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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加「重劃」，創造宜居新農村 
摘要 

鑒於臺灣地區都市化之快速發展，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與老化，鄉村

地區住宅窳陋衰頹、閒置或棄置情形普遍；農村社區公共設施之維護資

源缺乏，使地方既有文化特色、自然生態與景觀風貌日漸喪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為促進農村活化，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恢復農村

居民在地居住尊嚴，以達建設富麗新農村之目標，推動「農村再生」，

作為施政之重要課題。 

為積極擴展農業在生產、生活及生態等層面之多元功能，提供優質

安全的農產品、自然舒適的休閒農業、和諧永續的生態環境，協助鄉村

結構逐漸轉型，並解決當前鄉村青年人口外流日益嚴重，而且農業自由

化使鄉村發展及其競爭力遭受衝擊等問題，因此改進農業生產方式、改

善農村生活及維護農村生態環境，創造農村經濟活力，促進農村社區再

生，縮短城鄉差距，成為農村發展刻不容緩之課題。 

由內政部主政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係將一定範圍內雜亂不規

則之地形、地界和畸零細碎不合經濟使用之土地，配合整體規劃，透過

重劃方式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讓聚落閒置空間髒亂破損等問題，

透過計畫加強綠美化整治，空間再利用，創造附加價值；提供社區居民

更好的服務及關懷，提昇在地之農村生活環境之品質。 

本研究目的係透過研析「農村再生」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政策

之特性，分析實際案例，結合中央不同部門不同政策，提供跨領域結盟

方式，作為本市建構農村再生社區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參考，期望

透過此研究，營造本市優質的農村生活環境。以「土地重劃」達「農村

再生」之目標。 

藉由「農村再生」凝結的社區意識，由下而上，提供更適宜的規劃

方式，更符合當地文化及文創精神；硬體及產權部分，則透過重劃方式

改善，解決共有產權，提供完善公共設施，建造一個更友善更有人情味

的新農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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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加「重劃」，創造宜居新農村 

壹、 研究緣起與目的 
一、 研究緣起 

鑒於臺灣地區都市化之快速發展，農村人口大量外流與老化，

重要原因為農業在國家政策的重要性降低，形成被忽略的區塊，當

中的關鍵係農村地區規劃長期無法定位階，以致功能不彰。且農村

發展缺乏具有前瞻性、完整性、永續性的發展藍圖，及強而有力的

法源依據，作為推動農村發展的基本動力。 
農村環境通常具有良好的自然生態與風貌，但因長期未受保護

及重視，不論在生產或生活空間，遭受許多破壞與污染，而產生環

境景觀上的不協調。部分農村在追求發展時，常因缺乏引導，而興

建許多無法與農村景觀協調的設施或構造物，例如水泥鋪面、鐵皮

屋或新、舊建築雜處等，造成生態破壞，讓優美的農村風貌與環境

漸失。 
推動農村發展須朝多面向發展，包含產業、土地利用、環境、

社會、文化與經濟等面向，以整體性的觀點推動。然而受限於政府

部門原有編制，往往由各部會（如農委會、經濟部、交通部、文化

部、內政部及教育部等）各自依政策目的需要，以不同的行動計畫

及方案推動，缺乏以農村為主體的思維，而相關建設資源的運作及

掌握亦無法整合及有效應用，並未切合農村需要。因此，若由農業

中央主管機關統合現行農村各項建設計畫，整合農村規劃與建設相

關資源，以達資源整合及有效應用效果。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為愛台 12 建設「農村再生」的一環，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結合農村再生計畫，透過地政手段改善生活環境及解決

地籍複雜、凌亂問題，再結合農村再生「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社

區自治、軟硬兼顧」推動策略，使土地所有權人能有效改善土地產

權糾紛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創造再生農村。為使農村建設資源作

更有效利用與整合，內政部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時配合農委會農

村再生計畫之推動，應可達雙贏之效果。 
近年來已有政策大力推動社區營造，並積極投入農村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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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育，促使部分農村地區居民對自我社區之認知與營造知能與日

