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自辦市地重劃區 

修正重劃計畫書草案聽證會 會議紀錄 

一、案由︰臺中市東勢區新盛自辦市地重劃區修正重劃計畫書草案 

二、主持人︰政治大學地政系主任孫振義教授 

三、聽證日期︰111年 8月 14日上午 9時 30分 

四、聽證地點︰東勢區臺中客家樂園區-樂活運動館 

(地址︰臺中市東勢區圓樓街 1號)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詳附件一 

六、聽證爭點及會場規定︰詳附件二 

七、文書證據︰無人申請提出 

八、會議實況︰ 

(一) 開場 

司儀︰ 

大家早安，臺中市東勢區新盛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聽證會會議開始，

首先請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廖主任秘書致詞。 

地政局廖英志主任秘書︰ 

各位朋友好，我是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廖英志，今天召開臺中市東勢新盛自

辦市地重劃區，主要是重劃會提出重劃計畫書修正而召開這場聽證會，重劃會除了

修正重劃計畫也修正都市計畫書。而都市計畫書的修正主要是 2個滯洪池，因為水

利法規對於排水及用水部份有相關規定，為避免重劃區內發生淹水情形，所以都市

計畫變更，也變更重劃計畫書，也就是今天主要重劃計畫書修正而召開聽證會。今

天聽證會的主持人我們邀請到政治大學地政系主任孫振義教授，就交給我們主持人

孫振義教授來主持，謝謝。 

(二) 主持人說明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感謝我們的地政局廖主秘，各位鄉親早安，今天星期日，耽誤各位大家撥空來參加

這聽證會，感謝對於重劃區的肯定而且針對重劃計畫非常的關心。我是依照行政程

序法第 62條來擔任今天的聽證會主持人，今天的工作項目是針對行政程序法第 62

條第 2項行使 11點職權項目，來完成今天的任務。按照今天的期程，要進行幾個說



明項目。 

首先我來介紹在台前出席的重要人士，首先我是政治大學地政系孫振義教授，今天

擔任主持人，聽證會的主持人通常要保持中立，地政局會再送請市政府市地重劃委

員會來公正審議。那我左手邊是我們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廖英志主任秘書，右手邊為

重劃科的陳芸宏科長、紀俊輝股長還有地政局的同仁來協助及重劃會也有出席以及

參與民眾及權利關係人，以上為本次出席的人員。 

今天召開聽證會主要目的為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條規

定，重劃會提出重劃計畫書修正，修正內容為調整滯洪池位置、面積、十年內容積

調派等事項，為了讓土地所有權人了解情形，當時市地重劃委員要求應召開本次聽

證會來讓土地所有權人確實告知義務。 

等一下我們會請重劃會簡單做個簡報，我們要邀集土地所有權人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我們會請重劃會來相對應的回答，有必要我們會請市府人員來補充說明，這些都會

具體做成紀錄。今天這不是公聽會，我們說一說，你們聽一聽就結束，這是聽證會，

將會具體將做成議紀錄。今天聽證會將全程做成會議紀錄，你想要國語、台語回答

我們都能接受。為了怕有些地主提早離開，我提早宣達，針對今天的會議紀錄，地

主若想了解或者對於你發言的意見想確認，可以撥空在 8月 17日及 8月 18日來地

政局確認會議紀錄，我們會在 8月 25日在地政局網站公告。 

今日聽證會為了讓想發言的人能完整表達意思，也避免意見不合及妨礙聽證程序，

所以主持人的任務，對於干擾者我會使行職權任務。必要者我們會請干擾者使其離

開時，將麻煩警察同仁幫我們維持行政程序法之聽證。 

以上我簡要說明，接續我們請地政局同仁針對聽證會的說明事項來宣導。 

(三) 主辦機關報告 

司儀︰ 

謝謝主持人，接下來的議程是主要機關報告，由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重劃科紀股長俊

輝進行簡報。 

重劃科紀俊輝股長︰ 

大家好，我是臺中市政府地政局重劃科股長，紀俊輝。以下就由我為大家說明今天

的聽證流程和注意事項的說明，首先跟大家報告，聽證辦理的法源依據，主要是司



法院大法官在 105年做出的 739號解釋，也就是針對整個市地重劃的核准實施程序，

應該用公開的方式來舉辦聽證，請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出席陳述意見，

那陳述意見的內容可以提送合意制審議，並針對採納或不採納的理由說明後，才對

市地重劃做核定。 

那根據這樣的一個程序呢，在 106年去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條的規定。 

今天聽證辦理的方式為事先登記發言制，那事先登記發言制是之前地政局郵寄公文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在期限內如果有想要發言可以登記發言，如果沒有在期限內登記，

