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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市地重劃地價查估考量因素市地重劃地價查估考量因素市地重劃地價查估考量因素市地重劃地價查估考量因素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法令規定與實務作法法令規定與實務作法法令規定與實務作法法令規定與實務作法    

一一一一、、、、法令規定法令規定法令規定法令規定 

    目前台灣市地重劃地價查估之規定主要是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八十一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與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參表一)。 

    最早規定地價查估的法令為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是依

據同法第五十六條的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而推估重劃前後各宗土地價

值。而後，政府訂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特別針對市地重劃規定的條文，

在地價查估的規定上，更細部的區分為重劃前與重劃後的地價查估方式，

規定的內容也更加詳細。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九條，市地重劃作

業手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是因為市地重劃作業流程繁複且短期不易了

解，故而彙編工作手冊以便於承辦人員的執行，因此市地重劃作業手冊的

查估辦法比起上述的法令為更加詳細的規定，不僅區分為重劃前與重劃後

的地價查估方式，在調查或斟酌土地相關資料部份，加入了更多的考量因

素，更加完整地調查土地相關資料。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到市

地重劃作業手冊的頒布，可知地價查估的規定有愈加詳細的趨勢，但是規

定的細目依然模糊不清，例如，條文內容的交通是指大眾運輸系統或是高

速公路？公共設施是指哪些項目的設施？公共設施會依據不同使用分區而

不同嗎？土地使用分區是單指住宅區、商業區等等，還是更細部的區分為

住一、住二、住三？而且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等項目是包含哪些情況？要

依據何種指標區分發展情況？雖然法令為概括地規定，可以賦予承辦人員

較大的裁量權，執行者不需要死板的依據法令條文，可以擁有較多的彈性

空間，增加法律規範的彈性，且使用模糊的語言，可以給法律的擴大和解

釋留下餘地，但是立法語言過於模糊有損法律語言的確定性特徵，並且執

行結果會包含較多的主觀意識，而有失公平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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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市地重劃地價查估之法令依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法法法法

令令令令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平均地權條平均地權條平均地權條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例施行細則例施行細則例施行細則

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一條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

十條十條十條十條    

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市地重劃作業手冊市地重劃作業手冊    

  重劃前重劃前重劃前重劃前    重劃後重劃後重劃後重劃後    重劃前重劃前重劃前重劃前    重劃後重劃後重劃後重劃後    

Ι 1. 調 查 資

料：土地

之 位

置、交通

及 利 用

情形 

2. 斟 酌 各

宗 地 土

地 利 用

價值 

1. 調 查 資

料：土地之

位 置 、 地

勢、交通、

使用狀況、

買賣實例及

當期公告土

地現值 

參酌土地

相 關 情

況：包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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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調 查 資

料：土地之

位置、地

勢、交通、

使 用 狀

況、買賣實

例及當期

公告土地

現值、影響

地價的因

素 

2. 將上述資

料填寫於

現況及地

價調查表

中，並加注

於地籍藍

晒圖 

1. 蒐集影響地

價之因素 

2. 參酌各街廓

土地之相關

情況：包括

土 地 之 位

置、地勢、

交通、道路

寬度、公共

設施、土地

使用分區、

重劃後預期

發展情形及

鄰近區外己

開發地價之

趨勢 

II 

 

比較估計重

劃前後之地

價 

分別估計各

宗土地地價 

估計各路

街之路線

價或區段

價 

利用地籍藍晒

圖，將查估之

宗地地價分別

註入，並繪製

地價表 

就各項公共設

施情形，比照推

定各路線價或

區段價，並繪製

地價圖表。 

既成社區應單

獨劃分區段 

III 提經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

定 

提經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

定 

提經地價

評議委員

會評定 

提經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 

提經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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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實務作法實務作法實務作法實務作法    

                除了參酌陳奉瑤（1998）研究市地重劃前後地價查估的方法外，本文

實地訪談承辦人員
2
，以調查市地重劃地價查估的實務作法，歸納如下： 

 （一）重劃前：以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的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為主，多採區段價的方式。相關作業方式如下： 

