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西屯、南屯區辰億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草案聽證會 

會議紀錄 

一、案由：臺中市西屯、南屯區辰億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計晝書草案 

二、主持人：私立東海大學法律系 溫豐文教授 

三、聽證日期：109 年 8 月 1 日上午 9時 

四、聽證地點：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精密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精科路 26號 2樓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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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件三 

八、會議實況： 

（一）開場 

地政局朱副局長：辰億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的土地所有權人鄉親父老大家好

哦！今天有邀請東海大學溫豐文教授擔任這次聽證會主持人，還有咱工業局的

臺中工業服務中心的陳先生以及我們本局的所有的同仁，還有重劃會大家早

安。 

 

那因為我們原訂9點開始聽證會，但是我們為考量這裡交通怕各位有塞車問題，

所以我們就順延 10 分鐘舉行，那我們今天的聽證會是依照大法官解釋以後內政

部訂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所規定的第 27 條規定來舉行聽證

會，所以我們聽證會是全程的錄音錄影，我們也邀請主持人來全程主持，然後

照這個議程，我們跟各位報告聽證會一個程序，也由我們主持人來主持，所以

我們以主管機關代表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來向各位先來報告說明，那今天聽證會

進行程序， 就交給我們聽證會主持人溫教授來主持，謝謝。 

 

（二）主持人說明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朱副局長，各位重劃區的地主，在正式做簡單的說明以前，

先向各位介紹坐在前面幾位地政局的長官，首先向各位介紹的是地政局朱副局

長，第二位是重劃科的陳科長，第三位是工程科的郭科長，第四位是重劃科的

紀股長，再來就是我們工業區服務中心的陳先生，接著是重劃會理事長就是在

我的右手邊的張理事長，另外他請來的二位輔佐人蔡先生還有黃先生，謝謝。

我是剛才介紹的東海大學法律系的老師溫豐文，今天請我來主持這次聽證會其

實是在為各位服務，我大概有三點先向各位說明。 



第一點我們舉辦聽證會的理由，剛才副局長說過在民國 106 年，即 3年前，內

政部依據大法官 739 解釋修訂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其中第 27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的方式審議市地重劃申請案，並應以

公開的方式舉行聽證會，斟酌全部聽證的結果，說明採納或不採納理由，然後

作成准駁的決定，依據這個條文，我們這個市地重劃申請案，在送請市政府市

地重劃委員會審議之前，一定要舉行聽證會才符合法定程序，另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的規定，自辦市地重劃一定要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人數半數以上，而且所有面積要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的同

意，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才能實施，舉行這次聽證，主要是要聽取不同意重劃地

主的意見，這是第一個說明。 

第二點向各位說明的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市地重劃的背景，它的背景主要的是因

為都市計畫書裡面規定它要以市地重劃來辦理，本重劃區是乙種工業區，乙種

工業區是供公害輕微的工廠使用為主。 

本重劃區，我查看資料的結果土地所有人一共有 599 人，將近 600 人（台語），

其中公有土地有 4人，其中 2筆是中華民國也是國有土地，由國產署，及國防

部的軍備局管理，臺中市政府的土地也有 2筆，由財政局，還有建設局分別管

理，私有人數扣掉 4人後剩下 595 人，這 595 人裡面其中 15人因為它面積太小，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6 條第 3項規定不列入計算人數，所

以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一共有 580 人，也就是 599 人扣掉公有的 4人再扣掉

15 人剩下 580 人，這 580 人裡面，同意重劃人數有 308 人，同意比例是百分之

53.1，所以人數已經符合規定了，另外土地面積，重劃區土地面積 15公頃多一

點，但是私有土地面積是 11.9 公頃，即扣掉公有土地還有未登錄地剩下 11.9

公頃，申請同意重劃的面積是 6.14 公頃，也就是同意重劃面積，占私有土地總

面積比例是百分之 51.63，人數已經超過半數，面積也已經超過半數，已經符合

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規定，依據上述背景，因而舉辦這一次的聽證會。 

第三點向各位說明的是，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親自來參加聽證會，就是要維護自

己的權益並反應，希望各位儘量發言，做理性溝通，你們的發言，剛才我們的

副局長已經說過都有錄影錄音，會全程錄音錄影存證並做紀錄。 

另外我們在進行的程序上主要有 3個程序，第 1程序是先請重劃會做簡報，第

二個程序請主辦單位來說明辦理聽證會的流程及聽證會應該注意那些事項。第

三個程序請各位發言，發言以後我們請重劃會注意土地所有權人發言並給予明

確的解答，我們接下來請主管機關報告，謝謝。 

 

司儀：接下來議程是由主辦機關報告，由臺中市地政局重劃科紀股長俊輝進行

簡報，謝謝。 

 



（三）主管機關報告（聽證程序、發言時間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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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紀，俊

輝，那以下就由我來為大家說明一下我們今天的聽證的流程跟注意事項的說明，

首先我們今天辦理聽證會的緣由，主要誠如我們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我們是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解釋內容就是說，我們主管機關在核准實施市地重

劃之前，應該要邀集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用公開的方式來舉行聽證，那所有的陳

述的言詞呢，在之後也會做成一個聽證的紀錄，送給合議制審議，來說明整個

採納不採納的理由之後，才會做成一個核定一個處分，那這樣的一個司法院大

法官的解釋，在 106 年的時候正式修訂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 條規定，那是一個重劃進行當中的一個正當行政的程序。那今天聽證辦理的

