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辦市地重劃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 

 57

第四章  地價查估與重劃負擔相關問題之探討 

第一節 重劃地價查估之法規範與實務爭議 

一、現行重劃地價查估之相關法規範 

    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一條規定：「依本條例第五十六條辦理

市地重劃時，應由各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

通及利用情形，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利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

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

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因此，於我國市地重劃之實施程序中，

重劃前、後之地價查估結果為計算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用負擔、

土地交換分配或差額地價補償等措施之主要標準。換言之，市地重劃事業

之實施者對於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之準確與否，關係著重劃負擔之計算以

及土地分配設計之合理與否，地價查估結果若存有瑕疵則會間接影響重劃

結果之公平性。而我國現行法令中對於市地重劃前、後土地價格查估之相

關程序規範，除了本條文之規定外，則僅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對

此加予補充規定。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規定：「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左列規定查

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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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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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規定，對於重劃前地價的查估，係

應依據各宗土地之位置、使用情形以及當期公告現值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獲

得其客觀之價值。對於重劃後之地價則預估各街廓之重劃後情形，以路線

價或區段價之方式評定。 

    觀諸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一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

之規定，僅就重劃前後土地之查估為原則性之規範，則當地價查估機關實

際從事查估作業時，其查估的作業規範為何，現行的法規範中並未就此為

更近一步的規範。雖然地價查估屬於高度技術性之作業，因此法令對於估

價過程無法為鉅細靡遺之規範，而賦予行政機關裁量的空間，然而行政機

關內部就查估地價之作業亦應遵循法定程序以確保地價查估之準確性。惟

在現行法令規範之下，對於重劃地價之查估仍衍生出些許紛爭，而有值得

討論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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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劃地價查估之相關實務爭議 

    有關重劃地價查估之相關實務爭議，較常出現爭執者主要集中於重劃

前地價之查估，因此，本文將探討之範圍集中於重劃前地價之查估作業上，

其中主要有兩個面向之問題。其一，有關重劃前之地價查估方式，實務上

之運作是否違反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一條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二十條之規定。其二，則為檢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對於

評定公共設施保留地之重劃前價格時，是否應為特別規定，以避免主管機

關因考量公共設施保留地使用上受限制之因素，而產生評定價值低落之結

果。 

1、重劃前地價查估之方式 

    如前所述，重劃前後地價查估之主要依據為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

八十一條之規定以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依規定，對於重劃前之

地價，主管機關應評估各筆土地之自然環境與使用情況等因素，分別估計

各宗土地之地價。換言之，即使重劃地區內影響地價之區域因素大體上相

同，但是基於各筆土地之個別因素差異，對於個別土地之地價即會產生不

同之影響。而各筆宗地價格之決定，於土地分配時，為計算宗地地價上漲

率之基準，而成為決定將來土地分配面積之主要參考依據。於是，於評估

重劃前土地價格時，尤須衡量重劃前各筆土地既有之位置、地形、交通、

使用狀況等個別因素，個別判斷各筆土地之價格。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二十條就重劃前土地之評定方式，明文規定應評估各筆土地之影響地價因

素，而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地之土地地價。 

    然而，於實務上則普遍採取劃定地價區段之方式評定重劃前各宗土地

之價格。例如台北縣三重重陽橋附近地區之市地重劃區，其中參與重劃之

土地總面積約六十公頃，範圍涵蓋數個街廓，然而主管機關於評定重劃前

各宗地地價時，卻僅依重劃區內之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別，區分為四種地

價區段，再依各筆宗地位於何種地價區段內，分別賦予評定之價格。又如

最高行政法院九一年判字第一六一三號判決之案例事實中所指，主管機關

於評定重劃前地價時，將全區土地不分農地、建地、地勢、交通、使用狀

況等，一律評定為相同價格。此外，台北縣新板橋車站特定專用區第二期

市地重劃區之重劃前評定地價，主管機關將重劃地區內全區土地劃定為單

一地價區段，而使重劃區各筆土地之重劃前地價均相同。於是，採用此種

畫分地價區段之評定方式下，其結果只要土地位於同一地價區段，不論宗

地之個別因素是否具有差別，其重劃前土地評定價格均相同。因此，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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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數個街廓甚至是整個重劃地區內土地之重劃前評定價格均相同之情

