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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制度之探討 

德國實施的農村土地重劃為該國農業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目標為

改善農村地區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並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實施迄今已超

過 150 年之久（THOMAS，2004：2），該國主要依據西元 1953 年頒佈之

【土地重劃法】（Flurbereinigungsgesetz ; FlurbG）而施行。德國的農村土

地重劃不僅考慮灌排水設施、農路的修建、坵塊的重整及改善農業生產環

境等，以符合現代化農業生產的要求；更考量到農村的發展、自然景觀的

維護、特殊文物的保存、能源的供給、遊憩休閒設施、地區發展計畫等之

需要，使農村能充分發揮其功能。就此，本章即藉由對德國農村土地重劃

制度之介紹、實務運作與程序及實施內容的探討，以作為我國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未來檢討與改革之參酌。 

第一節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實施背景與變遷 

在土地重劃的起源和發展中，各國土地重劃的內容會因為自然環境的

變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變化，並不斷地尋求調整和改善，進而形成自己

完整的體系，德國亦是如此，其土地重劃的施行與整個歐洲大體同步，最

早可以追溯至 13 世紀，起初僅是局部的土地重劃，如河道改造等（楊慶

媛，2006：28）。直至 16世紀，由於德國傳統的遺產繼承方式，導致農村

內總是存在著許多細碎分散的農地，每一塊土地經營規模極小，且缺乏產

業道路，甚至有些農地僅有使用通行權才可達到，耕作之進行十分不便。

因此，迫切需要將農地重新進行調整，合併細碎分散的坵塊，及規劃設置

農業道路等工作，故德國早期進行的土地重劃，其主要是針對農地的細碎

分散，實施集中規劃的措施，以改善農業生產經營條件。 

然而，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由於國內飽受戰爭之苦難，致

使生活十分困頓，於是人們開始重建家園，須藉土地重劃來確保農業發

展、保障人民食物的供給及改善農民之工作條件，且隨著人力和牲畜作業

的淘汰，機械營運作業的興起，人們需要有合適且具有大面積規模的農

地，以及相關配合之產業道路建設，以滿足機械作業的有效使用及操作。

同時，社會上也開始重視農民工作條件的改善，並重視進行各項設施的建

設，例如農業道路的擴建、水利設施建設等項目。從而，此時土地重劃所

帶來的成果已不僅是提高農業的生產量，更是促進農業的整體發展。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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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直至 1930 年代，德國土地重劃又與基礎設施和公共建設相結合，展

開近代的農村土地重劃。 

不過，不幸的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又參與其中，國土

與人民受盡戰亂之苦，此時德國境內土地重劃作業進乎處於停滯的狀態，

於是逐漸出現農村蕭條之現象，許多農業漸漸轉向工業，且農村的吸引力

大為降低。惟此時最重要問題就是確保食物的供給、提高農業自身生產

力，以合理的農業經營來保證足夠的收入。因此，為適應二次大戰後土地

利用之變化，德國在 1953年制定了統一的【土地重劃法】（FlurbG），其主

要的目標為： 

（1）為促進農業和林業發展，將農地按合理化、技術化、機械化的

經營需要，從位置、形狀、大小等方面對零碎或不經濟的坵塊進行合併、

重整和規劃，並透過坵塊規劃重整改善土地結構； 

（2）改善道路和水利設施建設，進行荒地開發、土壤維護等，以確

保、方便農企業管理，藉以提高收入； 

（3）土地重劃區域的規劃必須符合農業結構的合理性，並顧及參與

者之利益和公共福址，進行公共設施建設； 

（4）增強農村居民住所的建設，使其具有吸引力，如進行農村的對

外交通道路和農村內部道路的改建，以符合農業機械化及交通的需要。 

爾後，由於原先不合理的土地結構調整已經告一段落，同時歐洲共同

市場對農產品的需求量逐漸減少，因此，在 1976 年間，德國對【土地重

劃法】進行重新的修訂工作，並著重在下列四項措施，冀以促進農業之發

展： 

（1）提高農業生產率，改善生產及工作條件； 

（2）在顧及生態和經濟效益的前提下，進行耕地的管理、保護和規

劃，促進土地改良； 

（3）持續進行農業土地的合併，擴建農村道路網絡，進行土壤改良

和水利設施建設； 

（4）促進農村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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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注意的一點，即由此番修訂可得知德國已進一步將「農村

發展」立為土地重劃的法定目標之一，俾使土地重劃成為支持農村發展的

強力工具，並透過土地重劃實施一系列強化農村發展的措施，不論對農業

或非農業都產生莫大的影響，進而達到農村發展之目標（何芳，1997：44）。 

此外，經歷二次大戰後，德國的土地重劃在改善農林生產條件、合理

開發和利用土地資源、保護農村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促進農村基礎建設

等方面發揮了極重要的功能。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土地重劃也曾走

過錯誤的方向，對農業生態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不但生態環境及生物棲

息地遭到破壞，並威脅著許多物種的生存。因此，德國為改善此一缺失，

於 1970 年代德國土地重劃的內容進而轉向既重視農業利益，又重視景觀

維護和自然環境保育，以期透過土地重劃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協

調。甚至，德國於 1983 年更進一步於自然保護法草案中提出，環境保育

和自然保護是國家、鄉鎮和社會的共同目標；自此之後，實施土地重劃的

同時逐漸開始考慮滿足自然、風景和生態的需求，例如：規劃道路和新農

業道路時，必須有利於景觀保護及防止土壤侵蝕；為了避免侵蝕造成的危

險，耕地應採等高種植；水利設施調整要節約農地，保護濕地及生態群落

之環境（何芳，1997：41-42）。以下將德國土地重劃的發展略分為四大階

段，並簡述其各階段發展的內容與目標。 

 
表 4-1-1 德國土地重劃理念的發展趨勢 

階段 土地重劃的形式 土地重劃的目標 
第一階段 
（16世紀中期
~19世紀末） 

有組織、有規劃地

合併農地、調整權

屬關係、改善農業

的生產條件 

改善因土地私有及繼承的分割，使得農地日

漸細碎、零散的情形，促進農業的經營規模

並更有利於管理。 

第二階段 
（20世紀初~第
二次世界大戰） 

農業基礎完善，主

要促進農業的發

展。 

重劃的目標不僅在產量提高，更是促進農業

的發展；其次，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土地，

同時消除大型工程建設對於農地的不利影

響。 
第三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

戰後~1970年代
初） 

農村綜合整理，進

行農村建設 
促進農業和林業發展，改善道路和水利設施

建設；增強農村居民住所的建設，使其具有

吸引力，並顧及參與者之利益和公共福址，

進行公共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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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土地重劃的形式 土地重劃的目標 
第四階段 
（1970年代~至
今） 

整體綜合性的土地

重劃 
改善地區發展不平衡和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的情形，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

異，增加農民收入，保護並改善生態環境及

居住環境。 
資料來源：修改自國家土地局規劃司，1998。  
 

就此，從上述回顧德國土地重劃的歷史變遷及表 4-1-1 的內容，可知

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動，土地重劃的內涵也不斷地擴展，土地重劃的內

容逐漸綜合化。16 世紀中期至 19 世紀末，德國土地重劃的目標主要是透

過整合區塊、調整土地權屬，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並改善因土地私有及繼

承的分割，農地日漸細碎、分散之現象，以實現農業的大規模經營及有效

管理。1970年代後則透過土地綜合重劃以改善地區發展不均衡和生態環境

不斷惡化之情形，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縮短城鄉差距，保護並改善生態環

境及居住環境。另外，尤其是從 1980 年代開始，土地重劃的職能有擴大

的趨勢，如許多鄉鎮在上一級政府空間規劃的指導下，透過農村土地重劃

來實施其發展計畫或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楊慶媛，2006：63）。 

綜而言之，為完成促進農業與農村發展此一目標，土地重劃必須透過

各種措施才得以實現，且這些措施通常隨著社會經濟的改變，內容應不斷

地增加，重點也應隨之改變，從原先僅進行合併細碎分割的農地，到整合

進行農業道路、水利設施、農村建設，進一步發展到土壤改良與生態環境

保育、自然與景觀的規劃等，最後得以塑造出一套完整且漸趨成熟的土地

重劃方式，並有系統地進行著規劃，俾能朝向整體農村發展的方向邁進。

是以，本研究將於下一節進一步探究德國實施農村土地重劃的程序及相關

內容，以了解德國如何展開土地重劃之業務，民眾參與重劃業務之程度，

並如何運用土地重劃此項工具達到農村發展的目標等項目，以供本研究在

後續結論建議時提出我國未來修正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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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之程序與內容 

從德國實施農村土地重劃的背景及歷史可知，法律的訂定為執行的依

據，而該國的相關法律完備，且隨著時間經過及社會的變遷加以修正，故

為農村土地重劃順利推動的關鍵因素。德國土地重劃之法律依據主要

由【土地重劃法】﹝Flurbereinigungsgesetz ; FlurbG﹞和各邦據此頒佈

的有關實施法規共同組成。該法規第一條即開宗明義闡明重劃的目

標，1在於改善農林業之生產與工作條件，促進一般的土地利用與農村地區

的發展，此三大目標具有同等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其「土地利用」同時包含經濟性與生態性的意義，一方

面指農林生產的土地利用，另一方面指自然生態及景觀維護等功能，故德

國土地重劃之任務不僅在合併分散零碎的土地，使其成為較大的經營單

位、更新農路、從事地力的維持及土壤改良、交通道路及灌溉系統的興建

等改良農業結構的措施，也在促進農村地區生態平衡及自然景觀維護的功

能；甚至另考慮空間秩序、地區發展計畫、環境保護及文物古蹟之保存、

娛樂休閒、水資源管理、自然景觀利用及維護之需要，涉及的範圍十分廣

泛。 

另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內容，2德國土地重

劃的目標提供一種廣泛的具體措施，並藉由土地重劃加以實現。故知，德

國的土地重劃係採最廣義界說，其目標不僅在改善農業生產，同時也要兼

顧農村生活及地區生態，謀求整體和諧的發展。此外，土地重劃的目標決

定土地重劃的內容安排，而土地重劃方式的選擇要受到不同的目標要求和

制訂的內容所約束，因而土地重劃的目標、內容和方式是緊緊連繫在一起

                                                
1 德國【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一條規定：「在這項法規的規定下，所持有的農業土地會被