方式呢，主要是以採一個事先登記的發言制，如果說沒有在我們通知的一個期

限以內登記發言的話，今天只要有經過我們的主持人同意也可以現場登記來做

一個發言，之後也會有針對我們今天沒有出席或著是說出席但沒有發言，也有

提供書面意見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安排一個時間來宣讀他的一個書面意見，

而且也會列入我們今天一個聽證的一個紀錄。那今天聽證呢，會全程錄音錄影，

會後也會做成一個聽證紀錄，等一下我們主持人也會指定一個日期、時間來公

布今天有陳述意見或是發問的人可以到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確認，那如果說，沒

有到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確認或是拒絶簽名蓋章的，我們會記明他們的事由。今

天的議程大概報到到結語的部分，大概我們中間會有二個大的程序，第一個部

分呢，是我們今天主持人的一個說明，我們現在的主辦機關的一個簡報，那等

一下有重劃會來做重劃計畫書的內容的說明，那第二個部分的程序呢，就是由

我們今天的利害關係人來做一個陳述意見及發問。 

首先呢，就針對每一個程序的部分呢做一個說明，那報到的時候呢，我們會針

對整個利害關係人和一般民眾的分別來引導入座，其次呢在第一個程序部分，

在主持人的一個說明之後，會由主辦機關針對我們今天聽證的程序及注意事項

做說明，等一下則會由重劃會來針對我們今天的計畫書的內容再做一個簡報報

告。 

等下我們第二個程序開始的時候，有記名要陳述意見的人，依照登記的順序來

做陳述意見，每一次陳述意見的時間為 3分鐘以一次為限，那經過我們主持人

的同意要現場登記發問的部分呢，發問的時間為 2分鐘，回復的部分是 3分鐘，

以一次為限。我們等一下司儀會一次唱名 3個人，由第一個人先做陳述意見，

後面 2個人，則是做一個準備。如果我們唱名 3次沒有到場做陳述意見的話就

視為過號，由下一個準備的人上台做一個陳述，那等到所有的一個排定序號都

已經發言完畢之後再依序由過號的一個順序來依序上台等一下如果說有陳述意

見的部分要麻煩各位利害關係人在陳述意見以前，要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姓名，

這個是為了方便我們在會議紀錄上面製作一個發言。 



等一下陳述意見的時間在剩下 1分鐘時候我們會有 2短鈴的一個提醒，那時間

到的時候，會有 1長鈴的一個提醒，如果超過一個發言的時間沒有停止超過時

間發言的部分，我們不會列到紀錄。如果說等一下發言，如果說有偏離今天聽

證爭點的一個範疇的一個部分呢，我們主持人是可以禁止他的發言，如果也防

礙到我們今天聽證的程序進行，主持人也可以請他來立即離場，當然如果發生

有不可抗力的一個因素的話，主持人也可以宣布今天聽證的程序終結。最後經

過充分的一個陳述程序之後，主持人會宣布整個聽證的終結，主持人會指定一

個日期，各位陳述意見的人可以到指定的一個場所來做一個閱覽簽章，那會議

紀錄我們今天全程錄音錄影，逐字稿的紀錄，主持人也會宣布一個日期來公布

在我們地政局的網站上面，大家可以去下載跟閱覽。那以上我就針對今天的聽

證程序注意事項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我們進行下一個程序好嗎？ 

 

司儀：接下來由重劃會進行簡報，簡報時間 10 分鐘，謝謝。 

 

（四）重劃會簡報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主持人，溫教授，地政局朱副局長，陳科長，郭科長，

紀股長，還有服務中心陳先生還有各位在此的地主大家好，我是那個臺中市西

屯、南屯區辰億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的輔佐人黃國峰，在此為您簡報重劃計

畫書草案。 

那今天簡報的大綱如上，總共有 6個，第一個是都市計畫沿革與法令依據，第

二重劃區範圍及現況，第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辦理重劃情形，第四重劃負擔比

率概計，第五財務計畫，第六預計重劃作業進度。 

首先我們看到都市計畫的部分的話，在民國 71年為加速地方建設發展，考量廠

商擴廠需求，擴大原台中工業區規劃範圍，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農業區為工業區

用地。然後在 92 年 4月的時候在臺中市政府再以台中市都市計畫(台中工業區

及工業住宅社區)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在接下來的話是 102 年 3月臺中市政府因

為調整土地使用計畫及開發方式，改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接著 103

年 6月臺中市政府再以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台中工業區及工業住宅社區)(三期

工業區尚未徵收整體開發地區)細部計畫案發布實施，在同年的 103 年 11 月 20

日在因為本計畫範圍南區山子腳段 291 地號等 12筆土地因屬「擬定台中市都市

計畫（寶山里及文山里地區工業區）細部計畫」範圍內，所以經決議後調整本

案計畫區範圍調整如後變成現今的都市計畫案。 

第二個本重劃區的範圍，本重劃區坐落臺中工業區內，範圍包括西屯區順和段

及南屯區知高段的土地，係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範圍為重劃範圍，總面積



為 15.1654 公頃，其四至大概是東至鄰近工業區 37路，西至台中市大肚區，南

至五權西路三段與向上路五段，北至工業區，總面積為 15.1654 公頃，現在重

劃區的現況，重劃區現況目前都以雜林草地為大宗，少部分有工業使用，其中

最特別的有國防部的 4座軍事碉堡。再來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的部分的話，

本區原有土地所有權人總人數 595 人，扣除法定不予計入之 15 人以外，總人數

應該為 580 人，其中已徵得 308 位的同意已經佔百分比 53.1 其所代表的面積為

6.147444 公頃，佔總面積 11.905715 公頃的百分之 51.63，已經符合法令規定。 

再來重劃負擔比例概計部分，在共同負擔公共設施部分主要有 3個項目公園用

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及道路用地，計劃面積約為 5.21 公頃，所以經計算後公

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約為百分之 28.89，重劃負擔比率概計的部分就費用平

均負擔比率部分，因預估的工程費用，重劃費用，還有貸款利息總額，總計約

為 7億 9仟 8佰萬元，平均下來每位地主應負擔的大概是 21.11，所以土地所有

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由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 28.89 加上費用平均負擔部分

21.11，所以平均負擔為百分之 50。就財務計畫部分，資金需求總額預估 7億 9

仟 8佰萬元，其所財務籌措的計畫由理事會負責來籌措，償還計畫為由區內地

主以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抵費地出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優先來償還，其現金

各別現金流量表可參考各位手上的計畫書草案第 10 頁，至於預定的重劃作業進

度因為一些狀況還有疫情的影響本重劃區預定的重劃工程期間原本是 103 年 11

月到 113 年的 3月，那到時候會依照重劃區的實際狀況再做調整。以上。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我們就進入下一個程序好嗎？ 

 

司儀：接下來進行的議程為當事人、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發問，那有申請陳

述意見的民眾共有 10位，那請我等一下唱名的民眾到我們的發言人等待區做準

備，那請 1號張原維先生的代表人林育弘先生，2號林河清先生，3號到 6號施

昀杞小姐、林文達先生、林妤珊小姐、林承澤先生的代表人林文達先生，請至

發言區做準備，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我們請 1號地主發言好嗎? 

 

(五)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土地所有權人張 O維代表人林 O弘律師：大家好，我是那個林 O弘律師，受張 O

維先生委任提出以下，首先這個重劃區所規劃的這個重劃業務費，似乎比其他

的這個重劃案件高出不少，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規劃編列的這個貸款利息只有編

列一年，那本重劃會怎麼有信心有辦法在 1年內完成嗎?以上是我受這個張 O維

先生委任提出的質疑。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那是不是先請重劃會回復一下，重劃負擔剛才

計算了一下是百分之 50，是比一般的重劃區高了一點，有什麼說明呢？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好像是百分之 28點多，還有費用負擔是百分之 21點多，加起來是

百分之 50，那麼就比一般重劃區高了一點，是不是有什麼問題，請說明一下。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我確認一下。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抱歉，那個主持人，剛才那個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回

答主持人問題呢?還是包含 1號的問題，因為剛 1號的問題跟主持人問的問題不

太一樣。所以我們先直接針對發言人的問題回答就好了啦？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對。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好。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OK!謹代表重劃會這邊回答，有關於市地重劃業務費用，

我們有編列 8仟萬的部分話，確時比那個其他重劃區重劃會稍微高了一點，是

因為考量算我們這一區是工業區在山坡地上，所以費用增加的那個項目稍微多

了一些，所以才會酌於調整那個費用較高，那我們會採納這個地主的這個意見，

那我們會很仔細來斟酌再來討論這樣子。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抱歉，我再補充一下，那個剛才發言人他剛才指的

是講的是市地重劃業務費用編列的時候過高，而不是分配比例時候高，然後那

個部分我可能說明一下，因為重劃業務費用在這個重劃區裡面跟其他的重劃區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做地質鑽探費用還有環境影響評估還有水土保持的一些其他

