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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北斗鎮大安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章程 
依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30日重劃會成立大會通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0條

規定訂定之，本章程未明訂事項，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暨「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及相關解釋函令

辦理。 

第二條 本重劃會定名為「彰化縣北斗鎮大安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

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會址設於「彰化縣北斗鎮光仁巷 3-15號」。 

重劃會會址需變更時，授權由理事會重新選定新會址，並函

文通知全體會員。   

第三條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座落於彰化縣北斗鎮大安段內，範圍經彰

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36 次會議決議通過「擬定北斗都市

計畫(原「公一」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之範圍

為重劃範圍，其範圍四至如下： 

東：大安段 449地號等土地東側以西，鄰接住宅區(建成區)。 

西：大安段 464地號等土地西側以東，臨接復興路。 

南：大安段 565地號等部分土地南側以北，鄰接住宅區(建成

區)。 

北：大安段 400地號等土地北側以南，鄰接乙種工業區(工乙

一)。 

第四條 本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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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 

一、 本會重劃會成立大會於舉辦座談會後，由本自辦市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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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區籌備會召開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會視重劃

作業之需要，以重劃會名義召開之。 

二、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年內不得作為連署請求召

開會員大會之提議事項或理由。 

三、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

出席；重劃範圍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經法院指定遺

產管理人者，得由遺產管理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國有、

直轄市有、縣(市)有、鄉(鎮、市)有或其他法人所有之土

地，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該法人代表人或其指派代表

出席會員大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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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會員大會對於各款事項之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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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累計所有土地

面積未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

畫未規定者，應達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最

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本區最小寬度 3公尺，最小

深度 12公尺，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3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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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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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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

會員大會審議之事項。 

前項會員大會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

款外，其餘事項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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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為申請貸款及負責籌措重劃經費。 

六、 土地改良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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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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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異議之協調處理。 

十、 撰寫重劃報告。 

十一、 執行會員大會所授權之事項。 

十二、 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出

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九條 本會設理事八人，後補理事一人，由本會會員選任之，為無

給職遇缺由後補理事遞補，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終止。如後

補理事已遞補仍不足理事名額，則依獎勵土地所有權辦理市

地重劃辦法相關規定，召開會員大會選任之。 

理事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不得委任他人代理。但理事為政

府機關或法人者，得由代表人或指派代表行使之。 

第十條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由全體理事互選之，理事長綜理本會

會務，對外為本會代表人，並依市地重劃相關規定、本會章

程、會員大會之決議、理事會之決議，執行本重劃區之一切

業務。理事長如因故出缺時，得由理事及後補理事互選遞補

之，原理事長職權於改選時終止。 

第十一條 監事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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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 監察會員大會授權事項之執行。 

六、 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監事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由監事一人行之。 

第十二條 本會設監事一人，由本會員選任之，為無給職遇缺召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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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選任之，任期至本重劃會解散終止。但監事重新改選

時，原監事職權於改選時終止。 

監事職權，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第十三條 本會理事、監事有左列情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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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

員大會通過者。 

四、 理事、監事喪失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者或其個人於重

劃範圍重劃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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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理事、監事死亡時。 

第十四條 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須以其個人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公共設

施費用、開發總費用、各項重劃業務之執行費用。 

本重劃區重劃各項業務之執行、開發總費用之籌措支付，委

由理事會授權理事長或理事長指定之第三人代為執行、支

付。 

本區抵費地按開發總費用出售予理事長或理事長指定之第

三人，以抵付代本區支付之重劃開發總費用及各項重劃業務

之執行費用。 

本重劃區開發由理事長或理事長指定之第三人自負盈虧，若

有虧損時與全體會員無涉。 

本會財務之收支經監事審核後，由理事會執行。理事會並應

製作財務年報，經監事審核並報請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張貼於

本會會址提供會員閱覽。於本重劃區辦竣地籍整理、土地交

接及清償後，理事會應辦理財務結算，經監事審核並報請彰

化縣政府備查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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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重劃區下列應提會員大會審議事項同意授權由理事會及

理事長辦理： 

一、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九條規定得分別或同時公告禁

止或限制之事項。 

二、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數額之查估、查定、審議及發放。 

三、 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四、 土地交換分合設計及編製相關圖冊、重劃分配結果之

公告。 

五、 重劃前已設定他項權利或辦竣限制登記之土地由理事

長邀集權利人協調、轉載或塗銷等相關事項。 

六、 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區重劃分配結果等各項異議協調處

理結果。 

七、 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八、 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 重劃區內土地應繳納差額地價，逾期未繳清者，由理

事長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依保全程序聲請司法機關限

制其土地移轉登記或財產之處分。 

十、 辦竣土地登記後，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定

期到場交接土地及辦理遷讓或接管，逾期不遷讓者，

經理事會通過後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其餘未盡項事依照本會章程第七條辦理。 

第十六條 本重劃區內土地，其應繳納差額地價逾期未繳納者，應由重

劃會訴請司法機關裁判，並得依保全程序聲請司法機關限制

其土地移轉登記。 

本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如與本會及本會籌備會時期指

定人員訂定分配協議，重劃後依分配協議配回土地者，無須

繳納或領取差額地價，並依該土地所有權人實際繳領差額地

價揭露於個人土地分配計算表及土地所有權人繳納或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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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地價清冊中。 

第十七條 本重劃區辦竣土地交接，地籍整理及債務清償完畢後，理事

會應依實際領取發放之差額地價及依規定核備之相關費用

辦理結算，經監事審議後，送請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公告，並

同時撰寫重劃報告書，送請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報請解散重劃

會。 

第十八條 本重劃範圍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由理事會參酌彰化縣政

府所定之地上物拆遷補償相關規定，與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協調後查定辦理。 

前項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分配結果

或工程施工者為限，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補償

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應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

由理事會報請彰化縣政府以合議制方式調處；不服調處結果

者，應於三十日內即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

者，且拒不拆遷者，重劃會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自辦市地重劃進行中，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工

者，應由理事會協調；協調不成時，重劃會得訴請司法機關

裁判。 

第十九條 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內對於重劃分配結果提

出異議者，應以書面向本會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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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理事會協調處理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免

提會員大會追認： 

（一） 協調不成者。 

（二） 異議人同意依原重劃分配結果辦理分配。 

（三） 異議人及重劃範圍其他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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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辦理調整重劃分配結果而未涉及抵費地

之調整。 

三、 協調不成立時，應提請理事會決議，理事會應將

決議內容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通知異議

人，異議人應於接獲理事會函通知後十五日內訴請

司法機關裁判，逾期不訴請裁判，則依理事會決議

內容辦理土地登記。 

          重劃區內如有上述協調不成立，為維護其餘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對無異議地主得辦理土地登記。 

第二十條    會員大會及理事會召開時，應於事前函請彰化縣政府派

員列席會議，送請備查。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定

後實行之，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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