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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二林鎮大勇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草案) 
 

第一條：（法令依據） 

本章程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以下簡稱獎勵辦

法)第 10 條規定訂定之。本章程未規定者，依市地重劃相關法令

規定辦理。 

 

第二條：（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本重劃會定名為：「彰化縣二林鎮大勇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以下簡稱本會)；本會會址設於：「彰化縣二林鎮照西路 127

號」。會址需要變更時，授權由理事會重新選定新會址，並函文

通知全體會員。 

本會另設公文聯絡地址為臺中市豐原區水源路 599 巷 8 號。 

 

第三條：（重劃範圍） 

本會辦理之市地重劃區座落於彰化縣二林鎮儒香段；本區係屬

「擬定二林都市計畫（原公二十及市四用地變更為住宅區）細部

計畫」，案經彰化縣政府民國 86 年 6 月 24 日 86 彰府工都字第

104940 號公告發布計畫範圍為擬辦重劃範圍，總面積約 0.9639

公頃(詳附圖)。 

 

第四條：（會員之資格）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決策機關，會員及會員大會表決權規範如

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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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彰化縣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之規定，本會擬辦重劃範圍建築基

地最小寬度及最小深度相乘之面積為 49 平方公尺。故自本區籌

備會核准成立之日(107 年 12 月 4 日)前一年起取得所有權之土

地，除繼承取得者外，會員所有土地面積未達 49 平方公尺者，

不具有會員大會表決權。 

三、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確定後，不足配地改領差額地價之會員，

不具有會員大會表決權。 

 

第五條：（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 

本會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如下： 

一、 由理事會依獎勵辦法相關規定，視重劃業務需要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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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全體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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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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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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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會員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於會議召開期日三十日前通

知全體會員，明確告知會議時間及地點，開會通知應以書面掛號

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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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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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會員大會出席人數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應扣除獎勵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不列入計算之人數及土地面積)，始得宣布開會。 

八、 會員大會各款事項之決議，應以經彰化縣政府備查之會員大會會

議紀錄為準。 

 

第六條：（會員大會之權責） 

本會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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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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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扣除獎勵



3 
 

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不列入計算之人數及土地面積)。 

前列會員大會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其

餘各款及獎勵辦法第 29 條(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第 30 條(審

議重劃前後地價)、第 31 條(審議拆遷補償數額)、第 34 條(追認

理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異議之協調處理結果)及第 42 條(審議抵

費地之處分及盈餘款之處理)、負擔總計表之審議、參與重劃之

土地受益程度認定、訂定既成社區土地負擔減輕原則、盈虧款項

之處理等規定事項，均授權理事會全權處理，免再提會員大會決

議，以加速推動重劃業務。 

 

第七條：（會員之權利） 

本會會員之權利： 

一、 出席會員大會、參與提案及表決。 

二、 本會理事、監事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 土地參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有之權利。 

 

第八條：（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之義務： 

一、 出席會員大會、參與提案及表決。 

二、 依獎勵辦法規定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會員大會決議事項。 

三、 土地參加市地重劃依法應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費用。 

 

第九條：（本會理事之名額、選任及解任） 

一、 本會設理事七人組成理事會、候補理事二人，理事應具有行為能

力且其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 49 平方公尺(含)以上。 

二、 理事為無給職，由會員投票選任，任期至本會解散終止。 

三、 理事選任方式：以記名投票方式，每一會員至多投票給七人，超

過七人或重覆投票給同一人都算廢票，依統計結果由得票數高者

依序擔任理事及候補理事。 

四、 前項理事及候補理事得票依得票數高低排序，按照選舉名額，依

統計結果由得票數高者依序當選理事及候補理事。 

五、 理事因故出缺時，由候補理事以得票數高者依序遞補，並報請彰

化縣政府備查。如候補理事不足遞補時，應經由會員大會補選。 

六、 理事會設理事長一人，由理事互選產生，擔任本會代表人，綜理

本會會務，並主持會員大會及理事會議；理事長因故無法出席會

議時，得由出席理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七、 理事應親自出席理事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理，但理事為法人

者，得指派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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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理事依獎勵辦法第 14 條規定暨會員大會授權辦理事項執行重劃

業務行使職權時，如有違背法令或藉故拖延不配合，致損及本會

會員之權益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條：（理事會之權責） 

本會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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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授權辦理事項。 

十二、 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理事會對於上開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

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第十一條：（本會監事之名額、選任及解任） 

一、 本會不設監事會，設監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監事應具有行為

能力且其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 49 平方公尺(含)以上。 

二、 監事為無給職，由會員投票選任，任期至本會解散終止。 

三、 監事選任方式：以記名投票方式，每一會員至多投票給一人，超

過一人或重覆投票給同一人都算廢票，依統計結果由得票數最高

者擔任監事、次高者為候補監事。 

四、 前項監事及候補監事得票依得票數高低排序，按照選舉名額，依

統計結果由得票數高者依序當選監事及候補監事。 

五、 監事因故出缺時，由候補監事遞補，並報請彰化縣政府備查。 

六、 如候補監事不足遞補時，應經由會員大會補選擔任。 

 

第十二條：（監事之權責） 

本會監事之權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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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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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核經費收支。 

四、 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 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監事應親自執行上開監察及審核業務，不得委託他人代理，但監

事為法人者，得指派代表執行。 

 

第十三條：（業務之規劃與執行） 

本重劃區各項業務之規劃與執行，委託由誠鎰開發有限公司或其

指定之人辦理，並授權理事會同意以重劃會名義與該公司簽訂發

包承攬或委任契約。 

 

第十四條：（出資方式及償還計畫） 

一、 本區所需資金(即開發總資金，非僅只法定費用)由沈銘璧、葉曜

銘、陽國栗或其指定之人籌措支應並自負盈虧，並授權理事會同

意以重劃會名義與其簽訂契約。本會授權將本區全部之抵費地由

理事會全權處分免提報會員大會通過，抵費地出售價款應優先償

還重劃開發費用。 

二、 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負擔，如無未建

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差額地價。 

 

第十五條：（財務收支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一、 本會財務之收支經監事審核後，由理事會執行。 

二、 理事會應製作財務年報，經監事審核後張貼於本會會址供會員閱

覽。 

三、 於本區抵費地全數出售前，理事會應辦理財務結算提經監事審

核，於報請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公告。並檢附重劃報告，送請彰化

縣政府備查，報請解散重劃會。 

 

第十六條：（重劃分配結果） 

本區重劃分配結果草案應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土地所有權人得

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理由向本會提出異議。未提出異議

者，其重劃後土地依公告分配結果確定。提出異議者，理事會應

予協調處理，協調不成時，異議人應於協調日起十五日內訴請司

法機關裁判並同時通知本會；異議人逾期或未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時，其重劃後土地依公告分配結果確定。 

 

第十七條：（施行與修改）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定後施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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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程序亦同。如遇法令修訂時，逕依修訂後法令規定辦理，免再

修改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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