的作業費用所以才會比一般的重劃區來的高，那當然這個你說對這個部分有所

質疑的話，我們會依照我們是的這個聽證會意見的結果，然後斟酌這一個相關

法律一個規定，然後在我們提送這個重劃計畫書草案到市政府在就是在核定審

議的時候我會提出我們重劃會的意見，然後至於利息的部分，編列 1年的部分，

是因為重劃會當時是很小心細的完成這個重劃的一個工程跟重劃的作業，所以

比較樂觀的去評估才會有這個 1年的這個在草案評估 1年，那當然這個實際的

狀況，有疫情的關係還有一個就是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的作業部分延遲影

響之下，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我們可能也會斟酌土地所有權人的意見然後做一

個適當的修改。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已經做說明了，可以嗎？好，我們請第 2位發

言好嗎？ 

 

土地所有權人林 O清：各位長官、地主大家好，我是其中一位地主我名字叫林 O

清。本重劃會在 103-104 年期間成立，當時地主大家都很大部分，就是樂意簽

署同意書，剛開始重劃是由準信開發公司來跟地主來簽約，在去年 108 年 5 月

開會時候，我提出一個那個，跟那個重劃會提出，重劃公司名義跟地主來簽約

比較正式，結果他是有做到這個事情，但裡面內容一改再改，跟原先所簽立的

準信開發的那個，我們地主簽約的那個裡面內容一改再改導致現在有很多人，

第二次沒有簽署，我所了解是這樣子，我現在要一個質疑點，第二次沒有簽跟

第一次有簽署是不是有同等效益，還是怎麼樣，我請現在重劃會來說明。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我們請重劃會說明一下，就是契約新舊契約內容不同問題。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在此報告一下，因為籌備會階段到重劃會成立後，其中

因為有一些法令的變更，所以導致於原先在準信開發公司與個別地主的那個簽

約、私約內容會有一點不相符，才會有做契約的調整，在這部分的話其實已經

請準信開發公司在加強與地主溝通當中了，那這部份我們會盡力請他們向所有

地主說明，這部分是因為法令修正然後還有現實狀況一些檢討這樣子。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可以理解嗎?沒關係以下可以繼續，接下去，我們請第三位

林先生發言。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大家好我是地主林 O達、代表施 O杞、林 O珊、林 O澤

三位地主發言，剛剛林 O清先生說：請問重劃會與籌備會法令有變更，是否之

前簽的合約是否有同等效益？我的問題跟林 O清差不多：沒有以重劃會名義簽

約，以籌備會(準信代表)名義簽訂的合約是否有效？我有簽約書。於 104/12/20

年的市地重劃座談會紀錄中重劃草案計畫書 P.27 中四.土地所有權人意見發表

與問答(4)問中我有提問，為何不是以籌備會的名義來與地主開會，會議主席(張

富茗)回答因籌備會委任準信開發公司辦理所有重劃相關事宜，並出示委託書以

示證明且市府地政代表亦審閱無問題，因此地主才認為準信開發公司可代表籌

備會來與地主開會簽約。簽約後若法令有變更,為什麼重劃會照新的法令、籌備

會用舊的法令(沿用舊的籌備會)，我們是舊的籌備會法令跟他簽約的,當初在開

籌備會的時候,我們有提出問題,問他是說準信是不是代表籌備會,市政府人員

說他是受委託,致使我們跟他籌備會,沒有跟籌備會打契約只是跟土地開發公司

打契約,土地開發公司打的契約以後,後來我們都認為這個法律是有效力,後來



我問市政府，也問過紀股長：說你這個法律上是否有效力，我們跟他簽約有沒

有效力，紀股長跟我電話中陳述說：你要換成重劃會契約書。等我們全部都舉

手蓋章蓋好,去給他同意成立重劃會後，重劃會拿來的契約草案跟籌備會當時訂

定的契約（也就是與準信開發公司訂立契約）都不同,結果我們無所適從，那我

們的契約到底有沒有效，地政局人員跟我講說契約還是要換成重劃會契約，在

上一次第一次重劃會員大會（108.7.19）的時候,我們主張說是不是跟我換約,

結果重劃會換約草案更改內容對他們有利對我們不利，我們主要是換名字，不

是換契約，他們一直没跟我換,政府跟我說,地政局人員跟我說，若你没有換名

字，以後會造成糾紛，土地過戶不到或是過到別的地方，所以我們徬徨,這個地

方，我們主張没有換契約書的話，重劃會聽證應考慮我們的權利，最好是暫停，

我的表達以上這樣。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就你這邊，大概內容就是施先生跟林先生跟林妤珊小姐這

三位意思相同嗎?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是、是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相同吧，主要是籌備會已經訂立契約然後重劃會又重新訂

立契約，追加一些對地主不利條款，是不是這樣子，你們那個說明一下。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開發公司這邊並沒有，重劃會這邊並沒有增加不利條款，

只是因為法令變更，以山坡地開發回饋金為例，他其實是法令修改後是不用繳

納也無從繳納，這部分的話地主恐怕在先前有一點誤解，那這部分其實重劃會

沒有辦法超越法令去負擔，所以這部分的話，因為在先前契約去設去做約定，

那我們會再請那個開發公司這邊去向地主說明，這部分不是開發公司不願繳納，

而是重劃階段根本無從繳納，那至於說其他字眼修正的話，是因為有一些字眼

上的調整，如果造成地主林先生誤解的話，我們會再請那個專責人員去向林先

生說明。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主持人我補充一下，這個的案子是說原本還有個開

發公司叫準信的簽約，但是因為現在已經重劃會已經成立，所以地主們都希望

說跟重劃會重新再訂契約，就是契約變成重劃會，然後發生這個所謂地主疑慮，

剛才我們另外一個輔佐人也說明了原因，我們會持續再跟地主主地所有權人法

律變動，無須繳納費用。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我們接著再請…哪一位呢? 



 

司儀：請 7號林 O宗先生、及 8號的林 O榮先生代表人林 O志先生，9號童 O松

先生代表人童 O進先生，以及 10號童 O進先生至前方發言區作準備，謝謝! 

 

土地所有權人林 O宗代表人林 O志：長官以及各位的在座大家好，我是地主林 O

宗和林 O榮的受委任人林 O志，我代表他們來發言是合約的問題，但是我們這

個合約也是在修法前所簽訂的合約，在修法後，他也是拿了一份新的合約，但

是因為各個裡面協議的內容，有作大部分的變更，譬如地下物的處理，他在新

合約送來的時候，他就沒有附帶這個條件，然後山坡地回饋金，也是同樣的問

題，也是都在新合約裡面都沒有附上，然後所以，在溝通協調的過程中，就變

得非常的困難，所以很難繼續進行下去，所以當初我們都是以同意重劃的態度，

來投下同意票、來成立重劃會，但是、他們， 那如果現在我們反思看看，要是

當初沒有投下同意票的話，今天的重劃會能成立嗎?乃至於在這邊開聽證會，所

以我們希望政府吼在監督和把關的職責上，檢視一下，在舊法律修改時的合約，

乃至於是否有效?若是有效的話，我們希望政府能趕快督促重劃會，趕快來進行

換約。好，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OK，林 O宗的代表人說…重劃前…應該是說重劃會成立前

訂立的契約是不是有效?這個請說明一下。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重劃前訂的契約當然… (主持人補充：重劃會)，重劃前