今天想要登記發言的話，等一下經過主持人同意也可以發言，如果今天無法出席，

或者有出席沒有發言但有提供書面意見，等一下會有時間說明他們書面陳述意見的

部分，而且會列入今天的聽證紀錄。 

今天全程是錄音錄影，會後也會做成會議紀錄，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是在 8月 17

還有 18，到時後再麻煩今天有發言的地主或利害關係人，到我們地政局確認今天發

言的紀錄，如果沒有到場的也會記明他的事由。 

今天從報到到整個結束，中間會有兩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主辦機關的簡報及重劃

會對重劃計畫書修正內容的一個報告，那第二個部分，是利害關係人及所有權人對

今天聽證的爭點陳述意見，陳述時間會隨整個聽證的會議進行做調整。 

報到後會由主持人進行說明，然後現在由我們主辦機關進行簡報，那等一下的流程

注意事項說明完竣後，會由重劃會對重劃計畫書修正內容說明。 

今天登記發言會有 3分鐘的陳述時間，現場登記發問的在經過主持人同意後，有 2

分鐘的發言時間，那回應的部分以 3分鐘為限。 

等一下發言會一次唱名 3個人，每一個人發言會唱名 3次，唱名 3次未到場過號，

那過後就會等到整個登記發言結束後，才會由過號的人上來陳述意見，那要請各位

注意的是，等一下陳述意見發言之後，先介紹你的姓名，方便之後做會議紀錄的確

認，也才能方便後續確認各位的發言內容，那發言的時間提醒，時間剩下 1分鐘會

有兩短鈴的提醒，那時間到的時候會有 1長鈴的提醒。 

如果超過時間沒有停止發言，發言的部分會不予紀錄，今天發言的內容要以聽證爭

點為準，就是修正市地重劃計畫書的內容為範疇，如果有針對今天範疇爭點偏移的



情形，或有妨礙聽證發言的行為，主持人可以制止，必要的時候請其離席，那如果

今天有發生不可抗力因素使會議無法進行的情況，主持人可以決議終止聽證會議的

程序，那最後經過這部分各位陳述意見後，主持人會做聽證的終結。那會議紀錄的

部分，到時候在麻煩各位到我們局確認今天發言的內容，那逐字稿部份會依主持人

指定的日期來公布在地政局的網站。以上是針對今天聽證的流程及注意事項做一個

簡易的報告。 

(四) 重劃會簡報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重劃會進行簡報，針對本次重劃計畫書修正部份(滯洪池位置、面積、

十年容積調配及共同負擔調整)，簡報時間為 10分鐘，謝謝。 

司儀︰ 

謝謝主持人，接下來由重劃會進行簡報，簡報時間為 10分鐘，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重劃會進行簡報，針對本次重劃計畫書修正部份，簡報時間為10分鐘，

謝謝。 

重劃會︰ 

主席，各位地主，大家早!我敝姓蕭，是重劃會幹事。今日主要針對新盛重劃計畫書

修正內容來向大家說明，事前在會員大會時都已經向各位說明，本次簡報分為 9點， 

第 1點重劃地區及其範圍，本區為臺中市東勢區新盛自辦市地重劃區，全區為自行

圈選範圍，主要西邊為農業區，東邊為新盛街，北邊為新盛街 396巷、北邊以現況

地籍為界，全區總面積約 4.5公頃左右。第 2點辦理依據，今日重劃計畫書為什麼

修正，主要因為臺中市政府在 111年 1月 13日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東勢都市計畫

細部計晝(部份住宅區為滯洪池用地)(配合新盛自辦市地重劃)案」於 111年 1月 17

日起生效。主要細部計畫前後變更的比較為除了北側及南側增設 2個滯洪池計

2,137.2m2外，左邊原細部計畫-傾斜道路；變更後為方正道路，至於東側原既成巷

道增設 5m2廣場用地兼道路使用，西南側原清平巷既成巷道變更後為廣場用地兼道路

使用。 

第 3點本區重劃區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公有土地所有權人分別為中華民國(管理



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臺中市(管理者︰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合計面積為

5,294.82 m2，佔全區比率為 11.78%，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為 114人，面積為 39,637.18 

m2，佔全區比率為 88.22%，全區總數為 116人，總計面積為 44,932 m2。第 4點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是依據原重劃計畫書臺中市政府 100年 10月 12日府授地

劃一字第 1000198950號函核准版本，100年時總地主人數為 89人全區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人數為 51人(佔全區 57.3%)，面積為 2,248818 m2 (佔全區比率 56.48%)，

