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第五章 市地重劃土地權利分配問題探討 

 

在市場經濟裏，開發的過程係透過土地市場機制藉由客觀顯現的市場

價格進行議價與交易，達到地籍與地權分割或合併之目的，以便著手規劃

建築與開發，促使土地有效利用。而市地重劃則是經由行政機關依據法律

規章，就一定區域內之地籍、地權交換分合，以促進土地合理使用，重劃

之分配成果與日後土地之開發利用密切相關。重劃之分配成果又繫於土地

分配制度之良窳，益加彰顯市地重劃之分配規定對土地利用的重要。然而

市地重劃共有土地分配規則及合併分配規則之規定則有增加共有權人之情

況，與市地重劃促進土地利用之目的相互扞格，本章試分析共有土地分配

規則及合併規則對土地利用的影響論述如次。 

第一節 分別共有土地分配分析 

共有土地權利轉變為單獨所有之過程，參照民法第 823 條、第 824 條

規定，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土地，並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為之，

分割之方法不能協議決定者，得聲請法院判決分割之。但參酌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共有人不能自行協議分割，

任何共有人得聲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不服調處者，應

於接到調處通知後 15 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理，屆時不起訴者，依原調處

結果辦理。即法制規範一般共有土地分割為單獨所有之市場準則，係由共

有人自行協議（交易），協議不成，方交由欲分割之共有人向行政機關聲請

調處，或訴請司法機關判決結束共有關係。而市地重劃區內之共有土地，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分別共有土地分配時，共

有人依該宗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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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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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計逾三分之二同意者，得分配為單獨所有。但同辦法第 35 條卻規定，

如共有人於公告中提出異議，主管機關得不予調處，仍分配為共有。實質

上但書已要求共有土地如要分配為單獨所有，除需符合最小分配面積外，

仍需全部共有人同意方能達成。若未能達成協議，將使得「以多數共有人

同意得分配為單獨所有」之立法美意僅具形式作用。也就是說，市地重劃

共有土地分配規則仍係依循民法所定之共有土地分割規定機制，採全部共

有人協議為原則，如未獲全部共有人協議者，即依原共有型態分配。 

為促進共有土地之有效利用，現行的共有土地分割制度裏，土地法規

定可由行政機關扮演協調之角色，而反觀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卻規定於少數

共有人對分配結果提出異議時，行政機關可不經由協調程序即仍分配為原

共有型態，委實致重劃後之土地仍維持重劃前之原共有關係，僅改變土地

外觀的形狀、面積之減少，對共有權利之整合尚無貢獻。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有關共有土地分配的規定，皆係引導未合理利用之共

有土地作適當利用而設，惟前者要求行政機關需參與協調，以期結束共有

關係並促進地利；後者行政機關不予干預，縱令土地共有關係繼續存在，

忽視共有土地閒置對重劃區發展之負面影響，輕者可能造成重劃區個別土

地雜草叢生，重者可能成為重劃區蛙躍式開發的始作俑者。 

市地重劃分別共有土地分配之型態，視土地面積、共有人數及其應有

部分之多寡而定，茲舉下列二種類型加以分析：一種為部分共有人應分配

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部分共有人應分配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另一種為共有土地總面積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以上，但未達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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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分共有人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部分未達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 

重劃區內共有土地如全部共有人取得協議，得依協議結果分配為單獨

或共有所有權。倘全部共有人無法取得一致協議，儘管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已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且經共有人數過半數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同意，只要有一位共有

人不同意，不論其持分面積多寡，因未獲全部共有人同意，依然不得分配

為單獨所有。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時，行政機關仍將之分配為共有
79。本類

型之分別共有土地，分配結果有二種組合：(1)部分共有人取得數個單獨所

有權，部分共有人取得共有所有權；(2)原共有人依原持分比例共有重劃後

土地。 

（一） 部分共有人取得數個單獨所有權；部分共有人取得共有所有權 

重劃前 A、B、C、D、E、F 等六人共有虛線範圍內土地，持分各為

1/3、1/6、1/6、1/6、1/12、1/12。而 A、B、C、D 等 4 人應有部

分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E、F 等 2 人之應有部分面積未達最小

分配面積。重劃後經全部共有人協議同意於扣除共同負擔後，圖中

R0、R1、R2、R3 土地由 A、B、C、D等 4人個別取得單獨所有權全

部，E、F2 人仍維持共有各取得 R4 土地持分 1/2，如圖 5-1 所示。 

                                                 
79 參閱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5 條第 4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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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部分共有人持分已達，部分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結果部分

