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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主要從都市政治經濟學角度，探究 80 年代持續至今的台中市地重劃之驅動機制與

結構矛盾，我們的問題意識為，台中自辦重劃開發的制度安排與組織運作特徵為何？其開發

主體-重劃會，究竟如何取得地方領導權？重劃範圍內權利關係人之多數決同意制，又如何

被運作、扮演怎樣的角色？本研究提出「共識製造技術」概念，以理論化在台灣私有產權體

制之下，成長機器進行自辦重劃的中介機制，並對台中重劃區開發熱潮進行解釋。本文認為

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台中的自辦重劃成為成長機器藉由制度賦予的壟斷權力、透過重劃會

組織的民間形式去奪取郊區壟斷地租的工具，重劃範圍內私人地主的多數決形式—重劃會員

大會，是成長集團取得土地的必要中介，在制度安排下，重劃會的共識製造技術轉移且合理

化了財團圈地的社會矛盾，形塑出不同於威權侍從模式的共識體制，儘管地主對於自辦重劃

的產權同意可能未過半數，但重劃的共識體制卻制約了受害地主之集體行動政治化的可能。

本文強調台中新的都市成長機器是在自辦重劃的壟斷權力加上共識製造技術的交互作用下，

確保了政商聯盟對於郊區壟斷地租的擷取並且維繫都市政權的正當性，在共識轉向的政治社

會過程中，構造出台中重劃區的擴大再生產。 

關鍵詞：壟斷權力，共識製造技術，成長機器，都市政權，共識體制，產權同意 

Keywords: monopoly power, technology of consensus manufacturing, growth machine, urban 

regime, consensus regime, property-rights consent 

  



2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在私有產權體制下，台灣的都市計畫土地開發手段包括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和都

市更新，除了政府直接土地徵收之外，區段徵收、市地重劃與都市更新有一個共通性，就是

開發主體必須經過、尋求被該計畫劃定為開發「範圍」內的權利主體-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開發計畫的「多數決」同意。市地重劃(urban land readjustment)是台灣都市擴張最常使

用、開發面積最大的土地開發手段，近十年來民間資本主導的「自辦市地重劃」，又比過去

以公辦為主的公辦市地重劃拓展地更快，具體展現在台中面積超過 3000 公頃的公辦與自辦

重劃開發，在 1986 年之後長達 30 年的迅猛發展，可說是堪比中國大陸「開發區瘟疫1」的

「重劃區瘟疫(re-adjustment zone fever)」。 

依照內政部的定義，市地重劃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

不整之土地，加以重新整理、交換分合，並興建公共設施，使成為大小適宜、形狀方整，各

宗土地均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使用，然後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而重劃範

圍內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等公共設施及工程費用，則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

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故是一種有效促進土地經濟使用與健全都市發展的綜合性

土地改良事業”2。作為台灣都市計劃最重要的土地開發工具，市地重劃法源來自於《平均地

權條例》，此條例也是徵收和區段徵收的母法，1954 年立法時，名稱為《實施都市平均地

權條例》，「重劃區」和「土地重劃」於 1958 年修正時出現，規定直轄市與地方政府徵得

區內地主「人數」和「土地面積」超過三分之二同意後，可辦理土地重劃。1964 年修法

時，將同意比例由人數、面積雙雙超過三分之二改為雙二分之一；1977 年修法時，將名稱

改為《平均地權條例》，規定了以「抵費地」支付土地重劃費用不足之負擔3，以及法院對

於重分配土地之交接的強制執行4；1986 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法後，「市地重劃」的名稱

正式出現，並增加重劃後土地配回原地主之「最小分配面積」的規定5，以及獎勵土地所有

                                                
1 參見 Yang and Wang(2008)。 
2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首頁，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landfaq1.asp?fqid=811&cid=2。 
31977 年修正版《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 (土地重劃不足費用之負擔)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土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廣場、鄰里公園、市場等公共設施所需土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暨貸款利息，由該地區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並應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其餘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價數額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區內未列為前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地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土地所有權人依第一項規定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抵付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之土地，以不超過參加重劃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依第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辦理重劃者，不在此限。”。 

4第六十六條 (重行分配土地預期不交接之強制執行)規定：”土地重劃區內，經重行分配之土地，應由該管主管機關以書面分別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限期辦理交接，逾期不交接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51986 年修正版《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 之一 (重劃區內土地分配)規定：“重劃區內之土地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價數額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不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金補償之。”；”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地價；實際分配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地價。”；”第二項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限期繳納逾期未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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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的規定，此「自辦重劃」的同意比例，跟「公辦重

劃」同樣是地主人數與土地產權面積同意的雙二分之一雙二分之一雙二分之一雙二分之一6。 

台中作為 2017 年後台灣第二大城市，其重劃區發展可說是台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有