由開發公司所訂的契約當然有效，阿但是現在地主林先生尚未與重劃會部分簽

立、簽訂新契約，所以第二個契約其實尚未發生，至於林先生所提的兩個部分，

有關於山坡地開發回饋金部分，剛才我已經解釋過了，是因為法令裡面跟無從

繳納，至於林先生所提到的地下物的處理部分的話，這一點我真的不清楚，我

會再擇期請那個公司專責人員向林先生確定所謂的地下物是什麼東西，然後再

把它明載在契約裡面，看是否重劃會可得處理，以上，不曉得這樣可以嗎?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我聽到現在、土地所有權人的疑慮就是重劃會成立前

所訂的契約和重劃會成立後所訂的契約，也就是籌備會期間與重劃會成立後所

簽訂的契約，有點不同，我希望是重劃會能不能把重劃前所簽訂的契約和重劃

會成立後他們簽訂的契約，有哪些地方不同把它列舉出來，然後好好地跟土地

所有權人溝通，因為他們不瞭解重劃會成立後的新契約，他們都覺得對自己不

利，所以重劃會一定要把哪幾個條款不同的地方列出來，向土地所有權人去說

明溝通，契約條款有變更要徵求地主的同意，如果是這樣包裹式的，也難怪他

們會反彈啊，這點，重劃會可能要盡力去做這件事情。 



好，我們接著要再看林 O榮先生，同樣的問題嗎？都是這位先生嗎？ 

 

司儀：請 10 號童 O進先生的代表人，請童 O 松先生的代表人童 O 進先生發言，

謝謝！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奇怪，是我簽名簽錯了嗎? 

 

司儀：沒有沒有。 

 

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代表人童 O進：我是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的哥哥童 O進，

這次市地重劃土地範圍主要是乙種工業區地，在重劃後發回來的土地，如果最

小面寬小於 12 公尺的話，那連兩台大卡車共同作業根本就會卡來卡去，很困難

作業，因為一台卡車的寬度至少是 2.5 公尺，然後又要加作業範圍，低於 12公

尺沒辦法同時作業，工業區你總要允許兩台大卡車共同作業。那我現在想請問

一下，在土地重劃後，剛好在規定的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250 平方公尺或是再多

一點點，那可以分配的土地最小面寬是多少?根據中華民國或是臺中市哪一條法

令作面寬計算分配? 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謝謝，土地重劃和土地面積的問題，說明一下好嗎?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是，主要是依據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的規定，按

照土地所有權人分配的位置，他最小的面寬目前的話是 7公尺這樣子，如果個

別地主有個別需求，歡迎地主與我們重劃會這邊去做討論。 

 

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代表人童 O進：這不是個別地主的要求，這是乙種工業區

地，你應該合理的分配面寬。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再向地主您報告一下，目前依照臺中市，你剛剛的問題

應該是中央或地方，依照地方臺中市政府的自治條例規定他最小的面寬是 7公

尺，所以我們已經有配到 7公尺面寬以上這樣子，那至於說你主張兩台的會車，

那個可能會涉及各個公司或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土地的使用不同，所以這部分的

話我還是會建議你來依據你個別需求跟重劃會講一下。 

 

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代表人童 O進：7公尺，所以是最小寬度，如果是 250 平方

公尺的話。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一樣，那是自治條例裡面的規定。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面寬最小是 7公尺，深度呢?有沒有限制?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應該可以回答到您的問題吧?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我們請科長回答一下好了。 

 

重劃科陳芸宏科長：針對剛剛那個問題報告一下，其實在做土地分配的時候，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0條裡面有明定，重劃後土地最小分配面積標準，由主管

機關視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於規劃設計時定之。但不得小於畸零地

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寬度﹑深度及面積。那是在土地分配的時候，不

管是公、自辦，其實都是按照這一條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來做適用，至於剛剛童

先生提到的，因為本都市計劃規定工業區最小建築面積是 250 平方公尺，而畸

零地使用規則有規定最小面寬是 7公尺，其實如果要反過來講，其實你要想的

是，重劃後土地要俟各項負擔確定之後，且分配線劃設之後據以分配。你可以

想一個問題就是，如果那個街廓深度，有 40米深的話，那最小面寬 7米，自然

在那個街廓最小分配的土地面積 7乘以 40米深的話就是 280 平方公尺，會大於

250 平方公尺這樣，所以在做土地分配的時候，就是要按照前面說的這個規定，

還有符合都市計劃的規定，以上補充。 

 

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代表人童 O進：我能不能請教一下，剛剛為什麼提到 40 米

這個，因為我看法令沒有看到。 

 

司儀：這個是假設。 

 

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代表人童 O進：喔，假設而已。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據我所了解的，應該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規則吧，喔是自治

條例裡面那個規定，依台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建築基地之最小寬度

及最小深度因為住宅區、工業區、商業區它的標準都不一樣，所以要去查自治

條例。如果符合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規定，就不是畸零地。 

 

土地所有權人童 O松代表人童 O進：好，謝謝! 

 

司儀：請示主持人現場登記陳述意見的民眾有兩位，那現在是否進行現場民眾



陳述意見的發言，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還有陳述意見的還有一位登記 10號的

童 O進先生。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請發言。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你好，我是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在辰億的重劃計畫草

案的第十三頁，台中市政府函的說明第六條提到就這一本的十三頁第六條裡面

有提到，自辦市地重劃會於土地變更權利變更登記前，繳交核定重劃工程費百

分之五的管理維護基金，請問現在這一條是列在第八頁的費用負擔哪一項裡面?

第二點是現在有沒有市政府還是辰億重劃會可以保證？重劃的土地所有權人在

平均重劃負擔百分之五十比例後，絕對不可以再以任何理由要求土地所有權人

更多的負擔或繳費，就這樣兩點。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好，這個我們第一個他針對痾台中市政府在這個重

劃草案書裡面有個第十三頁有講到的一個痾本土核定要繳納本土核定重劃費用

管制的管理維護基金，這個部分是依法條由市政府會去核定，然後重劃會必須

去繳納，那這個部分當你被分配到重劃會要負擔裡面，那剛才這個土地所有權

人發言是說，要痾保證百分之五十的部分，事實上所有的這個重劃書草案是個

預估值，那正確的這一個重劃負擔要等到日後工程完工了以後由台中市政府會

去核定所謂的計算負擔總計表，這個工程費的這個預算書要去做台中市政府主

管機關的核定，那金額才能確定，那如果核定了以後，痾地主的負擔超過了百

分之五十，如重劃會這邊不願意吸收的話必須要再開會員大會去追認，如果會

員大會都通過同意的時候，也就都不能超過重劃計畫書草案的準值，那個作業

上是這樣作業的。 

 

地政局朱上岸副局長：童先生，因為事實上你要求重劃會繳交那個百分之五的

管理維護費用，這個部分是依照我台中市議會通過的「臺中市自辦市地重劃地

區管理維護基金自治條例」，要求重劃會在要辦理權利變更登記前要求依照核定

重劃工程費用金額之百分之五，繳到我們市府的一個自辦市地重劃的基金裡面，

這個基金裡面就是以後自辦重劃區範圍內管理維護就是由這筆去支應，但是這

個費用不能算在我們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的費用負擔裡面，我們都要求這百

分之五費用不能算在我們全部地主所負擔的費用，以上作這樣子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但是我剛對重劃會那位先生回的話有問題，現在你們沒