單獨所有，部分共有示意圖 

 

（二） 原共有人依原持分比例共有重劃後土地 

重劃前共有人數及共有土地持分承前(一)所述，且重劃後 A、B、C、

D 等 4 人均同意分配為單獨所有，惟因 E、F 不願協議，故重劃後

土地扣除共同負擔後，仍由 A、B、C、D、E、F 等六人依原有持分

狀態分別共有實線範圍內 R0 之土地，如圖 5-2 所示。 

 

重劃前 

A：1/3 

B：1/6 

C：1/6 

D：1/6 

E：1/12 

F：1/12 

 

重劃後 

 A：1/1(R0) 

 B：1/1(R1) 

 C：1/1(R2) 

 D：1/1(R3) 

 E：1/2(R4) 

 F：1/2(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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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部分共有人持分已達，部分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結果維持

原共有型態示意圖 

 

重劃後土地分配結果，部分共有人持分面積已達分配面積標準者，分

配單獨所有；未達者仍分配為共有。就財產權觀點，其結果雖不盡理想，

但總比分配為原共有型態為佳。如圖 5-1 的情況，除 R4 土地由 E、F2 人共

有外，R0、R1、R2、R3 土地由 A、B、C、D單獨取得，對於土地利用不致影

響太大，不過，一旦任何一宗土地共有人數增加，可能導致土地閒置，或

延宕開發時程之情形。 

重劃後土地依原共有持分分配最不利於日後之利用，如圖 5-2，原共有

人扣除重劃總負擔後，依原共有型態繼續共有。重劃後土地儘管面臨馬路

且地形方整，但土地的利用方式未經全部共有人同意，必須依靠土地法 34

條之 1之規定途徑解決，但坊間仍有阻卻土地法第 34 條之 1規定之不法行

為，使土地仍然無法利用。 

重劃前 

A：1/3 

B：1/6 

C：1/6 

D：1/6 

E：1/12

F：1/12

重劃後 

A：1/3 

B：1/6 

C：1/6 

D：1/6 

E：1/12 

F：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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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分析，倘多數共有人同意依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為單獨所有，

少數共有人不同意，則多數人仍然未能達到分配為單獨所有之目標。也就

是說，光靠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35 條有關共有土地分配規定，

委實難予達到簡化共有土地為單獨所有之目標，將導致重劃後土地之利用

如同未經重劃之土地一般。再者，在已獲多數共有人同意分配為單獨所有

時，倘僅依少數共有人意見即仍分配為原共有型態，將造成保護少數共有

人而損害多數共有人權益之情事，其結果對產權之簡化不僅無助益，反因

重劃後土地面積減少，權屬細化，延緩土地利用時程。 

二、 共有土地面積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以上，但未達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 

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之 1規定，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不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金補償之。對於利用度較低之

小面積土地，採變通補償的方式，以鼓勵所有權人領取現金，而將發放現

金之土地集中規劃為抵費地，嗣將之標售或標租設定地上權方式充分有效

利用土地，土地所有權人復能以重劃前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領

取地價補償費，對其權利已充分保障。然而，面積小但共有人數眾多之土

地，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重劃後土地面積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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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此

項規定固對土地所有權人能繼續保有土地，獲得財產上之存續保障，但實

務作業上，重劃後深度較淺、地價較低之街廓寥寥可數，或為他人重劃前

原有之土地位次，受原位次分配原則之拘束，無法騰出多餘的土地可供分

配，對參加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而言，雖然在重劃制度設計上仍依存續保

障為主，儘量予以分配土地，但終難以速成預期目的。 



 71

第二節 土地合併分配分析 

 

市地重劃係將都市邊緣雜亂不規則之地形、地界，畸零細碎不合經濟

使用之土地，在一定範圍內，依據法令，重新加以整理，交換分合，使各

筆土地成為大小適宜，形式方正，地勢平坦，適宜建築之情況後分配予原

土地所有人，促使都市土地為更經濟合理便利之利用，進而形成井然有序，

公共設施完善之都市，其經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一種市地改良利用方

式。重劃之目的旨在促進土地利用，而土地合併分配
80規則作為市地重劃手

段之一，當以實踐市地重劃之目的為目標。倘合併分配之結果未能促進土

地利用，則該項分配準則即有研議改進之空間，本節試分析合併分配規則

對重劃後土地利用之影響。 

行政機關辦理市地重劃合併分配之依據，主要係依平均地權條例及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其中平均地權條例規定，重劃區內土地扣除規定折價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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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不能

