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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重劃地區及範圍(1/3)

重劃範圍：

東側－自都市計畫編號2-1號道路至大林體育

運動公園西南側現況10公尺道路為界。

(都市計畫劃設寬度15公尺計畫道路，

剩餘寬度5公尺道路尚未開闢)。

西側－台鐵鐵路為界。

南側－民生路北側都市計畫農業區為界。

北側－大林火車站之東側都市計畫編號2-1號，

寬度12公尺道路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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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重劃地區及範圍(2/3)

P.3

50.86%

17.77%

可建築用地面積

住宅區

商業區

2.2430公頃

0.7937公頃

13.46%

2.91%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廣場用地

園道用地

0.1936公頃

0.5698公頃

15.00%道路用地 0.6199公頃

總面積4.41公頃



01.重劃地區及範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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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法令依據

•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

三、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3款

• 「變更大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5年10月25日第885次會議

暨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10月29日第956次會議

• 「變更大林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計畫基準)案

嘉義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107年7月12日第241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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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都市計畫歷程

40%

民國61年

民國69年、81年、91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7年

40%

民國108年

民國61年1月發布實施大林鎮都市計畫案。

民國69年7月、民國81年4月、民國91年4月分別完成三次通盤檢討作業。

民國101年6月25日部授教中(行)字第1010111170號函表示此地已無設校之

需求，因此重新審視都市計畫內容，透過本都市計畫案解除「文高」學校

用地。

「變更大林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於105年10月25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85次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7月12日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41次審議通過

「變更大林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計畫基準)案」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8年10月29日第956次審定「變更大林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且同意嘉義縣政府申請延長3年

開發期程，並以本次會議紀錄文到為起算基準。 P.6



04.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1/3)

本府107年12月28日府地劃字第1070253124號函核定大林鎮平吉自辦市地重劃區

籌備會，惟因重劃會章程草案未獲得土地所有權人法定同意比例，及未完成選

任理、監事等事宜，未於108年6月28日前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本府依「獎勵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1條第5項前段規定，以108年7月17日府地

劃字第1080137854號函及10801378541號公告通知籌備會解散，並隨即啟動公辦

市地重劃作業。

1.籌備會未於核准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計畫區內未開闢之「文高」學校用地，自規劃以來未辦理開發，僅做臨時性使

用，造成土地未加以妥善利用開發，長期造成私有地主權益受損，經教育部101

年6月25日部授教中(行)字第1010111170號函表示此地已無設校之需求。

2.已無設校需求

重劃辦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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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2/3)

慈濟醫院及大林車站周邊已逐漸形成商業區，冀透過本案重劃開發，以延伸既

有鎮中心之商業機能，提高商業服務層級及塑造大林鎮之複合性消費商圈。

3.形塑地區發展核心空間

開發後共計可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13,833平方公尺，透過調整土地使用及配置公

共設施用地，對於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品質有所挹注，並可節省徵收用地及工程

建設費用。

4.公共設施取得及闢建

重劃辦理原因

P.8



04.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3/3)

預期效益

重劃後地籍重新整理，減少土地經界糾紛，
並可消除畸零地問題；對產權複雜之共有土地，借重劃之機會協調分配為個
別所有，並促進共有土地之利用。

健全地籍整理

重劃完成後，共計可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13,833平方公尺，將規劃園道、道路及廣場等相關公共設施用地，提供民眾
完善之道路通行及休憩使用，提升居住活動空間及整體環境品質

完善之公共設施

改善土地長期閒置情形
並將因鄰近富有縣轄重大觀光資源及交通位置，提高商業服務層級及塑造
大林鎮之複合性消費商圈，有助於地區未來整體發展。

促進地方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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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土地權屬及所有權人同意情形(1/6)
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重劃區內公有土地1筆（所有權人數2人），

面積約1,872.10平方公尺，管理機關分別為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及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共計14人，面積約為42,224.02平方公

尺。另重劃區公有土地經108年12月25日現場會

勘結果，並無公有土地作為道路、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等土地之使用。

項 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平方公尺) 備註

公 有 1 1,872.10

私 有 14 42,224.02

總 計 15 44,096.12

註：依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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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土地權屬及所有權人同意情形(2/6)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42.53％，未達平均地權第60條第3項所定

45%限制，故無需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數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

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本府為瞭解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加公辦市地重

劃意願，特於108年9月辦理意願調查，意願調查結果如下表。另有8位土地所有權人「不

同意」參加公辦市地重劃中5位原因及理由為「希望降低重劃平均負擔比率」，1位無敘

明不同意之理由，2位則是未繳回問卷。

人數 % 人數 % 面積 % 面積 %

14 6 42.86 8 57.14 31,319.93 74.18 10,904.09 25.82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總

人

數

公有土地面積：1,872.10 ㎡ 可抵充之公有土地面積：0 ㎡

同意人數 不同意人數
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不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註：本表（謄本面積）統計至109年6月止，依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P.11



05.土地權屬及所有權人同意情形(3/6)

座談會辦理情形

時間：108年9月25日(三)

地點：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3樓會議室

參與人數：土地所有權人計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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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土地權屬及所有權人同意情形(4/6)
地主問題陳述及縣府回應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情形說明

1 謝○○先生

1、可以說明本案時程上的迫切性？

2、意願調查問卷勾選願意或不願意對民

眾權益上有什麼差別?