代表性的資本都市化模式。1977 年無黨籍的曾文坡市長上台後，積極推動廣達 440.66 公頃

的第四期「中正、東山」重劃區，並擴大都市計畫範圍，不少學者認為，由此開始的擴大都

市計畫和市地重劃政策，是台中以市長和地方派系為主要元素的都市成長機器茁壯的時機

7。1986 年國民黨籍的張子源市長推動台中市都市計劃第一次通盤檢討，配合城郊農業區大

規模重劃區劃設，展開此後 30 年台中以市地重劃的方式不斷進行郊區化擴張，在進入本世

紀之後，連動了舊城區的商圈級人口外移。 

從空間結構形式來看，台中過去 30 年都市發展的空間結構過程，具有邊緣都市化(per-

urbanization) 8和內城過疏化(over-depopulation) 9的雙重特徵。不同於西方市場導向的都市

化模式，台中的市地重劃乃鑲嵌於台灣資本主義脈絡當中，驅動著都市地區以相當快的速度

向外圍擴張，在郊區農地打造出大片重劃區(圖 1)。在快速「農地轉市地」的市地重劃與土

地產權轉化、重新分配的過程中，產生了大規模的迫遷、產權利益訴訟和矛盾衝突，特別是

從 2005 年單元三「永春重劃區」自辦重劃以來，發生了大量的法院訴訟、產權爭議與原居

民迫遷、抗爭，例如面積高達 186 公頃的自辦重劃單元二「黎明重劃區」，就有兩千多戶

原居民被迫遷，重劃配地後能留在原聚落範圍內居住的住戶非常少。 

                                                
6第五十八條 (土地重劃之獎勵)規定：”為促進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重劃，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其獎勵事項如左：一、給予低利之重劃貸款。二、免收或減收地籍整理規費及換發權利書狀費用。三、優先興建重劃區及其相關地區之公共設施。四、免徵或減徵地價稅與田賦。五、其他有助於市地重劃之推行事項。”；”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 
7 邱瑜瑾(1996)；王振寰(1996)；湯國榮(1996)；賴志彰(1997)。 
8 參見 Shatkin(2016)。 
9 參見 Martine-Fernandex et al(2012); Großmann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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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台中重劃區範圍與外環道路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原始資料：台中市政府 

2005 年起，台中的「自辦市地重劃」發展迅猛，我們發現其中存在著悖論，自辦重劃

之產權重分配過程中，權利受損之利害關係人的抵抗，都是以個別地主向法院控告「重劃

會」為主，幾乎沒有形成集體行動或社區運動(許瑞員，2015)10，儘管造成許多爭議衝突、

社會矛盾及環境破壞，台中自 70 年代開始的市地重劃區開發模式，至今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 1987 年解嚴之後立基於爭取權利(right-based)的社會抗爭裡，台中市地重劃牽涉到的地

主權利損失和利害關係人的抗爭壓力之間的不對等，可說是最高度的。台中自辦市地重劃所

牽動的爭議、訴訟、衝突、抗爭、弊案、暴力犯罪，從未停止，然而相關抵抗力量均未對台

中政商集團主導的重劃體制形成挑戰，我們就相關案例的觀察發現，2014 年政黨輪替後，

重劃體制仍未有改變的跡象，顯然「重劃區現象」可以與台灣選票式民主制的深化共生。 

台中的市地重劃經驗，可說是「新都市政治」的教科書級案例11，本文將從都市政治經

濟學的角度，探討台中市地重劃的驅動機制與結構矛盾，我們的問題意識為，台中重劃區開

發熱潮的制度安排與組織運作特徵為何？地方政府扮演怎樣的角色？自辦市地重劃的開發主

體-重劃會，何以在由政商集團主導而非由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主主導的情況下，取得支配性

的發展領導權？自辦重劃範圍內權利關係人的多數決同意制(majority decision)的運作方式

和策略角色為何？我們將探討市地重劃的制度環境、組織運作過程與分析其正當性基礎，並

從政策、制度和重要個案的層面，對台中重劃區發展進行深入探究，以期有助於思考，何以                                                
10除了 2012-14 年位於單元三的「南屯天主堂」和本文探討到的「黎明幼兒園」保留。 
11 參見 Ston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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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排除性的市地重劃開發機制，在多次政黨輪替之後，儘管發生許多爭議矛盾，卻依舊沒