遽增，然仍有極多數的農村社區組織缺乏輔導與培育，因此農村人

力的培育仍是未來農村發展之重點，持續建立農村「由下而上、自

主參與」的制度十分重要。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立法精神，積極推動

農村再生工作，期能美化農村景觀，維護農村生態與產業文化，提

升農村居住與生活品質，活絡在地經濟活動，恢復農村居民在地尊

嚴，促使農村活化再生，而達到富麗新農村的目標。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係透過研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農村再生」政

策及內政部主政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政策特性，分析實際案例，

結合中央不同部門與政策，提供跨領域結盟方式，作為本市建構農

村再生社區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參考，期望透過此研究，向中

央爭取補助經費，營造本市優質的農村生活環境。 
貳、 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鄉村地區住宅窳陋衰頹、閒置或棄置情形普遍，政府透過重劃

方式改善此類情形，從原先試辦「農村社區更新」到後來分年實施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並於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公布施行「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及 92 年 8 月 26 日發布「土地所有權人辦理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法」，作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依循。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係將一定範圍內雜亂不規則之地形、地

界和畸零細碎不合經濟使用之土地，配合整體規劃，透過重劃方式

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讓聚落閒置空間髒亂破損等問題，透過

計畫加強綠美化整治，空間再利用，創造附加價值，提供社區居民

更好的服務及關懷，以提昇農村生活環境之品質。 
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3 條規定，農村社區得因區

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需要，適度擴大範圍。為縮短城鄉發展

差距，改善農村生活環境，透過重劃方式適度擴大社區範圍，整體

規劃改善社區道路、排水系統、人文、自然景觀，及取得並興闢廣

場、停車場、公園等公共設施，並配合辦理地籍整理、土地交換分

合，以改善經界不明、權屬複雜、利用不易等問題。因此，農村聚

落即可能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需要，於辦理農村社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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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劃時，適度擴大社區範圍及納入周邊農業用地。 
然因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之重劃範圍勘選及「適度」擴大

問題，對於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理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備受質疑，有

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監察院前於 100 年 5 月糾正內政部，在

糾正文中提到：「對於可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農村社區，其法令

規範未臻周妥完備，致申請人僅須以數棟公寓或集合住宅，即可符

合辦理重劃之條件，對於改善既有農村社區生活環境之整體效益不

彰，亦造成部分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藉土地重劃之名，實際

卻以獲取開發利益為目的；又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有被任意

擴大之情事，該部明知已造成大片農業用地遭變更為建築用地之問

題，卻猶未研定具體審核標準；此外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儼然

為變相之住宅社區開發方式，形成農村都市化，並嚴重侵蝕優良農

業用地，顯見該部對於現行法令規範及審議機制未臻周延完備等，

均核有違失。」其糾正事實與理由包括： 
一、內政部對於可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農村社區，其法令

規範未臻周妥完備，致使申請人僅須以數棟公寓或集合住宅，即可

符合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條件，對於改善既有農村社區生活環

境之整體效益不彰，亦造成部分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藉土地

重劃之名，實際卻將毗鄰農業用地併入重劃範圍進而變更為建築用

地，以獲取開發利益為目的，明顯悖離立法意旨，核有疏失。 
二、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相較於公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顯有被任意擴大之情事，內政部明知其已造成大片農業用地遭變更

為建築用地之問題，惟在地方政府因現行法令缺乏明確規範多次函

請釋示之際，卻猶未研定具體審核標準，供各地方政府據以遵循，

核有怠失。 
三、近年來，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申請案件數有大幅增加之

趨勢，惟其多係為都市住宅需求及吸引外來人口居住，儼然為變相

之住宅社區開發方式，形成農村都市化之實景，並有嚴重侵蝕優良

農業用地之情事，顯見現行法令規範及審議機制未臻周延完備。 
為回應上述問題，內政部業於 100 年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變更案件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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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面積 10 公頃以上或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收回內政部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倘僅以數棟公寓或集合住宅，即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者，由於不能符合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之條件，審議後均未能取得開發許可。迄 101 年 10 月 16 日止，內