3、若沒有在今年11月完成重劃計畫書報

核，會對民眾權利有什麼影響?

1、本案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並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3年內須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後

實施，若未能在期限內辦理完成，將維持原土地使

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爾後如有開發之必要，應

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2、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共同

負擔的土地面積，合計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

百分之四十五為限，如超過百分之四十五，應取得

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同意，才可辦理市

地重劃。本次意願調查問卷目的在於瞭解本案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參加公辦市地重劃之意願，並僅

作為本府辦理市地重劃作業之參考，不影響日後您

在市地重劃正式作業之權益，敬請放心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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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土地權屬及所有權人同意情形(5/6)
地主問題陳述及縣府回應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情形說明

2 謝○○先生

1、若有盈餘之後如何使用?

2、工程招標是採何種方式?最低標?最有利

標?

3、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提到的減徵百分之四

十是指土地增值稅1000萬，只要繳600

萬的意思嗎?

1、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6條規定，重劃區之抵費地售

出後所得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有盈餘時，應

以其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

區公共設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如有不足時，應由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因此為使抵費地標售盈餘款，

能回饋重劃區，以增進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福祉，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乃規定抵費地盈餘款留供

重劃區增加建設之費用或撥充平均地權基金，並於第84

條之1規定其運用順序及範圍。

2、本案工程發包將依照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公開招標事宜。

3、土地增值稅是針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於移轉時因自

然漲價所課徵的稅，按照土地漲價總數額採用倍數累進

稅率計算繳納的一種租稅，土地參加重劃後，本府會核

發土地負擔總費用證明書，於第一次移轉時，供作核算

抵扣土地漲價總數額後再計徵土地增值稅，並依計算之

稅額再減徵百分之四十之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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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土地權屬及所有權人同意情形(6/6)
地主問題陳述及縣府回應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情形說明

3
台灣○○股份

有限公司
土地改良物有列入補償嗎?

土地改良物補償係按「嘉義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

遷補償自治條例」及「嘉義縣辦理土地徵收農林作

物及水產養殖物、畜禽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查估

補償。

P.15



06.平均負擔重劃比率概計(1/5)
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X100%

=
13,833平方公尺-0平方公尺

44,100平方公尺-0平方公尺
X100% =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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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平均負擔重劃比率概計(2/5)
預估費用負擔比例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前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x(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X100%

=
92,180,210元+5,089,930元+457,170元

19,852元/㎡x(44,100平方公尺-0平方公尺)
X100% = 11.16%

項目 金額 備註

工程費 92,180,210元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1,561,930元

重劃作業費 3,528,000元

貸款利息 457,170元 3年，年利率0.47%

總計 997,727,3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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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平均負擔重劃比率概計(3/5)
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

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係

參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

務網本重劃區鄰近土地價格，並蒐

集107年至108年間重劃區附近性質

相近住宅區及商業區實際成交價格，

成交價格介於1.4萬元/㎡~2.2萬元/㎡。

再以考量重劃區之整體及個別特性

依緊鄰公園、街廓形狀、閒惡設施

有無設定調整條件，調整各街廓之

地價，依各區塊之地價求取重劃區

內可建築用地之重劃後平均地價為

19,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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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平均負擔重劃比率概計(4/5)
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減輕負擔原則

本重劃區有合法建物一棟，經查建物謄本記

載係屬臨時建物，於公共設施開闢時，應無

條件拆除(其他登記事項)。因本建物位於區內

道路興闢範圍，妨礙重劃工程施工必須拆除，

將依嘉義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補償自治

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查估補償，故本區無需訂

定負擔減輕原則。

合法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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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平均負擔重劃比率概計(5/5)
預估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例

預估費用負擔比例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 預估重劃總平均負擔

預計地主平均可領回
57.47％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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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

約4,923平方公尺，

預估盈餘約4,086元

預估開發成本總額約

97,727,310元

抵費地出售價款或

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1.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2.向本縣平均地權基金貸款

3.向金融機構貸款

07.財務計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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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財務計畫(2/2)
年度現金流量表