辦法保證地主負擔只收百分之五十。到時候會變成說，國家法令規定只要負擔

百分之四十五，你們現在又說百分之五十，又不能保證百分之五十。哪有人如



此，對我們土地負擔，想要加多少就可以加多少。你們到時候如果根我們收百

分之六十五，那我們豈不是完了。如果我們的土地被你們搶了，我們不會跟你

拼命嗎？想也知道，哪有這種回答。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再向跟童先生生說明一下，重劃會這邊的話其實先前在

那個地政局討論裡面機制已經和已經有你所提到的管理維護基金部分的話由重

劃會去承擔的，其實已經沒有加諸在各位地主身上了，也謝謝地政局自己主動

說明我們重劃會，我不曉得這一點童先生有沒有意識到，那至於說你剛剛講的

私約的部分的話，會不會再增加私約或者是會不會再增加負擔部份，其實這部

分重劃會都已經跟地政局這邊有討論過，在我們的計畫書草案的費用預估裡面，

其實是不列入這筆大的費用，所以痾這是重劃會對所有地主釋出的善意，也並

沒有想要之後要把它增加為負擔，那如果童先生覺得有必要把它列入，因為畢

竟是大家共同的費用，我們可以討論把他列回來沒有問題，不過可能要地政局

同意。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剛剛地政局這邊已經回答非常好，他已經很明確告訴我

們，我問的第一條不能列入費用了，不可能跟我們收了。現在我的要點是說，

你將來還要再費用檢討對不對？剛剛中間那位先生的回答說可能更多超過百分

之五十，那我們現在贊同的人，豈不就是傻瓜。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哦！你誤會了，我剛講的是法令，法令規定是說要

那個費用的負擔要由台中市政府也是主管機關再審核計算負擔總計表，核定的

時候才能確定那負擔的比例，我這樣說你理解嗎。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你這個意思是說，負擔還有可能再更改嘛，你這樣我這

樣。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我不能跟你保證負擔不

能更改，因為負擔不是我能夠確定的，我已經跟你說明是要經過台中市政府主

管機關的核定。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那不曉得台中市政府對這點有沒有意見，因為負擔不能

更改的意思也沒有說你不是只是收 50%的土地喔，你要收多少這是不一定喔，是

這個意思喔。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負擔能不能更改，市府要重劃會把重劃計畫書及相關資料



送來審查後才有辦法答覆，市府只有依法行政，重劃負擔能不能更改或要不要

更改，要審查相關資料以後，符合法令規定，才能做決定。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這個聽起來好像很怪，我們聽證會上，你們一直在強調，

事實上你們從 101 年到現在，我們就一直跟我們強調 50%50%，即使我們國家法

令規定 45%，然後現在假如我們同意了，你們卻說這個數字是可能又要變動，這

合理的嗎？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我再說明一下齁，你仔細看一下重劃書的草案，那

個預估費用的部分，他再所有的備註欄裡面都有個備註，就是要經過主管機關

核定的金額為準，那主管機關會依法去核定，核定下來的金額才會確定，所以

你現在說一定要百分之五十的變動，或但有可能百分之四十八也有可能百分之

五十二，但是我們盡量的會做到預估的百分之五十，但是你要我們重劃會這邊

保證百分之五十，我跟你講的意思是說，那個費用的確定需要依法要經過市政

府去計算核定，還有各工程的預算要經過市政府的核定跟你核定的金額為準，

不是我們可以亂決定的。 

 

土地所有權人童 O進：喔..我知道那個..那個不是個人啦，我剛講的是平均重

劃負擔百分之五十的利益後，我剛應該是應該要強調平均啦，嘿嘿…但是我剛

剛是說…好…看樣子…。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童先生，童先生我覺得你真的誤會了，在地政局一貫的

政策裡面的話，如你剛所說的，地政局講的真的很對，這部分它的費用確實我

們沒辦法列進去啦，阿所以真的沒有你的疑慮。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我們請陳科長說明一下。 

 

地政局重劃科陳芸宏科長：地政局重劃科在這邊補充說明，重劃計畫書現在所

有各項目都是預估性質，第一個講我講預估性質，那各位地主知道公共設施用

地負擔其實應該很明確，因為區內規劃多少公共設施用地其實按照面積比例是

確定的，那另外一個部份就是費用負擔部分，那我想地主關心的也是費用負擔

的部分，那現在整個重劃計畫書看到的其實扣除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剩下為其

他費用負擔。兩項加起來是百分之五十，剛剛這位地主擔心的是說，我這邊補

充就是，重劃計畫書一但只要審核通過，如果今天那個重劃計劃書通過的是五

十，那之後所花的各項金額不得超過這個預估負擔跟比例，如果負擔降低的話，

因為我們市政府地政局，不管是市地重劃委員會也好，我們地政局在審核也好，



其實都會站在為地主把關的立場，因為各項費用在實際我們在核定負擔總計表

的時候，第一個工程費用要以主管機關核定的金額，第二個部分補償費它要經

公告後，然後拿領據過來後，我們逐一審核確認。事實上電信、電力、自來水、

瓦斯它也要拿那個單據過來我們才會審認，所以這些費用發生數到時候我們在

核定的時候，會依實際發生數來做核定，但是不可以超過它這個總核定的 50%。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狀況變更，比如因為都市計畫變更的原因，情況改變那個

負擔要超過了變成了 51%，在核准負擔總計表時，如果超過 50%的時候，必須去

由重劃會再召開會員大會來審議修正重劃計畫書是不是這個負擔可以超過 50%

這個部分，由各會員來決定這個重劃計畫書是不是可以修正通過，以上補充。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進入下一個程序，以現場

沒有登記發言的來發言，哪一位。 

 

司儀：那現場登記發言的名眾有三位，那請登記 11 號的林 O村先生，以及 12

號張 O忠先生，13號陳 O輝先生，請至發言等待區做準備,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11號林先生。 

 

土地所有權人林 O村：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林 O村，我們收到這個信時大家是

不是覺得很緊迫時間很少，這個規定是 15日你看我們收到信時有 15日嗎？所

以這個程序不合法。 

第二條就是我們民國這個民國 92年，92 年 4 月公告這個擬定台中市都市計畫這

個細部計畫這個公文這個公告甚至這個建照政府都掌控著不讓我們建築，這種

情形是要如何補償我們呢？是不是我覺得我們這個重劃也不用重劃了，我們利

用 92 年都市計畫的細部計畫來是不是用這塊土地去建設就好了，因為裡面也有

很多人申請建照在裡面而且我們政府對這個有申請建照的在裡面也花很多錢的

事情，如果要重劃的話政府要如何處理？有使用建照和申請建照的請政府要如

何解釋？這個問題，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要說明一下嗎？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剛剛發言人林大村好像是針對都市計畫範圍核定的

那個部分，因為不是重劃的問題，請主辦主管機關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林 O村：我再說一下好嗎？你重劃會沒有辦法解決那你市政府要

如何解決？請市政府解釋好嗎？ 



 

地政局重劃科陳芸宏科長：對於林先生剛講的 92年都市計畫這個問題，因為今

天都市發展局未派員出席，那個都市計畫應該是都發局要代表回應的，那我們

地政局先就我們瞭解的都市計畫過程做簡單的回應。其實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辰

億的現在開發這個工業區第三期的這一區，您的意見我們看到其實是在 101 年

變更都市計畫的時候，公展期間都有提出來，那在提出來之後其實再經過我們

都市計畫委員會有專案小組先審議，那經過我們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的第 32 次的會議有決議，決議是你們這些陳情的意見，其實併成一個案是依照