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收回審查案件計 8 案，尚未有取得開發許可之

案件。顯見內政部已從法令面、政策面加強，以消彌社會對自辦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所產生的不良觀感。 
改善農村環境除透過重劃方式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促進農

村活化，提升整體發展，恢復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以達建設富

麗新農村目標，積極推動「農村再生」，作為施政之重要課題。使地

方既有文化、自然生態與景觀風貌，能呈現當地既有特色與形象。 
為積極擴展農業在生產、生活及生態等層面之多元功能，提供

優質安全的農產品、自然舒適的休閒農業、和諧永續的生態環境，

協助鄉村結構逐漸轉型，並解決當前鄉村青年人口外流日益嚴重，

且農業自由化使鄉村發展及其競爭力遭受衝擊等問題，因此改進農

業生產方式、改善農村生活及維護農村生態環境，創造農村經濟活

力，促進農村社區再生，縮短城鄉差距，成為農村發展刻不容緩之

課題。 
「農村再生條例」於 99 年 8 月 4 日公布施行，為朝向社區自主

目標，且符合擬訂農村再生計畫前，應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訓

練規定（條例第三十條），培根計畫以「農村再生、先做培根、培根

做好、根留農村」為培訓目標，期望能達成「由下而上、計畫導向、

社區自治、軟硬兼施」。培根計畫課程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依序由「關

懷班（識寶）」、「進階班（抓寶）」、「核心班（展寶）」與再生班（享

寶），完成四階段課程，訓練在地人力，研提屬於社區的農村再生計

畫，逐步實現未來發展願景。 
圖 2-1：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四階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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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內容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從政府文獻或以前的調查蒐集現成的資訊進行分析。資料來源包括：

公部門報告、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分析步驟為：閱覽與整

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ifying）
及詮釋（Interpretation）。透過上述程序，分析及結合「農村再生」

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政策與發展，架構更完整的農村營造方式。 
 
 圖 3-1：本研究概念圖 

 

二、 研究內容 
本文嘗試從「農村再生」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兩政策之立

法目的、推動流程和相關實例進行研析，比較和探討不同政策結合

後，取各自優點，以提供實務上執行方式，建構本市未來宜居新農

村的模式。 
（一） 農村再生政策與案例 

1. 農村再生政策：99 年 8 月 4 日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以
下簡稱農再條例)，為推動農村再生的法律依據。重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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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農村再生之目的：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

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

質，建設富麗新農村（農再條例第 1 條）。 
(2) 農村社區之定義：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及

其鄰近因整體發展需要而納入之區域，其範圍包括原住

民地區（農再條例第 3 條第 1 款）。 
(3) 農村再生發展區之定義：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農

村發展需要，擬訂計畫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土地

活化管理之區域（農再條例第 3 條第 1 款）。 
(4) 農村再生活化之推動原則（農再條例第 4 條）： 

A. 以現有農村社區整體建設為主，個別宅院整建為

輔。 
B. 實施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空

間再利用，整體規劃建設。 
C. 創造集村居住誘因，建設兼具現代生活品質及傳統

特質之農村。 
 
農村再生條例及其機制設計強調兼顧「由上而下」及「由

下而上」的規劃理念，係以國家及社區各自扮演的角色位階

觀點來看，國家由上而下規劃指導，社區由下而上自主發展。

而培根計畫的延續和加入，顯示農再條例非常重視農村人力

之培育，在農村社區完成課程訓練後，以作為參與農再機制

之基礎。為朝向社區自主目標，社區應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

計畫訓練，培根計畫以「農村再生、先做培根、培根做好、

根留農村」為培訓目標，期望能達成「由下而上、計畫導向、

社區自治、軟硬兼施」。培根計畫課程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依

序由「關懷班（識寶）」、「進階班（抓寶）」、「核心班（展寶）」

與「再生班（享寶）」，完成四階段課程，訓練在地人力，研

提屬於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逐步實現未來發展願景，呈現

各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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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培根計畫四階段課程目標圖(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2. 農村再生案例：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網站查詢

