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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運用涉及民眾權益，本研
究藉由文獻回顧及各申
請補助機關資料數值統
計分析，歸納出 6 大課
題，課題如下: 
一、 提案內容欠缺公益

性或必要性者，委員
會不同意補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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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地取得經費多半
決議不予補助，易受
質疑適法性 

三、 93~99年間併決算案
件比例高，但實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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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可供日後抵費地基金
業務執行之參考。 

本研究歸納之 6 大課題

中，課題一~三部分已訂

定「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地出售盈餘款基金審議

原則」與提案檢核表及其

應附文件格式，作為委員

會審議之依據；其餘建議

事項如下: 

一、 新建公有公共建築

補助金額甚高，建議

於審議原則明列新

建公有公共建築最

高補助額度標準，合

理限制補助金額範

圍 

二、 私有無遮簷退縮人

行道空間補助之爭

議，建議於審議原則

增加公有土地及公

有建築之檢核項目 

三、 提案量歷年下降，建

議鎖定客群，提供相

關圖資予提案需求

機關，以利其申請基

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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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市地重劃」為臺灣都市發展過程中，重要的整體開發方式，臺北

市市地重劃之歷史可追溯於民國 27 年日治時期所辦理之「中山女中地

區」、「幸段」及「中山北路地區」，光復後迄今則辦理完成 41 個公辦市

地重劃區、9 個自辦市地重劃區，目前尚有自辦重劃北投區住十二、士

林區住六之六、南港區玉成等 3 處仍辦理中，故市地重劃至今為本市重

要整體開發方式之一，其重劃技術、程序及法令方面已發展非常完善，

重劃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公共設施開闢、政府財務妥善運用等貢獻

甚為卓著，亦產生地方建設發展、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及提升生活水準等

多重效益。 

市地重劃完成後出售抵費地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之外，如

有盈餘，盈餘款可作為重劃區內公共設施之增加建設、維護、管理之用。

臺北市為強化該盈餘款運用之效益，自 91年起設置特種基金「臺北市土

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盈餘款基金運用影響民眾權益，本研究

將藉由市地重劃、抵費地相關文獻回顧及各申請提案機關資料數值統計

分析，歸納問題所在，探討主要課題與因應策略，可供日後盈餘款業務

執行之遵循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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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 研究範圍 

臺北市基金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現有 22個專戶(24個

重劃區)，截至 106 年 10 月基金餘額約 380 億元，累計投入約 88.9

億元供各該重劃區建設、管理或維護之用。自 89年至 106年 10月，「臺

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審議439個提案，

為使資料蒐集完整、分析正確，並可完整呈現管理委員會審議提案整

體情形，研究成果符合現今基金執行需求之考量，故以 89 年至 106

年 10月 31日止管理委員會審議並做成決議之 350個提案計畫為本次

研究範圍。 

本研究所含重劃區以行政區分類，中山區含中山三期、五期、七

期、八期等 4個重劃區；內湖區含內湖一期~八期等 8個重劃區；北投

區含北投三期、六期、七期等 3的重劃區；松山區含松山一期、四期、

五期及中山二期等 4個重劃區(其中中山二期係 62年至 66年辦理之重

劃，因行政區調整為松山區)；信義區含松山二期及大安一期等 2個重

劃區(其中松山二期係因行政區調整為信義區，而大安一期係跨大安及

信義兩行政區)；文山區含木柵二期、三期等 2個重劃區，士林區含士

林二期 1個重劃區；南港區含南港一期、二期等 2個重劃區。其中內

湖八期、中山八期、北投六期、北投七期、松山五期、南港二期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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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專戶目前尚無提案，部分專戶則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之

1第 3項規定因設立屆滿 15年已裁撤(圖 1)。 

 

圖 1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專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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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依據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以及相關理論與資料分析，建立本次

研究組織架構(圖 2)，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方法為文獻法、統計分析

法。說明如下： 

（一） 文獻法：參考國內市地重劃、抵費地及其盈餘款等相關論文及

期刊等進行文獻蒐集及理論探討，並分析歸納，藉由前人分析

結果，探究盈餘款運用之問題所在。本研究蒐整國內之碩博士

論文、期刊、專門著作、機關公文、會議資料等相關文獻，以

及運用於抵費地盈餘款相關法令部分，如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

則、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

治條例及相關行政規則。 

（二） 統計分析法：蒐集自 89年以來至 106年 10月歷次委員會之機

關提案資料，並以提案年度、計畫名稱、法令依據、管理委員

會決議補助金額等項目加以分類整理，並針對委員會決議結果、

同意補助經費方式、同意補助提案數與補助金額、提案數與專

戶可支用金額進行交叉分析，依其變動情形歸納並闡述問題，

研擬當今面對之課題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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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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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市地重劃與抵費地盈餘款 