      1.參酌公告土地現值以擬地重劃前之地價。 

      2.蒐集仲介或轄區內的地政事務之買賣實例，並以公告土地現值為

基礎，酌予調整並擬定重劃前地價。 

      3.若重劃區橫跨兩個以上的公告土地現值之地價區段，參酌公告土

地現值及影響地價因素之後，得訂定數個重劃前的區段價。 

 （二）重劃後：重劃後地價屬於細部計劃尚未具體實現之價格，所以承辦

人員於地價查估上更具彈性，且多採區段價之方式。 

      1. 已知重劃前地價之情況下，藉由道路寬度、使用分區、容積率等

概估，及考量重劃負擔比率之下，調整而決定重劃後地價。 

      2. 參考都市計畫法規定的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強度及容許使用

項目等，及考量鄰區土地使用現況，而推估重劃後可能之平均地

價，作為重劃計畫書中概算負擔比率之依據。分配設計時，重複

上述資料蒐集之動作，訂定已發展地區週邊的地價，再依動線、

與既成社區接近性等，分配地價，並以先前推估重劃後可能之平

均地價為調整基準，進而決定重劃後地價。 

    土地的估價原則包含了預期原則、變動原則、供需原則、替代原則及

均衡原則，所以在評估土地價值時，必須預期未來所能獲得的收益、注意

土地價值或使用上的變動、土地的供給與需求的互動關係、最低價格的土

地會吸引最大的需求，而且若是土地市場均衡，土地價值會保持不變，反

之，若是打破均衡，價值就會產生變化。除了依循這些原則之外，土地估

                                                
2
 本文於 5月 30 日下午訪問台北市政府土地開發總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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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要考量土地的實質特性及其改良物，包括土地面積、形狀、臨街寬度、

區位等等，更重要的是要考量不動產權利的價值，例如地役權、限制發展

權對土地價值的影響。 

    市地重劃完成後若尚未分配土地，重劃區內沒有建築物之存在，所以

在查估地價時不需要考量建築物對地價的影響，因此市地重劃後的地價查

估就是針對土地所進行的估價，而依據土地估價的理念，在查估地價時，

應該考量土地的實質情況與權利的設定，然而在市地重劃後地價查估的實

務作法上，並沒有考量土地權利價值的部份，因此若重劃前的土地已經設

定他項權力或是有出租的情形，而地價查估時並未考量到這些權利對地價

的影響的話，如此的地價查估是有失偏頗的，惟對市地重劃而言，這種情

況並不影響財產權的分配。 

    市地重劃地價查估的法令規定是逐步地規定價查估的方式，可以清楚

知道查估的步驟為何，但是規定的內容不夠完整，實務作法上更加地簡略，

例如地價查估的實務作法上，重劃前的地價查估是僅參酌公告土地現值以

擬定重劃前的地價，或是以公告土地現值作為估定地價之主要參考依據，

而不一定得一一調查土地相關資料，這樣的方式忽略了蒐集影響地價因

素、土地的實質條件或是外在條件的影響，與地價理念不符；重劃後的地

價查估方式有參酌土地相關資料，並且增加了法令未規定的容積率，然而

卻未進一步說明容積率的規定內容，其是指承辦人員依據土地使用分區不

同而參考容積率嗎？ 

    除此之外，承辦人員以負擔比率的高低為主要考量，才進一步查估地

價，或是簡單的考量客觀影響地價之因素，因為若負擔比率大於法令的規

定，無法繼續辦理市地重劃，而且，承辦人員有時候會先概略估計出平均

地價，才反推地價上漲率與負擔比率，作業上比較容易，但是違反了法令

的規定。實務作法是更加彈性的查估方式，但是查估的方式與考量的影響

地價因素有些簡略，承辦人員多只是依其個人經驗或是主觀意識決定地

價，忽略了許多影響地價查估的考量因素。 

    市地重劃地價查估的法令規定簡略，所以實務作法的彈性空間大，承

辦人員有較高的裁量權，這是優點，但是地價查估為公共用地負擔、費用

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查估的價格影響到土地所有權人

及相關權利人的利益，因此若是承辦人員的裁量權太大，可能會產生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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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道德危機的問題，這是概略性的法令規定的缺失，然而，依據法令的

規定，承辦人員決定地價後得交由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而才決定地價，因

此若是承辦人員推估的地價不合理，是會被駁回的，地價評議委員會對於

承辦人員的決定做了一個把關，可以減少承辦人員的裁量權及相關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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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實務作法實務作法實務作法實務作法不完全依循法令規定不完全依循法令規定不完全依循法令規定不完全依循法令規定。。。。    

                大致上地價查估的法令規定為先調查土地整體情況，取得相關資料之

後，依據這些資料進一步地推估土地地價，其中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

條與市地重劃作業手冊的規定，係依市地重劃前後而有不同的地價查估規

定，與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相比，其有更加詳盡的規定，雖

然法令規定了地價查估的步驟，但是規定的內容概略，用詞模糊，令人無

法明瞭這些用詞的內容與使用情況，例如土地使用分區是考量了什麼因

素。法令規定內容概略，然而實務作法卻更加簡略，重劃前的地價查估僅

是參酌公告土地現值與買賣實例而擬定重劃前地價，不會全然地依循法令

的規定，而重劃後的地價查估以所有權人的負擔比例為主要考量，或是直

接推估平均地價而調整地價上漲率與負擔比率，如此的作法是忽視土地的

資料與相關情況的對地價的影響，與法令規定不相符合，因此市地重劃的

地價查估，實務作法僅將法令規定做簡單參考，實際上的作法會更加簡略，

優點是較有彈性空間，缺點是估定的結果為主觀上的判斷，會產生不公平

的問題。 

二二二二、、、、法令規定忽略土地法令規定忽略土地法令規定忽略土地法令規定忽略土地使用類別與土地面積因素使用類別與土地面積因素使用類別與土地面積因素使用類別與土地面積因素，，，，與地價理念不符與地價理念不符與地價理念不符與地價理念不符。。。。    

