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林二林二林二林鎮鎮鎮鎮儒田儒田儒田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自辦市地重劃區自辦市地重劃區自辦市地重劃區    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107 年 02 月 05 日（星期一）14 時 30 分 

地    點：二林鎮立圖書館暨文化活動中心研習室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四段 626 號 B1 地下一樓文化教室) 

主 持 人：萬昆明                                   紀錄：林致全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列席來賓：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鄭傑中.柯宥辰 

一一一一、、、、    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宣布開會宣布開會：：：：(理事長 方溪泉)    

本重劃區總面積 0.629543 公頃，會員總人數 38 人，本次會員大會出席人

數(含委託代理出席者)，共計 29 人(76.32％)，面積 0.540823 公頃(85.91％)

，所有權人人數及面積出席率均已超過半數，會議開始。 

二二二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各位地主鄉親及縣府長官大家好，首先要感謝各位地主能在今天出席本次

會員大會，首先，先向各位地主報告，依彰化縣政府 106 年 05 月 22 日府地開字

第 1060164229 號函，本重劃區已准予核定成立重劃會。    

依 106 年 07 月 27 日修正發布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規定，本重劃區於 106 年 05 月 04 日召開者，為「重劃會成立大會」，爾後召開

之會員大會則依次辦理，故本次召開之會議即為「第一次會員大會」；另上次大

會通過之重劃會章程部分條文，於本次會員大會一併修正，以符合現行「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 

本次會員大會，共討論 2個議題，詳如提案單。各項應議事項，為依據「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議題之決議，應有會員二分之一

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本重劃區內，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第 4項第 2款

，於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土地所有權，除繼承取得者

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49 ㎡之

土地所有權人(共計 12 人，面積 30.72 ㎡)，其議案決議票選不計入。 

經扣除前項未符合條件者後，本重劃區之議案票選計算，可計人數 26 人，

可計面積 6264.71 ㎡。 

三三三三、、、、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議案議案議案議案：：：：    

議案一議案一議案一議案一：：：：修改修改修改修改重劃會章程重劃會章程重劃會章程重劃會章程    

案由：修改「二林鎮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 106 年 7 月 27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61305305 號令修正發布

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及其第 13 條規定辦理。 



2. 本重劃會章程修改詳如對照表。 

3. 檢附修改後「二林鎮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乙份。 

辦法：擬依修改後「二林鎮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內容實施之。提請

大會審議。 

決議：表決結果統計： 

同意人數 16 人，佔全區可計人數(26 人)之 61.54％。 

同意面積 5177.97 ㎡，佔全區可計面積(6264.71 ㎡)之 82.65％。 

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本案照案通過。    

議案二議案二議案二議案二：：：：審議審議審議審議擬辦擬辦擬辦擬辦重劃重劃重劃重劃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案由：二林鎮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範圍，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 

2. 本重劃區屬都市計畫於民國 78 年 10 月 26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二林都市

計劃(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內，原公五公園用地變

更為住宅區之整體開發範圍為重劃範圍，細部計畫業經彰化縣都市計劃

委員會 106 年 10 月 26 日第 239 次會議決議通過。 

3. 本重劃區範圍研擬已於 106 年 05 月 04 日由第一次理事會決議通過，會

議紀錄業經彰化縣政府 106年 05月 22日府地開字第 1060164229號函備

查。 

4. 檢附重劃範圍圖乙份。 

辦法：擬照說明 2～4所載範圍辦理。 

決議：表決結果統計： 

同意人數 16 人，佔全區可計人數(26 人)之 61.54％。 

同意面積 5177.97 ㎡，佔全區可計面積(6264.71 ㎡)之 82.65％。 

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本案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5：20)。    



二林鎮儒田二林鎮儒田二林鎮儒田二林鎮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01條 本章程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以下簡稱獎

勵辦法)規定訂定之。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依本章程規定辦理。本章程未規定者，依市地

重劃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02條 本重劃會訂名為『二林鎮儒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以下簡稱