一、 市地重劃意義及目的 

賴宗裕（1987）對於市地重劃定義：根據都市發展趨勢，而將都

市計畫區域內，或都市邊緣中，雜亂不規則之地形地界和畸零細碎不

符合經濟使用上之土地，在一定範圍內，依據法令，運用科學方法加

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配合公共設施，改善道路、公園、廣場、

河川等，使各筆土地成為大小適宜，形式方正，具備一定規格之地界，

然後分配予土地所有人，由此促使都市土地為更經濟合理便利之利用，

進而形成井然有序之都市，其經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一種市地改

良利用方式。 

陳奕豪（2007）認為經重劃後各宗土地不但直接臨路、立即可供

建築使用；同時由於重劃區內的公共設施如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

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

10項公共設施用地，都由土地所有權人依照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是一

種「受益者付費」的開發方式。 

市地重劃為促進都市整體建設之可行途徑之一，張世民（1986）

對於社會、土地所有權人及都市建設三種效益，予以分析： 

（一） 對社會之效益：提供全民價格合理且可建築之土地、使經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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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市計畫於短期內整體付之執行促進社會繁榮、改善公共設

施提高都市之生活品質、消除都市土地之投資暴利、防止天然

災害之發生。 

（二） 對參加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之效益：消除都市計畫規劃對土地

所有人之不平等待遇、促進土地業主對其土地合理利用、公共

設施全部完成，提高土地價值、消除土地所有人因原有土地畸

零不整無法使用之浪費與損失、免除所有人需自行增設道路之

煩惱、參加重劃後之重劃負擔，於日後土地移轉時可由計算增

值稅內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內扣抵。 

（三） 對地方政府建設都市之效益：為地方政府財政無法配合都市建

設之困難提供解決途徑、整體開發都市計畫以配合都市之需求、

統一提高都市建設標準、政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公有土

地指配於公共設施用地內，避免日後徵收之困難、為政府提供

興建國民住宅之用地、附帶完成地籍整理、提供政府辦理其他

土地改革之資金。 

二、 抵費地盈餘款之定義 

李銘（1986）對於盈餘款之定義：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

擔之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負擔，由土地所有權人以重劃

區內未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該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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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費地，其處分依規定應訂底價公開標售，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除

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如有剩餘，應半數撥充該重劃區內增加建設、

管理、維護之費用及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此剩餘部分就是所

稱盈餘款。 

吳容明（1990）闡述重劃所需費用，是由土地所有權人提供抵費

地折價抵付，因此，在不增加地主負擔的狀況下，抵費地之價款應等

於重劃之建設費用，但若抵費地出現盈餘，其原因可能有下列幾種： 

（一） 因房地產景氣，公開標售之抵費地造成標售價格高於底價。 

（二） 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及民眾購地保值造成地價上漲。 

（三） 重劃區及鄰近區域之投資開發促銷抵費地造成搶購。 

（四） 公共設施完善致民眾投資意願高。 

（五） 開發成本較低之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總價高於開發成本。 

（六） 預期重劃後地價較低，導致標售所得價較高。 

吳容明（1990）認為，造成抵費地標售底價的原因雖多，該盈餘

理應本著於「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之原則辦理。 

抵費地是辦理市地重劃所需各種費用之主要來源，但該等費用必

須在重劃後出售抵費地才能取得，因此，重劃之花費，乃由政府預先

籌款墊付，為解決地方政府辦理市地重劃經費籌措之問題，賴宗裕

（1987）建議以下列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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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置重劃基金 

由市政府自行籌募或向中央請撥款補助，設置「市地重劃專業

基金」，無息或低利貸款支應重劃費用需要，至抵費地售出後

再歸還本息。 

（二） 編列年度預算 

市地重劃是常態事業，最佳的財源籌措方法，便是在可能範圍

內儘量加強對市地重劃預算之編列，以支應需墊付之重劃費

用。 

（三） 加強稅收之提撥 

針對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收入，明定提撥成

數，作為重劃事業固定資金來源。 

（四） 發行市地重劃公債 

適時發行公債，以抵費地做擔保，並得做為支付購置抵費地之

價款，以吸收民間資金參與市地重劃。 

對於抵費地盈餘款之貢獻，張世民（1986）分析，重劃後如有結

餘更加提高重劃區之建設，如市場、兒童遊樂場、公園、體育場之興

建等，對都市建設水準之提高，有領導示範之作用。另平均地權基金

可提供因土地改革所需要基金，對政府推行土地政策上經費增加其來

源，對地方建設亦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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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豪（2007）表示，依法規定，每一期市地重劃剩餘款的一半