重整，並從改善農業和林業的生產和工作條件之觀點，促進土地整體的利用與發展。」其中「促

進整體土地的利用及發展」這一項表示土地重劃的目標會超脫於農業和林業的目標。 

2 德國【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三十七條規定：「土地重劃地區的規劃應注重不同地景結構

的發展，並且權衡利益團體彼此間關切的利益後，促進整體土地利用和農村的發展，並有益於一

般大眾。重劃的地區應加以重整，散亂或不具經濟效益的土地應加以重劃，以符合現代管理的需

求，並且因而獲得有利的區位、形狀及規模，配合道路的興修、水路和其它公共設施的建立，並

採取地力維持、改良土壤和景觀維護的措施，及其他改善農企業的基礎條件，減少工作量並促進

農場管理的措施。農村更新措施亦可透過都市建設計畫及類似的計畫，使建築區域包括在土地重

劃中來完成。」（Ralf WILDEN，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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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有必要就其作業程序以探究土地重劃工作如何進展。 

就此，本節主要將敘述德國辦理土地重劃時，其執掌的重劃機構及相

關協助團體，介紹其辦理程序，從選址、規劃、估價、實施至完成等相關

細部內容，並繪製一實施程序表予以呈現並列項說明如次： 

一、重劃機構及組織 

德國重劃之機構由各邦政府統籌其成，並設有專責之土地重劃機構。

邦政府設有最高土地重劃主管局（the supreme land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land consolidation），其下地方政府依權責高低設有高等土地重劃局（the 

higher consolidation authority），以及土地重劃局（consolidation authority）。

土地重劃工作主要由地方土地重劃局負責管理，該機構的名稱和設置由各

邦立法規定。譬如，德國之巴伐利亞邦（Bavaria），邦政府為最高土地重

劃主管機關，該邦於 1990 年時為強調農村發展工作的重要性，將最高土

地重劃主管局更名為「農村發展局」，其主司土地重劃與農村社區更新之

工作，監督土地重劃過程與參與者團體的活動，並在土地重劃過程中負擔

執行有關法律規定及有效使用土地重劃經費的法律責任（賈文濤等，

2005：77），待重劃程序完成後，農村發展局即將管理監督之職務移轉給

鄉、鎮公所之監督單位。 

再者，進行土地重劃時的主要推手之一，在德國之協助單位主要為「參

與者團體」（The Body of Participants），其主要係由土地重劃區內的土地所

有人、使用人及建築物所有人、使用人及建築物繼承人等所謂的參與者組

成，為一法人團體，它代表全體參加者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單一或部分參

與者的利益，並由「參與者團體理事會」（The board of the Body of 

Participants）引領，理事會成員主要是透過舉辦參與者會議時選出（Miller , 

2006：38），而正、副主席通常是從理事會成員代表中另行選出，以主持

理事會工作並對外代表參與者團體行使職權，參與者團體理事會及其主席

的積極參與是保證土地重劃達到預期目標的一個基本條件。 

在土地重劃實施過程中，參與者團體承擔著十分重要的任務，基本上

按照自治組織的管理原則進行運作，其主要任務有下列幾項：建設與維護

公共建設；實施土地之改良；土地重劃各種經費籌措及使用；各種土地重

劃前之準備工作；以及處理參與者集會有關之問題。（劉健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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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另由於涉及到參與者共同利益，所以理事會皆要直接參與土地

重劃過程中所有的重要活動，比方說它必須參加道路、排水、景觀維護計

畫，以及初擬土地重劃計畫的制定過程，以便對土地重劃範圍內新的土地

利用方案提出看法與意見，並滿足地方之需求（HENNEMANN，2002：4）。 

二、重劃區的選址 

一般而言，準備在其行政區劃範圍內展開土地重劃的鄉鎮可向當地土

地重劃局提出申請，通常係由地區鄉、鎮公所及農業團體提出書面的申

請。地方政府接受申請後，土地重劃局則必須要透過多方面的調查，以考

察土地重劃的必要性，且另有一些實施的必要前提條件，其主要包括： 

(一)在土地重劃籌劃階段時，係假定重劃計畫已列入農村地區的發展

計畫之中； 

(二)實施土地重劃業務，其財政效益必須大於實施成本(成本效益分

析)； 

(三)坵塊零星分散，造成耕作時間及費用的浪費，應按現代經濟管理

之觀點，進行合併與重新劃分； 

(四)實施農村土地重劃的相關政府機構，以及區內參與者皆做好實施

計畫的準備； 

(五)土地重劃管理部門必須做出確定實施重劃之決策。(Vitikainen，

2004：33) 

同時，土地重劃局還要與當地的自然保護主管機關、農業局、水利局

等單位合作，提出土地重劃過程中兼顧自然保護、景觀保持和生態環境等

方面需要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另外，確立重劃區前，重劃當局先會蒐集整

理土地重劃區域內相關的地籍資料，主要調查不動產之地籍冊，包括地籍

圖、地號、管理界線(如鄉界、土地重劃區域界線等)，整理各類地籍檔案；

其次，上述各方面的原則和要求制訂出來以後，即舉辦專門會議，邀集農

民團體、邦規劃機關、鄉鎮與鄉鎮協會等有關機構與組織，以便聽取各界

對土地重劃範圍及對其它公共計畫之可能影響等意見，嗣後於重劃計畫區

內舉行聽證會，向未來土地重劃之參與者說明土地重劃之意義與目的，重

劃的範圍、時間、所需費用、申訴程序等（顏愛靜，20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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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依據「土地重劃決議」以確定重劃區，它是土地重劃計畫啟動

之依據，主要內容包括：（1）土地重劃的法律依據；(2)敘述土地重劃範圍；

(3)土地重劃範圍界線圖和概況圖；(4)對重劃參與者利益的考量；(5)對參

與者團體的產生、名稱、地點等作出決定；(6)規定申請登記相關權利之方

式和途徑；(7)公告對重劃區內土地使用之限制事項；(8)規定公告土地重劃

決議的方式和途徑。此項決議要依法在計畫所在鄉鎮及相鄰鄉鎮公告，並

且在「土地重劃計畫」（Land consolidation plan）擬定前，在重劃區域界線

上建立固定界標，以固定重劃區之範圍，並通知鄰近地區之地主，且進行

廣泛地宣傳，使每一位與土地重劃有利害關係之居民皆能瞭解土地重劃決

議之內容。土地重劃區域可能包括一個或多個鄉鎮或某鄉鎮的一部份，其

範圍之劃定以最有利於整體農村發展之目的為準則，並兼顧適宜的土地利

用、自然人文資源及景觀維護、農村更新與發展等。（劉健哲，2006：106） 

此外，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三及第四條之規定，土地重劃區

形成後，區內土地之使用除非取得土地重劃局之同意，否則不得變更現有

使用之方式，其限制事項公告於土地重劃決議中，主要內容包括：  

（1）不允許變更現有土地使用方式，且不允許在原有土地上栽種樹

木。 

（2）未經建築許可不能修建建築物、水井、渠道、柵欄等設施。必

要的施工須經土地重劃局與建築管理局核准。但，既有設施的正常維護不

在此限。 

（3）果樹、灌木圍籬、防風林等不得破壞，特別須考慮其在自然保

護和景觀維護方面的功能。 

若發生違反上述規定之情況，則行為的結果在土地重劃過程中不予考

慮，且若土地重劃工作需要，土地重劃局可以要求恢復原狀，甚至對擅自

砍伐林木者，亦可以要求重新栽種林木。（賈生華，1999：7） 

三、土地權屬狀況調查 

實施土地重劃，必先查證參與當事人之權益，方利施行。首先，根據

【土地重劃法】（FlurbG）第十條之規定，合法土地重劃之「直接參與者」

為在土地重劃範圍內擁有土地的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物繼承人；擁有其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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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利的自然人和法人則為「間接參與者」。土地重劃局得就土地登記簿

上的記載為依據，加以認定當事人必須承擔的權利和義務（Vitikainen，

2004：34）。因此，土地所有權人與相關權利人會藉公告「土地重劃決議」

之機會，查核土地登記簿有關內容的正確性和完整性，必要時則申請更正。 

此外，若有人根據地方政府所提出之官方文件，證明確實自己擁有某

土地或地產的權利而主張其效益時，土地重劃局亦可承認當事人對該土地

的產權。倘官方的地籍登記簿並未詳載，但有資格參與土地重劃的其它當

事人，如自然保護權、通行權、排水權、地役權和個人租賃權等權利關係

人，根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十四條之規定，可於土地重劃決議公

告三個月內，向土地重劃局提出申請登記，以確認其權利，並要求申請登

記者在一定的期限內提供證據以茲證明，若未在規定期限內提供有效證

明，則申請者不能參加土地重劃。申言之，無論何人可在土地重劃區內取

得土地或其它權利，皆應承認並詳悉土地重劃的過程，且全力配合。（顏

愛靜，2000：513） 

四、共同及公共設施計畫 

關於此部份之計畫內容，土地重劃局與參與者團體理事會（The board 

of the Body of Participants）商議後，應擬定有關（參與者）共同（如：共

同使用的道路、小徑等）及（大眾）公共設施（如：公共道路、鐵路、電

車軌道，及公共給水、能源供應、下水道、污水處理設施）之計畫，尤需

包含公共道路之興建、水資源管理、土壤改良、自然景觀維護設施的興修

等。此一計畫應充分掌握重劃區內現存的問題，並研擬解決之道。再者，

計畫之擬定會多方面考量以下各點，並且避免妨礙生態及經濟利益： 

（1）自然條件。 

（2）景觀規劃、農業規劃、水資源經濟規劃及交通規劃。 

（3）土地重劃區形成之基本原則。 

（4）其它地方上之需求。 

此外，共同及公共設施計畫擬定之後，應再與有關當局磋商，並且在

聽證會上討論，多方聽取農民團體、公共事務負責人等的意見，以促進計

畫之核准。另外，共同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乃由參與者依重劃調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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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土地價值比例來分擔，提供為預定地，除非重劃區在重劃前已有相同

