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總說明 
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於七十六年二月二

日訂定發布後，於八十九年七月五日修正發布名稱為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迄今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

係於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五日修正發布。本規程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條

及土地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授權訂定，茲配合一百十二年二月八日

總統公布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地價評議委員會委員組成，

刪除地方民意代表及其他公正人士，增訂專家學者、民間相關團體代表

及其條件、比例與委員性別比例，並因應實務作業及資訊公開之需求，

爰擬具本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授權規定及本規程實際規範內容，

爰修正名稱為「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

酌修相關條文簡稱文字。（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二條、第十三條及

第十四條） 

二、修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組成，刪除

地方民意代表及其他公正人士，增訂得遴聘地政、不動產估價、法

律、工程與都市計畫領域之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委員及委員性別比例，

並增訂本會評議土地法規定案件時應另增聘議員代表一人擔任委員

等事項，俾符合該法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本會委員組成名單及會議紀錄應公開於網際網路。（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之一） 

四、修正本次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委員，於修正施行後之任期認定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授權規定，修正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四條第一項及

土地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程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四條及土地法

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配合名稱修正及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條規定，爰酌修

文字及授權依據。 

第二條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依本辦法

組織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評議地價、標準

地價事項。 

第二條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依本規程

組織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評議地價、標準

地價事項。 

配合名稱修正酌修文字。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

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

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

市 長 或 副 市 長 、 縣

（市）長或副縣（市）

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由直轄市政府或

縣（市）政府秘書長或

副秘書長兼任；其餘委

員 ，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市）政府就下列人員

遴聘之： 
一、地政專家學者或民

間團體代表二人。 

二、不動產估價師或不

動產估價師公會代

表二人至四人。 

三、法律、工程、都市

計畫專家學者或民

間團體代表各一

人。 

四、地政主管人員一

人。 

五、財政或稅捐主管人

員一人。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

人或十六人，其中一人

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

市 長 或 副 市 長 、 縣

（市）長或副縣（市）

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由直轄市政府或

縣（市）政府秘書長或

副秘書長兼任；其餘委

員 ，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市）政府就下列人員

遴聘之： 
一、議員代表一人。 

二、地方公正人士一

人。 

三、地政專家學者二

人。 

四、不動產估價師二人

或三人。 

五、法律、工程、都市

計畫專家學者各一

人。 

六、地政主管人員一

人。 

七、財政或稅捐主管人

員一人。 

一、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四條修正地價評議委

員會委員組成，刪除

地方民意代表及其他

公正人士，增訂專家

學者、民間相關團體

代表及其條件，爰修

正第一項序文人數，

並刪除現行第一款議

員代表及第二款地方

公正人士；現行第三

款至第五款除遴聘相

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亦得遴聘各該領域之

民間團體代表擔任委

員，爰修正文字並移

列至第一款至第三

款，並提高不動產估

價領域人數上限；又

現行第六款至第九款

移列至第四款至第七

款，內容未修正。另

增訂第五項本會委員

性別比例之規定。 



六、工務或都市計畫主

管人員一人。 

七、建設或農業主管人

員一人。 

本會委員任期三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依土地法規定

評議異議之標準地價、

改良物價額及異議之徵

收補償價額等事項時，

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另行增聘議員代表一

人擔任委員。增聘之委

員，於評議本項規定案

件時，始具委員資格；

其委員人數及任期，不

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委員出缺

時，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予補聘，其任期

以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第一項委員中任一

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 

八、工務或都市計畫主

管人員一人。 

九、建設或農業主管人

員一人。 

本會委員任期三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一項委員出缺

時，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應予補聘，其任期

以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直轄市、縣（市）

議會未推派議員代表

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另遴聘地政專家

學者或不動產估價師擔

任委員。但澎湖縣政

府、福建省金門縣政府

及連江縣政府得不另聘

之，不受第一項總人數

之限制。 

二、 第二項未修正，另現

行第三項移列至第四

項，內容未修正。 

三、 本會係依平均地權條

例第四條及土地法第

一百五十五條規定組

成，其任務包含平均

地權條例、土地法及

土地徵收條例等規定

事項之評議。因平均

地權條例第四條已刪

除本會委員應由地方

民意代表參加，而土

地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尚未完成修法，仍規

定應有地方民意機關

代表參加；又平均地

權條例及土地徵收條

例皆為土地法之特別

法，土地法有關本會

評議異議之標準地

價、改良物價額及異

議之徵收補償價額等

事項之規定，皆因優

先適用上開特別法規

定而無適用之餘地，

實際上本會目前已無

辦理土地法規定事項

之評議。惟為符合土

地法第一百五十五條

規定並切合實際作業

情況，爰於第三項明

定本會評議土地法規

定事項之案件時，應

另增聘議員代表一人

擔任委員，其於評議

土地法規定案件時始

具委員資格，且不受

第一項委員總人數及

第二項委員任期規定

之限制。 

四、 配合現行第一項第一

款議員代表刪除，並



 

考量第三項實際作業

情況，現行第四項有

關議會未推派議員代

表之因應方式已無規

定之必要，爰予刪

除。 

五、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四條規範，增訂第五

項本會委員性別比

例。 

第十二條之一 本會委員

組成名單及會議紀錄，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公開於網際網路。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使本會運作更加公

開透明，便利民眾查

詢本會委員組成及評

議事項，爰增訂本

條。 

第十三條 本辦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施

行前已聘任之委員，於

施 行 後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依第四條規

定重新遴聘本會全體委

員之日，視為任期屆

滿。 

第十三條 本規程中華民

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五

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之

委員，於施行後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第

四條規定重新遴聘本會

全體委員之日，視為任

期屆滿。 

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本辦法本次修正施行

後，應依第四條規定重

新遴聘委員，至修正施

行前直轄市、縣（市）

政府已聘任之委員，無

論其任期何時屆滿，均

於直轄市、縣（市）政

府重新遴聘委員之日，

視為任期屆滿。 

第十四條 本辦法除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

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三

條及○年○月○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之施行日期

另定外，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四條 本規程除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二

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三

條之施行日期另定外，

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名稱修正酌修文字；

另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

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依法制體例，定明本

辦法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