但重劃會也很積極，在這段時間內持續徵求同意人數為 100人(佔全區 89.29%)，面

積計 3.785301公頃(佔全區 95.53%)。第 5點抵充土地面積，重劃區抵充面積依據

內政部 98年 5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4724489號函來辦理會勘後同意列為抵

充面積為 1.571.16 m2，左邊圖示為原本溝渠之抵充地範圍。第 6點公設負擔比例，

主要前面跟全區土地所有權人報告，因為配合增設滯洪池及道路修正、既成道路之

留設等..，從全區原公共設施負擔總面積 0.918916公頃調整為 0.955635公頃，主

要滯洪池的部分不計入土地所有權人的共同負擔，在細部計畫書內有記載協議，滯

洪池用地及設施部份由重劃會及開發公司來共同負擔，而非公共設施用地同共負擔 

之部份後續做無償捐贈，不會造成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重劃會會配合相關規定來

辦理。第 7點重劃費用負擔比例，工程預算金額原核定金額為 101,200,000元，調

整金額為 152,975,673元，主要是臺中市政府於 107年 5月 29日核定工程項目實際

金額為 141,762,124元詳後附公文書件。包含整地、道路、排水、汙水、景觀、交

通、道路照明還有擋土牆工程還有一些假設工程的部分及檢據核銷公用事業管線項

目，所以實際上這個金額來到 152,975,673元。接下來為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是依

據 2次公告實際核定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數額來修正，從原核定金額為 10,000,000

元，調整金額為 16,753,213元，另外重劃作業費也符合實際需求從原核定金額為

3,800,000元，調整金額為 5,400,000元。以上核定公文函為臺中市政府核定工程

項目實際數額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公告數額。貸款利息從臺中市政府 105年 9月 2

日核定都市計畫法同意變更至 111年 1月 13日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合計辦理期程為

5.33年，我們時間花了將近五年多，整個都市計畫流程才把它完成，所以這個時間，

就變成說整個重劃會額外再去附加的時間，所以這邊揭露給大家看，原本的重劃計

畫書規定是兩年，現在就是再加計都市計畫去做變更的時間，當然滯洪池會去做變



更，它除了都市計畫程序之外，他前階段還有一個排水計畫，我們光排水計畫相關

市政府的審議，水利局這邊也審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這些其實對開發公司來講，或

者對重劃會來講，都是實際上花費的時間，但也許地主這邊感受不到，相關程序就

是都是必須要配合，及原核定之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為 2.27%計算。從原貸款利

息金額 5,221,000元，調整金額為 29,139,871元。第 8點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

擔比率，從原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核定比率 36.11%，調整為 41.32%元。第 9點財務報

告，我們重劃會是從 100年核定籌備會至預計今年工程完成配合重劃地價之送審，

看能不能預計明年後年如期交地給各土地所有權人。接下來為現場施工照片，目前

工程已經進入收尾的階段，後續有邊坡的植栽及滯洪池之遊戲設施，電線杆之架設。

我想最後還是要跟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報告，其實我們在每個層面跟環節都面臨到不

管是法令的修正也好或者相關程序要進行也好，我們都逐一去面對及突破，而如同

我剛所說，光排水計畫就花費 5年、都市計畫就 2年，這 7年來說，你認為這是重

劃程序嗎? 它應該算是廣義的，但這實際上都是我剛不厭其煩的講，實際上支出的

時間及無形的成本，反饋回來開發公司要支出的相關技師簽證及相關專業的資料參

考等..都是開發公司要計算要去付出的，但依照法令的規定又不能計入土地所有權

人負擔之項目裡的，重劃會的角色裡本身的角色定位是一方面地主要求說你們重劃

會程序進度太緩慢，一方面也要遵守政府程序，這是我在執行這案子所面臨之狀況，

提出來跟各位分享。就如同說工程實際下去辦理後，發現區內有很多大石頭，為後

續土地能交地給土地所有權人，你們能順利能建築蓋房子使用，重劃會額外修正工

程設計書圖必須將大石頭移到區外，光清運這麼簡單一件事，必須要向市府報請工

程設計書變更程序，光這程序也走了 1年多，這些都是隱形的，實際上開發公司有

沒有在做事?有。重劃會有沒有在做事?有。但相關程序就是要去實踐履行。以上，

謝謝。 

(五) 當事人、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發問 

司儀︰ 

謝謝重劃會的簡報。接下來的議程為當事人、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發問時間。因

為在這個階段我們受理的期限內沒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提出陳述意見，

所以是否先進行到下一個議程，接下來宣讀未出席者之書面意見。 



(六) 宣導未出席者之書面意見 

司儀︰ 

接下來的議程是宣讀未出席者之書面意見，本次申請書面陳述意見共 1件，為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的書面意見，以下：「一、查旨案系屬本府 111年 1月 13日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東勢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滯洪池用地)(配合