專案小組的一個初步建議照案通過，那專案小組的意見是這樣，專案小組建議

內容為陳情意見未便採納，那理由是說本計畫之變更係針對台中市三期工業區

尚未徵收開發土地辦理變更細部計畫作業，並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解決

原受限於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相關規定應以徵收土地方式辦理開發之限制，爰適

度調整變更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方式，以符合公平原則並促進土地利用

及開發，那這次的開發經 103 年市都委會決議，那之後接續由市府地政局核准

籌備會等等市地重劃的開發，以致於進行到現在要開發都是遵照都市計畫內容

來做進行的，以上報告。 

 

土地所有權人林 O村：我再說一下好嗎？你政府的時候的規定你們的協議有沒

有通知到這個以前申請建照的人跟以前有建照的人，你們有通知嗎？你們有去

跟這些人協調嗎？你們市政府是霸凌這些百姓，92年的時候這個政府已經規定，

這個是一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完成的東西，你們現在在這邊亂搞什麼，現在請

市政府來解釋這個問題，為什麼你們同一個市政府裡面，你今天地政局一種講

法那都發局怎麼辦呢？都發局是他們要我們地主站在什麼權利一直發下去啊，

到時叫我們撤件，你們市政府為什麼不駁回呢？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好好，我們曉得，請重劃會說明一下，重劃區內有沒有

合法建物，有幾棟？如果有的話，怎麼處理？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報告主席如這個林先生所說的其實重劃區內被限禁的部

分，當時區內被限制核發使照所以沒有合法建物，（主持人：是建照,拿到建照

的理由）建照按照那個計畫書裡面好像是有，但建照的部分好像是要由建設局

那邊來回復比較正確，那當時為什麼會做調整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區內，我看的

資料裡面原本的公共設施比率約占 49%，那為了考量所有土地所有權人的負擔所

以才會再次做修正的，這個部分可能要由先進林先生這邊的來陳述會比較恰當

一點。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就是你只拿到建造執照但是沒有拿到使用執照，那請重劃

會要注意一下，因為涉及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的問題。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92年的那個都市計畫去做討論所以我並不曉得，就如林

先生所講的那就 92 年的事情然後我手頭上並沒有相關的資料。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我們曉得，那看怎麼處理是比較好，我們是希望可以圓滿，

政府、重劃會還有地主都能三贏，有沒有房子？只有建照沒有房子？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應該是沒有，這個部分林先生應該是比我還清楚。 

 

土地所有權人林 O村：我跟長宫報告一下，我們這個案子我們公司的案子是在

吳敦義當行政院長的時候幫我們留下來的，叫我們在那邊蓋房子蓋工廠的，結

果台中市政府把我們申請的建照掌控著，要我們申請地質鑽探、申請水保環保

的通過到最後他不發出來叫我們撤照，同一個台中市政府你今天發出一個公告

的東西要有誠信，今天百姓這個都市計畫的公告來做這個事情，不是今天我這

個公司是這樣是有好幾個公司都是這樣，獎勵投資條例，獎勵個屁啦，獎勵官

商勾結，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我們再請第二位。 

 

土地所有權人張 O忠代表人林 O廷：我大概講一下，我是代替我舅舅張 O忠，

我的名字叫林 O廷，有二件事情，剛剛是我爸他剛講的事情不是很清楚，第一

個就是該說是公聽會的日期，你們市府發文的日期是 14 號,的確新的自辦獎勵

辦法 27 條的 15日可以開這個會，問題是第 7條民營的話也有寫會議是 30日,

當初在訂這個法條的時候，你有給我們地主這個反應的時間嗎？沒有啊,你市府

發的的確公家權利比較大但是你來看今天來在坐的地主，500 多人的地主 9點到

的時候有幾個人？這樣的公聽會有意義嗎？對不對，你不要說外縣市的人，外

縣市有的人可能還沒收到你信不信，好這是第一點，這個我會行文去監察院反

應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爸剛也有講過了，那就是建照我們其實在好幾年

了哦，在我離開台積之前就已經申請了，結果你們不敢退件就一直懸在那裡好

幾年了，今天並不是我們不願意投資台灣而是你們市府 92年就已經有這個計畫

了，我們照這個計畫去公告去實施去做這件事情，問題是你們怎麼回答我們，

我爸爸已經有陳述這個意見了，我希望你們市政府能夠將我們已納入那個計畫

的那些工業用地給剔除這個重劃範圍，我們不想重劃，你們不能因為公共設施

保留地太高就把我們這些已經有重劃已經是工業用地的地主納入，我們為什麼



要負擔這些東西，這是我第二個意見。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謝謝發言。 

 

地政局朱上岸副局長：這位先生這邊我來說明，因為這個聽證會我先來報告為

什麼會有這個聽證會，是因為有大法官解釋所以要辦這個聽證會，是要讓我們

土地所有權人與重劃會之間，有面對面溝通，你們的疑義那重劃會就要來說明，

所以我們這個聽證會是全程錄影錄音，這個應該也有約束到重劃會要履行的一

個效力，所以這樣的話我們聽證會是依照我們法令規定所舉辦，所以原先是沒

有，所以我們是依大法官解釋修正後據以辦這個聽證會，所以是在重視我們土

地所有權人的權利所以你們的權利要自己主張，那麼再來說 15 天的部分，跟你

們報告依照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 條規定，我就照這個條文

來宣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所以重劃會

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所以要檢送重劃計畫書的草案說明，針對他的草案

來辦這個聽證會，所以我們要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的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

所以我們有照這個條文，那通知應於聽證期日十五天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

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天，我向各位報告我們通

知發文日是 7月 14 號，那公告日是 7月 15 日到 30 日是十五天，然後他這個是

以通知，所以是以通知到現在我們來算到這個今天來講已經是第十八天，到 8

月 1號是第十八天，那是要以通知要有十五天，是這樣的條文，是這樣規定的，

跟你補充說明一下。 

 

土地所有權人張 O忠代表人林 O廷：我知道這個條文但是你要同一套第一個在

坐的地主就是大部分都已經有年紀了，誰會去看你們地政局的公告或重劃的公

告，網路上，第二個是你們通知的時間你發文的時間是 14日但是大家收到是什

麼時候了，對不對，你 14日發文作業時間 2~3 天，若民眾剛好沒有收到掛號信，

對不對，你不能說用大家都是機器人可以馬上回復你們公家機關來做事來處理

我們的事情，我這裡沒有講錯吧，你說你 14日發不說其他的啦，這邊 500 多的

地主，我們 9點 10 分才來掛的我都有照像，我們簽到的地主有多少個？你這個

公聽會有必要辦嗎？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謝謝說明，好，謝謝，有沒有第三位? 