形，且由於此種地價評定方式，容易忽略各宗土地間性質上之差異性，而

產生齊頭式之價格，於是時常引發土地所有權人質疑價值評定結果之正確

性。 

    重劃前土地之評定價格為計算重劃實施後宗地上漲率之基準，進而直

接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所得分配之土地面積大小，其評定結果準確與否至為

重要。而且由於各筆土地於重劃前，其土地形狀、面積、位置、使用狀態

等情形，往往具有相當之差異性。因此，縱使整體重劃區之區域因素大致

相同，但是，仍不能忽略各筆宗地所具有之特性。於是，實務上於評定重

劃前地價時，將全區土地劃分為一個或數個地價區段後，再依地價區段估

定各筆土地價格之作法。雖然，最後各宗土地於地價評定表上仍分別取得

其地價，從形式上看似仍符合市地重劃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對各筆土地

給予評價。但實質上，此種估價方式根本忽略重劃前各筆土地間是否存在

差異性，以致齊頭式地將整個重劃地區或數個街廓區域之土地地價皆評定

相同之重劃前地價。因此，此等作法應已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

規定之意涵。則主管機關於查估重劃前地價時，未衡量市地重劃辦法第二

十條所規定之影響地價因素，而作成之地價評定結果，應已屬判斷濫用之

情形，當主管機關據評定結果而作成行政處分時，該處分則存有瑕疵。職

是之故，現行實務作法應迅速檢討改進，避免影響參與市地重劃之土地所

有權人權益。 

    於此附帶一提，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中規定之重劃前後土地之估價方式

規定不同，且給予主管機關之執行彈性過大，亦可能產生重劃前地價查估

之考量基準及估價方式與重劃後地價之查估不同，而導致無法排除市地重

劃以外之因素對於土地價值之影響，以致無法確保該地價之差額可以客觀

反應重劃所產生之利益程度。因此，法令規範應統一就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之估價基準為更細緻之規定，並使其估價方式一致化。 

2、公共設施保留地重劃前價值之評定是否應另訂評定標準 

    最高行政法院八十九年判字第八十一號判決之案例事實中，原告所有

土地原為住宅區，經變更為廣場用地之後參加重劃，原告主張於重劃過程

中其重劃前地價之評定低於道路用地之價格，該地價評議不當，並請求補

記差額，補回應分配之土地。其中，原告主張主管機關於評定公共設施保

留地之重劃前地價時，不應參酌重劃土地於重劃前「土地使用分區」劃定

之現況，以排除主管機關因考量公共設施保留地使用上受限制之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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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公共設施保留地過低之評定價格。而被告則主張，依照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應參酌參加重劃之各宗土地位置、交通、使用狀況、

及買賣實例等因素評定重劃前宗地價格。於是，當參酌使用分區之因素時，

土地得使用程度之強弱自然會影響買賣價格高低，則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使

用上受有限制，其評定價格當然偏低。判決結果除贊同被告地價評定結果

之正當性，並主張公共設施用地依市地重劃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七款

之規定，需俟其他土地分配完善後再視其條件及其他土地分配之情形而調

整分配；因此通常無法分得地段較佳之土地，其評定地價之要件自然降低。 

    此案例事實所引發之問題為，雖然實務上對於重劃前地價之查估，常

以劃分地價區段之方式，而未依據市地重劃辦法第二十條規定之內涵，評

定各筆宗地之價格。然而，對於公共設施保留地之重劃前地價，主管機關

卻依市地重劃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經參酌公共設施保留地本身之使用狀況

以及買賣實例等因素。因此，其結果反造成公共設施保留地重劃前價值較

為其他土地價值低落之情形。於是，此規範是否應加以修正，便產生討論

之空間。 

    公共設施用地，係指供道路、溝渠、廣場、公園、綠地、學校及市場

等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都市計畫之主管機關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

等現況及未來發展趨勢，於都市計畫內指定公共設施用地之項目、位置與

面積。此等用地在未經政府取得開闢為公共設施使用前，即為公共設施保

留地，其土地使用依法受到限制92。即依都市計畫法第五十一條之規定，經

指定為公共設施保留地者，不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僅得繼續為原

來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換言之，就公共設施保留地使用限

制，除得繼續為其指定前之使用外，在未供指定之公共設施使用前，僅得

申請為臨時建築使用，且臨時建築之權利人經地方政府通知開闢公共設施

並限期摘除恢復原狀時，應自行無條件拆除。 

    因此，對經都市計畫指定為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土地，在等待政府依法

取得該等土地之前，其使用上必須受到限制，其利用強度遠低於一般土地。

則公共設施保留地參加市地重劃之時，若依現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

條之規定，按照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狀況、買賣實例及當期公告

現值等資料，評定其重劃前之價格時，將造成評定價格普遍低落之情形。

因為於都市計畫劃設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後，該土地使用依法受到限制，則

使用上之限制將造成低度之使用以及較低之買賣實例價格。於評定重劃前

                                                 
92 陳立夫「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土地增值稅」月旦法學教室第二十一期，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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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時，若採計此等要素，其宗地價格之評定結果，將低於非公共設施保