必須成立該期「市地重劃基金」專戶，做為該期公共建設之來源，且

只限於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所規定的指定項目，不得進行其他用途，

因此基金的運用必須嚴加審核避免基金的濫用。 

抵費地盈餘款運用範圍係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之 1

第 1 項所明定，張清雄（2016）認為，最為地方政府關心且極力爭取

為第 8款及第 10款，如重劃區邊界以重劃區道路中心線為界，造成該

重劃區邊界上之道路位於重劃區內部分於重劃時及時開闢完成，而區

外另一半道路則無法同時完成，形成民眾交通上之不便，也影響重劃

區之發展及對外之聯繫，造成種種問題。而該區外道路之開闢及用地

取得往昔都依賴政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之，但如限於政府財政上困難，

即無法及時開闢，重劃區外土地所有權人及一般民眾乃怨聲四起，為

解決此等區外道路問題，地方政府亟思利用抵費地盈餘款支應開闢重

劃區外一半道路所需費用，為因應地方政府需要，內政部於 91年修正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之 1時增訂第 10款。 

重劃區道路重劃區外聯外道路如屬重劃區聯外聯絡之必要道路，

期若能儘速開闢，對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對外聯絡可及性之提高、

交通順暢、促進重劃區繁榮，以及縮小重劃區內外發展差距等，均有

莫大之助益，況且，市地重劃制度，原本即含有美化城市景觀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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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之目的，並非僅侷限於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個人利益。易言

之，重劃區聯外道路之開闢對除重劃區土地仍有相當程度之受益，如

市地重劃區清償後仍有盈餘，以其盈餘款支應開闢聯外道路所需費用，

尚符合受益者負擔之精神。  

 

第二節  抵費地盈餘款相關法令 

一、 中央法規 

（一） 平均地權條例 

第 60條：「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

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

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

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二）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 84條：「本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所稱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

價抵付，指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前項

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抵費地），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

共事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底價公開標售，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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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劃負擔總費用已清償之原則下，辦理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不影響重劃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

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前項抵費地處理

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剩餘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

管理、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貼補之。」 

第 84條之 1：「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

維護之費用部分，應指定行庫，按重劃區分別設立專戶儲存支用；其

運用範圍如左： 

1、 道路、溝渠、橋樑之加強及改善工程。 

2、 雨水、污水下水道及防洪設施等改善工程。 

3、 人行道、路樹、路燈、號誌、綠化等道路附屬工程 

4、 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體育場等設施。 

5、 社區活動中心、圖書館。 

6、 改善既成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附屬設備。 

7、 社區環境保護工程。 

8、 該重劃區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與排水設施及其他公共建設工程。 

9、 其他經地方政府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工程。 

10、 地方政府視財源狀況及實際需要認定必要之第八款用地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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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者，應將前項費用撥交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並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專戶設立屆滿十五年者，得裁撤之。裁撤後所餘經費，應

全數撥入該直轄市或縣 (市)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三）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 5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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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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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內政部函釋 

1、 內政部 85年 7月 30日台內中地字第 8507459號函 

要旨：重劃區盈餘款之運用應本維護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益，以重劃區直接受益之公共建設工程為範圍 

內容：按抵費地係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為共同負擔重劃之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而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

折價所抵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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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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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6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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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抵費地標售盈餘款中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之費

用部分之運用順序及範圍，其運用之範圍主要均係為重

劃區直接受益之區內公共建設工程及聯外性道路、排水

設施等公共建設工程。至該條第 9款「其他經地方政府

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工程」之規定，係為避免該條第 1

款至第 8 款列舉規定有所遺漏，以保持運用上之彈性，

其適用上，仍應本維護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以重劃區直接受益之公共建設工程為範圍。 

2、 內政部 86年 1月 16日台內中地字第 8512428號函 

要旨：市地重劃盈餘款半數增添重劃區內建設之經費，在尚未

支用前，可依公庫法規定以短期借貸方式貸予市庫做為

公共建設應急之用 

內容：貴處函報已辦竣市地重劃區盈餘款半數增添重劃區內建

設之經費，在尚未支用前，可否以短期借貸方式貸予市

庫做市府公共建設應急之用乙案，在不影響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 84條之 1規定有關盈餘款運用之原則下，

同意依公庫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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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政部 89年 4月 11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8681號函 

要旨：市地重劃完成後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經費之運用範圍 

內容：案經本部於 89年 3月 16日邀請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高

雄市政府地政處、臺灣省部分縣市政府及本部相關單位

研商，獲致結論如次： 

(1) 為避免維護重劃區環境衛生所設置之刺絲圍籬遭人破壞，

委託當地里守望相助隊或保全公司巡查取締，應屬平均

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之 1（以下簡稱本條）所規定

社區環境保護工程之管理、維護範疇。 

(2) 本條第 9款規定「其他經地方政府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

工程」，係指重劃區內之工程而言。於重劃區外興建之公

共建築（如派出所）應無其適用。 

(3) 依本條第 8款規定闢建聯外道路時，其必要附屬設施（如

路燈）得予視為道路工程之一部分，併同施設。 

二、 臺北市法規 

（一）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

tion.aspx?LawID=P03D1005-20161213&RealID=17-07-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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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

tion.aspx?LawID=P17G4003-20170206&RealID=17-07-2009 

（三）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考核作業要點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

tion.aspx?LawID=P03D2016-20161128&RealID=17-07-2010 

（四）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審議原則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

tion.aspx?LawID=P17G2013-20170515&RealID=17-07-2013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7G4003-20170206&RealID=17-07-2009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7G4003-20170206&RealID=17-07-2009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2016-20161128&RealID=17-07-2010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2016-20161128&RealID=17-07-2010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7G2013-20170515&RealID=17-07-2013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7G2013-20170515&RealID=17-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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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金運用探討 