的設施或可由重劃區剩餘土地來抵充。若重劃區的某部分有特殊理由需要

較多共同及公共設施用地時，獲益的參與者亦可由其它重劃區之土地按比

例來分擔，其具體共同設施項目，包含有集貨場、農路、農機具維修中心

等，乃是由農民捐地、政府負擔大部分工程費用而成，而農民負擔比例大

約為 3％。（劉健哲，2006：107） 

五、土地估價、分配及補償原則 

（一） 土地估價 

土地估價是土地整理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土地的調整和整合不

是以出售與購買方式進行的，而是以交換方式實現的，對於不同類型的土

地來說，當然不能簡單地按照面積交換，為使參與者分配到與原有土地等

值的土地，德國於評估「農地」的價值時，主要是依據正常經營條件下持

續生產所能獲得的利益，且土地區位及距離城鎮中心遠近則不會列入評價

的範圍內（Vitikainen，2004：35），其方法主要是按聯邦【土地估價法】（壤

質鑑定評價法）所定之，此種估價並不是給出絕對的價值，而是確定個別

參與者之土地與土地重劃區內所有土地價值的比例關係。 

另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二十八條之規定，以使用方式作為農

地基礎評估標準，農地的價值關係應當確定重劃範圍內現有土地的現狀，

並按自然生產條件為每塊土地確定一個適合的交換價值；至於建築用地、

建築物及其設備，則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按市

場交易價值來評定。另外，臨時的土地改良和耕作，如施肥、除草等，不

會影響土地估價的結果。就此，值得注意的是德國進行具體的估價工作

時，一般是由專業的農業估價師承擔，必要時也可聘請其它專家（如林業

估價師）參加（顏愛靜，2000：514）。最後，估價作業完成後，土地估價

的結果會採公告的方式，並進行公開的展示，一般持續約兩個星期左右，

並舉辦一次參與者會議，邀請相關當事人參加，以進行土地估價結果之解

釋及說明，相關土地所有權人亦可藉此得到土地估價過程與結果的詳細知

識與資訊。 

此外，若有人對此公告之結果有所疑問，可在規定的期限內提出異

議，亦即申請對特定的地段或區塊重新估價。對於參與者提出的質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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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當地的估價師重新調查評估，其中異議者也有機會參與評估的過程，如

異議得到肯定，則對評估結果會進行相對的調整。嗣後，土地重劃局將會

公告一項決議，確立土地評價的結果，經確立的土地估價結果對全體參與

者和整個土地重劃範圍都具有約束力。（賈生華，1999：12） 

（二）土地分配及補償原則 

在制訂土地分配計畫之前，土地重劃局將會備妥有關土地分配與補償

的數據及圖表資料，並邀請全體參與者參加會議，講述土地分配的有關法

規、依據和原則，並對每位參與者說明應該如何考量土地分配之問題，例

如怎樣在不影響其他利益的同時，根據原有土地狀況及有利條件之原則

下，對土地進行重新的安排。另外，在此次會議中，土地重劃局也會運用

調查表，傾聽參與者對土地分配的期望、需要與要求，全部匯總並全面考

慮這些要求，且參與者在提出自己的期望時原則上是不受土地重劃局約束

和限制的。再者，在這段期間內，僅能聽取每位土地所有人的要求與期望，

尚不能對土地進行分配。最後，當權益關係人的意願、要求皆詳細記載之

後，透過協調相互間的合理利益，才可進行最終的決策。（賈生華，1999：

19） 

另外，在土地重劃程序中，最高的執行原則就是讓每一位參與者均能

「獲得與原有土地同値的補償請求權」（顏愛靜，2000：516），此原則係

為重劃過程中最重要之一環。德國土地重劃土地補償原則大致如下： 

1.新土地的補償應考慮到農場經營概況之實質影響因子，盡量與原土

地使用狀況、土地品質相當，每塊土地應盡量臨接道路，確保其適當增值。 

2.補償以土地為主，其次以金錢補償，金錢補償另包括對參與者之植

栽樹木及其它地上物的補償。 

3.參與者可以自行決定以金錢代替全部或部分土地的補償，並簽訂協

議書，書面協議書一經重劃當局接受即無法撤回，且已獲得金錢補償者不

得將土地出售、轉讓或抵押。 

4.土地補償不受重劃區劃分的限制，只要符合土地重劃之目的，即可

與其它地區土地交換而得。 

5.獲得土地補償者應負責那些基於自然資源保護之理由，以及景觀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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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或其它目的而保存下來之果樹、灌木叢或文物古蹟、紀念碑及樹林、籬

笆等之維護及管理工作（劉健哲，2006：107-108）。 

六、土地重劃計畫的提出 

土地重劃計畫乃綜合土地重劃準備之結果及經過多方面磋商討論後

之結論，由重劃局收集編撰而成。計畫書主要內容包括： 

（一）道路及水資源計畫。 

（二）自然景觀維護計畫。 

（三）公共設施計畫。 

（四）參與者舊有土地與權利及所獲得之補償。 

（五）任何其它權利關係之調整。 

此一重劃計畫經高等重劃局核准後，由土地重劃局寄發計畫書摘要給

參與者，並在有關鄉、鎮、村中舉辦聽證會進行公開說明，使參與者瞭解

重新配得土地的位置、面積、價值，及重劃費用等。此外，土地重劃計畫

將調整保護自然景觀及渡假遊樂設施等所有權、使用權及維護權的關係，

並且指明那些該登記於地籍冊上之土地所有權人或其它當事人。若對土地

重劃計畫或土地補償有異議，參與者應在聽證會上提出，並將之記載於協

議登錄冊中；若有未能在聽證會上提出的異議，異議者可在會後兩週內以

書面提出。（顏愛靜，2000：517） 

爾後，土地重劃局會與持異議者進行討論，必要時會對舊有土地及新

獲得之土地進行實地勘察，若其異議是合情合理且有憑有據，則土地重劃

局必須協助解決。譬如，可進行土地重劃計畫之補充或土地補償計畫的調

整，或可由參與者團體採取適當的補償措施，例如耕作、排水、通行等方

面的改善，也可以給予一定的金錢補償。 

此外，在舉辦聽證會以前，土地重劃計畫的全部內容和一些特定的附

加文件要在當地的鄉、鎮公所進行公開展示，以供參與者查閱，其公開展

覽期間一般係根據參與者人數的多寡，控制在一至二周以內，另在展示期

間土地重劃局尚須有一位職員(通常是負責該土地重劃計畫的工程師)在現

場服務及說明，並供參與者諮詢。（賈生華，19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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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權地籍之整理、重劃費用及重劃程序之完成 

土地重劃計畫施行後，土地分配的新法定地位隨即生效，官方的紀錄

則依據土地重劃計畫而加以整理登錄。因此，申請地籍更正，必須檢附有

新法定地位生效的證明及土地重劃計畫的摘要，以證明下列事項： 

（一）土地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二）舊有土地、權利及所獲得之補償。 

（三）重劃後的土地分配及公共設施概況。 

（四）已消滅或移轉於新土地之權利，及重新登記之權利。（顏愛靜，

2000：518） 

另外，關於土地重劃經費與財政支援，德國土地重劃的財源在施行條

例中有詳細的規定；除了參與者團體的負擔外，政府方面是主要的財源，

茲將土地重劃程序費用負擔的情形說明如下： 

（一）程序費用：任何行政機關的人事、材料費用均由邦政府負擔。 

（二）施行費用：實施土地重劃所不可或缺的支出，包括公共設施（道

路與水路）的建設費用、實施土地改良費用、測量費用等，由參與者團體

負擔。 

（三）若土地在重劃區外，卻因重劃而獲得實質利益者，依土地重劃

計畫，地主應依所獲得利益之比例負擔施行費用。 

（四）提出異議與上訴的費用，以及因妨礙或延誤聽證會或土地重劃

實施的必要措施所發生的費用，由其本人負擔。 

（五）因實施土地重劃而發生的交易、轉讓及官方記錄的修正，不應

徵收規費及稅捐。 

（六）若重劃局確認交易與移轉有助於土地重劃之施行，則任何手續

費及稅金皆免除。（劉健哲，2006：109-110） 

至於政府財政支援方面，德國於 1970 年始按【基本法】之規定，實

施共同任務，並於【改善農業結構與保護海岸共同任務法】3規定由聯邦與

                                                
3 【農業結構與保護海岸改善共同任務法】係於 1969年 9月 3日頒佈施行，1988年 7月 21日
修正施行，業由陳明燦教授翻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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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邦政府共同編列年度預算，按 60％與 40％的比例分攤款項，集中運用

於改善農業結構與保護海岸措施上；土地重劃即其要項之一。因此，參與

者團體可依此向聯邦及邦政府申請補助，以減輕施行費用的負擔，金額為

施行費用的 50％至 80％不等，剩餘款項則由土地重劃參與者自籌；某些

個案甚至高達 85％，有效地推動土地重劃之業務（陳明燦，1993：32-36）。 

此外，關於一個土地重劃計畫的總執行時間，從實行決議到完成前後

大約需要 16到 17年，而特殊任務土地重劃的執行時間，也大約需要 8到

14年。（Vitikainen，2004：38）重劃程序結束後，土地重劃局將會聲明完

成重劃程序，並公諸大眾。此際，參與者團體的任務業已完成，即由土地

重劃局宣告解散，完成重劃的工作。另外，重劃區的鄉鎮公所或其主管機

關將會妥為保存下列文件： 

1.重劃後新土地配置的地圖繕本。 

2.附有地圖及大小說明的新坵塊和共同及公共設施的目錄。 

3.完成聲明之副本。（劉健哲，2006：109-110） 

八、異議處理 

德國政府十分重視民眾維護自身財產的權利，為了解決土地重劃過程

中產生的異議，對於土地重劃計畫、土地估價與土地分配事項有異議時，

可於聽證會議或公開展示後提出，透過土地重劃局協調解決，如遇調解不

成，則提交給高等土地重劃局。該局設有一個獨立的爭議裁決機構，由一

名土地重劃專業人員、一名律師和一名農民組成，裁決機構要到當地與提

出異議者協調，若仍不能達成一致，則可做出裁決決定。 

再者，德國在【土地重劃法】（FlurbG）中另有規定，每個邦的最高行

政法院要設立一個土地重劃審判委員會，亦即「土地重劃法庭」，負責審

議和處理相關的訴訟案件及糾紛。倘當事人對於高等土地重劃局之裁決不

滿，可在兩周內向負責土地重劃事務的土地重劃法院提起訴訟，交由法院

審理。邦級土地重劃法庭主要由兩名是專職的法官，三名榮譽法官與職務

代理人(具有農場經營管理經驗的農民)所組成，其主席是由專職法官擔

任，負責處理土地重劃過程中所發生之糾紛與異議。（賈生華，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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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土地重劃類型 