留地之評定價格。 

    市地重劃係政府以受益付費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制度，而參加重

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於扣除應負擔部分之土地後，重獲分配經整理之地界方

整而利用價值較高之土地。而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可以分配多少之土

地，重劃前後土地價值之比例，居於決定性之因素。若重劃前地價較高，

則於重劃後分配回之土地面積與價值相對較高；反之，則分配之面積與價

值將相對減少。因此，所評定之重劃前土地價值，攸關土地所有權人於重

劃後所能獲得土地價值之多寡。亦即意味著，依現行規範所評定之公共設

施保留地重劃前地價，將使其所有權人於重劃後所能獲得分配之土地面積

或價值低於其他土地之所有權人。 

    然而，公共設施用地之所有權人係為都市發展等公益上之原因而忍受

國家對其土地使用上的限制，且此使用限制於民國七十七年都市計畫法修

正後，因刪除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期限之限制，使得此使用限制之期間已

無規範。為了填補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共設施保留地受到使用限制期間蒙受

之損失93，在公共設施保留地徵收補償費之計算上，給予較為優惠之補償

費，即都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於依都市計畫法徵收或區段徵收公

共設施保留地時，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平均公

告現值為準，必要時並得加成補償。 

    況且，依據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六十三條之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查估土地公告現值時，對於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地價，設有依毗

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平均地價計算之規定。則於評定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公

告現值時，其評定之地價已參酌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價格而調高，因

而與一般土地之公告現值相當。然而，於市地重劃時，主管機關若依照現

行市地重劃辦法第二十條規定仍按公共設施保留地本身之土地使用分區、

使用情況等因素查估，其重劃前價值反而較一般土地低。何以查估公共設

施保留地之公告現值時准以依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而於重劃前價值之

計算上反依其本身之條件評定價值，則重劃前價值評定之規定應有值得斟

酌之處。因此，本文認為，於市地重劃程序之評定地價規範上，對於評議

公共設施保留地重劃前地價所應參酌之評定基準與方式，應訂定有別於一

般情形之計算基準。如將使用狀況及買買實例排除於評估要素外，或者增

加應參酌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價值調整其評定價格之規定，以保障公

                                                 
93 立法院公報法律案專輯第一一五輯第 37、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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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保留地所有權人之利益。 

三、小結 

    現行市地重劃有關地查查估之規定，僅有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八

十一條以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兩條原則性之規範。其中，對於地

價查估過程如估價基準日、查估方式與評價要素權重等事項之規範則付之

闕如，造成主辦單位之執行彈性過大，無法確保重劃前後地價查估結果之

正確性94，於市地重劃之實行中則容易產生紛爭。 

    對於重劃前地價之查估方式，按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之規

定，應分別估計各宗土地地價。然則實務上之作法多以區段價式評價法評

定各宗土地之地價，其結果雖對各宗土地仍給以個別之價格，由形式上看

似未違反法令之規定。惟其內涵卻有違評定各宗土地地價之精神，從而已

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蓋雖然重劃區內影響地價之區域

因素大體上相同，惟各筆土地之個別因素則有顯著差異。於市地重劃土地

之估價上，各筆土地重劃前之地價係作為重劃利益計算與土地分配之重要

依據，應就各筆土地之情形詳細評斷而給予評定價格，因此，尤須注意個

別因素之評估95。於是，實務上以劃分地價區段之方式評定重劃前宗地價值

之方式，有檢討改進之必要。 

    此外有關公共設施保留地之重劃前地價評定上，由於公共設施保留地

於使用上受有限制，其性質上一般土地有異。於公告現值評定時，依平均

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六十三條之規定，其係參酌毗鄰非公共設施保留地之

平均價值評定其公告現值。然於市地重劃之場合，反而依其本身之條件評

定重劃前價格，則因公共設施保留地使用上受有限制之關係，其重劃前地

價將低於其他土地之價格，而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得分配土地之價

值，似有值得斟酌之處。因此，在評定作為分配土地基礎之重劃前地價時，

其評定基準宜與一般土地有所區隔，以避免其所有權人之權益受損。 

 

 

 

 

                                                 
94 王靚秀『市地重劃地價查估之研究』（政大地政碩士論文，1992）第 59 頁。 
95 林英彥，前揭書（註 1），第 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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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劃負擔相關問題 

    市地重劃制度之主要特徵，是透過土地區段地界之重新劃分與公共設

施整建後，由土地所有權人分別按照其土地之受益比例，負擔重劃地區內

之公共設施用地與整建費用，並由土地所有權人分擔重劃費用96。而且，基

於設施管理之需要與權利關係穩定之考量，便由政府取得土地所有權人提

供之公共設施用地所有權。因此，政府於市地重劃實施之過程中，不需要

支出任何費用即可取得相關公共設施之所有權，並完成重劃地區之開發。

而依照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之規定，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

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有，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

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及零售市場等十項

用地。此外工程費用97、重劃費用與貸款利息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按受

益比例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同條第三項更規定，折

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

十五為上限，但已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例外不以此為限。 

    然則問題在於，當重劃區內計畫設置之公共設施屬於上述規定十種公

共設施時，該公共設施是否即應由參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亦即，

當重劃區內欲設置道路時，是否不論其為區域內之聯絡道路或者是通過性

之道路均列入應負擔項目？又當學區明顯跨越重劃範圍之國民中學與國民

小學是否應納入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公共設施中？如此，平均地權條例

第六十條之規定應如何詮釋始符合市地重劃制度的基本精神，似乎有探討

之必要性。此外關於重劃區內總負擔比例之設定，實務上多以法定上限百

分之四十五，甚至更高之比例，作為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總額，

而時常衍生土地所有權人之不滿。因此，對於法定上限百分之四十五之規

定，是否有修正之必要，亦存有討論之空間。 

一、應列入重劃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 

    依照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之規定，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有，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