第一節  基金運用情形 

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現有 22 個專戶(24 個重劃

區)，截至 106年 10月基金餘額約 380億元，累計投入約 88.9億元供各

該重劃區建設、管理或維護之用，該基金自 91 年成立運作以來，截至

106 年 10月累計補助各機關學校辦理 223 項工程，涵蓋道路、人行道、

污水下水道、公園、廣場、區公所及校園等整建或維管，及區民活動中

心、公務機關之建築物興建等，對於促進臺北市市政建設與都市發展、

更新改善公共設施、回饋重劃區及提升區內居民福祉等貢獻卓著。 

臺北市政府為妥善運用各重劃區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增進市民福祉，

於 89年 8月 15日召開研商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盈餘款改設基金方式

運作會議，決議成立基金方式運作，並訂定「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

售盈餘款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以提升執行績效。管理委員會

任務包含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之收支核計及保管運用、各機關申請動支抵

費地出售盈餘款計畫及預算之審議，及各機關執行抵費地出售盈餘款之

督導考核等事項。 

臺北市政府 105年 12月 13日府法綜字第 10534548500號令公布修

正「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自 106年 1月 1日起接辦抵費地基金，為建立通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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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機制，使基金運用發揮更大效能、政府施政符合市民需求，經參考

歷年委員會審議提案決議情形，於 106年 5月 15日函頒「臺北市土地重

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審議原則」，包含合法性、合理性、公益性及可

行性等 4 項審議重點，透過「提案機關自檢─工作小組初審─委員會審

議」三階段程序，使各權責機關就重劃區內公共設施或公有建築之增加

建設、管理或維護申請補助充分運用經費，邁向「營造優質環境」之目

標，實現居民有感的地區改造方案，提升公共服務效能，並朝「成為宜

居永續城市」之願景大步邁進。 

 

第二節  實務統計分析 

本研究整理 89年至 106年 10月 31日委員會決議提案內容，分別以

「提案概況」、「委員會決議結果」、「經費補助方式」、「同意補助提案數

與補助金額比較」、「提案數與專戶可支用金額比較」等 5 大面向，呈現

該基金管理委員會歷年決議狀況，研究成果可供未來機關申請提案、委

員會決議及法規修正之參考。 

一、 提案概況 

該基金管理委員會自 89年起共審議 439案機關提案，其中 350

案提案經由管理委員會做成同意補助或不同意補助經費之決議，同意

部分共計 290案，不同意部分共計 60案，分別占 83%及 17%，不同意

比例約占 1/5(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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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抵費地基金委員會審議提案狀況比例圖 

二、 委員會決議結果 

以重劃區專戶，統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圖 4），松山二期提案數量

最多，經委員會決議提案共計 71件，決議同意補助 64件，不同意補

助 7 件，該重劃區機關學校甚多，如信義區行政中心、博愛國小等，

多處機關涉及民眾相關業務，維護及管理需求高。另該區有較多新建

工程如消防局莊敬分隊、地政暨災害應變中心聯合辦公大樓等，補助

金額較大，經委員會討論次數亦較多。區內公園綠地面積廣大，常有

修繕工程，另有多處闢建工程，致該區提案量最高，居於群首。 

另統計結果，以內湖五期重劃區經委員會決議不同意補助比例最

高，為 50%，內湖五期經委員會決議僅有 2案，不同意 1案已占半數。

木柵二期不同意補助比例次高，達 33%，其中新工處及文山區公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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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起陸續申請私有建築退縮無遮簷人行空間之相關管理維護費用，

經權責機關新工處評估仍屬堪用狀態，另該案申請補助範圍為私有產

權，該空間是否即為公共設施須經內政部函釋確認，故經委員會決議

不同意計有 5次。另木柵二期由新工處於第 92、93、96次委員會申請

萬壽路用地取得，該本金第 60次委員會決議「計畫之管理、維護與補

償（含地上物、土地徵收）等費用原則不予補助」，故基於一致性原則，

請申請機關循公務預算程序辦理，故經委員會決議不予補助計有 4

次。 

 