本會。 

本會會址設於：『彰化縣二林鎮後厝里 7鄰永和街 104 號』。 

聯絡地址：『台中市西區大業北路 37 號一樓』。 

聯絡電話：04-23287561。 

第03條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位於二林鎮內，範圍包括儒田段之部份土地，
其四至範圍如下： 
東：以儒田段 424 地號土地東側為界。 
西：以儒田段 472 地號土地西側為界。 
南：以儒田段 451 地號等土地南側，臨 22-10M 計畫道路(正知 
    二街)為界。 
北：以儒田段 433 地號等土地北側，臨 6M 計畫道路為界。 
本區實施範圍所屬都市計畫為民國 78 年 10 月發布實施之「變更
二林都市計劃(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內原公
五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之整體開發範圍為重劃範圍。總面積以
前開範圍內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統計約 0.629543 公頃，實際面積
以地政機關依公告實施之都市計劃樁位成果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第04條 本會以本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公
告期滿確定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
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並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 

第05條 本重劃區重劃會成立大會由本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並審議重劃
會章程及互選代表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分別負責執行業務。 
本會依獎勵辦法規定之作業程序或視重劃作業之需要召開之。除
重劃會成立大會外，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監事召集之，並
得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
積十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
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
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 1年
內不得作為連署請求召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理由。會員大會
舉辦時，如會員不能親自出席者，應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其為
政府機關或法人者、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其未辦理繼承
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得由遺產管理人代為行使
之。 



第06條 於重劃會成立大會選定理事、監事後，應將章程、會員與理事、

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理事會紀錄送請主管機關核准成立

重劃會。 

第07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 

一、 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 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 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 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 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 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 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 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 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 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 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十二、 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 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 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

之同意行之。但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

不列入計算： 

一、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

分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 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

重劃範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範

圍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因本重劃區都市計畫未

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應依據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重劃區面臨最小計畫道路路寬為 10 公尺及正面路寬超過

7公尺至 15 公尺之住宅區，其最小寬度 3.5 公尺、最小深度

14 公尺，即重劃前土地面積合計 49平方公尺(含)為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 

三、 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 

第一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其餘

各款依法禁止或限制事項、拆遷補償數額、預算及決算、計算負

擔總計表、重劃前後地價、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

調處理結果、抵費地之處分及盈餘款之處理等事項，授權由理事

會辦理。 

第08條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之權利 

(一) 出席會員大會會議、參與表決之權。 



(二) 會員享有選舉權與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
法」第 11 條規定之被選舉權。 

(三) 參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受之權益。 
(四) 扣除重劃負擔後分配土地之權利。 
(五) 依法領取地上物拆遷補償費之權利。 
(六) 於重劃進行中如有意見或建議者，應以書面提交本會為之。 

二、 本會會員應負下列之義務 
(一) 遵守會員大會決議事項之義務。 
(二) 重劃會成立時，應交付土地予本會辦理市地重劃業務。 
(三) 以抵費地或差額地價抵付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負

擔總費用。 
(四) 配合重劃作業進度，依法辦理地上物拆遷。 

第09條 開會通知應於開會日30日前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專人送

達簽收，並函請彰化縣政府派員列席指導，會議紀錄應於會後 15

日內送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會址公告及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監事之名額監事之名額監事之名額監事之名額、、、、選任選任選任選任、、、、權責權責權責權責、、、、解任解任解任解任    

第10條 本重劃會理事、監事之選舉，應擬定理事、監事選舉辦法提交會
員大會審議通過後據以辦理。 

第11條 本會設理事 7人，候補理事 1人，均為無給職，由會員重劃前土
地面積合計達 49㎡以上者選任之，於重劃會成立大會時由本會會
員互選之，並以得票數高低順序為當選之依據，得票數相同之候
選人以現場抽籤決定其遞補順序；其任期至本會報請彰化縣政府
解散時為止。 