德國的土地重劃是其農業政策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它具有不同的類

型，能適應不同的土地重劃目標，為積極改善農村土地結構發揮其重要的

功能，其土地重劃類型有以下幾種，簡要說明如下： 

（一）「一般性土地重劃」 

主要係根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一條和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屬

於最廣泛的規劃方式，立基於「整合性農村發展」上實施，並依照前述實

施程序辦理之。（Thomas，2004：3）一般性土地重劃的任務是實質的改善，

如農地形狀破碎不完整、農路及水利設施不健全等情況，並協調過程中不

同參與主體的權益，包括協調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不同要求。同時，儘

可能為農村地區的發展與進步創造有利條件。 

（二）「簡化土地重劃」（Simplified Land Consolidation） 

主要根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八十六條的規定，若為消弭或降

低因進行公路、鐵路、水利設施等之修建、改造或類似措施而導致對農業

結構的不利影響；或者為了實施像是交通建設、社區土地使用、水資源管

理或有關自然保育和地景維護等之計畫，即可進行簡化之重劃程序，其要

點如下： 

1.土地重劃局得依據土地重劃決議書確定重劃區，以公告或書面通知

當事人，並責令重劃工作之進行。 

2.農路或水資源計畫得與景觀維護計畫一併施行，若以上計畫尚未擬

定，則對應的必要措施應在重劃計畫中訂定，以達成維護景觀之目標。

（Thomas，2004：4） 

此外，計畫實施者(如聯邦、邦、縣政府或鐵路公司)一般應承擔土地

重劃計畫的全部施行費用。 

（三）「加速土地重劃」（Accelerated Land Consolidation） 

依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九十一至一零三條，得以從事加速土

地重劃程序，其目標包括：1、使土地重劃能迅速達成改善農林業的生產

與工作條件；2、使必要的自然景觀維護措施得以實現。至於實施加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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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劃之申請要件有三項：一是已經存在完善的道路網路，不需要開發新

道路系統，故此類型土地重劃多數適用於已經完成土地重劃的區

域；其次是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包括灌溉設施和排水系統

（Thomas，2004：3）；三是申請重劃之土地，可進行簡單的估價。（王俊

豪，2007：6） 

實施此類型之土地重劃需經由多數地主或農民團體之申請，在土地重

劃局的策劃下，加速重劃才得以開始；「加速重劃區」乃由全部有關地主

的合作，使土地重新整合以符合經濟規模而形成，區內分散的土地應整合

成較大單位，組合時應盡可能使一整筆土地進行交換。（劉健哲，2006：

105-109）另外，有關參與者之間的補償問題，則透過協商方式加以解決，

土地重劃局也可委託適任的團體或私人組織進行協商並協助指導協議的

簽定，嗣後書面合約再經土地重劃局批准。同時，有關土地重劃的規則和

程序於實施加速土地重劃上亦可進一步簡化。（賈生華，1999：3） 

此外，加速土地重劃產生之效益，可謂成效顯著，諸如將老舊農地合

併成大型的農業經營區，簡化農民的工作條件，以符合現代化農場管理的

條件；降低農場的營運成本與農民的工作時數；改善土地租賃的可能性（王

俊豪，2007：6）。案例說明如圖 4-2-1 所列，主要有四位土地所有權人參

與加速土地重劃之業務，在加速重劃之前其耕作總面積為 53 公頃，但他

們的耕作範圍分散在 6 至 14 筆土地之間，且每一獨立的坵塊規模大多為

0.1至 4.3公頃的土地；然而，實施加速土地重劃後，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只

要管理 2至 3塊土地即可，且每一塊規模大多為 0.9到 12.3公頃的土地，

俾利於農業機械化耕作。（Miller，20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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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加速土地重劃實施前（左）後（右）農地坵塊  

分佈情形  
資料來源：Miller，2006：112。  

（四）「自願性交換土地」（Voluntary Land Exchange） 

自願性交換土地是最簡單且最快速的土地重劃措施，進一步把「時間

就是金錢」之概念落實在農業發展上。若土地的重劃能考量成本效益，則

農民將可節省大部分的工作量和成本，有時僅交換數塊的土地，即足以改

善農民工作條件及農場管理。因此，藉助迅速的、合適的需要和節省成本

的土地交換方式來完成，並在此過程中，參與的土地所有權人彼此交換土

地，改善所有權的結構，且同時使得農耕工作上更具有效率性。依據【土

地重劃法】（FlurbG）第一零三 a條之規定，若能滿足下列條件，即可實施

土地自願性交換的業務工作： 

1.需以書面向土地重劃局申請，僅包括少數的土地和土地所有權人。 

2.現行道路網絡應維持原有通行的條件，且避免同時進行道路、水利

和其他土壤改良措施。 

3.交換對象盡量為完整的土地坵塊；並花費最少時間和經費進行調查。 

4.交換必須是自願性且平和的進行。（Miller，2006：115-116） 

此程序之所以被稱作「自願性」，主要係因為有關的權利人必須正式

提出申請，並接受所有的措施及為實現交換所必要之決策︰相同坵塊或坵

塊形狀的比較評價、坵塊的合併、轉移或權利的延宕及新劃設的界線

（Thomas，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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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據國外學者之研究，實施自願性交換土地之農民亦因此獲得許

多利益及好處，如：（1）進行交換的土地僅需為技術和監管部份支付少許

費用；（2）當參與者皆同意交換的內容過程時，將會迅速地執行下一階段。

一般而言，農民們皆可在一年內獲得新土地；（3）由於實施的十分具效率

性，故農民在經營時會節省許多時間和費用。（Miller，2006：118）案例

說明如下圖 4-2-2，可看出一個自願性交換土地實施前後土地使用的變化情

形。其中，上圖是重劃前的土地使用狀況，下圖是重劃後的土地使用狀況，

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土地使用單位，可見坵塊經交換後規模十分完整且

集中。 

 

    

 
圖 4-2-2 土地自願性交換前（上）、後（下） 

資料來源：Miller，2006：116。 

（五）「特殊任務的土地重劃」（ land consolidation for special 
operations） 

德國所辦理的特殊任務土地重劃（ land consolidation for special 

operations），主要依據【土地重劃法】（FlurbG）第八十七至九十條，係因

大型營建工程需要投入大量土地資源，且涉及大規模的土地移轉（extensive 

land transfer），如高速公路、鐵道、國道之興建，或防洪措施與水資源發

展等大型防災工程，不僅大幅度干擾農村地區的空間景觀、基礎設施與土

地結構，亦會直接影響營建區內的地主權益，甚至對營建區附近的農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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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農企業營運有不利的影響。為避免行政機關採取土地強制徵收

（compulsory purchase），可能損害地主的權益，故提出特殊任務的土地重

劃方式，以調和公、私部門利益的衝突（extensive civil works）。（Miller，

2006：106-107） 

案例說明如圖 4-2-3 所示，國家交通路線通常經由計畫而在整個農村

自由穿梭，然卻導致與之交叉的田地和牧場遭到割裂，甚至使個別農企業

營運更為艱難的情況滋生。為能避免農民的土地損失過鉅，當需儘可能多

購買在工程範圍內和在範圍外毗鄰的土地，並妥善管理劃設範圍的土地轉

移，或者提供其他公共事業（道路、水、自然、鄉間地區、都市的基礎設

施）所需的土地，其餘的農業用地和相關用地則重新交換分合，以應農業

經營之需。（Miller，2006：108） 

 
圖 4-2-3 特殊任務土地重劃實施前（左）後（右）  

農地坵塊分佈情形  
資料來源：Miller，2006：108。  

 

此外，特殊任務土地重劃的特色之一，在於以居間購地或土地預購

（intermediate land purchase）的配合措施，因應未來大量工程用地的需求。

進一步言，所謂「土地預購」係指地方政府機關、公法人團體或私人開發

業者，在營建範圍的鄰近地區，以預先購買土地的方式，先行儲備交通幹

道、自然保育、水土保持與水道網路等大型工程與公共用途所需之土地

（Miller，2006：79、108）。當農村營建計畫無法以土地交換方式進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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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組，或不易取得所需的公共用地時，相關權責單位（如邦政府的農村

發展局，或民間的地方參與者團體）則可提出特殊任務土地重劃的申請

案，啟動居間購地的機制，將釋出的預購土地與地主進行土地區塊交換，

或是在營建工程的施工期間，提供農民暫時性的耕地，以維持過渡期間內

農場經營的正常運作（王俊豪，2006：5-6）。 

整體而言，特殊任務土地重劃的主要優點，包括 1、避免強制徵收土

地對地主權益的侵害；2、因能維護現有地主與農業經營者的權益，故可

提高民眾的接受度；3、能快速展開大型的營建工程，促進現有基礎建設

的新建、整建或改建；4、得以維持或提高營建區鄰近土地區塊的價值

（Miller，2006：110）。由此可知，這是一種產權友善(property-friendly)的

土地改良方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所有權人無權要求選擇土地重劃的方式和類

型，其主要取決於土地重劃的具體內容、目標和【土地重劃法】（FlurbG）

的有關規定，特殊任務土地重劃亦可與一般性土地重劃結合進行，尤其是

當某項建設實施於尚未完成土地重劃地區時，採用此種方式可能性更大。

最後，總結上述幾項重劃之程序與內容，本研究將其簡要流程繪製如下

圖，請詳見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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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德國土地重劃準備及實施程序 
  資料來源：修改自劉健哲，2006：110。 

德國土地重劃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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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實施農村土地重劃的功能與內涵 