圖 4  各重劃區專戶抵費地基金委員會決議結果分布圖 

以提案年度，統計委員會決議結果（圖 5），90年提案數量最高，

經委員會決議提案共計 49件，決議同意補助為 47件，不同意補助則

為 2件。該年度之提案計畫最多係因 90 年度提案計畫係編列於 91年



21 

度預算，然而 91 年成立抵費地基金，各機關提案踴躍。94 年及 102

年委員會決議不同意補助比例最高，分別為 40%及 56%，94 年係因較

多徵收道路用地及道路拓寬工程案，經委員會決議循公務預算辦理不

同意補助；102 年不同意補助比例高係因本市學校申請校內硬體設施

之維護管理，且公益性不足，惟本市 91年成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故

學校之增置、擴充及改良資產支出可循該基金申請補助，經委員會決

議不同意。 

 

圖 5  各提案年度抵費地基金委員會決議結果分布圖 

以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之 1運用項目，統計委員會決議

結果（圖 6），第 6 款（公有公共建築物，26%）經委員會同意比例最

高，其次為第 1 款（道路、溝渠，18%）、第 4款（鄰里公園，17%），

該 3 項運用範圍合計占委員會決議同意比例 61%，係因公有建築物、

道路、溝渠、鄰里公園所占公共設施用地比例高，民眾使用率高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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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管理需求大。另委員會決議不同意部分（圖 7），第 10 款（用地取

得，27%）經委員會不同意比例最高，其次為第 6款（公有公共建築物，

17%）、第 1款（道路、溝渠，10%），其中第 10款之用地取得，因所需

經費較為龐大，重劃區盈餘款有限之情況下，經第 60次委員會決議「地

上物、土地徵收計畫之管理、維護及補償等費用原則上不予補助」，故

委員會不同意比例高。 

 

三、 經費補助方式 

抵費地基金補助方式分為編列「預算」及「併決算」2 種，依臺

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管理考核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

「使用計畫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應詳填使用計畫之各項明細表，

逕送地政局彙編入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附屬單位概

圖 6  各款運用項目抵費地基金委
員會決議同意補助比例圖 

圖 7  各款運用項目抵費地基金委
員會決議不同意補助比例圖 



23 

算。」，提案機關之提案計畫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即編列下年度預算。

惟如遇具急迫性且需於當年度進行工程者，提案機關之提案計畫因無

法編列於當年度預算，則依上開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各機關如於年

度進行中，有急迫性，需於當年度辦理之使用計畫，而無法依第二點

及第四點規定辦理者，應專案報本府核准，並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將其所需經費，併入抵費地基金決算辦理。」，故經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以併當年度決算辦理，提案機關得於當年度進行工程。 

統計委員會同意補助經費方式，預算比例最高（207 件，71%），

其次為併決算（83件，29%），併決算所占之比例甚高，接近 1/3。經

深入探討併決算之第 84條之 1運用項目分布情形，第 6款併決算比例

最高（公有公共建築物，29%），其次為第 4款（人行道，19%）及第 8

款（重劃區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19%），其中第 6款之公有建築，因

多處公有建築為受理民眾辦理案件較多之為民服務機關，如行政中心，

在使用率高之情況下，修繕較為急迫，故併決算比例最高。第 4款鄰

里公園部分，多處公園接獲民眾陳情反映，公園內部樹木茂密環境陰

暗，造成婦女及兒童產生安全疑慮，或因欠缺整體規劃造成噪音問題

等，區公所及公園處在公務預算不足以支應且急迫之情況下，於第74、

75 次委員會通過公園改善工程計 11 件，以併決算方式辦理。另外，

提案資料顯示第 3款（人行道，13%）及第 8款（重劃區直接受益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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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道路，19%）常併列申請補助之法源依據，係因多處道路及人行道為

重劃區範圍外之聯外道路性質，且具急迫性需維護管理，故以併決算

居多。由上述資料得知，併決算案件中，如需維護管理之公共設施與

居民生活密切相關，提案機關為立即改善公共設施不良情形，改善民

眾生活品質，故以併決算方式辦理比例高(圖 8)。 

 
圖 8  抵費地基金委員會決議同意之經費補助方式（含併決算之各項運

用項目）比例圖 

 

以各重劃區專戶統計委員會同意補助經費方式，內湖六期、大安

一期、南港一期併決算比例最高，分別為 52%、50%及 50%。南港一期

係因委員會決議僅有 2案，不同意為 1 案已占半數。內湖六期併決算

比例最高，係因該區車流量多容易造成交通壅塞，且本區為科技園區，

為住商混和式區域，原有派出所警力不敷維護，故聯外道路、交通工



25 

程及新建派出所需求高。大安一期則因臥龍街及富陽街人行道改善工

程之故，人行道案具急迫性，併決算比例較高(圖 9)。 

 

圖 9  各重劃區專戶抵費地基金委員會決議同意經費補助方式分布圖 

以提案年度統計委員會同意補助經費方式，顯示併決算案件集中

於 93~99 年間，且於第 14 任臺北市長 99 年競選連任前之 97 年及 98

年併決算案件最多 (圖 10)。 

 
圖 10  各年度抵費地基金委員會決議同意經費補助方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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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意補助提案數與補助金額比較 