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及零售市場等

十項用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按受益比例負擔，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

                                                 
96 小高剛、荒秀，前揭書（註 14），第 254 頁。 
97 此整建費用所包含之內容，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係指道路、路

燈、橋樑、溝渠、地下管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等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整地、

材料、工程管理費及應徵收之空氣污染防治費。因此，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之整建費用不

屬於重劃負擔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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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折價抵付。則當重劃區內計畫設置之公共設施屬於上述規定十種公共設

施時，該公共設施是否即應列為參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例如，

當重劃區內欲設置道路時，是否不論其為區域內之聯絡道路或者是通過性

之道路均列入應負擔項目。又如依廣場設置面積與性質，其服務範圍若超

出重劃地區之範圍時，是否得列入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此等問題，攸

關參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多寡。  

    本文認為應從市地重劃合憲性之理論來討論，透過市地重劃之實施由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之界線何在。亦即，以本文第二章所述受益者

負擔之觀點而言，市地重劃制度中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成本之制

度，可以被解釋為一種開發利益課取的手法，則要求因公共設施興建而直

接受利益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重劃地區內公共設施興建成本，即取得其合

憲性。惟此時須明確界定公共設施負擔之種類。亦即，重劃地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必須被限定於，專門為服務重劃地區內居民

之公共設施。 

    因為，公共設施依種類之不同其服務範圍亦有差異，依其服務之範圍

可分為服務範圍超過都市行政區界線之「區域性」公共設施、以當地市民

為服務對象之「全市性」公共設施、以社區居民為服務對象之「社區性」

公共設施及以鄰里居民為服務對象之「鄰里性」公共設施98。若公共設施屬

於專為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服務而設之公共設施者，如鄰里公園或非

通過性之聯絡道路，由於闢建此等設施，重劃地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將直

接受有利益，此時受益對象可得特定。於此，則不應由政府以稅收支付此

等設施之開發費用，而供特定人享受利益。所以，對此設施之開發利益，

應得向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藉由重劃分配時，以其未建築土地抵付

的方式而課取。但是，若是區域性或全市性之公共設施，由於其服務之對

象為都市之ㄧ般居民或跨縣市之民眾，就此等設施之興建，則不應由重劃

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若將服務範圍明顯大於重劃地區之設施，或服務對象明顯為不可得特

定人之設施列為重劃負擔項目，則無異過度課取重劃利益，而使利益與負

擔不相衡平。且區域性或全市性之公共設施建設後若產生之負外部效應

時，如大量湧入之人潮或車潮，造成交通上阻塞以及所廢氣或噪音等之不

便利，無疑課與重劃地區內民眾之雙重負擔，而有違財產權保障之原則。

換言之，市地重劃制度中，得列為重劃地區內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項

                                                 
98 施鴻志『都市規劃』（建都文化，1997）第 2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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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必須被嚴格得限制服務對象或受益對象特定為重劃地區內民眾之鄰里

性公共設施，如此方符合受益者負擔之精神。 

    依照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之規定，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有，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

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及零售市場等

十項用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按受益比例負擔。其中所列之公共設施

項目，從名稱上而言，或許可謂屬專為服務重劃地區內民眾所需之設施，

因此，應由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提供興建成本。然而，從現實上公共設

施設置之樣態而言，上述所列之設施中，有部分設施因實際規模或機能之

不同，可再細分為不同服務範圍之公共設施99。 

    以道路而言，一般可被區分為幹線道路、主要道路、次要道路及出入

道路。其中，幹線道路指都市對外交通之道路，而主要道路則可解釋為穿

越市區之道路，而社區道路及出入道路則指社區內之聯絡道路。以此區分

而言，得列入重劃負擔之項目應限制於次要道路或出入道路等社區內之聯

絡道路。 

    綠地亦可分為為阻斷公害或緩和災難之發生而設置之分界線綠地，以

及為確保地區居民日常生活舒適與安定之景觀綠地。則依設置目的及服務

範圍之區別，理論上，得列入重劃負擔之綠地應指景觀綠地。此外廣場，

其屬都市區域內具有特殊機能之開放空間，服務之民眾較不特定。按設置

之目的，可細分為特殊紀念意義而設置之廣場，其服務範圍可能為全市或

跨城市之居民；或者為供民眾休閒、娛樂或集會所設定之廣場。則特殊紀

念意義之廣場即不應被列入重劃之負擔中；而供居民休閒娛樂或集會之廣

場，若依其面積，服務範圍遠超出重劃地區之範圍時，亦不應列入重劃之

負擔。 

    於是，當重劃地區內依都市計畫配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例

第六十條第一項中所列之十項設施時，市地重劃主管機關並非一律應將之

列為重劃負擔。仍須從都市規劃之觀點，衡量都市計畫配置之公共設施之

服務範圍與重劃地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列入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中。以廣場為例，若依其面積與設置目的，其以全市或數各行政區為服務