經過前一節對於德國土地重劃實施過程的探討後，瞭解到重劃的程序

與作法，並得知其實施型態會依實施目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具有多元化的

性質。至於此一節將以德國實際實施土地重劃之地區作為重劃業務的描

述，藉以瞭解其實務操作上所呈現的結果，及如何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與

建設。基此，本節針對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之實施內容，整理歸納出幾項規

劃原則，依序說明如下： 

一、 配合農業規劃與發展，改善農業生產結構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所從事的重要工作一直是以改善農業結構為主，以

避免或消除諸如土地零碎、形狀不規則、及灌排水不良等不良之農業生產

現象。若從土地重劃參與者利用土地的私人利益來考量，透過土地重劃令

其經營管理效益得到保證和改善；至於對農企業而言，無論其生產的集約

程度多麼高，唯有當具備實行現代管理和投入先進技術的基本條件時，才

能獲得競爭和生存的能力。因此，德國將所有權人的土地依其位置、形狀

及大小，盡量予以集中合併，減少坵塊的分散，以符合現代化農業生產的

要求。針對這方面主要措施有下列幾點： 

1. 以現代農場管理之觀點劃分農場邊界。 

2. 開闢現代化的農村道路網絡或交通系統。 

3. 從事水資源管理及土壤改良工作。 

4. 水土保持、維護地力，並避免土壤沖刷流失。 

5. 種植防風林帶及田野灌木叢。（劉健哲，2006：102） 

從上述幾點可看出，土地重劃的措施與土地重劃參與者之間具有切身

的利益關係，他們期望能從實施土地重劃過程中取得經濟上的好處。同

時，上述設施的建設也可以促進當地生產、生活條件的整體改善。 

另據學者 Miller（2006）的研究指出，德國巴伐利亞邦每年大約有三

萬公頃的土地會實施土地重劃工程，其中包含土地所有權人約有一萬人，

而所持有的土地數量約有五萬筆，皆透過土地重劃的方式，形成較具實用

性的區位、形狀和規模，且可經由道路輕易地到達其土地所在地。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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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重劃與農路的建設亦改善農業生產的情勢，不但降低農業耕作的成

本、程序及次數，並減少農耕機械的耗損。下圖 4-3-1及圖 4-3-2為德國進

行土地重劃前後，土地坵塊規模的變化情況，從此兩圖清楚地看出重劃後

土地變得較完整且形狀更加規則，每個單位佔用的坵塊數目大大減少，為

集中化耕種和現代化機械作業創造了有利條件。（Miller，2006：17） 

 

圖 4-3-1實施土地重劃前              圖 4-3-2實施土地重劃後 
資料來源：Miller，2006：96。 

 

此外，根據德國 Munich 科技大學針對社區實施農村土地重劃的研究

指出，位於巴伐利亞邦境內有 765個農村社區，自從社區實施土地重劃和

農村更新後獲得十分顯著的發展。舉例來說，在國家稅收、人口數、住宅

建設以及相關農企業等，在農村社區中展現出總計 15％的成長利潤，伴隨

著約兩千人的人口成長，並且為巴伐利亞邦內的農民帶來具經濟性的成

果，平均每年每公頃薪資可節省 50歐元、機械成本節省 46歐元等等，總

共可節省 170 歐元的成本，對於農民而言可謂一大利多，如下圖 4-3-3 所

示：（Miller，2006：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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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實施土地重劃後所節省的成本 
資料來源：Miller，2006：43。 

另者，上述研究亦發現土地重劃與新區塊和農舍之間的連結，確實與

農企業所增加之收益有直接關係，探究造成此關係的主要有兩項因素：耕

作時數平均下降約 39％，毛收益平均增加約 46％。若加上目前農企業的

幾項要素，粗放及大規模機械耕作等，每年每公頃即可節省下 170歐元，

倘以標準五十公頃的土地坵塊來計算，表示每年可省下 8,500歐元。此外，

經學者表示，上述長期節約的型態是支持農民在國內和國際的農業競爭

下，不移居大都市發展仍繼續生活於農村的原因之一。（Miller，2006：

43） 

綜上所述，可知悉德國依藉著農村土地重劃的手段，成功落實了改善

農業結構的目標（交通道路的改善、灌排設施的改善、土壤保育及土地重

整等項目），不但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更由於支出的節約，相對上提高

農民的收入並確保穩定的糧食供給，誠如第二章的圖 2-2-2 所示，確實達

成農村發展的多項目標。 

 

二、維護自然與景觀，並保育生態環境 

由於農業的生產屬於必須仰賴自然環境的性質，有與生俱來維護自然

景觀與生態環境、調節氣候、促進水、空氣等自然物質自淨能力的功能。

因此，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也配合農業在生態維護及景觀美化方面的功能，

進而承擔起重要的使命。除促進土地利用的經濟性外，亦兼顧環境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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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性要求，同時注重經濟性與生態性的均衡，進一步改善並美化人類生

活及動、植物棲息的環境。 

首先，土地重劃在重劃前會先照會自然資源與景觀維護的主管機關；

使其瞭解土地重劃的過程及計畫，若計畫中的土地重劃未顧及這方面的維

護措施，則景觀維護當局會立即提出，督促其注意。同理，若計畫中的土

地重劃有改變現有景觀的必要，亦先與景觀維護當局協商。因此，土地重

劃計畫既能符合景觀計畫，景觀計畫的理想又可以透過土地重劃的施行而

實現。（劉健哲，2006：102）其次，從前一節實施程序內容得知，土地重

劃決議公佈直到土地重劃計畫定案前，有關重劃區各種設施用途的變更，

以及田野或河岸旁的果樹、灌木叢等之移植或砍除須在特殊情形下才可得

到允許，尤其是不得妨礙自然環境及景觀的維護，且若有需要尚須取得重

劃當局的核准，否則視為抵觸法規，處以罰金之外，必要時仍應負擔植物

補植費用。 

再者，重劃進行時，若公共設施建設須經過進行植物保育之地區周圍

時，譬如道路的開闢工程，則會考量道路使用者、承載需求及使用頻率等，

倘其使用運輸量較高，則會採鋪設柏油道路的方式，並於道路二側予以綠

化。不過，除主要幹道鋪設硬鋪面之外，其餘均採自然鋪面，以兼具景觀

與生態物種穿越及其棲地空間的需求等因素，盡量以不破壞自然環境為原

則，如圖 4-3-4及圖 4-3-5所示；其次，若在旱地或濕地生長著具有生態價

值的成片物種，則會將該地與農業用地分別劃給不同的土地所有者，以便

加以有效地保護和利用；在劃分土地界線時，則直接運用既有河流及水域

作為土地分界線，可使河岸邊生長之植物不受損害並得到保存。 

至於文物古蹟、紀念碑、自然保育區及重要的景觀要素，只有在符合

重劃目的修復整理之情形下，才准予更動，且須先徵求有關自然環境及景

觀維護單位之同意。另外，若造成溪流流徑的變更也應配合水資源管理之

需要，引導邊際地及休耕地作有意義的使用，亦是土地重劃的重要部分。

（劉健哲，2006：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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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國非常重視野生動植物棲息的自然空間，即所謂的「Biotop」，

意即野生動植物生存的一個自然空間。土地重劃的目標不僅是在於幫助農

業發展，同時也希望能維護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場所，其中至為重要的景觀

維護目標是把地區內的許多自然生態區相互連結在一起，成為野生動植物

棲息場所的網狀系統(Biotopvernetzungs-systeme)，期望這些自然生態棲地

能成為野生動植物的生活空間，並且能在生態與經濟兩者建立一個平衡

點。況且保持生物多樣性有利於維護土地的自然生產潛力，恢復被干擾的

帶狀或片狀動植物棲地亦符合參與者的利益。以下介紹三個地區土地重劃

的實施結果，說明如下： 

（一） 肯得瑞旭（Kiedrich）地區： 

主要考量此地區有水土沖刷問題，因此重劃時除了規劃生態草溝導引

水流外，亦預留洪水氾濫空間之生態滯洪池，平時作為生態綠地，至雨季

則可蓄積草溝所導引的雨水，兼具景觀維護、生態價值及防範洪患的功

能，如下圖 4-3-6所示。 

（二） 卡爾斯多夫（Karlsdorf）地區： 

主要考量景觀生態條件改善及生態棲地網絡的連結。因此，重劃時除

了保留舊有灌溉渠道及將渠道兩旁土地配合生態綠帶規劃為生態綠廊道

外，於區內建構一條生態灌溉渠道，以連結鄰近人工湖，使此地區生態網

絡連結(Biotopvernetzungs-systeme) 趨於完善，如下圖 4-3-7所示。 

圖 4-3-4 辛德查登（Hinterzarten） 
地區農路（自然鋪面）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119。 

圖 4-3-5辛德查登（Hinterzarten） 
地區農路（硬鋪面）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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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豪（Ottenhausen）地區 

主要採用多種改善生態環境的措施，在不影響私人和公共生活的領域

下，將農村擬作為動植物棲息之場所，栽植樹木及種植灌木籬牆。此外，

村民在乾牆的裂縫中佈置生物新的棲息地，在建築物也設置了鳥類築巢之

棲地，儼然成為一幅美麗生動的農村風情畫，如下圖 4-3-8及圖 4-3-9所示

（內政部，2005：13）。 

 

     
      

 
 
 

     
 
 
 
 

 

 

  圖 4-3-6 肯得瑞旭（Kiedrich）地區 
之草溝及滯洪池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96。 

圖 4-3-7 卡爾斯多夫（Karlsdorf）地區 
之灌溉渠道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96。 

 圖 4-3-8 歐豪（Ottenhausen）社區道
路旁之綠籬牆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12。 

圖 4-3-9 歐豪（Ottenhausen）社區 
之乾砌石牆成為植物棲息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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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農村整體發展規劃，促進農村地區之發展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配合公共設施的加強，改善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條

