地重劃對住宅地地價之影響—以台中市第七、八期重劃區為例。 
53 高孟定（1994），街地重劃有效的都市計畫實施工具。 
54 陳俊合（1997），市地重劃應用於都市空間結構重塑之研究。 
55 丁士芬（1999），市地重劃後重劃區之發展及其與都市發展間關係之研究。 
56 林中森（1986），市地重劃對土地利用影響之研究—高雄市實証分析。 
57 莊子明（2002），市地重劃後仍為私有之公共設施用地如何取得與開發利用之探討—以

台中市第七期重劃區交通用地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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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獻皆未論及（一）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面積之計算公式是否

公平；（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之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除與他人合併分配外，應以現金補償之，惟已達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

一者，得以深度較淺、地價較低之地區增配土地，是否可行，有無妨礙土

地利用；（三）重劃前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已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者，得單獨分配為單一所有權。但有共有人異議，則回復

為共有。是否合理，是否妨礙土地利用等問題。故本研究將就上述問題詳

予探討並研提解決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