新盛自辦市地重劃)案」，依上開細部計畫案「玖、事業及財務計畫」，本案應於細部

計畫發布實施 3年後完成市地重劃，合先敘明。二、旨揭計畫書涉都市計畫部分，

包括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P6-P7)、重劃區範圍變更前後都市計畫圖(P30-P32)

等，計畫書 P6「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一)附表，面積前後不一致無法核對，

請本權責卓處。三、另依來函所附「臺中市市地重劃委員會專案小組預審會議意見

回覆表」初審意見第 2項︰「請重劃會再針對滯洪池用地之位置、面積及十年內容

積調配等事項補充於計畫書內….。」，經查核旨揭計畫書尚未納入上開內容，請再

行確認。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司儀宣讀都發局之書面意見，接續是不是請重劃會針對這意見回應。 

重劃會︰ 

主席、感謝各位，針對都發局的意見，重劃會已經按照這次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內容，

來做面積的調整，之後重劃計畫書修正更新後之資料將提供給都發局。以上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的回應。都發局的書面意見及重劃會的具體回應，大家還有沒有意

見? 請問還有其他書面意見嗎? 

司儀︰ 

報告主席，沒有。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那我們接續下一個議程。 

(七) 詢問證人鑑定人或相關人員  

司儀：  

接下來進行的議程為詢問證人、鑑定人或相關人員，因為到截止申請期限為止，均



無人提出申請，那我們就接續下一個議程。 

(八) 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其他出列席人員發問 

司儀：  

下一個議程為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其他出列席人員發問，現場登記發言人有 5位，

提醒發言民眾發言前需經主持人同意，發言時需報名姓名，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司儀。今天有很多民眾，一大早有很多人參加，那現場還有沒有要報名發

言的人，有的話先舉一下手。 

司儀：  

報告主持人，現場陳述意見人共有 5位，現在是否請現場陳述意見人發言。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那我這邊看到的，我先念一下，先讓大家有心理準備。因為我們是聽證會，1

位發言後就會有相對回應，這樣比較清楚。分別為第 1位張Ο金先生、第 2位吳Ο

勝先生、第 3位張Ο汶先生、第 4位張Ο相先生、第 5位劉Ο榮先生，上述 5位，

現場都在場的話，那就一一來邀請來陳述意見。依據開會通知單上議程規定，每一

位發言者有 2分鐘為原則，如果超過也沒超過太多。好!那是不是邀請第 1位張Ο金

先生來陳述意見。 

第 1位發言人(張Ο金)︰ 

請問能不能第 1位及第 3位來互調。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第 1位及第 3位互調。那由於是依登記順序﹐不能說要調就調，還是我們先請第 2

位發言?這樣好嗎? 

第 1位發言人(張Ο金)︰ 

因為我有很多意見要發言。 

主持人︰ 

很多意見也只能 2分多鐘。 

第 1位發言人(張Ο金)︰ 

所以我建議說，因為這是聽證會，我的家族有 7位可以當代表家族來發言嗎?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很抱歉，時間不能這樣借來借去，容易搞混，如果家族有 100人那不就佔用大家的

時間了，還是請張Ο金先生發言，如果你後續還想發言可以補充發言，謝謝。 

司儀：  

請第 1號張Ο金先生、第 2號吳Ο勝先生、第 3號張Ο汶先生自前方發言區準備，

謝謝。 

第 1位發言人(張Ο金)︰ 

我這邊有 3個問題，有 2個問題是公共的國有林地問題，第 3個問題是我個人的問

題： 

1.請問一下大甲溪坡坎，那邊有國有林地，為什麼現在做防坡堤建設的時候，那之

前國有林地上面的樹木，樹木都不見了，前陣子下大雨時，那個有土石流的情形產

生，那個我都有拍照，可以請地政局這方面的人來去了解? 