以提案年度，統計同意補助提案數與補助金額比較，93年委員會

同意補助金額最高，高達 43億 1,470萬 3,940元，係本府為因應災害

及籌建具備「避災、耐災」及現代化應變中心，由當時本府地政處土

地重劃大隊（現為土地開發總隊）提案興建本市地政暨災害應變中心

聯合辦公大樓，及配合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增進內湖區市民身心健康，

由當時本府體育處興建聯合廠商交流服務及休閒運動之綜合大樓。以

委員會同意補助提案數分析，90 年、93 年至 94 年、97 年至 98 年呈

現 3 個高峰期（圖 11），其中以 90 年為最高峰，同意提案數量達 47

件，90年度提案係編列 91年度預算，適逢 91年將成立抵費地基金，

當時各機關提案踴躍。但抵費地基金整體補助提案數及補助金額仍呈

逐年下滑趨勢，至 106年提案數僅為 4件(圖 12)。 

 

圖 11 各年度抵費地基金委員會同意補助提案數與補助金額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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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各年度抵費地基金委員會同意補助提案數與補助金額趨勢圖 

 

以申請機關，統計同意補助提案數與補助金額比較，民政部門（民

政局、社會局、地政局、區公所等）委員會同意通過之提案數及補助

金額最高，案件數達 136件，補助金額 40.75億元。提案量以工務部

門 91 件居次（工務局、都市發展局等），補助金額則以財政建設部門

（產業局、資訊局、自來水處）20.83億元居次。 

民政部門提案數及補助金額最高，可能因區公所權管之工程含部

分 8 米以下道路修繕、鄰里公園修繕與闢建，且區公所亦為行政中心

大樓主責管理機關，維管需求相對高且申請提案次數多，亦較為熟悉

抵費地基金運用範圍及申請動支程序。工務部門則因新工處、衛工處

及公園處權管之公共設施用地範圍面積廣大（新工處為道路用地；公

園處為公園用地），同意提案數量多且工程金額較高。教育部門則因

94年成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後，學校之增置、擴充及改良資產支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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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該基金申請補助，多次經委員會決議不同意，故委員會同意提案少。

警政衛生部門及交通部門則因管有較少市有土地，提案量及金額少（圖

13）。 

 

圖 13  各申請機關受同意補助提案數及補助金額比較分析圖 

 

五、 提案數與專戶可支用金額比較 

以各重劃區專戶，統計提案數與專戶可支用金額比較，其中內湖

五期及南港一期提案量均少但專戶尚可支用數高，內湖五期、南港一

期分別尚有 20.94 億元及 19.86 億元，但其歷來提案量僅為 2 件及 3

件。另南港二期迄未有提案，專戶可支用數尚有 3.42億元（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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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各重劃區專戶提案數與專戶可支用金額比較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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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題與對策 

第一節  面臨問題 

藉由前面章節統計分析，委員會決議結果、經費補助方式、同意

補助金額與總體提案量均有明顯差距情形，整理以下問題： 

一、 部分案件類型受委員會多數決議不同意補助 

（一） 提案內容欠缺公益性或必要性者，委員會不同意比例甚高 

以消防局申請「內湖科學園區建置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委託

研究規劃案」為例，該案主要研究消防安全管理中心之永續經

營，故經委員會決議不同意，因該案僅研究規劃性質，請由消

防局循年度預算辦理。另如南湖高中申請「臺北市立南湖高級

中學低壓改善工程」，該案為水電配管及分表區域性用電切割，

因公益性不足，經委員會決議不同意補助，由該校循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支應。主因申請機關僅就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之 1條文內容進行檢核，並未就工程之公益及必要性進行評

估分析，但抵費地基金主要用途目的為回饋重劃區做為公共設

施新增或維護、管理之用，計畫內容必須具備公益性及必要性，

不容忽視。 

（二） 用地取得經費多半決議不予補助，易受質疑適法性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之 1 第 1 項第 8 款「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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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與排水設施及其他公共建設工程」

及第 10 款「地方政府視財源狀況及實際需要認定必要之第八

款用地取得」機關得申請抵費地基金之用，惟實務上用地取得

所需金額龐大，106 年以前委員會尚未制定審查機制，委員會

基於一致性多半決議不予補助，此情形易遭民意代表質疑其法

有明定，卻不予補助之適法性。 

二、 93~99年間併決算案件比例高，但實際於當年度執行完畢比例低 

具急迫性之併決算計畫須於當年度執行完畢，倘無法執行完畢本

局須列管進度，機關需就其執行進度、經費支用與結存情形、執行進

度落後原因、相關改進措施等彙提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但實務上機

關併決算案件於當年度即執行完畢者甚少，多半因工程延宕，甚至隔

年或後年才完成，與併決算案件其提案計畫應具急迫性，有實際執行

上的差異。另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資本支出預算執行要點」規

定，附屬單位預算所列之捐助及補助款用於固定資產建設、改良及擴

充計畫者，應列入受補助機關資本支出考核範圍，且規定各機關執行

資本支出預算之實際執行率未達 80%者，除不可控制因素外，均應予

懲處，故各機關應視其執行力充分判斷是否以併決算方式申請抵費地

基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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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爭議案件經委員會反覆討論，審查標準欠缺一致 