    依據地價理念，不同類型的土地，有不同的特性，因此影響地價的因

素也略有差異，所以一般探討影響地價之因素時，會先分類土地，而後依

據不同類型土地分別進行探討，例如依土地使用方式不同而分類的話，可

分成住宅用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等等，各自有其不同的影響地價因素。

不論是從農業用地或是都市土地的地價理念，都會先區分土地的類型而後

分別探討影響各類型土地地價的因素，對住宅土地地價而言，主要影響的

因素有三個，可及性、臨街及土地面積因素，前兩者較無爭議，一般學者

的研究結果都表示可及性與臨街因素對地價有正面的影響，也就是離公共

設施或市中心愈近，地價愈高，而面臨主要道路或是臨街寬度愈大，地價

愈高，土地面積對地價的影響則有許多爭議，依據回顧的文獻可以分成五

大類型的土地面積與地價關係，凹性正相關地價曲線（Asabere and 

Colwell ,1985；Thorsnes and McMillen,1998）、凹性負相關地價曲線（Colwell 

and Munneke,1997）、凸性正相關地價曲線（Tabuchi,1996；Colwell and 

Munneke,1999；Lin and Evans,2000）、線性地價曲線（Thorsn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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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illen,1998）先凸後凹地價曲線（Colwell and Sirmans,1978），而不同的

地價曲線代表著不同的土地面積和地價關係。 

    地價查估的法令規定明列要參酌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

公共設施等因素，表示市地重劃的地價查估有考慮到可及性及臨街因素，

然而以住宅用地而言，土地面積亦是影響地價的重要因素之ㄧ，市地重劃

地價查估沒有考量到土地面積對地價的影響。不同區域的土地也許有不同

的土地面積與地價的關係，也就是會有不一樣的地價曲線。而且法令規定

要考量土地使用分區的影響，但是沒有依據不同使用分區而歸納不同的影

響地價因素，反而將土地使用分區與其他客觀影響因素並列，與地價理念

不符，因為依據地價理念，區分土地使用類別後，才會依據不同類別的土

地探討不同的影響地價因素，所以在調查土地相關資料時，除了土地的實

質條件之外，要依據不同的土地使用分區，而調查不同的影響地價因素，

才能更完整的考量該地區影響地價的因素為何，使地價查估更加準確。 

三三三三、、、、實務作法實務作法實務作法實務作法未詳細地考量影響地價之因素未詳細地考量影響地價之因素未詳細地考量影響地價之因素未詳細地考量影響地價之因素，，，，與地價理念不符與地價理念不符與地價理念不符與地價理念不符。。。。    

    實務作法不會完全地考量影響地價因素。重劃前的地價查估僅參酌公

告現值與買賣實例，而重劃後地價查估參酌了影響地價的因素，如道路寬

度、使用分區、容積率等，但是承辦人員是以所有權人的負擔比率為主要

優先考量，因此有時候會忽略影響地價因素，而直接估計平均地價以推估

負擔比率，除此之外，實務作法如同法令規定一樣，沒有依不同土地使類

別而考量其影響地價的因素，以住宅用地為例，住宅用地地價要考量可及

性、土地面積及臨街因素，然而實務作法沒有先區分土地使用類別，而且

僅是簡單地參酌可及性及臨街因素，卻忽略土地面積對地價的影響，與地

價理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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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土地的特性繁多，同一區域內的土地也會有不同的特性，所以土地為

產品異質性，因此在查估土地價值時，要先區分土地類型，而依據不同類

型土地探討影響地價的因素，例如以土地使用分區為分類，而針對不同的

土地使用分區考量不同的影響地價因素，進而根據這些因素與其他土地的

資料來推估地價。除了參考土地實質特性與影響地價因素之外，若是土地

上有設定他項權利或是出租的情形，應該考慮這些權利，然而在市地重劃

上，他項權利或是出租情況，不會影響財產權的分配。 

    地價查估的法令有越來越詳細的規定，除了區分重劃前與重劃後的查

估規定之外，也考量了更多的影響地價之因素，然而在蒐集或是參酌土地

相關資料時，這些資料的項目太過簡略，令人無法得知其內容為何，也無

法知道這些項目在地價查估時的效用，而實務作法比法令規定更加簡略，

簡略地考量影響地價因素後，直接推估地價，或是不考量影響地價因素而

直接估計地價，如此地忽略地價的影響因素，而全然憑承辦人員的經驗及

主觀意志決定地價，造成地價查估的更加不準確，與地價理念不符。 

    依據地價理念，影響住宅用地地價的因素主要可以分成三項，可及性、

臨街與土地面積因素，而法令規定與實務作法考量了可及性與臨街因素，

卻忽略了土地面積與地價的關係，然而土地面積是影響地價因素之ㄧ，若

是忽略該項因素，會影響到權利分配的公平性，所以在估定地價時，應先

探究土地面積與地價的關係，而在土地分配時參酌之，使權利分配更具公

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