2.在我們大甲溪的西側，我們有 2個地號 209及 210農地，那你現在開發之後，擋

土牆完成後已經提高 2公尺之高，所以農地與那個開發區有 2公尺的落差，請問一

下這要怎麼處理?因為最主要的事能讓 2塊農地可以做使用跟通行。 

3.那個擋土牆他的位置有沒有按照程序去做，不曉得地政局有沒有去了解，那我們

地主有 3至 4位有去了解，是沒有!那是不是請市政府單位來督導?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張Ο金先生的陳述意見，雖然有一點超時但我還是希望陳述意見能夠完

整一點。接下來，請重劃會回應。 

重劃會︰ 

有關張先生提問的回應， 

第 1個提問他希望不在重劃範圍內之農地，是不是能納入重劃區內，但這牽扯到核

定都市計畫核定的範圍為住宅區而非農業區，但在我們能力範圍之下，會盡力來處

理，私下來再跟張先生來做說明。 

第 2個提問邊坡落差，當初我們在施作邊坡，依政府規定施作邊坡植生之外還有水

土保持來種植一些樹種，等施工完成階段植樹之前，到時候來張先生來協商植樹的

內容。 



第 3點提問早上才聽張先生才得知這事，有關於擋土牆之事，我們後續請工務單位

來做說明。以上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謝謝，3個問題的回應，接下來第 2位。 

司儀︰ 

請 2號吳Ο勝先生發言，謝謝。 

第 2位發言人(吳Ο勝) ︰ 

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謝市府為土地來嚴格把關，可是這案子的腳步，知道嚴格審查

是對的，可是你們是不是沒有考慮到時間上的問題，這個蓄洪池排水計畫書，一拖

就拖這麼久，我也搞不清楚是重劃關係還是市府的闗係，整個程序，這個案從我女

兒小學到現在都讀大學，再等就變成遺產留給我女兒嗎?我是覺得對地主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速度難到不能再快嗎?每個階段都要以年來計算，每個程序都要年來計算，

是要等到何時才能結案?以上謝謝。 

重劃會︰ 

我們感謝吳先生的指教，當然現階段工程進度確實短時間是有陸陸續續停滯的現象，

那因為大石頭清運，我們報市府的變更工程計畫，那當然我們積極在處理，那希望

這次公聽會能夠順利，把我們變更設計審查核定，能夠在最近的，看能不能在 1個

月內核定，核定下來後，那整個工程就到整地、鋪設 AC及柏油鋪設，大概，看看我

們希望在今年底，整個工程能大部份完成施工請市府來驗收，當然，現在重劃程序

上較繁複一點，今天!這個公聽會過了後，後面還有地價報請臺中市政府地價評議委

員會來審核，未來，就配地公告、最後需要公聽會程序，走公聽會都需要 1個月前

通知地主以及事前還有召開相關會議，程序還需要 3個月多時程，我們是希望能夠

盡速能處理，因為這拖下來去現在停工快 1年，施工物價及工人薪資都上漲也不能

列入地主之負擔，我們只能夠自行吸收，但這程序還是法令規定，也不能不處理，

所以一方面我們在這跟所有土地所有權人說抱歉，另一方面也拜託我們市府主管能

讓協助程序更順利。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的回應。剛剛主秘有提醒我，第 1位張Ο金先生的問題第 3點重劃



會是不是還有要補充回應。 

重劃會︰ 

工務單位補充回應，針對張Ο金先生的回應，因為我們都是照著程序在施工及按工

程設計書圖施工，那張先生提出的疑問，在我們工程銜接的部份，有部份屬於他人

農地，那因為我們工程還持續在施工，後續我們會針對張先部份來釐清後，再做適

當的處理及修正，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的回應。請第 3位。 

司儀︰ 

請 3號張Ο汶先生發言，謝謝。 

第 3位發言人(張Ο汶)： 

大家好，我提出 2個問題。 

1.這個工程真的延宕太久了，我有看工程進度，可以確定給我日期嗎?千萬不要再說

我會急件，我會辦理，真的延宕太久，不像話了。 

2.剛才前面簡報提到的開發費用，我想請市府解釋一下，那個開發費用跟我們土地

所有權人之利益關係及利害關係、間接受益關係，不要講那個專業，就這樣，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張Ο汶先生，那請重劃會這邊進行回應。 

重劃會︰ 

感謝張先生的提問，有關工期的部份，我剛前面已有簡略說明，也希望能在年底能

做好。那工期的部份是希望在明年中可以交地給各位地主，我們也朝這方向在努力，

有關於重劃計畫書之修正跟張先生之提問，由於張先生有跟公司簽訂固定比例的配

回比率數額，後續相關費用的延伸跟你後續配回之面積是沒有影響。但是整個費用

之提高，是有關地主未來可以抵減土地增值稅總額之費用證明，所有這個費用有些

許部份提高，在抵稅時也能跟著做調整，對地主比較有保障的。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接著我們邀請第 4位。 