「培根成果統計」，統計結果累計迄今為止，全國培訓社

區共 2192 筆（關懷班 497 筆，進階班 381 筆，核心班 382
筆，再生班 280 筆），完成四階段共 652 筆；其中本市完

成四階段社區總數共計 66 區，本研究挑選極具特色的「外

埔區永豐社區」作為農村再生案例呈現。 
(1) 永豐村：俗稱虎仔腳瘡，此地形狀如一隻睡虎的臀部而

得名。位於外埔區東方因開鑿水利的關係，舊稱頂六分，

民國 34 年台灣光復後，頂六分改為永豐村，因灌溉用

水充沛，常使五穀豐登為祈福蔭久長而取名永豐。 
 
 
 



 

8 
 

    圖 3-3：永豐社區虎腳庄農夫市集邀請函 

 
(2) 社區人口數約 1400 人，主要族群為閩客參半，社區發

展重點及工作項目包含： 
A. 休閒農業區深度旅遊體驗。 
B. 鐵馬環鄉，建構自行車與產業串聯旅遊網推動休閒

觀光。 
C. 集多功能農業生產生態生活休閒之優質社區。 
D. 推動有機農業打造無污染環境。 
E. 全村綠美化。 

其中地產地銷的社區農夫市集「虎腳庄農夫市集」最廣

為人知，虎腳庄農夫市集是農村再生計畫的實際行動，由在

地小農自己組成團體，自己購買自己的帳棚，自己籌畫自己

的未來。農夫市集強調從農場到餐桌的最短食物里程，所謂

食物里程是指食物從農場到消費者的購買地所運送的距離，

希望消費者能用最直接、短距離購買當地當季的食物。 
虎腳庄農夫市集是透過農民的凝聚，將自己農產品透過

市集行銷，達成地產地銷的產銷活動，讓消費者在產地直接

與農民接觸，直接了解食物生產過程，重視農藥使用安全，

將農民自家菜呈現在消費者的面前。市集的形成讓農民考量

食物安全的議題，將安全健康的食物親手賣給消費者，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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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食物的交易更是人與人近一歨的信任，藉由人與人的再

次感動，讓社區的人們再次凝聚，營造一個友善的社區。 
一個讓消費者重視作物與土地，土地與環境的關係，這

也是市集另一個環境教育功能，其中還包含農業知識及安全

食物的教育功效，因此農夫市集不僅幫助小農的產銷問題，

也是地產地銷、農學教育、以人為本的在地行動。 
（二）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政策與案例 

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主要依據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總統公布實施「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辦理。重要規定如下： 
(1)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目的：為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以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理利用，改善生活環境(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1 條)。 
(2) 農村社區之定義：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之鄉村區、農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條例第 3 條)。 
(3) 主管機關及協辦單位：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2 條）。另為便於推動重劃業務，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應

設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其次，得於實施重劃地

區之鄉(鎮、市、區)設置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協助辦

理農村社區更新及土地重劃之協調推動及成果維護事

宜。又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得聘請專家、學者參與規劃、

諮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4 條）。 
(4)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理情形： 

A. 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理利用需要。 
B. 實施農村社區更新需要。 
C. 配合區域整體發展需要。 
D. 配合遭受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

損壞之災區重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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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辦理階段（自先期規劃開始至重劃建

設完成，期程約 4 年）： 
A. 先期規劃。 
B.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 
C. 重劃計畫書核定及公告。 
D. 工程設計與重劃建設。 
E. 測量及地籍整理。 

(6)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預期效益如下： 
A. 各宗土地均成坵塊方整，面臨道路，適合建築使用

之土地，提高土地價值。 
B.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屬集村方式，可統一施設自來水、

電力桿線、電信桿線，避免散村個別施設造成之成

本浪費。 
C. 透過土地交換分配，整理地籍，消除產權共有問題

並減少土地經界糾紛。 
D. 增置農村社區休閒公園、綠地、廣場及配合產業，

需要之集貨場、多功能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用地，

完成各項公共設施建設，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E. 發展休閒農業，增加社區居民收入，增進社區活力。 