該類案件如私有退縮無遮簷人行道空間案，經新工處及文山區公

所多次提案，亦經議員多次協調申請抵費地基金支應，但案須經內政

部函釋該類案件是否為公共設施，歷次委員會審查標準不一致，決議

紊亂，易造成審議案件費時費力，成效不彰情形，且不利於對外溝通

說明。 

四、 新建公有公共建築補助金額高，易排擠其他維護管理經費 

提案計畫如涉及公有建築新建工程，委員會決議通過金額甚高，

如土地重劃大隊申請「興建本市地政暨災害應變中心聯合辦公大樓」，

金額高達 24億餘元，體育局申請「內湖區市民運動中心暨科技園區服

務中心新建工程」，金額高達 6億餘元，另尚有警察局申請「文德派出

所」、「西湖二派出所」新建工程，消防局申請「莊敬分隊」新建工程，

如該重劃區專戶可支用金額有限，金額所占專戶比例高，恐排擠其他

尚需維護管理之公共設施經費。 

五、 提案量逐年下降，機關申請提案意願明顯降低 

抵費地基金由 90年提案 47件至 106年僅提案 4件，下降趨勢甚

大，期間雖稍有波動，但整體仍呈現下滑狀態，機關申請提案意願明

顯降低。研究發現亦有部分重劃區專戶可支用金額充足但提案較少（如

內湖五期、南港一期、南港二期）及部分機關提案量較少（如警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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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門及交通部門）之情形，如何推動機關評估申請抵費地基金支應

造福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使抵費地基金發揮最大效能，係為重要

之課題。 

 

第二節  解決對策 

綜上，本研究以「委員會決議結果」、「經費補助方式」、「同意補

助金額」、「爭議案件」、「總體提案量趨勢」5 大面向並歸納出 6 大課

題，內容如下: 

一、 委員會決議結果 

(一) 課題 1:提案內容欠缺公益性或必要性者，委員會不同意補助比 

例高 

對策 1：建立審查機制，發揮基金運用更大效能 

1、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為健全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申請動支抵費地

基金之審議作業，使基金運用發揮更大效能，施政符合民眾需

求，而建立審查機制。經參考過往提案准駁情形，衡酌各重劃

區專戶可支用數額及財務狀況，106年 5月 15日函頒實施「臺

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審議原則」，提案機關先

行就計畫內容之合法性、合理性、公益性及可行性於提案檢核

表中進行檢核，地政局於召開委員會審議前，邀集抵費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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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成員先行召開初審會議，並就提案機關自檢結果逐項

複檢，做成初審意見供委員會參考。委員會則參考自檢及初審

結果進行審議，以提升「機關提案─工作小組初審─委員會審

議」三階段作業效能。 

2、提案機關於檢核表中分項檢視計畫內容是否健全，針對合法性、

合理性、公益性、可行性等 4項審議重點詳實確認內容，並勾

選「符合」、「不符合」或「不適用」項目。審議重點部分，其

中「合法性」即檢視提案是否符合法令依據；「合理性」是對

於基金補助限制加以檢視，免於經費運用不力，另明列用地取

得最高補助額度標準，合理限制用地取得金額範圍；「公益性」

即工程對於當地之貢獻程度，另外提案如導入智慧運用、生態

環境及防災設施可提升其附加價值；「可行性」則就提案經費、

過去申請績效及地方需求檢核，做為該機關執行可行性之參考。

如此雙重檢核可使提案內容更具可行性，並更為符合民眾需求，

提升重劃區內民眾生活品質（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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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提案檢核表 

(二) 課題 2:用地取得經費多半決議不予補助，易受質疑適法性 

對策 2:於審議原則明列最高補助額度標準，合理限制用地取得

金額上限 

1、用地取得案件經委員會多次討論，91 年間養工處為辦理中山

區北安段三小段 27-1 等 4 筆地號施作排水設施工程及徵收土

地，經第 54 次委員會決議，該案所需經費龐大，由於該重劃

區經費有限，在財務上已具不可行性，請養工處就受益與服務

對象負擔比例之公平性納入考量，並評估替代方案。另財政局

（抵費地基金前管理機關）為便利各機關申請動支抵費地基金

計畫及審查，訂定「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經費審

查原則（草案）」，經第 60 次委員會裁示，計畫之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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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補償（含地上物、土地徵收）等費用原則上不予補助，並請