分配土地者，得以現金補償之。另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當同一所有權

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未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者，經合併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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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本節所論之合併分配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扣除重劃負擔後，可分配土地面積未達一定標

準，經聲請與他所有權人合併分配始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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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平均地權條例規定以重劃前原有土地扣除抵付負擔之土地後，其餘

土地依各宗土地地價數額分配之，惟扣除共同負擔剩餘之土地，未達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者，得以現金補償之。依此分配結果，辦理重劃機關之行政

行為只有二種選擇，一為原土地扣除負擔後剩餘土地面積大於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單獨取得一宗個別所有土地；二為扣除負擔後剩餘土地面積未

達分配標準者，以現金補償之。簡言之，依平均地權條例規定分配結果，

重劃後除地界方整、土地面積適宜開發外，土地均由單獨的個人取得個別

所有土地，消除共有土地，凡應分配面積未達分配標準者，一律以現金補

償之。 

平均地權條例規定以個別所有及現金補償為分配基準，創造完整的土

地產權，但亦增加發放現金補償之比重，茲說明如次： 

一、 完整的土地產權 

就平均地權條例的分配規定而言，市地重劃分配的結果不僅有效終止

地籍雜亂現象，更可塑造許多個別所有的土地。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即可決

定其土地利用型態，免除共有人之干擾；另一方面，亦使得原本土地雜亂

細碎之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對價的現金補償，退出重劃區土地市場，化共

有產權為單獨所有。以圖 5-3 為例，重劃前虛線範圍內 R0 係 A 單獨所有；

R1 係 B、C 共有，各持分 1/2；R2 係 D、E、F 共有，各持分 1/3。扣除重劃

共同負擔後均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依規定發給現金補償。重劃後實線

範圍內土地成為完整產權的抵費地，該抵費地復以公開標售方式，透過市

場競價標售，不僅創造盈餘，充實重劃區公共建設，且外觀上地界整齊、

坵塊方整，地籍及地權獲得重新調整，導引土地趨向有效利用的境界。 

二、 增加發放現金補償之比重 

平均地權條例規定重劃後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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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不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金補償之。相對於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發放

現金補償之規定係以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為分界，發放現金之金額

當較為龐大，惟此項經費係由辦理重劃機關負責於重劃實施前詳予預估，

編列基金預算支應，此項地價補償費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3 條第 1項規

定係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重劃後評定地價發給現金，對土地所有

權人相對有利。 

 

 

圖 5-3  土地所權人持分均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而領取現金補償，土地留

設為抵費地示意圖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應分配面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二分之一者，除土地所有權人聲請與他人合併分配外，以現金補償之。

若其面積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得於地價較低地區按

最小分配面積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亦即分配結果有三種選項：領取現金、

分配於低地價地區、合併分配。上述合併分配規定
81，雖僅變更平均地權條

例訂定之分配面積標準及增加得聲請合併分配之規定，看似差異有限，惟

                                                 
81 本節核心觀念在於法規對重劃後土地產權的界定效果對土地利用的影響，對於市地重劃

實施辦法之規定是否與其母法相違，暫不予探究。 

重劃後 

A等六人領取

現金補償實線

土地成為抵費

地。 

重劃前 

 A：1/1(R0) 

 B：1/2(R1) 

 C：1/2(R1) 

 D：1/3(R2) 

 E：1/3(R2) 

 F：1/3(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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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地利用的觀點視之，其差異卻極大，影響所及，促進土地利用之目標

可能難予達到。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採合併分配或分配於低地價地區或領取現金為界定

準則，土地分配後將增加共有產權，並使發放現金補償量比重降低，茲說

明如次： 

一、 創造共有產權 

不同所有權人之合併分配，雖屬土地重整與交換分合，重劃後土地將

由多人共有。以圖 5-4 為例，重劃前 A單獨所有 R0；B、C 共有 R1，持分各

1/2；D、E、F 共有 R2，持分各 1/3，扣除重劃負擔後 R0、R1、R2 均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經聲請合併分配，重劃後共有實線範圍內土地。

從地籍角度觀之，土地形式方整、面臨道路，適宜利用，惟土地如何利用，

仍須由共有權人決定。該土地由 A 等 6 人共有，此時每位共有人之考量因

素各不相同，倘因繼承或其他因素致共有人數持續增加，則土地利用之困

難將雪上加霜。易言之，合併分配規則雖可簡化土地分配作業，惟增加共

有產權，不僅不利土地利用，也弱化了市地重劃的目的。 

 