件，厚植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在農村地區的基礎。因此，該國農村土地重劃

工作，針對農業生產與農村居住環境的關連性，以及農村聚落體系發展之

整體性，採全盤統籌規劃，以達成農村地區空間秩序和諧與美化的理想。

誠如第二章所提及，德國運用辦理土地重劃時機，與營建計畫、農村社區

更新、農業規劃、景觀計畫等措施相互配合實施。如此，一則可以兼顧農

村的生產、生活及生態；二則可增強農村地區的吸引力，使其發揮景觀維

護與休閒渡假的功能。就此，分述此一發展原則如下： 

（一）從事農村社區更新，提升生活品質 

德國在 60 年代中期，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土地重劃開始注意到農

村的更新，但尚未重視，直到 70 年代，人們生活條件的不斷提高，以及

對城市喧囂的逃避，人們開始嚮往農村的寧靜與舒適。基此，德國於 1970

年在【土地重劃法】中新增了農村更新的目標，開始有系統地進行農村更

新的規劃（何芳，1997：42）。 

從經濟的觀點而言，農地與農家是生產因素—土地、勞動與資本的相

互結合，以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方；從社會的觀點而言，則同時又是農民生

活的空間與活動的場所。因此，若能藉由土地重劃的方式，妥善的將此兩

種機能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將農民之生產環境與生活空間統籌一併規劃，

除有助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外，農民亦能享受美好的居住環境。另一方

面，對於農村居民而言，除了可享受鄉居生活優美寧靜的情趣外，還可以

獲得都市生活的便利與舒適的環境。所謂的「農村社區更新」，意旨在現

有的基礎與條件下，為改善農村居民生活與生活環境，所採取種種有助於

農村社區與聚落規則性與整體性發展之措施(劉健哲，2001：131)。 

據學者表示，德國有許多人口居住於農村地區，以巴伐利亞邦為例，

其邦內大約有 6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人人都渴望一個完整、便於管

理的生活空間，也同樣期望如同在城市的良好生活、居住和工作條件。不

過，處在市郊的純農村結構之地區，危機有日益擴大之趨勢，由於越來越

多的年輕人遷移至都市，而農村人口之年齡逐漸的老化凋零。（Miller，

2006：90）因此，為避免此等情形日趨嚴重，該邦即透過土地重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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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農村社區所需發展的用地，並與農村的更新緊密相繫，其農村更新主

要包含下列幾點： 

1. 改善農村的生產條件與生活環境。 

2. 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使農村的建設與村民的生活與工作均能適應

未來的發展要求，減少農村人口外移。 

3. 維護農村文物及古蹟，確保農村傳統及具歷史價值建築物之保存。 

4. 美化及維護農村景觀與自然環境，增進農村的休憩價值與吸引力。 

5. 維護水土資源以及動植物的棲息空間。 

6. 促進公共投資以及農村聚落發展的規則性及整體性（劉健哲，

2006：145）。 

此外，德國有句名言：「沒有公民參與，就沒有農村更新！」，意旨當

進行農村更新時，居民是社區重要的供應者，他們要表達自己的想法、感

覺、闡述其同意或懷疑的意見並提供建議，在農村更新上扮演積極正面的

角色。甚至連同社會參與者、所有地主團體、社區一同負責監督農村更新，

密切參與規劃的過程，並參與所有重要的決議。（Miller，2006：90） 

值得注意地，德國巴伐利亞邦（Bavaria）在準備施行農村社區更新規

劃及建設前，其邦內設有三所專業的農村發展學校，即「村莊及農村發展

訓練中心」（Training Center for Villige and Rural Development），負責對實

施土地重劃和農村發展的鄉、鎮、村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工作。（翁志成，

2004：38）此訓練中心的經費由公部門支付，並會依據鄉、鎮、村提出的

訓練計畫、內容，聘請各分面之專家，如農業、規劃，及測量等專門技術

人員，對地方官員和村民代表進行規劃、灌排水基礎設施、土地重劃等方

面的訓練、進修，並利用有趣的活動方式教授學員，使他們瞭解、掌握農

村更新的規劃、發展方向、以及採取的措施和步驟。同時，亦注重與已完

成重劃地區之參與者的溝通，學習不同的實務經驗，並從最佳實踐的意義

中，易於找出正確的方式。（Hennemann，2002：5）以下選取兩案例作為

農村更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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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布藍區（Dambroich）社區 

農村社區更新前，如圖4-3-10所示，社區內有一主要聯外道路，由於

車道寬且筆直，因此不但車流量大且過往車輛車速也過快，造成週邊居民

出入有安全之虞。道路旁緊鄰住宅，無植栽綠帶加以區隔，致使車道兩旁

住宅受到車輛所產生之噪音干擾，導致生活品質低落；更新後，如圖4-3-11

所示，除了在社區外另闢一條聯外道路，以減少穿越社區道路之車流量

外，亦將社區內原作為聯外道路之路寬予以縮減，並藉由公共設施的設

置、不同舖面的轉換搭配及住宅旁種植植栽的方式，使道路稍微彎曲，以

降低來往車輛的車速及阻隔車輛所產生的噪音，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另者，從圖4-3-12更新前可看出道路狹窄且緊鄰住宅，無植栽綠帶加

以區隔，致使車道兩旁住宅受到車輛所產生之噪音干擾，導致生活品質低

落；又圖4-3-13為更新後則可看出，對於居民及自然景觀而言，成功結合

道路與生活空間，且清楚的路線與標線也提高用路者的安全。 

 

圖 4-3-10 登布藍區（Dambroich） 
農村社區更新前（一）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150。 

圖 4-3-11登布藍區（Dambroich） 
農村社區更新後（一）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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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歐豪（Ottenhausen）社區 

農村社區更新前，七十年代初期拓寬農村道路時，不但拆毀市鎮中心

的老舊建築並將街道兩旁路樹剷除，形成對車輛及交通有利，卻對行人構

成危險的廊道，如圖 4-3-14所示。不過，經過時代的變遷與觀念的轉化後，

村民於 1993 年決定運用土地重劃及農村社區更新手段，減少通過農村中

心道路的危險，譬如社區更新後路寬從 7公尺縮減為 5公尺，道路兩旁鋪

設天然石材，車道與人行道之間的空地種植落葉行道樹，並利用車道縮減

後之空地變作為綠色廣場，此舉不但綠美化街景也因對交通車道之限制，

降低行車速度進而保障村民之安全，如圖 4-3-15所示。 

         
 
 
 
 
 

圖 4-3-12登布藍區（Dambroich） 
農村社區更新前（二） 

資料來源：Miller，2006：89。 

圖 4-3-13登布藍區（Dambroich） 
農村社區更新後（二） 

資料來源：Miller，2006：89。 

圖 4-3-14 歐豪（Ottenhausen）社區 
農村社區更新前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17。 

圖 4-3-15歐豪（Ottenhausen）社區 
農村社區更新後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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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者，經過政府與地方村民之努力，該社區公共區域皆以適合農村之

材料加以設計並栽種許多植物，重新塑造整個農村外觀，儘可能與農村景

觀相互協調，如許多家門前之花園，以格式圍欄或樹籬圍住，花園鋪設植

草磚或透水性材料，塑造出農村住宅公園之景象，如下圖 4-3-16及圖 4-3-17

所示。（內政部，2005：17-19） 

        

    圖 4-3-16 更新後之社區景象          圖 4-3-17 更新後之花園住宅 
   資料來源：地政司，2005：18。       資料來源：地政司，2005：19。 
 

（二）從事農村文物古蹟的維護，提升生活內涵 

為創造農村美好的生活環境，促進農村地區之發展，除配合上述公共

投資的加強，農宅整建與農村更新，使農村呈現一片整齊、潔淨而優美的

景致外，仍要提升及充實農村生活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內涵。就此，德國土

地重劃亦同時注重鄉土文物資料之整理，古物、古蹟以及寺廟的維護與保

存，傳統建築的更新是德國農村社區更新中的重點工作。在德國的農村中

有許許多多古老的歷史建築或古老的教堂，有些歷史遺跡可能是單棟、一

條街甚至是一整區，而這些具歷史意義的傳統建築，須依規定，外牆要儘

量保持原貌且不可任意改變，但是內部的裝修可因應現代化的使用需求與

用途予以更新，使具歷史價值的傳統建築，透過更新的方式，使之不再是

廢墟危樓，而獲再造與新生，重新展現活力。（劉健哲，2006：105）以下

僅介紹德國兩個社區案例，作為老舊農村建物更新再利用之說明，扼要敘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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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麥希根區（Maihingen）社區 

麥希根（Maihingen）社區內居民約有 1,230人且社區具有濃烈的農村

特色（約 30％的農業人口），又因社區内除農業外少有其他工作機會，故

在邦內稅收地位不高。不過，此社區透過農村社區更新、土地重劃，以及

其它相關的規劃、實施及推動下，社區之生活及工作場合獲得顯著的改

善。不僅如此，除了居民的工作、道路及廣場外，農村更新亦升級社區之

設施，舉例來說，將老舊學校更新轉變為社區複合式的活動中心，提供婦

女、手工藝團體及合唱團使用（如圖 4-3-18），並新設立兒童專門遊戲區，

以及由當地的劇院協會整修老舊的救濟院。此外，許多居民也在個人居住

空間上以植栽、建築配置的方式來改善農村的視野。（Miller，2006：94） 

 
圖 4-3-18 農村內老舊學校建物更新為社區活動中心 

資料來源：Miller，2006：94。 

 

2. 凱德斯海姆（Geldersheim）社區 

凱德斯海姆（Geldersheim）社區，為維護極具歷史意義的城牆式農舍，

如下圖 4-3-19及圖 4-3-20所示，將內部改造為小型的社區博物館，並收藏

許多當地出土的古物，展現當地獨特的歷史文物，為當地農村社區注入一

股歷史文化的氣息，可稱為老舊農村建物更新再利用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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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透過整體的農村更新之後，使農村地區生活品質有顯著的

提升，也保障村民的用路安全，民眾不但獲得具有魅力的生活環境，既有

的農業、服務業及手工藝業也能持續發展，並且僅需花費低廉的成本，即

可設立新企業，創造出新的工作管道，為農村注入新活力，村民亦因而獲

得均衡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村的生產力。 

另者，由於農村更新的實施，將閒置的農村舊建物再度予以重視及使

用，關閉新舊建物之間的缺口，因而使得農村中心保持它原有的活力與傳

統，可見德國不會只注重到發展農村經濟，改善生活品質條件，而忽略了

農村原有的文化建築與傳統。而且在實施農村土地重劃的同時，對於自

然、景觀維護及生態、土壤保育方面也不遺餘力，劃設出自然景觀維護地

區，一方面增進農村的休憩價值與吸引力，提供都市人口休閒遊憩之場

所；另一方面，力求保育自然、生態與文化地區，達到經濟發展與維繫文

化認同之間的平衡。要言之，農村被重建為具獨立性的居住、工作及經濟

之區域，縮短了城鄉的發展差距，誠如第二章的圖 2-2-2 內容所示，達成

農村發展的多項目標。（Miller，2006：45-46） 

五、小結 

透過前述對德國之土地重劃、農村更新與自然保育及景觀維護的了

解，不難發現德國係以土地重劃為基礎，除透過重劃改善農業結構、生產

條件以促進農地經濟利用外，更結合農村更新及自然保育維護措施，尤其

農村更新特別強調與整個農村的建設及農業發展緊密聯繫，強調道路及公

共設施建設，強調改善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兼顧農民居住環境之改

圖 4-3-19 凱德斯海姆
（Geldersheim）社區博物館（一）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153。 