參考各委員意見，衡酌計畫之重要性、預期效益與各重劃區所

剩款項情形，檢討研訂個案補助限額。另於第 64 次委員會決

議，應徵收之道路用地及道路拓寬工程應循公務預算程序辦

理。 

2、106年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接管抵費地基金後，為衡平平均地權

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9 款工程與第 10

款用地取得費用間之分配適當性，經參考歷年基金管理委員會

提案審議情形，並斟酌各重劃區專戶盈餘款可支用數額及基金

財務狀況，函頒實施「臺北市土地重劃抵費地出售盈餘款基金

審議原則」，其中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1項第 10款之用地

取得部分，依審議原則「合理性」第 1項已明定每重劃區補助

額度不得超過其專戶 106年度可支用數 5%，且每案不得逾新臺

幣 1億元，申請機關得以在明定限額內申請支應用地取得費用。

實施審議原則後，新工處於 106 年度申請「萬壽路擋土牆(含

護欄)加強等工程及用地取得」，該處前於第 92、93、96 次委

員會申請抵費地基金支應該案用地取得費用，但委員會均參照

第 60 次委員會裁示不補助土地徵收補償費之決議，經由落實

審議原則，該處依據 4大審議重點自行檢核，最後經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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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解決長年來不予補助用地取得費用而遭民眾陳請及議

員關切之情形。 

二、 經費補助方式 

課題 3:93~99年間併決算案件比例高，但實際於當年度執行完畢比例低  

對策 3:各受補助機關併決算案件之執行力亦作為委員會審議之依據，

並依市議會綜合決議檢視辦理 

(一) 為解決併決算案件過多且多半進度延宕情形，99 年間經第 80

次委員會裁示，未來抵費地基金核准申請補助案件，應將以往

各受補助機關併基金決算案件是否過多等因素，列為參考指

標。 

(二) 抵費地基金審議原則「歷年計畫執行績效表」中列有預算、併

決算年度及執行狀況等欄位，提案機關提案時需覈實填寫，機

關執行力狀況亦作為委員會審議之依據。 

(三) 部分提案有先行辦理當年度併決算，再另案辦理跨年度預算之

情形，當年度工程先行決標造成行政程序不合，且辦理跨年度

預算有違具急迫性併決算之意旨，理應照程序編列預算。為避

免先行決標再提預算，經市議會 105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審議意見綜合決議，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

如須以補辦預算或併決算方式辦理者，除財源由中央補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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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緊急災害事項外，不得辦理跨年度預算。未來提案機關申請

併決算案件，不得再編列跨年度預算辦理該項工程，可有效控

制併決算數量，加強各機關執行力。 

三、 同意補助金額 

課題 4:新建公有公共建築補助金額甚高，易排擠其他維管經費 

對策 4:建議於審議原則明列新建公有公共建築最高補助額度標準，合

理限制補助金額範圍 

目前審議原則僅有針對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之 1 第 1

項第 1款至第 9款工程與第 10款用地取得明定補助限額標準，新建公

有建物工程亦屬高額補助，建議未來可視提案審議情形，如有設定限

額標準需求，再研議於審議原則新增對於金額較高之補助項目設定限

額標準，以不排擠補助其他尚有維管需求之設施為原則。 

四、 爭議案件 

課題 5:私有無遮簷退縮人行道空間補助爭議大，審查標準欠缺一致 

對策 5:建議於審議原則增加公有土地及公有建築之檢核項目 

重劃區內私有建築退縮無遮簷人行空間之管理維護費用，是否符

合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之1規定之抵費地盈餘款運用範圍，

前經抵費地基金原管理機關財政局於 104 年函報內政部，經該部 104

年 5月 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0415032號及 5月 22日內授中辦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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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0418046號釋示，抵費地盈餘款運用應以公共設施為限；另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4年 6月 17日北市都規字第 10435242700號函指

私有建築基地退縮無遮簷人行空間非屬都市計畫法認定之公共設施用

地。惟審議原則「合法性」僅針對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條之 1

之運用項目進行檢核，易忽略工程位置是否位於公共設施用地，建議

未來可於檢核表增加公有土地及公有建築之檢核項目，申請機關可先

自行檢核。 

五、 總體提案量趨勢 

課題 6:提案量歷年下降，機關申請提案意願明顯降低 

對策 6:建議鎖定客群，提供相關圖資予提案需求機關，以利其申請基

金補助，使基金得以有效運用於重劃區 

(一) 鎖定客群：每年 1月公文函知對象除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外，增

加各重劃區內公共設施之權責機關及學校，並適時提市政會議

報告案，以促管理基金積極申請，提升重劃區環境品質。 

(二) 提供重劃區圖資：公文函附重劃區範圍圖，並標示區內公共設

施及公有建築，加強權責機關注意。 

(三) 導入智慧生態設施: 透過設計競圖及在地工作坊，徵求各界就

公共設施或公有建築及周邊環境，提出融合智慧運用、生態環

境及人文藝術等提升生活品質的可行方案 ，並協助權責機關

提出具體提案內容，以申請抵費地基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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