第12條 理事長由理事互選一人為之，並報請彰化縣政府備查。理事長對
外為本會代表人，應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
之決議，執行本重劃區行文、協調、簽訂工程規劃、設計、發包
施工委託重劃業務合約等事項之一切業務，並督導及策劃重劃業
務之報核及召開會員大會。 

第13條 本會設監事 1人，為無給職，由會員重劃前土地面積合計達 49㎡
以上者選任之，執行監事之職權，於重劃會成立大會時由本會會
員互選，並以得票數最高者為當選之依據，得票數相同之候選人
以現場抽籤決定之，其任期至本會報請彰化縣政府解散時為止。 

第14條 理事或監事於召開會議時，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 

第15條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 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二、 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 研擬重劃範圍。 
四、 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 代為申請貸款。 
六、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查定。 
七、 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

之履約事項。 



八、 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九、 異議之協調處理。 
十、 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 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十二、 執行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親自出席，
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理事會召開會議時，應函請主管機
關派員列席，會議紀錄應送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會址公告及通知相
關土地所有權人。 

第16條 監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 監察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三、 審核經費收支。 
四、 監察財物及財產。 
五、 監察會員大會授權事項之執行。 
六、 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之事項。 
重劃會不設監事會時，上述各款所列事項，由監事一人行之。 

第17條 本重劃會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者，解任之。 
一、 有損本會信譽，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二、 無正當理由阻擾會務，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三、 無故連續不出席理事、監事會議達二次以上者。 
四、 理事、監事喪失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者。 
五、 理事、監事死亡時。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出出出出資方式資方式資方式資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第18條 本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由理事會負責對外籌措支付，並由區內土
地所有權人以抵費地或繳納差額地價抵付之，並自負盈虧。 

第19條 前條抵費地，俟土地登記完竣、重劃工程驗收經主管機關接管後，
理事會應決議以抵費地報請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出售之，優先償還
出資之人。抵費地出售方式、對象、價款及盈餘款處理方式，授
權由理事會全權處理。 

第20條 本重劃區土地應繳納差額地價者，應於土地接管後 30 日內繳納
之，逾期未繳納者，應由理事會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得依保全
程序申請司法機關限制其土地移轉登記。 

本重劃區理事會應製作財務年報，經監事審核後，報請彰化縣政
府備查，並張貼於會址提供會員閱覽。 

本重劃區抵費地處分與經費收支情形等財務事項，於交接土地及
清償債務後，理事會應於三個月內辦理財務結算，並報彰化縣政
府備查後公告。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本重劃區適當位置及其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及
村里辦公處。 

 

第20-1條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重劃分配及異議處理重劃分配及異議處理重劃分配及異議處理重劃分配及異議處理    

第21條 本重劃區土地分配原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為

準，若以協調分配者，則以其協調結果分配之。 

第22條 土地重劃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本會會員如有異議，應以書面向本

重劃會提出，理事會應辦理協調，其協調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訂期進行協調。 

二、 協調成立者，依其協調結果，送理事會追認、辦理土地分配及

檢測登記。 

三、 協調不成立時，應將本異議案提交理事會，理事會應就土地調

整分配做成決議，並將其決議內容以書面通知異議人，其通知

書載明異議人對理事會之決議不同意時，於接獲通知後 15 日

內，應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未訴請司法機關裁判者，逕依

理事會決議內容辦理土地分配檢測登記。 

第23條 本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理事會應依照彰化縣

政府所定之標準，以現金或重劃後土地折價抵付。 

本重劃區內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工者，

得由理事會協調處理，協調不成時，理事會應立即訴請司法機關

裁判。 

第24條 自辦市地重劃地區辦竣土地登記後，重劃會應以書面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及使用人定期到場交接土地，並限期辦理遷讓或接管，逾

期不遷讓者，得由理事會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第25條 自辦市地重劃應於完成財務結算後，檢附重劃報告，經理事會決

議通過後，送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報請解散。 

第26條 本章程於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備後實施

之，修改時亦同；本章程未訂事宜，悉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之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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