 

司儀：請 13 號陳 O輝先生發言。 

 

土地所有權人陳 O輝：大家好啊，那個，我最尊敬的東海法律系教授，你好，



我們是鄰居，那個，理事長，大家好! 我今天我簡單大致上說明兩個意見，第

一個意見就是說，您這個重劃計畫書草案裡面，他們寫的…你這個是…第10頁，

那請你翻開第 10 頁，現金流的分析，那這個…第五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

積的 2997…我不要再講了你自己看喔，因為你們這個再唸下來我時間不夠了，

你給我的時間也不會夠阿對不對，兩萬、我大致算起來每平方兩萬七千多，算

起來是八萬多塊，那依據，那你們的依據我不知道是從哪裡的依據? 再來，你

們這一個虧損由我們共同負擔是不應該，我跟你講，重劃區這個的東西既然是

大家的事情的話吼，那個錢是大家共同去分擔嘛對不對! 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等

的，這個我在這裡實在是….但是我對於你們這個有意見阿，7萬 9800 等於 2千

7百平方公尺…等於是一坪我這樣換算下來 8萬多塊啊，那以台中工業區，我在

台中工業區，也就是 30幾年前吼，我比你們還早啦，我告訴你，現在台中工業

區的土地，每坪 30幾萬，你們要用 8萬多塊的錢，再來，請你們翻開，重劃草

案計畫書第 36 頁，你們所提供的這個，喔，分析寫得真是太好了，(現場鈴聲

響) 都是以最少….最少你們都還有一點良心，把文山工業區文山段，不是，把

文山段的這個，工業區文山段還有一個 37 萬的，你們還算有一點良心，其他都

還有 11 萬多的…我跟你講啦，廣福段，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廣福段在哪裡啦，

廣福段以我們台中的分區還是一個最近的，我跟你講啦我們這個算是知高段的，

知高段我跟你講知高段以現在的實價登錄，以現在來講，我跟你講，買賣有買

賣到，我相信大家地主都知道，買賣有買賣到 12 萬到 11、12 萬，你竟然、重

劃後，如果以 10萬來講的話，10萬塊，分一半 50%的話，一坪就、光是現在買

就要負債 20 萬哩災影某 (台語，你知道嗎之意)，哩用八萬外 (台語，你用 8

萬多元之意)，哩金嘛系安那? 用搶ㄟ喔? 哩金嘛系咩搶ㄏ一ㄡˇ(台語，你現

在是怎樣，用搶的嗎?你現在是要搶的嗎 之意 )，(現場鈴聲響)，對嗎?，第二

點，時間你看，你們這個時間你要人家怎麼講。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三分鐘到了，時間到了以後發言沒錄音也沒有錄影，等一

下，我們先請重劃會說明，重劃會針對地主陳先生的發問有沒有什麼說明。 

 

重劃會輔佐人蔡本勇律師：第一個，他可能把重劃評定…重劃前後評定的地價

跟市價產生了混淆，這個所謂，在重劃計畫書草案裡面的預估地價指的是重劃

後評定地價 2萬 7千，而不是實際的重劃區內的交易價格，這一點我簡單在這

邊說明。 

 

土地所有權人陳O輝：我尊敬的東海法律系教授，我可不可以再發言，您這個…。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依規定每個人 3分鐘。 



 

土地所有權人陳 O輝：您所謂的評定地價，你現在要搞清楚啊，這個重劃計畫

書寫的是什麼啊，我請問你們啊，你們這個重劃計畫書裡面有沒有寫?這到底以

後、重劃以後的抵費地是給誰? 是給誰的? 我告訴你喔，重劃辦法裡面寫得很

清楚喔，好，就算這個吼，我不管你灌水多少，這個我們不談啦吼，這個東西，

重劃好了以後，這個抵費地，抵費地的出售，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把它賣了來

還這個錢對不對，還重劃的錢對不對，而不是給你們特定人士拿去用 7萬、8萬

多塊去買，ㄟ，拎北開萬歸摳、八萬多塊，ㄟ，拎ㄊㄟˇㄊㄟˇ撩凹，最後哩

金咧嘛咩嘆、喜咧嘛咩嘆，土匪ㄏ一ㄡˇ(台語，我花了萬多元、8萬多元，你

們拿完之後，你這個也要賺、那個也要賺，土匪嗎 之意)，還有地政局，我告

訴你，我希望你依法處理，在程序上，我現在還不想，我會跟你們在法院見，

法律系的教授在這裡，我非常厲害，你們的違法亂紀，你們怎樣子的…我跟你

講，你們網路上所訂的，還有你們發的公文，包括你們的程序合法….何者的一

個程序、的違法亂紀，我告訴你我們法院見，不要用那個個資的那一個部分就

搪塞，OK? 謝謝教授，謝謝! 我跟你講，我們法院見。 

 

司儀：申請登記發言的，目前截止就到 13號為止。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剛才有一位舉手的，請發言，3分鐘。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我有四個人,我有四個人委託,我寫了四張申請書一個有 3

分鐘,總共有 12分鐘,不好意思吼,你問到我跟他有在主張,剛剛有說可以再講,

你叫我再等一下,我就等了。 

 

司儀：一個一個講不能累計的。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是同一個案子不要緊，但是要給我講。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你要一個一個的代表上台發言，然後，請重劃會來回復，

不要連續 12 分鐘好嗎?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好啦，我代表一個人，代表施 O杞發言。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那三個你說明一下，你代表那三個。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第一個林 O達、施 O杞、林 O珊、林 O澤，我現在剛剛



是第一個上次發言的是林 O達，這一次代表施 O杞發言的，我有 3分鐘，施 O

杞有 3分鐘，謝謝你，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限 3分鐘可以講。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可以開始了哦。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可以開始。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繼續我上次那個問題,我們這個重劃會，只要沒有籌備會

就沒有重劃會,你有了籌備會，當初還用開發公司的名義來跟地主簽訂契約,簽

了就要算,你既然說法律變更的話,那你就該回歸舊的法令,你現在這個重劃會

解散就好了，沒有辦法成立。假如主張法令變更那契約就跟著變更,難道我們也

要跟他訂的期限、還有他訂那個不平等條約草案內容例：我們違約要給他罰,他

們違約卻沒有罰原本兩年的重劃期限，草約內容改成五年，這個還叫契約嗎? 

我們請他溝通，他拿了一大堆那個不是事實的東西來，就是叫我們簽，我們不

要簽,那合約上的東西不平等我們不要簽,對我們不利，可他(重劃會)說他們已

經送到市政府說通過百分之 50了。啊這個東西，他這個重劃會以前前後跟籌備

會有連續性, ，市政府當初在開籌備會的時候，怎麼可以委託開發公司來開，

開發公司來開的時候,當初我也舉手問，,說你怎麼可以用開發公司來開籌備會，

當市政府列席人員說他有委託書，我們自己認為他已經委託了。所以我們傻傻

的跟他那個開發公司簽了契約，簽了以後法律變更，我們同意給他成立重劃會，

所以重劃會是利用新的法令，和籌備會是舊的法令，啊新舊法在那邊搞來搞去

（使得地主兩種法令間混亂），我們地主給他重劃會成立以後,當初他開第一次

重劃會員大會的時候,他是要把名字更換過來不是換契約內容,他（重劃會）有

困難要提出來講呀，假如說，最大争議點就是上一次來我們家講山坡地開發回

饋金的問題，縱然有修法的問題那有争議，我請他們的經理到有關單位去，打

公文去詢問，他也不詢問，後來我打電話去農業局,打電話給農業局，我打電話

給農業局請他。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抱歉，因為時間到了，你再講，3分鐘後再講不列入在紀錄