2.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例：本研究挑選的農村社區案例為民

國 98 年完成的「霧峰區北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以下

為該社區的簡述。 
(1) 地理位置：北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為臨近中投公路丁

台交流道及中二高霧峰交流道，毗鄰亞洲大學之生活圈，

周邊有老鼠窟排水與南勢圳支線灌溉排水環抱，為一典

型農村聚落。總面積共計 1.53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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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台中市 

霧峰區 

圖 3-4：北勢農村社區地理位置圖 

 
 
 
 
 
 
 
 
 
 
 
 
 
 

 
(2) 公共設施：重劃後規劃公共設施內容，包含道路、入口

意象、綠帶及親水公園。在道路規劃部分，周邊 6 米道

路，外側 2 米規劃腳踏車道，鋪面採活鋪高壓水泥磚，

透水性高，對生態保護性較高，並能符合農村樸實的特

色。入口意象則採原木立柱結構，周邊以植類地毯，以

增加區內綠化空間，並設置有投樹燈，可供民眾於夜間

休憩使用。綠帶部分，除以花台變化植栽空間，鄰近老

鼠窟排水則植青皮垂柳，與排水景緻結合，以展現湖岸

風光，並設置休憩座椅，供民眾佇足休閒。親水公園以

配置生態景觀池，採類人工溼地之方式，達到與自然環

境相結合，充分與鄰近稻田風光融合。 
(3) 重劃負擔：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為道路、綠帶、活動

中心、休憩公園及親水公園，負擔比率為 30.20％；費

用負擔比率為 5.23％，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例為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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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業經費：分為中央全額負擔及土地所有權人負擔，部

分辦理本計畫之行政業務費及基本設施工程費由中央

政府全額補助。而土地所有權人則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例第 11 條規定，重劃區內規劃之道路、溝渠、電信

電力地下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心、綠地及重劃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其他

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

土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拆遷補償費與貸

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

負擔。 
表 3-1： 北勢農村社區中央各期補助經費一覽表 

辦理階段 先期規劃 非都市土

地開發許

可 

工程設計 重劃建設 測量及地

籍整理 

辦理年度 92 92 95 95 95 

經費來源 內政部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土

地重劃工

程處 

內政部土

地重劃工

程處 

內政部土

地重劃工

程處 

經費（萬元） 105 100 100 1500 60 

(5) 本案作業情形依重劃辦理各階段敘述如下： 
A. 先期規劃作業：92 年列入內政部農村社區四年示範

計畫。 
B.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作業：霧峰區公所委外辦理，

辦理期間 93-95 年，由原臺中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變更審議小組審議通過。 
C. 重劃計畫畫圖公告：95 年 7 月 10 日至 95 年 8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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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告 30 天期滿實施。 
D. 工程設計：霧峰區公所委外辦理，本區工程細部設

計及工程預算書、圖審議通過，並經內政部 95 年同

意成立。 
E. 重劃建設：霧峰區公所委外辦理，95 年 12 月 13 日

開工 96 年 8 月 29 日竣工。 
F. 土地分配公告：本區於 96 年 12 月 17 日召開土地分

配草案公聽會。土地分配公告自 97 年 3 月 28 日起

至 97 年 4 月 28 日止，公告 30 天。 
G. 土地交接：97 年 10 月 23 日完成土地交接事宜。 

(6) 作業成效：經重劃完成後，提供本社區公園、綠地等公

共設施供居民休閒活動，且經地籍整理，突破經界不明、

畸零不整、權屬複雜情形，使各宗土地坵塊方整，並可

供建築使用，提高土地利用價值。透過綠、美化本社區，

改善環境。並增設拓寬道路、改善排水設施、規劃妥適

的公共設施，加強其功能，提昇農村生活品質。 
 

    圖 3-5：北勢農村社區重劃前後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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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北勢農村社區重劃前後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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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發現與結論 
從上述內容整理和分析「農村再生」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兩政