司儀︰ 



請現場發問登記 4號張Ο相，5號劉Ο榮、6號張Ο盛、7號張Ο鋊。 

第 4位發言人(張Ο相)： 

大家好，我是那個土地所有權人，我第一個發問的部分就是說喔，剛剛前一位發言

人提到所有進度都有答應說什麼時候都能完工，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有空都會去

看，剛有答應說到明年中，我是覺得說很多的允諾，對我們說不見得是個保證，一

拖再拖，所有權人地主都沒辦法跟你們抗衡，你們說什麼時候，我們也只能默認！

我們是認為今天臺中市政府都有派人來參加，我希望往後所有的答應能有所保證。

第二點就是說，我們就像滯洪池的變更，以我們那個正常的常識當初有計畫提出時

就有討論不會一而再再而三變更，這兩個問題待會麻煩稍微做個答覆！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張先生，再請重劃會進行回應，謝謝。 

重劃會︰ 

感謝張大哥張先生的意見，我這邊其實要做個說明，重劃會這邊的立場其實跟在座

土地所有權人一樣，我們就是你們，你們就是我們，其實以正確來說，我們今天應

該也要坐到那邊，跟你們一起的，我們也跟市府拜託如果可以協助我們這邊程序在

合理情況之下，可以盡量幫忙我們程序上能更順遂，這也是我們所期望的，所以我

們跟你們都是同一陣線，案子拖延越久，對於重劃會或重劃公司都是相關成本的負

擔，至於呼應剛才張大哥所講的，我們這邊所謂的期望跟希望都是完成配土地的目

標，沒有訂這個目標也不敢跟各位說這個時間把事情做完成，就像你們剛才說預估

希望今年工程就可以做一個結束，可是現況大石頭的關係，如同我剛才簡報所說的，

之後配回土地給你們，希望你們取得土地後是可以立即建築的，而不是又要再去處

理那些大石頭，這等於我們把後面的程序拿到前面處理掉，但相關的程序都是是要

做，變更設計程序還是要走，程序越多法規也多如牛毛，程序越多對每個人來講，

包含今天的程序都是大家可以發表意見的機會，也讓市府傾聽一下地主跟土地所有

權人的心聲。再來，大概就這樣子，以上。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謝謝重劃會的回應。接著邀請下一位。 

司儀︰ 



請 5號劉Ο榮先生發言，謝謝。 

第 5位發言人(劉Ο榮)： 

各位大家好，我的問題就是剛才所提到大石頭的問題，可不可請市政府要趕快要移

走，每天從那邊經過看到那兩顆大石頭，因為市政府如果沒允許他們也不敢動，請

市政府說明一下好不好。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這個部分我們請重劃會先說明。 

重劃會︰ 

感謝，這部分有關大石頭不准我們動，就沒辦法施工，大石頭外遷後才可以整地，

碎石級配才可以鋪設，後面才可以進行 AC的鋪設，所以當初有先爭取說，是不是希

望這個部分先把這個大石頭外運，就我所知道的，建設局不准，而地政局卡在說希

望重劃計畫書修正通過後才把建設局核准變更設計後才移除，大概有這樣的顧慮所

以才急著聽證會通過後，希望趕快送到重劃審議委員會審議這個案子，當然這個部

分或許可以齊頭並進來做，市府有說相關法規的見解，跟我們地主與重劃會見解稍

微有所不同，但還是希望能盡早完成相關程序後趕快處理。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這個部分回應很清楚，等到程序完備後才可來進行處理，接著來邀請下一位。 

司儀︰ 

請 6號張Ο盛先生發言，謝謝。 

第 6位發言人(張Ο盛)： 

各位長官大家好，我現在問題是說，我們重劃公司所做的坡坎道路我們是不是一定

要概括承受，施工品質他家的事，我們政府單位這個施工品質，有問題的時候我們

要跟誰投訴? 誰來督導這個重劃公司?沒有!沒有!到目前我所知道，沒有。我們政府

督導單位哪時候有到重劃公司去督導現場，無論是滯洪池還是道路公共設施，有沒

有?這是我們政府單位嚴重的疏失，把我們…把我們百姓的生命當作什麼，假如有大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跟誰投訴?那個..吳教授是不是，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那個.我姓孫啦!謝謝。張先生的提問我們還是先邀請重劃會，等一下再看市府這邊