 

圖 5-4 土地所有權人持分均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重劃後土地

分配示意圖 

重劃後 

實線範圍內

土地由 A等

六人共有。 

 

重劃前 

 A：1/1(R0) 

 B：1/2(R1) 

 C：1/2(R1) 

 D：1/3(R2) 

 E：1/3(R2) 

 F：1/3(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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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降低發放現金補償量之比重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得於深度

較淺、地價較低地區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

分之一者，得領取現金補償或聲請合併分配之。相對於平均地條例採較高

的領取現金補償門檻，固然有助於土地所有權人分配重劃後土地獲得財產

上之存續保障之實踐，因而使領取現金補償者降低，惟將有礙土地利用，

不能兩者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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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例分析 

 

南港經貿園區為政府推動兩兆雙星的重鎮之一，全區土地面積約 78 公

頃，辦理市地重劃面積約 53 公頃，其中軟體工業園區正是以市地重劃土地

開發而成，對資訊產業的群聚效果貢獻頗大。以下就以臺北市南港區第一

期市地重劃區（即臺北市南港經貿園區市地重劃區）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

照清冊為分析資料，並區分共有土地分配及合併分配二案例分別剖析。 

一、 共有土地分配案例 

本案例土地屬住宅區，重劃後土地面積 8,063 平方公尺，占全部住宅

區面積 21％，占共有土地面積 62％。重劃前土地筆數計 14 筆，其中 13 筆

共有人數 62 人；1筆共有人數 56 人，共有人除其中 2筆不相同外，其餘人

數皆相同。重劃後分配為 10 筆土地。其中 2筆個別所有；1筆由原 62 人維

持分別共有；7筆由原 62 人以不重覆組合分配方式合併分配為分別共有。

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情形請參見表 5-1
82。 

本案例 10 筆土地分配型態計有個人單獨所有；部分原共有人另行合併

之分別共有；原共有人共有等三類。就土地利用程度言，個人單獨所有較

高於部分原共有人另行合併之分別共有；部分原共有人新合併之分別共有

較高於原共有人共有型態。 

 

                                                 
82 為保護土地所有權人隱私，人名以數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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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併分配案例 

本案例重劃前土地筆數計 7筆，其中 2筆係個別所有，5筆為分別共有，

共有人數介於 2至 7人之間；合併分配後土地 1筆分別共有人數 11 人，各

共有人持分約介於 27800/105730 至 5520/105730 之間，另有 3人因扣除負

擔後，應有部分未達最小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依規定發給現金補償，合

併分配對照情形請參見表 5-2
83。 

土地欲成為可開發利用的標的，一般而言，至少須完成地籍與地權的

整合，此為市地重劃之主要工作：重新釐訂地籍與交換整合地權。就地籍

觀點而言，本例土地由 7 筆合併為 1 筆，且面臨道路、形式方正，確已完

成重新釐訂地籍，且有利於土地利用，惟就財產權觀點，該土地所有權由

11 人分別共有組成共有產權，依民法規定，共有土地之處分、變更、設定

負擔非得全體同意不得為之。若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規定採多數決方式處

分或變更，共有人因持分各不相同，面對之機會成本亦隨之不同，為爭取

較高的開發利得，共有人將會採取阻卻法律行為，故共有土地之處分、利

用當不及單獨所有者之便捷。 

                                                 
83 為保護土地所有權人隱私，人名以數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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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土地合併分配對照表 

重            劃           前 重  劃  後 

         

 

所有權人 

322 363 364 138-4 322-1 335-2 362-1 32-2 

曹 1 1/1        27800/105730 

呂鄭 2   11/56      5520/105730 

鄭 3   11/56      5520/105730 

鄭 4   17/112 1/2    1/2 5565/105730 

鄭 5   17/112 1/2    1/2 5565/105730 

林 1      1/3    6520/105730 

林 2      1/3    6520/105730 

林 3       1/3    6520/105730 

杜 4       24/100   6672/105730 

○公司       76/100   21128/105730 

杜 5        1/1  8400/105730 

林 4   1/28      依規定發給現金補償

林鄭 1   11/56      依規定發給現金補償

陳鄭 1   1/14      依規定發給現金補償

土地所有人數 1  7  2 3 2  1 2 11 

資料來源  臺北市土地重劃大隊      

地 

號 

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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