範圍而明顯超越重劃地區之範圍者，即不應列入重劃負擔。當道路、綠地、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依其設置規模，明顯非專為重劃地區而設置者，亦應

                                                 
99 陳肇琦，前揭論文（註 49）第 125~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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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排除於重劃之負擔項目中。如此，方符合將市地重劃當成開發利益課

取機制之原則，以免造成土地所有權人之過度負擔，侵害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利。 

二、現行規定負擔比例上限 

    藉由市地重劃之實施，政府可以無償取得公共設施，並達成都市開發

之目的。然而，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經過扣除重劃相關土地與費用負擔

之後，其面積勢必較重劃前減少。從受益者負擔之理論而言，由於重劃過

程中區段劃分整理及公共設施整建等產生的利益，是由重劃地區內之相關

所有權人所享有。因此，應該由土地所有權人就其享有之利益，負擔重劃

之相關設施之土地及費用100。於是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興建成本之

方式，具有其合理性。此外，從土地價值之面向而論，經過重劃後，土地

所有權人所領回之土地面積縱然較重劃前面積減少。然而，由於重劃實施，

透過區劃地界的重新整理以及公共設施之整建，土地利用價值提升，相對

的土地資本價格也會提升。因此，縱使經重劃面積減少，對於土地所有權

人而言，並不會產生任何財產上的減損101。則市地重劃之實施亦不致產生侵

害人民財產權之情事。 

    從而由上述兩面向之觀點可以引申出，於市地重劃之實施中，對於土

地所有權人所應負擔土地與費用之總額，應以土地所有權人因重劃結果而

獲得之利益總額為上限。從而，於實務運作上，主管機關對於重劃利益具

體化衡量之際，即負擔總額計算之結果，與土地所有權人之所受利益間是

否相當，將直接影響重劃土地之分配結果合法與否。 

    依現行規範，土地所有權人之重劃負擔總額主要為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以及費用負擔之加總。其中，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部分，如前所述，應以

專為服務重劃地區之公共設施為限，始應列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內。即

應列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項目，除須為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所

列之十種設施外，更須判斷設施之機能及其服務範圍與重劃地區是否相

當，始得列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內。至於，重劃費用負擔比例之部分，依

現行規定，則由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總額與重劃後重劃區總面

                                                 
100 藤田宙靖，前揭文（註 15）第 235 頁。藤田宙靖「公共用地の強制的取得と現代公法

－関連諸利益の取り扱い方を中心として」，收錄於氏著『西ドイツの土地法と日本の土

地法』（創文社，1988）第 167 頁。又，宇賀克也亦提出相同見解，詳見宇賀克也，前揭

書（註 15），第 417 頁。 
101 江川二郎，前揭書（註 15），第 32 頁。渡辺洋三，前揭書（註 15），第 160 頁。高橋

寿一，前揭文（註 45），第 1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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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扣除公共設施負擔用地面積後之總地價間之比例決定。則在重劃工程等

費用支出可得確定之情況下，重劃後土地價值之評定結果，將會決定重劃

負擔比例之高低。因此，重劃負擔之計算合理與否，繫於公共設施用地負

擔項目之確立，以及重劃後地價之查估是否合理與正確等兩個因素上。 

    於是由市地重劃之原理，土地所有權人所應負擔土地與費用之總額，

應以土地所有權人因重劃結果而獲得之利益總額為上限。則於確立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之準則，以及於主管機關公正地查估重劃地價之作法時，理應

由主管機關依實際重劃實施之情形計算重劃總負擔，且其應以重劃所產生

之最大利益為上限。於是，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三項規定，折價抵付

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

上限，此規定似無存在之必要。 

    再者，由於法律規定重劃上限之故，則實務上可見直接以法定上限或

更高比例做為重劃總負擔。即於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計算上，對於符合平

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十項設施時，即將該公共設施列入用地

負擔之範圍內，而未進一步判斷公共設施設置之服務範圍與機能與重劃地

區是否相當。此外，由於重劃後地價之查估結果，可以影響重劃負擔之比

例，且地價查估屬於高度裁量之行為。因此，運作上可透過預估重劃之負

擔總額後，再反推算重劃後地價應如何估算之作法。最直接之做法係以平

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三項規定之重劃負擔總額比例之上限作為標準，將

百分之四十五之上限扣除用地負擔比例後得出費用負擔比例，再反算重劃

後之地價水準。 

    此等決定重劃負擔總額之方式，全然不符前述將市地重劃作為課取開

發利益手段之理論。尤其，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六條規定之重劃原因中，

除了新設都市或新社區之開發外，舊都市地區基於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之

需求，亦可進行市地重劃，則在作為舊都市區之改善手法之市地重劃中，

其重劃後所增加的效益與新市區開發相比，其幅度應有相當之差距。若依

實務之作法，直接以法定上限作為重劃負擔總額時，則無法反映此等受益

上之差異。且實務之作法更可能產生之問題是，若重劃後，重劃區內供土

地所有權人領回土地之總價值，實際上不如主管機關評定之價值，並低於

重劃前土地價值之總額時，將會直接造成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財產上之

減損。更由於在公辦市地重劃之場合，現行重劃法規範未設有補償機制102，

                                                 
102 差額地價清償之制度，僅為土地所有權人之間就分配所產生之不公平現象進行相互找

補之機制，而非市地重劃之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後可供領回土地總價值減損之補償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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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疑為政府無償剝奪人民財產，而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之規