有沒有要補充說明及回應。 

重劃會︰ 

感謝張先生的指導，我想這個可能是那個張先生有所顧忌的，那個工程這個施工由

重劃會來發包，但是整個還是依照發包公共工程來施工、品質及監管並製作合理的

監造計畫書，那站在市政府這邊，也依照相關法令來審查工程進度，工程也有固定

查核會做工程查核，這工程申請市政府來驗收接管，那麼驗收接管牽涉到…，比如

說道路是交通局、滯洪池是那個水利局，然後我們的道路是建設局必須做接管最後

相關單位到現場來做驗收的事宜，那驗收過程中有瑕疵就要改善，需要到沒瑕疵整

體通過，才可以交付地籍給地主。市政府站在一個督導重劃工程來做事，驗收完成

後，市政府還要求營造單位保固並給付保固金額 ，臺中市政府要求比較嚴格，他要

求保固三年!所以工程做好以後相關的事務，在保固三年中，任何瑕疵或維修都要營

造商來執行。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這邊的回應及說明。市府這邊請地政局重劃科陳科長回應。  

重劃科陳芸宏科長： 

這邊我補充一下，按直轄市縣(市)政府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規

定，如果自辦市地重劃的工程在施工期間達到工程進度 30%還有 75%的時候要向我們

市政府來申請做查核，那我們市政府有另外多訂定達 50%也要再查核的規定，目前

該區工程已達 50%，所以 30%跟 50%的時候已對各區內工程進行查核。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陳芸宏科長的發言回應。  

司儀︰ 

請 7號張Ο鋊先生發言，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麥克風好像沒有聲音，請確認麥克風確實有聲音後再進行發言，謝謝。  

第 7位發言人(張Ο鋊)： 

嗨大家好!我要表述的意見是滯洪池排水道上已經侵占到我們的農地及國有地，現在

我看到農地及國有地已經完成了，重劃公司沒有幫我們回復，因為這是屬於私人土



地，農地上面的擋土牆有沒有侵佔到我們的私人土地，好!就這樣，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請問重劃會有聽清楚張先生的陳述意見嗎?如果有，請重劃會這邊進行回應。  

重劃會︰ 

張先生他們剛好有部分的土地在都市計畫農業區，然後跟我們重劃區是相鄰，我們

目前做的擋土牆外面的滯洪池排水道有沒有侵占到他們那個重劃區外的那個農地。

當初在設計時，那個整個排水道是有經過國有土地，所有我們有經國有財產署的同

意，並已經有正式公文向國產署申請國有土地撥用，目前使用排水道的土地都已經

分割完成並經過測量，基本上應該不至於說再佔用到私有土地的狀況，不過如果張

先生之後事後還是有疑慮，我們再來現場做會勘測量，看看到底有沒有侵佔的情況，

後續撥用完成後也是要交接給水利局，所以這部分基本上是不能有錯誤的。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的回應。那目前是 7位登記，不曉得有沒有新增登記發言人，如果

有，就接續邀請下一位。  

司儀︰ 

報告主席，現場目前登記發言者都已經發言完畢。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那還有要補充發言，因為聽證會本來就是要聽民眾的意見，那是不是再邀請補

充發言然後一樣是一個一個來，請!  

第 1位發言人(張Ο金)補充發言 1 ︰ 

您好，剛剛講到施工品質的問題，我那一天突然想到，為什麼!我想請市府長官或是

開發公司，我們的所有管線在鋪設之前，我們的電源、我們的瓦斯、我們的水、我

們的任何的公共設施的措施那些硬體設備，為什麼!為什麼東一條西一條的，為什麼

不再共同排管架設，這個是不是有關係到都發局還是什麼局的計畫裡面，那因為我

們之前是在六都，他們在埋設電線公共設施的時候是慢..慢..慢慢的，在共同涵管

施作公共設施，為什麼我要提出呢?假設以後真的開發之後，房子蓋起來了，道路挖

一下、水挖一下、電挖一下、電信挖一下、瓦斯挖一下，情何以堪!是不是在這時候

把共同的部分設計用一個涵管這樣是不是更好更理想，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張Ο金先生的第二次發言，那重劃會這邊是不是針對張先生的意見回應。 

重劃會︰ 

好!感謝我們張先生的發言，因為張先生是做工程的，對工程應該有所涉略，那基本

上關於那個共有管控部分，在未來這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在推廣，盡量的說相關管

線可以在同一涵管來設施，未來針對管理維護相對方便，但是礙於現實，新盛這個

地區，電線都是高架化的，電力公司為了未來管理維護方便，阿就是報價設立電線

桿，相關的事物就沒辦法，有些鄉鎮那個汙水管線，有些是做法不一樣。這個區域

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尊重各主管機關，他們怎麼設立我們就怎麼去設立，然後也

有專業的這個土木技師幫忙做規劃設計，給相關主管機關核定，那我們重劃會只能

依照核淮的工程設計圖來施作。雖然沒有像張先生說的共同涵管來施作，但我們都

依市府核淮的工程設施圖來施工。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的回應。請問張先生還有意見?那我們再邀請張先生要進行第三次發