裡面，當然我們是針對計畫書來舉行聽證，但是在座的地主，土地所有權人，

大多針對契約書的問題提出質疑，所以我是建議一下，因為有很多地主的問題

都把籌備會時候所訂定的契約跟重劃會成立後要簽訂的契約不同而提出質疑，

重劃會你們要把他列舉出來，比較一下他們認為不利的部分，你們要說服他們，

盡量溝通好嗎？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這邊重劃會也補充說明一下，就是有關於那個溫教授您

指示的話，今天遵照您的指示我們這邊絶對會虛心檢討，然後第二個，題外話

的部分的話，也跟林先生報告一下，在這個計畫書草案總人數 580 人，同意人

數 308 人裡面，其實並不含您，其所計算的面積也沒有加進您，所以這部分的

話，我還是要跟你特別說明一下，我沒有騙您，您真的誤會了。第三點的話我

們，題外話第三點，我們這部分的話我們還是會請我們開發公司去加強跟林先

生這邊做協調，積極的說明，然後會爭取到他的同意。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你代表第二個發言。 

 

土地所有權人林 O達：都是同樣契約的問題,你讓我講完,拜託你讓我講完,他剛

剛給我答復的事情呢,是說他沒有包括我同意,那是重劃同意書的部分，成立重

劃會投票的時候,是用的舊法條跟舊的契約給我同意，我們 104 年同意書早就給

他了, 因印鑑證明過期了, 重劃會沒有完成換約致不敢跟我拿印鑑證明,我去

補申請印鑑證明下來,他不敢來拿,我新的印鑑證明都申請好了,就是他給我篡

改契約,因為我主張的就是說,依舊的法舊的契約新的重劃會也應該承認,秉著

誠信的原則,對我們地主大家才會有保障。這件事不只發生在我身上,還有別的

地主身上,這個部分我們地主就是要主張,若重劃會不承認舊的重劃契約，我主

張看他們要如何協調怎麼辦，他說我們没有同意,，那我們是不是就被騙了。當

初成立重劃會的時候,我們那有可能同意你(去成立重劃會),被騙了啦,秉著誠

信的原則前後法令可議的問題,應該是給我們有一個承認,照舊有的合約內容換

作重劃會名義跟我們來訂定這個契約才對,裡面的條款也不能亂改,因為這個精

神還在呀,秉著誠信原則,大家才可以繼續重劃比較順利哦,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謝謝，其實我們這個聽證會主要目的是在針對重劃計畫書



裡面的內容，聽聽看各位地主的意見，並請重劃會表示意見。不過，很多地主

都提到契約的問題，前後契約問題，請重劃會好好溝通處理。好，那我們進行

下一個程序好嗎？ 

 

司儀：接下來是宣讀未出席者的書面意見，申請書面陳情意見共有 1位台糖，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陳述意見如下： 

1. 本案重劃區總負擔比率預估約 50%，已逾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之 45%，

請重劃會合理調整重劃負擔比率。 

2. 本案將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等相關費用納入費用負擔(如山坡地水土保

持工程、汙水下水道水質水量自動連續監測設備、環境監測作業及工業區管理、

設廠申請、汙染防治計畫審查作業專案管理等)，但該費用並非平均地權條例施

行細則第 82 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1、39 條明訂應由土地所權人共同負擔

之項目，請說明該費用納入共同負擔之法令依據，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以

上。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謝謝，重劃會誰要代表說明。 

 

重劃會輔佐人黃國峰：好，僅代重劃會這邊回復一下台糖公司的意見，第一個

部分就是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的但書部分的規定話，其實徵得土地所有權

人過半面積過半的話，還是可以調整這個負擔比例，但是前提是這個所有地主

過半同意，所以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如從我們重劃計劃書在第 5頁的部分我

們已經徵得人數跟面積的過半，所以在此情形回答台糖公司第 1個問題。那第 2

個關於山坡地水土保持還有汙水下水道跟環境監測作業部分的話，其實是依照

主管機關對我們環境影響評估上面所作的要求，這部分的話若那個台糖公司對

這部分有疑慮的話，我們會再多方採取那個其他區重劃案的狀況再來斟酌討論，

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第二個。 

 

司儀：書面陳述意見只有 1案，那請示主持人是否進行下一個議程。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 

 

司儀：接下來一個議程為詢問證人、鑑定人或相關人員，因為到截止申請日期

為止，均無人提出申請那我們就進行下一個議程。 

那下一個議程為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其他出列席人員發問，那提醒發問的名



眾在發問前須經主持人同意，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那個地主  

 

土地所有權人張和忠：我想請問一下，剛剛講台糖的事情，他說政府規定 45%

剛重劃委員跟他說是由一般的話是超過 50%，只是同意他所拿到授權只是只是同

意他來重劃，沒有說因為費用方面一定是他們投票要決議是跟我覺得這個回答

是有模糊的，有模糊地帶，這是第 1點，第 2點，剛剛台糖裡面有講，那些規

定都是政府規定，不能讓重劃會，他的回答是很模糊，是可以就可以，不可以

就不可以，不要這樣含糊帶過，不是這樣子因為既然是公聽會，就是要給大家

一個明確的答案，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喔，不要說偷過去了，就跟臺中市政

府他在做重劃的時候，人家問他很多問題，他答覆這是哪一點就喔就是，市政

府他辦民間的土地，30幾萬然後他在徵收的時候，啊這個是可以去比較我是希

望這樣，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好，謝謝，看看還有沒有發言，好，沒有，我們進行下一

個程序。 

 

司儀：今日的聽證，已經到一個段落，請主持人做聽證結語，謝謝 

 

主持人溫豐文教授：謝謝 謝謝各位在百忙之中，來參加這一次的聽證會，剛才

已向各位說明過，106年法令修改前自辦市地重劃不必舉辦聽證會，因法令修改，

希望以聽證會做平台，來聽取重劃區地主的意見尤其是不同意重劃地主的意見，

剛才土地所有權人提出許多意見，希望重劃會請附理由說明採納與否，能夠給

予明確的答覆。另外要向各位說明的就是我們的聽證有錄音錄影並有紀錄，預

定 8月 7日在地政局的網路，會將各位的發言公告出來，請各位發言人上網查

看你的發言在紀錄上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可去修改，然後 8月 12 日聽證紀錄

會正式上網公告，請各位也可以上網查看，非常謝謝各位，辛苦各位了，我們

聽證會就到這個地方，來，副局長。 

 

地政局朱副局長：好，謝謝喔，我們今天的聽證會喔，在我們的温教授當主持

人主持這個全程的一個程序上，那我們地主也都有提出相關的意見，希望重劃

會應該要遵照主持人的，你要精確地回應，因為我們的聽證會會議紀錄，會在 8

月 12 日網站上公告出來，希望地主可以去參閱喔，但是我們也會把整個聽證會

的會議紀錄會提報到我們的臺中市市地重劃委員會以合議制的方式來審議，針

對各位地主提出的疑義，我們委員也會再來問重劃會，該會要好好的來精確地



回復喔，是這樣子，所以達到我們召開聽證會要來保障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的

目的喔，是這樣子喔，很感謝我們主持人全程來主持，最後也很感謝地主大家

都樂意踴躍的來參與，那我們今天的聽證會感謝各位的參與，那我們的聽證會

就到此來結束，謝謝，感謝各位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