定之虞。 

    於實現重劃負擔之原理以及為改善現行規定重劃負擔上限所引發之實

務運作缺失，或應思考廢除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三項所規定負擔上限

之規定，使實務運作上無法憑恃法定上限之規定，將之當成重劃地區總負

擔比例。此外，更應加強民眾程序參與之密度，設置得以代表土地所有權

人之組織，使其參與程序之進行，於重劃程序進行中，督促主管機關依法

行政，以確保重劃之公益性並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利。 

    按日本土地區劃整理法之規定，並未針對扣抵負擔土地之上限（在日

本稱之為減步率）直接作規範，而係委由區劃整理之施行者，考量各筆土

地之狀況或其他要素，作合理且不生顯著不公平之決定。而就歷來日本土

地區劃整理事業實施，其減步之比例，在作為震災復興事業而實施者，幾

乎不超出百分之二十，而大多集中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間；於都市改

造事業中，其減步率亦多集中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間103。因此，若主

管機關能本於市地重劃事業之內容，考量應列入負擔之設施用地，以及公

正評估重劃前後之土地價值，縱然法律未規定上限，亦無礙重劃事業之進

行。 

三、小結 

    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之範圍，應有其界限。即列

入重劃事業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設施，理論上，其服務範圍或對象，主

要應為該重劃地區內之參與重劃相關權利人，如此方符合平等原則與財產

權保障原則。因此，於實施重劃之際，並非公共設施之種類符合平均地權

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列舉之用地項目時，即應列入負擔內容中，仍須視其

設施之服務範圍與重劃地區是否相當。例如前述，供公共使用道路，解釋

上，須限定於聯絡性道路。公園、廣場或綠地，依其設施之規模，若服務

範圍遠超越重劃地區範圍之時，亦不應列入負擔計算；如此方能避免使重

劃區之居民負擔不應由其負擔之部分，蓋此等設施名目上或屬於鄰里性設

施，然而實質上，其服務對象即成為不可特定，而非為專門服務重劃地區

而設，其應由政府擔負提供與興建之義務。 

    透過市地重劃之實施，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依照其受益比例負擔公共設

施用地及興建成本，因此，政府可以無償取得公共設施，並達成都市開發

                                                 
103 岩見良太郎『土地区画整理の研究』（自治体研究社，1992）第 2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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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然而，此制度之基礎為受益者負擔之理論，以及經由重劃之後，

土地價值之提升可以彌補面積減少之損失。因此，於市地重劃之實施中，

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所應負擔之土地與費用之總額，應以土地所有權人因重

劃結果而獲之利益總額為上限。亦即，參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

總額，應為反映重劃所產生利益程度之結果，且重劃負擔比例之計算，應

視各個重劃區實施重劃之結果而論。而於現行制度設計下，總負擔比例係

由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例與費用負擔比例而決定，只要主管機關於計算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評定重劃地價作業能遵循法定原則，則似無訂定法定上

限之必要。況且，現行法規範設置重劃負擔法定上限之作法，反而易造成

主管機關忽略實際實施情形，遽行以法定上限當成重劃事業之總負擔。因

此，似有思考廢除法定上限規定之必要，並加強重劃負擔決定程序之民眾

參與機能，以確保主管機關能公正衡量重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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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差額地價請求權問題 