項目 合計(元) 109年 110年 111年

重劃負擔總費用

工程費用 92,180,210 50,699,116 32,263,074 9,218,020 

重劃費用 5,089,930 4,071,944 1,017,986 0 

小計 97,270,140 54,771,060 33,281,060 9,218,020  

貸款利息 457,170 257,424 1556,421 43,325 

合計 97,727,310 55,028,484 33,437,481 9,261,345 

收入
出售抵費地價款 97,731,396 0 0 97,731,396 

小計 97,731,396 0 0 0 

當期淨值 4,086 (55,028,484) (33,437,481) 88,47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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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預定開發期程

108年 110年
2020

109年
111年

•重劃座談會

•重劃計畫書報核

•重劃計畫書公告

•辦理重劃說明會

•地上物查估作業

•工程規劃設計

•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土地分配公告

•地籍整理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負擔計算

•工程開工

•土地交接

•財務結算

P.23



09.審查意見回覆說明

2020

P.24

本府以109年1月2日府地劃字第1080290171號函檢陳重劃計畫書(草案)報部審查,

內政部以109年1月31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665號函檢還資料補正,本府補正意見如下表:

編
號

需補正事項 補正說明

1 法令依據1.請補列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O款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本案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3款辦理，已補充於

法令依據當中，詳第2頁。

2

請依本部103年10月17日內授營都字第1030812157函送「都市計畫

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理原則」第3點第2項規定：「於

縣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重劃開發單位即可依據審定知細部計

畫草案內容，先行擬具市地重劃書，送請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

核……。」辦理，並將縣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書(圖)之日期、會

議項次於法令依據3.補敘。另請將前開細部計畫、縣都委會審定

之會議紀錄列為本計畫書附件。

遵照辦理。

已將縣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書(圖)之日期、會議項次補充於法令

依據中，詳第2頁。

另細部計畫、縣都委會審定之會議紀錄分別補充於附件一及附件

二。



09.審查意見回覆說明

2020

編
號

需補正事項 補正說明

3

查本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參加公辦市

地重劃之比例(42.86%)高於同意參加之比例

(35.71%)，其不同意之主要理由為希望降低

重劃平均負擔比率。本案預估土地所有權人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42.64%，為減少阻力及

避免影響後續重劃業務之執行，宜請詳細檢

討評估。另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是否支持本案

重劃，亦請補充說明。

遵照辦理。

本案意願調查問卷共寄發14份問卷，共計收回12份，2份未收回，在收回的12份問卷中，

有6位土地所有權人同意，8位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6位有繳回問卷，2位未繳回問卷)，

其中不同意原因主要係要求「降低重劃平均負擔」，爰本府考量其意見並參酌公共工

程資料庫之工程單價，將重劃平均負擔43.94%酌降為42.64%後報內政部審查；又依內

政部審查意見，檢討修正貸款利息，再調降重劃平均負擔為42.53%。本府於未來辦理

重劃作業階段，將持續與土地所有權人意見溝通與說明，提高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重劃

之意願詳，詳第10頁。另本案範圍內公有土地共3筆，其管理機關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

局於108年9月20日鐵工地字第1080032753號函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108年10月3日台

財產南嘉一字第10811012370號函說明同意本案市地重劃開發案(同意函補充於附件十)。

P.25



09.審查意見回覆說明

2020

編
號

需補正事項 補正說明

4

另本區規劃之街廓形狀及商業區面臨廣場用

地，是否影響土地所有權人配地及未來開發

利用並請敘述。

本案原規劃為「文高」學校用地，透過市地重劃之方式，將該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

商業區，依都市計畫定期通檢討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略以，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更土

地使用分區規模達1公頃以上之地區，應劃設不低於該地區總面積百分之十之公園、綠

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地，並以整體開發方式興闢之，故本案建築基地

均面臨計畫道路或廣場。

次依內政部66年6月4日台內營字第738610號略以:「都市計畫法規對於『人行廣場』

一詞雖無明確定義，惟其土地使用應依各該都市計畫之規定。本案建築基地臨接人行

廣場，依該都市計畫書如無禁止作為道路使用之規定者，得視為上開建築技術規則所

稱之道路，以便該基地依法申請建築使用。」；又本案都市計畫經105年10月25日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85次會議決議，並無特殊性定義本廣場用地，亦無禁止作為道路

使用，故本案建築基地得依照本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建築基地面臨計畫

道路、廣場、市區道路、公路或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應申請指定建築

線...」，申請建築使用。

本案街廓形狀係參考權屬配置，未來將依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重劃

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

準，已充分考量未來開發利用，促使土地作合理之規劃，亦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配地

相關之權益，詳第6頁。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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