圖 4-3-20 凱德斯海姆
（Geldersheim）社區博物館（二） 
資料來源：劉健哲，200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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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農村社區之發展，以及自然景觀維護與生物棲息地保育等生活與生態

層面，同時亦兼顧農村渡假遊憩的需求性，維護農村的文化、休憩價值，

顧及許多層面，猶如學者 Ralf.（2007）之觀察指出現代化的土地重劃，已

朝向「整合性的土地重劃」（Integrative land consolidation）方向發展，各項

目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方能達成農村地區發展的多項目標。 

此外，據學者 Thomas（2004：8-9）的觀察，由於隨著全球對於環境

保育的意識逐漸升高，目前自然保育措施在德國土地重劃計畫過程中的實

施筆數，從表 4-3-1可得知在過去 15年間增加超過 40％，可見其內容是隨

著歷史環境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的。且近二十年來，因農業結構改變，從事

農業的人員減少，又加上歐盟農產品的過剩，不再賣力地為提高農產品生

產而重劃土地，轉而注重自然和景觀保護，進一步改善人們的生產、生活

環境；另者，土地重劃對農村地區的發展、實質基礎設施的改善，及渡假

遊憩的需求而言，亦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從下表即可看出，農業與林

業項目前仍維持著一定的比率，而地區交通與水資源管理項目則是逐年降

低，反倒是社區發展、環境保育、自然保育及景觀規劃與休閒遊憩等項目

所佔比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實可驗證德國不單單注重農林業的發展，近

年更加注重農村及環境保育等方面，透過整合性的規劃推動土地之重劃業

務。 

 
 

表 4-3-1土地重劃程序上所實施的農村發展措施 
年（西元） 

措施 

1986 1988 1990 1992 1995 1998 2001 2002 

農業與林業 3,922 

（33.7%） 

3,774 

（32.8%） 

3,914 

（33.0%） 

3,849 

（33.3%） 

3,669 

（27.7%） 

3,775 

（29.5%） 

3,409 

（27.9%） 

3,934 

（31.0%） 

地區交通 2,277 

（19.6%） 

2,191 

（19.1%） 

2,207 

（18.6%） 

2,104 

（18.2%） 

2,096 

（15.9%） 

1,799 

（14.1%） 

1,694 

（13.9%） 

1,657 

（13.0%） 

地區水資源

管理 
644 

（5.5%） 

606 

（5.3%） 

580 

（4.9%） 

559 

（4.8%） 

560 

（4.2%） 

523 

（4.1%） 

534 

（4.4%） 

504 

（4.0%） 

社區發展 1,240 

（10.7%） 

1,307 

（11.4%） 

1,333 

（11.2%） 

1,304 

（11.3%） 

1,536 

（11.6%） 

1,554 

（12.2%） 

1,512 

（12.4%） 

1,516 

（11.9%） 

環境保育/供
給及廢物處置 

812 

（7.0％） 

796 

（6.9%） 

819 

（6.9%） 

740 

（6.4%） 

1,165 

（8.8%） 

1,115 

（8.7%） 

1,077 

（8.8%） 

1,03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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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元） 

措施 

1986 1988 1990 1992 1995 1998 2001 2002 

自然保育及景

觀規劃 
1,604 

（13.8%） 

1,641 

（14.3%） 

1,911 

（16.1%） 

1,934 

（16.7%） 

2,891 

（21.9%） 

2,793 

（21.8%） 

2,786 

（22.8%） 

2,833 

（22.3%） 

休閒遊憩 1,134 

（9.7%） 

1,175 

（10.2%） 

1,099 

（9.3%） 

1,062 

（9.2%） 

1,305 

（9.9%） 

1,227 

（9.6%） 

1,217 

（10.0%） 

1,229 

（9.7%） 

總和 11,633 

（100％） 

11,490 

（100％） 

11,863 

（100％） 

11,552 

（100％） 

13,222 

（100％） 

12,786 

（100％） 

12,229 

（100％） 

12,709 

（100％） 

資料來源：修改自 Thomas，2004：8。 
 
綜言之，德國農村土地重劃為了完成促進農村發展這一項目標，主要是

通過各種措施予以實現，誠如本章第一節所敘，隨著社會、經濟及歷史之

演化與發展，其重劃內容與重點不斷地增加並做即時的更動，如從原先僅

僅進行零碎土地的簡單合併，到整合性地進行道路、水利設施、農宅建設，

再進一步發展到耕作區與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與景觀塑造等項目。 

另發現前述德國實施重劃的三項原則，一為「配合農業發展與規劃，改

善農業生產結構」；其次為「維護自然與景觀，並保育生態環境」；三為「配

合農村整體發展規劃，促進農村地區之發展」，此三項原則並非單獨進行

而是相互配合，彼此間的關係是緊密相連的，以求兼顧生活、生產及生態

層面，以具有系統性地進行規劃，不單純以農救農，而是透過整體性之規

劃，全面發展農業及農村，達到農村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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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之啟示與借鑑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不僅改善了農業的結構、生產條件及促進農地的利

用，並注重農村自然生態保育之維護，亦改善了農村與農民生活的環境。

對照我國，目前實施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仍著重在農宅的整建以及農村道

路之配置等硬體建設的措施，對於農民居住環境之改善、農村地區之發展

以及自然景觀之保育與維護等生活、生態層面，似乎仍有不足，至於如何

協助政府順利取得大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並且避免其對農業生產環境可

能導致之不利影響，更是隻字未提，因此我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所能發揮

的效益十分有限。為使我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也能更進一步扮演重要之角

色，將藉由環顧德國土地重劃之體制與實施程序內容，歸納出值得我國參

酌學習之處有下列幾項： 

一、重視國內外之情勢變化，調整農村土地重劃的運行方式 

明確的立法依據，係為德國農村土地重劃的基礎，而土地重劃的順利

進行，不僅有賴主管機關制定合宜的土地重劃計畫，更有賴政府機關與相

關團體協調配合，方使農村土地重劃的目標得以達成。從德國土地重劃的

歷史演進過程中，觀察到政府常依照國內情勢的改變，調整、變更相關法

案，明確其政策的走向，以確保土地重劃的發展，也根據國際情勢之不同，

提出新的規範與修正，同時兼顧國內外之情勢發展，從而提高農村土地重

劃的效率性。 

然而，土地重劃亦逐漸成為該國處理所有農村問題的工具。對農業來

說，重劃目的主要是改進土地所有權結構，藉由土地重劃以改善到達各土

地坵塊的通路，但土地重劃之實施尚有許多改進空間。德國土地重劃具備

整體性、綜合性與前瞻性，其重劃內容則具有三種層面：1.在農業發展上，

制定有關於土地重整、道路水路的興建、水土保持及土壤改良等事項，以

改善農業之生產條件；2.在農村發展上，配合農村有關之住宅或公共建設

與產業發展的需求，以改善農村之居住及生活條件；3.在地景維護上，配

合地景維護與自然保育之需求，制定有關提升自然保育和遊憩之發展原

則，以維護農村景觀並發展戶外遊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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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地重劃之實施固然改善了農業結構與生產環境，擴大了每宗坵

塊的面積，便於農業機械的使用。但目前我國農業環境，是否必須繼續追

求擴大農地面積與改善生產環境等生產層面目標?是否可朝向農村發展或

地景保育等生活及生態目標前進，應予以一併考量。再者，我國農地重劃

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並未相互配合整體規劃，農地重劃依據【農地重劃條

例】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辦理，不若

德國係將兩者併同考量，並在同一部法律加以規範，因而，台灣未來應研

議制訂整合農地及農村社區土地辦理重劃之專法，方竟事功。另者，在先

期規劃業務上，宜以農村發展為導向，以農民需要為優先，配合辦理及實

施該等重劃業務。 

二、規劃原則清楚明確，提供依循之方向 

綜觀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之實施內容，該國為達到改善農村生活環境、

創造農村新風貌、促進農村地區之發展等目標，不論對民眾參與、經濟振

興、自然保育、生態景觀、環境維護、甚至古蹟維護及農村風貌等面向，

其規劃原則皆有一定方向可循，原則內容扼要整理如下： 

（一）民眾參與： 

1.進行規劃時，主要採由下而上之方式，透過聽證會或討論會等方式，

了解地方居民之需求、意見及想法。 

2.在每一規劃過程中，土地所有權人皆可表示意見或提出異議，而重

劃單位皆必須聆聽其意見並予以處理。 

3.規劃過程中得請有關機關（自然景觀維護單位）及專家學者（農地

估價專家）予以協助，以適時解決規劃時遭遇之困難問題。 

（二）經濟振興： 

規劃避免狹隘或過度的思考，須作多方面發展可能性的評估，如：多

用途使用、交通網連接須符合農村需要。 

（三）景觀維護： 

1.重視自然立地條件，全力配合自然景觀風貌，重劃時儘量採取自然

化施工，且綠美化工作應與自然環境相配合，特殊動、植物應維持其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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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棲地環境。 