一、差額地價概述 

    於市地重劃之實施程序中，主管機關經計算並扣除各種負擔後，應對

照重劃土地之重劃前後位置、自然環境及使用現況等特性，將完成重劃相

關工程之土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則上，各筆土地重劃前後之價值

大致上應該相等。然而，除了技術上難以配合之外，為了防止災害之發生

或考量公共衛生等公益上之要求，欲完全地對照重劃前土地之各種條件而

為重劃分配，於實際上存在著顯著之困難。因此，重劃分配之結果難免產

生重劃後實際分配土地之價值遠高於應分配之價值，或者實際分配土地之

價值低於應分配價值等不均衡分配之情形；此外，於重劃土地分配設計之

時，更設有最小分配面積之限制，於是，亦可能產生土地所有權人因重劃

後應分配土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而未獲分配土地之情形。 

    為了彌補此等不均衡之狀態，於市地重劃之制度設計上，對於重劃後

實際獲得分配之價值高於應分配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主管機關或事業興

辦人應向其徵收相當價值差額之金錢。而對於重劃後未獲分配土地或者所

獲分配之價值低於應分配價值之土地所有權人，主管機關或事業興辦人則

應就該不足之價值給予金錢補償，以填補其權利上之損失。此以金錢找補

之方式於日本之區劃整理制度中則規定於土地區劃整理法第九十四條中，

稱之為清算金制度。而我國則將之規定於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ㄧ中。 

    於此差額地價之找補運作中，包含了主管機關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課徵

差額地價，以及土地所有權人得向主管機關請求給付差額地價等兩個面向

之權利義務關係。此等權利義務關係之法律性質如何，日本學說上曾有討

論。於日本學說上認為，主管機關對土地權利人徵收差額地價，實質上是

課徵土地權利人之不當利得。而主管機關對土地權利人交付差額地價，目

的則為填補土地權利人因參與重劃而發生之損失，其實質上應具有損失補

償之性質。而且，此等權利義務關係均因公共事業之興辦而發生，因此其

性質上為公法上之權利義務104。本文亦認為，此差額地價之請求或課徵，係

為衡平市地重劃分配所造成之土地分配不公平現象而產生。而市地重劃為

都市建設與開發之公共事業，目的為促進都市土地之開發與更有效率之使

                                                 
104 下出義明，前揭書（註 12），第 11 頁。三島宗彥「清算金請求権の時效」『別冊ジュリ

スト 土地收用判例百選－区画整理、都市計画』（有斐閣，1968）第 158、159 頁。福田

多嘉夫「一部を仮換地、殘部を道路敷とした土地区画整理と清算金又は減価補償金の交

付請求權」『別冊ジュリスト 土地收用判例百選－区画整理、都市計画』（有斐閣，1968）

第 180、1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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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基於此等公共事業之興辦，使土地所有權人獲得不當利得或造

成其損失，並為了彌補其間所產生之不均衡狀態，所衍生之請求或徵收差

額地價之權利或義務，其法律性質應屬於公法上之權利義務關係。 

二、差額地價給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請求權為要求他人為特定行為之權利，權利人不能直接支配義務人或

支配管領標的物，必須有他人行為之協助，始能實現請求權之內容例如債

權人基於債之關係105。而公法上請求權，應指「行政機關對人民之金錢及實

物之給付請求權」及「人民對行政機關之債權請求權」106。又為求法律秩序

之安定，法治國家要求公權力之行使應具有明確性或可預見性，因此對於

公法請求權之行使便設有時效之規定，如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如

前所述，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得對土地所有權人課徵超出應分配價值部分之

差額地價之權利，以及土地所有權人得向主管機關請求給付不足部分之差

額地價之權利，係主管機關基於都市開發事業之實行而作成相關處分後，

所產生之金錢給付關係，其性質上應屬公法上之請求權。且為求重劃後權

利關係之安定，對於差額地價請求權，應有消滅時效之適用。 

    於是，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差額地價請求權、以及土地所有

權人對主管機關之差額地價請求權應屬公法上之請求權，而且因重劃相關

規範中並無相關消滅時效之規定，於是應有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消

滅時效規定之適用。且該請求權於五年間不行使，便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

滅。至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已成立之差額地價請求權，其消滅時效該如何

適用之問題。就此，由於行政程序法並未特別規定其得溯及適用於行政程

序法施行前所成立之公法請求權。因此，於其施行前所成立之公法上請求

權，原則上應無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適用，而應適用行政程序法

施行前相關實體法規之規定。若無相關規定者，則得類推適用民法一般請

求權十五年消滅時效之規定107。惟其消滅時效完成之法律效力，因公法上之

請求權性質特殊使然，應發生權利消滅之效果，而非僅使債務人取得抗辯

權108。則差額地價請求權發生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者，由於平均地權條例及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市地重劃法規中，並無相關消滅時效之規定，因此，

                                                 
105 施啟揚『民法總則』（三民書局，1994）第 344 頁。王澤鑑『民法總則』（三民書局，

1986）第 50 頁。 
106 李惠宗『行政程序法要義』（五南圖書，2002）第 337 頁。 
107 法務部九十二年二月十七日法律字第 0920000050 號函釋。法務部「行政程序法諮詢小

組」八十九年九月八日第十二次會議紀錄。法務部九十年三月十二日九十法令字第 008617

號函釋。內政部九十二年內授中辦字第 0920083528-1 號函釋。 
108 法務部八十九年十月二十三日法八十九律字第○二四○一○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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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得類推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之ㄧ般消滅時效規定，惟其時效

消滅時之效力為請求權當然消滅。 

三、差額地價給付請求權之得行使時點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重劃後實際分配土地面積多

於應分配土地之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限期繳納差額地價。而就重劃

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

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就其不足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補

償。同條例第五十三條並規定，對於重劃後應分配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

配面積而不能分配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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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差額地價請求權之問題主要在於，土地所有權人於何時得向主管機關請

求給付差額地價。亦即，土地所有權人對於主管機關之差額地價之請求權

係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得行使，或者為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二條中