言。但等一下，不過我想要補充說明一下，今天的聽證會是因為這個案子在重劃計

畫書裡面有一些變更，關於滯洪池、關於需求公共設施負擔的合理性，我們怕土地

所有權人不知道，所以我們要求重劃會在市地重劃委員會的建議下，重劃會來開這

個聽證，讓民眾具體的知道他們簡報的這些內容，今天聽證的爭點跟範疇是這個。

所以如果等一下的發言呢是不在這個範疇，那我們可以請重劃會不回應了，我們要

知道我們今天的開會目標是這個，所以市政府市地重劃委員會怕民眾不知道什麼項

目負擔更改了或又多了這個，怕民眾不知道所以我們今天開了這個聽證，而且不是

公聽會而已，聽證就是一問一答，所以我們還是可以邀請張Ο金先生您針對這些癥

結發言，但是如果你的發言內容，不是在這個範疇，那我們依法可以就不予回應，

所以我們再度邀請這個張Ο金先生就您的意見發言，謝謝。 

第 1位發言人(張Ο金)補充發言 2 ︰ 

那個，那個我們林總開發公司，那涵管公共設施是為了以後大家地主、以後業主屋

主的情義，情義是…那做起來是對開發公司是正面，要留給人探聽!你把事情都做好

了，這樣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何必說東牆挖西牆東補西補的，這是林總所做的事。因



為後續你還是會有很多建設，所以我建議要留給人探聽，我們好好地把新盛重劃區

好好做，把你們這個有Ο開發的好的品質做出來，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張先生的意見，那我們還是不是再邀請重劃會來回應。 

重劃會︰ 

這個還是很感謝大家，我說有關於施工品質的相關事項，地主有什麼建議，我們都

要去參考，都希望說你們幫我監工，然後有一些問題需要改善的都可以找我或者相

關人員，我們都願意聆聽各位的意見，我們沒有要偷工減料，或者該做為而不作為，

也留下好的名聲，基本上我們的立場都是一致的，感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重劃會的回應。請問主辦單位我們今天還有其他的民眾要發言或者是陳述意

見? 

司儀︰ 

報告主持人，後面沒有現場登記的民眾。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按照今天既定的程序，那我們剛剛走的這些應盡的

程序大致上都完成，那如果沒有其他的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跟其他出席人員要發言

的話，那我們就進入結語。 

司儀︰ 

今天聽證已經告一段落，現在請主持人做聽證結語。謝謝! 

主持人孫振義教授︰ 

好。謝謝各位民眾還有我們重劃會的代表，還有地政局的同仁，當然也要感謝我們   

警察同仁對於這聽證程序必要之回復，非常感謝所有參與的民眾。那今天聽證是由

於重劃計畫書在市地重劃委員會受審的過程中，小組發現重劃的負擔的內容，甚至

增設滯洪池這些內容應該讓所有參與的地主權利關係人知悉，所以怕只是口頭說明

比較馬虎，所以就建議重劃會來辦聽證，今天重劃會按建議他們也能夠代表聽證，

也就有今天的聽證會。今天的聽證的爭點大致上針對剛剛上述的範疇來進行意見陳

述跟討論，所以除了再次感謝所有的陳述人提出意見，那這些部分就請重劃會來卓



處尤其是跟聽證會癥結有關的，今天的聽證會算是完成。那在會議結束前我再重申，

就是這個聽證會是把嚴謹的程序公聽會就是聽證會，所以全程是採錄音錄影的方式，

所以各位你們的發言及剛剛相關的回應，我們會把它做成完整的會議紀錄，那這個

紀錄做出來需要一點點時間所以下周三跟四，8月 17號及 18號，請有發言民眾可

以撥打到地政局的辦公室，可能比較遠在市中心，來看一下您的發言及內容是否無

誤並且簽名，那這個會議紀錄會在 8月 25號會在地政局的網頁公告，如果你在 8月

17號及 18號上班時間沒有辦法去做簽名跟確認，那這個部份有其他處理方式，等

一下會後趕快跟地政局去做接洽一下，就是說因為時間的原因真的沒辦法，原則上

就是 8月 17號及 18號上班時間撥冗就到地政局來確認文件跟簽名，整體的會議記

錄 8月 25號地政局的網站會公告，那以上就是補充說明，感謝大家的參加，我這邊

就宣布今日聽證會就到這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