策的特性和差異，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希探討結合兩政策推動流程，

以「土地重劃」為執行手段，達「農村再生」目標。比較兩政策並實際

落實到本市農村再生社區，建造一個更友善更有人情味的新農村風貌。 
 

  表 4-1：農村再生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比較分析表 

項目 農村再生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法令依據 農村再生條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中央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內政部 

農村社區定義 指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規

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因整

體發展需要而納入之區

域，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

地區。 

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

村區、農村聚落及原住民

聚落。 

公共設施 可在私有土地(由土地所

有權人出具同意書) 

僅在公有土地(重劃後公

共設施用地登記為公有) 

建物 可申請整建 無相關補助方案 

地籍整理 無涉及地籍整理 解決共有產權問題 

本研究後續從「農村再生發展區」四項功能分區(如圖 4-1 所示)，
嘗試以「農村生活區」為架構，「農村生活區」劃設原則係以維護既有

農村社區建築環境、滿足土地使用需求、因應農村社區配置公共設施之

整體需要為原則，且不得妨礙居住安全、衛生、便利及寧適。得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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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包含：(1)非都市土地之甲、乙、丙種建築用地，(2)現有農村聚落

及生活需求區域。 
以「農村生活區」作為篩選農村重劃範圍的參考依據，亦符合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對「農村聚落」之定義。實施重劃之地區，若已完成

農村再生計畫，可藉由「農村再生」凝結的社區意識，由下而上，可提

供更適宜的規劃方式，更符合當地文化及文創精神；且由下而上之勘選

方式，係經社區自行提報各區公所有辦理重劃之需求後，縣市政府辦理

初勘事宜，再函請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複勘事宜，挑選符合「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條例」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結合農村再生之地區勘選原則」規

定之農村社區，具有產業特色，且民眾參與意願高、地方全力配合之地

區。透過重劃方式改善硬體及產權部分，不但解決共有產權問題，更提

供完善公共設施。 
圖 4-1：農村再生發展區功能分區種類與劃設原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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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結合農村再生政策，對於範圍勘選原則、擴

大範圍標準及相關後續作業程序，本研究參考內政部 102 年 6 月「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修正草案規定」研擬方案，敘述如下： 
一、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區位，須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

之地區。勘選重劃區時，應就下列原則評估選定： 
（一） 農村再生計畫之生活集居聚落。 
（二） 明顯之地形、地物界線。 
（三） 社區人口及建地需求量。 
（四） 土地使用狀況。 
（五） 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需要。 
（六）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七） 財務計畫。 
（八） 其他特殊需要。 

二、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因增加公共設施及配合社區發展之需要，適度

擴大其範圍時，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公共設施項目及規模，應符合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發展願

景、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並依其規劃配置

符合農村社區居民所需求之公共設施項目。 
（二） 以既有農村生活聚落範圍為主，聚落外除建築用地之土地，

如有居住、產業、文化保存等需求，或不敷使用者，優先

納入重劃範圍內。 
（三）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社區如為散居型態者，應將鄰近

之既有明顯集居聚落一併納入重劃範圍辦理規劃。另辦理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社區如已為密居型態者，其範圍應包

含既有農村聚落、所需之公共設施及建築用地面積。 
（四）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而新增之建築用地總面積，以不超

過重劃前既有建築用地總面積為原則，但屬散居型態得配

合道路、地籍或天然界線等予以適當調整。 
（五） 應為改善社區生活環境，亟需整體規劃之道路、溝渠、污

水處理及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

及防災安全等考量之其他必要性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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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經評估擴大範圍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三、 重劃區勘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 蒐集資料： 
1. 已核定之農村再生社區，對生活聚落有辦理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之需求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應將社區名

單，提供給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例相關社區勘選機制辦理。 
2. 區公所、里長、地方人士擬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於地區

初步選定後，即行反映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進行蒐集基

本資料，包括：合於條件地區之土地登記資料、地籍圖、

地形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編定圖。 
（二） 初勘作業：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邀同相關單位及區

公所、轄區內地政事務所、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農

田水利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分局等參加。 
（三） 舉行說明會：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先邀請擬辦重劃