2.農村生態環境亦配合在地紋理、當地之環境因素、背景、景觀及建

築物規劃，並考量村莊生態、景觀、水源涵養等方面。 

3.對於社區生態環境具有重要功能之現有水體資源皆予以保留，以維

護其水體生態及灌溉排水功能。 

4.社區內原有喬灌木、植栽皆予以保留，重劃時除妨礙重劃進行或取

得自然景觀維護單位同意外，不得挖除或移動。 

（四）文化重塑： 

1.重視人類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所創造之環境，應予保持並持續發揚

光大，維持農村特色及整體景觀，具農村特色風貌之建築物不拆除，歷史

建築也予以保留，並將此等閒置空間加以規劃再利用。 

2.具有農村風貌之道路、聚落步道紋理、溪流及溝渠皆予以維護，不

予以拓寬及截彎取直。（台大農學院農村規劃與發展研究中心，1998：

20-21）。 

是以，本研究認為若要建構社區發展願景，建設兼有產業、人文、自

然生態及地方特色之農村社區，上述德國之規劃原則確實可供我國進行重

劃規劃之參酌，並可積極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作並方便辦理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先期規劃人員有所依循，減輕規劃人員之壓力並可導正錯誤之決

策。 

三、地價查定過程審慎完備，促使民眾成本分擔趨於公平 

於辦理農村土地重劃時，土地所有權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就是可分

回的土地面積多寡；這項議題與地主的權益息息相關，也是區內土地所有

權人參與重劃意願之指標。而影響地主分回土地比率之關鍵因素，即為重

劃前後地價之評定，故知土地估價是辦理農村土地重劃分配過程之重點所

在。 

從德國農村土地重劃之內容可得知，其重分配的宗旨為「每一位土地

所有權人都有權利得到與其原持有土地相較具有相同質量、潛在效益以及

價值的土地」，因此評估在重劃地區裡每一塊土地的價值甚為重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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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評估原則為生產用地按自然生產條件評估，建築用地與建物則按市

場交易價評估，其估價之進行是由農業專家所組成的估價人員執行負責，

且參與者理事會亦參與協助評估過程，發揮對當地情況熟悉的優勢，使評

估價值之結果更加準確可靠，而理事會的參與及理事會成員親自證明評估

結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亦可取得當地農民的認同，從而減少異議與爭端。 

反觀台灣，目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土地估價方式，是重劃前地價應

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前公告現值等資

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但政

府與人民對重劃前後地價的認知差距甚大，導致陳情、訴願事件層出不

窮，頻添政府施政上的阻力與困難度。追究其原因，乃在於目前土地公告

現值偏離市價，造成評估價值相對偏低，招致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損失；另

一方面，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成員是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機關代表、民意

代表、地方人士以及具專業背景的地政士、土地估價師及學界代表所組

成，雖看似完整，但執行評估時難免會遭受到民意代表或上級壓力，致使

估價之結果未盡公平(張梅英、施昱年，2004：95)。 

地價評估，為相當專業且艱鉅的工作。因此，未來如進行地價評估工

作時，應參酌德國之實施方式，於評估階段透過估價人員的專業，以順利

完成估價，此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成員應摒除不具專業背景之人士，讓

估定價格更專業化、透明化，使每位土地所有權人皆可獲得與其原持有土

地相較具有相同質量、潛在效益以及價值的土地。 

 四、重視地權調整與民眾參與，保障計畫區內民眾權益 

土地重劃實際上也是土地權屬調整的過程，如何完美地解決這一難題

是必須思考的當務之急。於土地重劃過程中，權屬分配合適地調整，對促

進土地重劃的發展、維護廣大民眾的合法權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必須

確保每家每戶的利益不受侵犯，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利益分配原則，

更需要建立一個完整的民眾參與機制。 

德國特別重視土地重劃過程中的公眾參與，認為公眾的積極參與和廣

泛支持是土地重劃目標能夠得以實現的關鍵。首先，德國於劃定重劃範圍

階段舉辦聽證會，邀請有關農民團體、邦規劃機關、鄉鎮與鄉鎮協會等機

構與組織，以便聽取各界對土地重劃範圍與對其它公共計畫可能影響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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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同時，藉由公開會議使民眾瞭解計畫內容、過程，並討論其妥適性。

次於進行土地分配事項時，重劃局將會備妥有關土地分配與補償的數據及

圖表資料，舉辦供參與者表達期望的會議，傾聽他們對土地分配的意願與

要求，提供表達意見與建議的機會，並全面考慮這些要求，作為最終定案

的基礎。再者，在土地重劃過程中產生的任何一個重要決定，例如土地重

劃決議、土地估價成果、土地重劃計畫等，皆有進行公告或展示，並徵求

參與者和相關部門的意見，參與者可以自始至終參與決策，並把自己的願

望納入決策中。 

反觀台灣於施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所進行之先期規劃，類似德國草

擬土地重劃計畫階段，主要目的係為結合社區參與，深入了解社區居民之

需求，充分利用當地人文資源，參酌社區居民意願及尊重專家學者之意

見，建構社區發展願景，以便於進一步擬定重劃計畫書，建設兼有產業、

人文、自然生態及地方特色之農村社區。然於實際進行重劃後，政府與當

地居民之間又常因重劃負擔認知差距大或承諾意見不一致等問題，造成民

眾反悔聲浪層出不窮，從而延宕重劃之進行，可見我國雖有民眾參與的機

制存在，但民眾的意見往往無法左右威權的政府，使得制度效能不易彰

顯，尚有許多進步空間。因此，我國應可考慮參酌德國之經驗，透過公開

會議使民眾瞭解重劃計畫內容、過程，並討論其妥適性，提供多種表達意

見的管道，使當地民眾與各相關利益團體的代表得以共同參與決策，以確

保利益分配的效益最大化。 

五、提供民眾異議管道並掌握期程，減緩權益失衡的情形滋生 

德國農村土地重劃過程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有充分的保障，

舉凡對於土地重劃計畫、土地估價價值與土地分配事項有異議時，可於聽

證會或公開展示後提出，透過土地重劃局協調解決，如遇調解不成的話，

則提交給高等土地重劃局裁決。若對於此一裁決不同意，當事人可以在兩

周內向負責土地重劃事務的「土地重劃法院」提起訴訟，由法官、榮譽法

官與職務代理人(具有農場經營管理經驗的農民)依照事實情勢作出判決，

循法律途徑解決。此等措施，學者Sky（2001：49）即表示上述三層級之

異議管道實際上充分確保參與者在法律上的權利，達到公平與正義的原

則，減少了不平等情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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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我國於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書擬定時，雖有聽證會之舉行，對於重

劃書之公告與土地分配結果之公告，所有權人亦可提出異議，然相對於德

國，我國對於異議處理之法律救濟途徑較少，是以未來可考量增闢法律救

濟管道，並研議設置土地專業法庭之必要性(顏愛靜，2000：526)。 

其次，德國的土地重劃從準備到完成階段，期間通常多達十多年之

久，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十分龐大，其原因可能是重劃面積範圍大、土地

所有權人眾多、道路或排水計畫交疊、謀求參與者對重劃計畫的共識等。

這樣或許可減少民眾的異議並可確保實施品質，但過程時間冗長不免難以

爭取時效，從而延緩更新整建或開闢建設的進度。 

台灣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雖相對期間較短、進度較快，但僅注重

硬體設備的建設，缺乏整體之規劃，不僅無法兼顧整體性、綜合性與長期

性發展之需求，亦無法充分協調權衡專家的意見；且相關部門間的聯繫、

配合有限，居民之參與溝通更顯不足，造成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益上的不

公平，使得重劃結果難以周延完善。因此，未來台灣舉辦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當顧及時效掌握與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間取得平衡點，使重劃工

作更趨周延，以謀求整體農村地區的發展 (劉健哲，2001：25)。 

六、強化土地重劃在結構改善方面的功能，以減少民眾利益的損

失 

德國政府考量到各項經濟建設計畫之進行（如高速鐵路、公路之開

闢、水庫之開發），勢必利用到很多農地，因而德國乃在建設前，先行在

公開市場購買其他農民願意出售之農地，作為籌碼以供與希望保留耕地繼

續務農的農民交換土地之用（亦可以現金補償）。大型公共建設所需之用

地是由政府編列預算，透過重劃部門購地而來，區內之共同設施則由重劃

區內眾多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並不若台灣採取公告土地現值加成強制

徵收的方式，由被徵收土地的少數人來負擔。德國政府採行的方式，一則

可協助政府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用地，避免徵收造成民怨或農民抗爭；二則

欲繼續從農者得以保留農地或重獲另一農地之補償維生；三則消弭或減少

農場及農業生產環境在公共建設進行時所受之不利衝擊，避免農地被分割

以及生產設施被破壞，使農地在重劃後得以重新整合成一完整且符合生產

經濟規模的坵塊（劉建哲，20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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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土地重劃配合政府重大建設方面的優點有三項： 

1、公共設施用地順利的取得。 

2、透過和諧的土地交換，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得以受到保護，並避免

衝突。 

3、整合被分割的農地，保障農業生產環境（翁志成等，2003：2）。 

因此，未來土地重劃或可學習德國之精神，不僅追求擴大農場規模並

改善農業結構、提高生產力，亦必須顧慮政府各種建設計畫的推行，可能

會對農業結構產生不良的影響，除了協助政府順利取得大型公共建設用地

外，同時應基於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觀點，重新整合公共建設所造成的農

地分割，以改善農業結構並消弭，或減輕建設計畫對農業之不利影響。 

 

總而言之，為使台灣農村能朝正確方向發展，幫助農業、農民及農村

的再度升級，上述整理的六項啟示與借鑑應值得我國實施社區土地重劃工

作之參考。本研究認為我國政府單位應加以思考未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

走向，不能僅原地踏步、裹足不前，理應順應國內外的局勢變化，調整及

修正土地重劃的實施程序與目標，進而與國際接軌，並真正落實民眾參與

的意義，依循正確規劃之方向，使農村經整體規劃後變得更有生氣與活力。 

另外，為深入探究我國社區重劃實施成果，下一章將介紹我國羅山社

區之重劃相關內容，並為得知重劃後效益之達成度，將於後續分析時，運

用重劃預期效益予以檢視之；再者，由於前一節探究德國農村土地重劃內

容時，發現德國憑藉著農村土地重劃之手段，進而達成多項農村發展的目

標，誠如第二章的圖 2-2-3 所示，彼此間關係相輔相成。因此，為獲知重

劃後是否促進農村三生之發展，將運用德國農村土地重劃所歸納的三項原

則予以檢視之，希冀透過此三項原則，可得知我國社區土地重劃工作不足

之處，於結論時提出問題探討，及研提建議與改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