所規定，於主管機關通知時領取時始得行使。尤其於主管機關未於前述規

定期間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時，土地所有權人得否行使請求權向主管機關

請求給付，即不無疑問109。 

    所謂請求權可行使時，乃指權利人得行使請求權之狀態而言。公法上

請求權之可行使時點之認定，應指實體法上構成要件已合致，而權利人得

以行使權利之時，其需視個別請求權之給付內容而定
110。以差額地價之請求

權而言，係於重劃分配後，因為分配結果無法對應重劃前之土地價值，因

而發生權益上之不均衡。於是，始有以金錢填補不均衡之差額地價給付請

求權之發生。按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二條規定：「市地重劃後，重行分配與

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為其原有土地。」又分

配結果確定之日，依同條例第六十條之二規定，係指重劃分配結果公告期

滿時。因此，於重劃結果公告期滿之日期起，即發生，因重劃分配所產生

土地所有權之得、喪、變更之效力。換言之，對於重劃後土地與重劃前土

地價值上之不均衡，而應以金錢抵付之結果，於土地權利狀態確定之時點

即已確定。因此，不需等待後續作成行政處分，賦予請求權效力。於是，

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之規定，所為之對土地所有權人之通知111，僅

                                                 
109 如台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年訴字第一○三九號判決之案例。 
110 李惠宗，前揭書（註 106），第 338 頁。 
111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二條及五十三條規定，對於重劃後土地實際分配面積多於應

分配面積者，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按評定重劃後地



                                                  公辦市地重劃相關法律問題之研究 

 73

屬通知領取差額地價之事實行為，與差額地價請求權之生效與否無涉。即

具有差額地價請求權之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後確定後，便得

向主管機關請求交付差額地價，而無須等待主管機關之通知。相對地，主

管機關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日起，即取得向應繳交差額地價之土地

所有權人課徵差額地價之權利。 

四、小結 

    為彌平市地重劃實施後，土地分配不均衡所產生之差額地價交付或請

求之權利義務關係，其性質上應屬於公法上之權利義務關係。且主管機關

向土地所有權人徵收差額地價之權利以及土地所有權人請求主管機關給付

差額地價之權利，係依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之ㄧ第二項之規定，所產生

之金錢給付關係。因此，應有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消滅時效之

適用。而對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即已發生之差額地價請求權，應類推適用

民法一般請求權十五年消滅時效之規定。然而，因公法上之請求權性質特

殊使然，其時效消滅時請求權應當然消滅，而非僅使債務人取得抗辯權。  

    至於，土地所有權人於何時得對主管機關行使差額地價給付請求權之

問題。由於，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並確定之時，基於重劃而發生之土地

所有權變動即告確定。因此，對於應以金錢折抵分配結果所產生之不均衡

者，亦應同時確定。於是，解釋上，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重劃結果公告確定

之日，即得對重劃主管機關行使差額地價給付之請求權。 

 

 

 

 

 

 

 

                                                                                                                                   
價限期繳納差額地價。對於重劃後面積少於應分配面積者，主管機關分別應於重劃土地接

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按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補償金。而對於重劃後應分配

面積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ㄧ，不能分配土地者，主管機關應於公告確定之次日

起六十日內，視重劃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之原因，或者係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放棄分配土

地等差異，以個別之地價基準，計算並確定其差額地價，且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發給現金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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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現行公辦市地重劃中，於重劃地價查估或重劃負擔計算等程序中，存

在不少值得探討之問題，本章討論之問題則集中於重劃前地價之查估方

式、公共設施負擔項目之計算、法定負擔上限規定以及差額地價請求權得

行使時點問題之探討上。 

    對於重劃前地價之查估，本文認為實務上以劃分地價區段之方式查估

各筆宗地價值之作法，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相違背，應予

檢討改進；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二十條對於公共設施保留地之重劃前地

價查估方法，應與一般土地有所區隔，而為特別規定，如參酌毗鄰非公共

設施之查估價格調整其價值之方式。 

    而主管機關於衡量重劃區內之公共設施應否列入重劃負擔之公共設施

項目時，除該公共設施項目應為平均地權條例第六十條第一項所列之十項

公共設施用地外，更應衡量公共設施設置是否專為服務重劃地區內民眾所

設，即應衡量該等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與重劃地區是否相當。此外，各重

劃區之重劃負擔係為課取重劃所帶來之利益，因此其應以重劃利益為上

限，並視各重劃區而定。亦即應可透過主管機關衡量各重劃區之公共設施

負擔項目以及客觀地算定重劃後地價而獲得，因此，現行法定負擔上限之

規定似無必要。 

    又差額地價請求權應有消滅時效之適用，且由於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

告並確定之時，基於重劃而發生之土地所有權變動即告確定。因此，對於

應以金錢折抵分配結果所產生之不均衡者，亦應同時確定。因此，土地所

有權人對於重劃主管機關之差額地價請求權，應於重劃結果公告確定之日

即得行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