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舉行說明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之意見及建議。 
（四） 複勘作業：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同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原住民族委員會、文

化部、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直轄市、縣（市）政府、

農田水利會、區公所、里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等有關機

關、團體參加。 
（五） 複勘檢討會：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同參加複勘之機關、

團體，審查決定辦理先期規劃地區。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李承嘉(2005)指出，在農村發展策略上，除了常見的「內生發

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與「外生發展」(exogenous development)
模型以外，近年來另有所謂的農村發展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
被提出來。此「第三條路」拒絕「外生」或「內生」的傳統二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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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強調農村發展的地方內與地方外的力量應互為作用，為農村發

展策略提供了新思維。農村發展的「第三條路」引用了行動者網絡

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使「第三條路」的觀念更清晰。早

期農業、農地發展政策偏重外生發展，由國家主導或引導，後期提

出社區總體營造、三生概念及永續發展，開始偏向內生發展，直至

近期農村再生政策提出，擬由國家提撥經費及制定上位階計畫，而

農村社區提出農村再生計畫進行自主規劃發展，經審核通過後執行，

此等發展模式似已難分內、外生。 
本研究期望打破不同政策的框架，各取其優點，建構更完整的

農村政策，而這也將是農村政策未來的方向。比較「農村再生」與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兩政策再加以結合，提供一個架構，重劃是

執行的方式和手段，再生則是願景和目標，不拘泥於由上而下

(up-down)或由下而上(bottom-up)兩種型式，以更多元的想法和開放

的態度，百花齊放，在農村播下在地化和創新的種子，將行政程序

透明化、簡單化，使參與之社區有所遵循，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或

許從示範社區往外發酵，將改變和感染力一一傳送出去。 
二、 建議 

身為農村的規劃者應深入瞭解當地農村之特色、風貌、文化、

產業整體規劃出較具吸引力農村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和農村再生政策之結合，整體而言，是發揮 1+1 大於 2 的效

益，未來應積極推動，以造福弱勢之農民。惟執行上，除社區發展

協會發揮功能外，需地方政府積極配合辦理並加強與社區居民溝通

及說明，以建構優質生活環境，並發展當地農特產業，發揚民俗文

化活動，重視原有聚落紋裡、景觀、生態保育並營造永續社區發展

環境。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欲辦理重劃之社區，先完成培根計畫課程： 
農村社區透過培根課程後，對於人力之培育並朝向社區自主目標，

且透過培根計畫，達成「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社區自治、軟硬

兼施」。培根計畫課程採循序漸進的方式，完成四階段課程，訓

練在地人力，研提屬於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逐步實現未來發展

願景，呈現各自特色，真正了解需求後，再辦理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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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重劃解決產權問題並整理地籍： 
重劃除完成各項公共設施外，辦理地籍整理、土地交換分合，以

改善經界不明、權屬複雜、利用不易等問題。使各宗土地均成坵

塊方整，面臨道路，適合建築使用之土地，提高土地價值。並透

過土地交換分配，整理地籍，消除產權共有問題並減少土地經界

糾紛。 
（三） 藉由「農村生活區」勘選農村重劃範圍： 
「農村再生發展區」四項功能分區之「農村生活區」，劃設原則

係以維護既有農村社區建築環境、滿足土地使用需求、因應農村

社區配置公共設施之整體需要為原則，且不得妨礙居住安全、衛

生、便利及寧適。而重劃勘選原則亦是以原有聚落為主體，為改

善聚落生活環境、促進土地合理利用而辦理重劃，以「農村生活

區」勘選農村重劃範圍，係符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立法意旨。 
（四） 先「培根」後「重劃」，達「再生」： 
實施重劃之地區，若完成培根計畫，可藉由凝結的社區意識，由

下而上，提供更適宜的規劃方式，符合當地文化及文創精神；挑

選符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結合農

村再生之地區勘選原則」規定之農村社區，具有產業特色，且民

眾參與意願高、地方全力配合之地區。透過重劃方式改善硬體及

產權部分，最後發揮 1+1 大於 2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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