有太大的改變。 

本文提出「共識製造技術(technology of consensus manufacturing)」的概念，以理論化

在私有產權體制下自辦市地重劃的中介機制，從而對台中重劃區的過度生產 (over-

production)提出解釋。本文將論證，台中的自辦市地重劃並非地主由原《平均地權條例》所

倡導的下而上土地改良與共同開發，而是特定權力結構下透過「壟斷權力(monopoly 

power)」有系統地奪取壟斷地租的工具，提供諸成長集團在次市場中競爭、合作、插旗，以

及重組政治地理格局的空間資源。台中的成長機器利用制度漏洞與司法系統，在 2006 年之

後運用自辦重劃「會員大會」的共識製造技術，在沒有取得地主實質產權過半同意的情況

下，正當化、合理化了成長集團主導的開發計畫，將開發者奪取地主土地的衝突，轉化為民

間產權糾紛，轉移、個別化不同意地主的抗爭壓力，地方政府則選擇性地忽略重劃區都市計

畫的失當，忽視包括會員大會做票在內的重劃違法行為。自辦市地重劃擬仿地主多數決同意

的共識製造技術，促進了都市成長機器的「共識轉向(consensus turn)」，讓過去建基於政

商關係的成長機器、親成長聯盟，在維持擷取壟斷地租所需之壟斷權力的前提下，將都市政

權轉化為可讓更多開發主體與地方派系進場的親成長體制，萌生出”以共識之名”的霸權型都

市治理(hegemonic urban governance)，構造出台中重劃區的擴大再生產。 

本文以個案延伸法(extensive-case method)12和深密行動研究(intensive action research)

為主要方法論，研究方法包括二手資料蒐集，案例檔案和訴訟判決文整理，以及一手的參與

觀察、法庭旁聽、焦點團體、深度訪談與行動研究，訪調進行時間為 2016 年 11 月至今。 

 

 

貳貳貳貳、、、、都市成長機器都市成長機器都市成長機器都市成長機器、、、、共識製造與新都市霸權共識製造與新都市霸權共識製造與新都市霸權共識製造與新都市霸權 

         90 年代有多篇關注台中都市發展與親成長聯盟的論文，都注意到威權國家、地方政

府、私部門菁英與社區居民在都市發展上的利益衝突以及結盟、協商和對抗的社會過程13。

在 60 年代以前，台中市的都市發展處於零碎發展階段，國民黨尚未建立明確的侍從體制，

日後影響台中市發展甚鉅的地方派系，在 50 年代逐漸崛起，之後直到 80 年代地方派系主

導市議員和省議員選舉，更長期影響市長選舉。70 年代前民選的臺中市市長多半具有派系

背景，70 年代之後地方派系逐漸深入涉入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多位學者均認為，1977 年曾

文坡市長開始的都市整體規劃政策和市地重劃，是以市長和地方派系為主體的台中都市成長

機器茁壯的契機(王振寰，1996；林政緯、沈鑼志，2012；邱瑜瑾，1996；陳美智，

1994；徐志維，2013；湯國榮，1996；熊瑞梅、王光旭，2012；賴志彰，1997)。1987 年                                                
12 參見 Buroway(1998)。 
13參見陳美智(1994)，王振寰(1996)；林政緯、沈鑼志(2012)；邱瑜瑾(1996)；湯國榮(1996)；熊瑞梅、王光旭(2012)；賴志彰(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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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民意代表選舉後，地方政治生態雖然表面看起來有不同黨派，但是派

系的結構基本上是不分藍綠的。 

        面對在選舉時有強大動員能力、根基於盤根錯節的地緣關係與宗族連帶的台中地方派

系，國民黨中央與地方黨部一方面給予地方派系區域性獨占經濟、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公

共部門的採購以及藉由地方政府所能夠交換的經濟利益，藉以攏絡派系、期望能以此獲得派

系對國民黨的支持；另方面也刻意至少培養兩個派系互相制衡，例如張派和賴派(林政緯、

沈鑼志，2012)，並透過不改選中央民代、省主席、直轄市長等選舉安排，以減少地方派系

對中央政策的干預性(朱雲漢、陳明通，1992；邱瑜瑾 1996；賴志彰，1997)。60 年代左

右，國民黨許以張派、賴派有關市公車、信用合作社經營的寡占性經濟利益，到了 70 年代

成為張賴二派進行土地投資的雄厚資本來源。國民黨黨部掌握市長提名權力，利用作為國家

機構(state apparatus)之地方政府的市地重劃權力籌碼，提名無派系背景的黨提名市長候選

人，創造、分派地方派系的利益與權力平衡，以鞏固國民黨的執政權(林政緯、沈鑼志，

2012；徐志維，2013；熊瑞梅、王光旭，2012)。 

        既有研究已指出，台中地方派系運用多種方式從土地開發中得利，包括預售屋制度，透

過政治特權向省屬行庫取得高額低利的大量營建融資，透過都市計畫過程從中牟利，透過人

頭收購農地以搭配都市計畫的投機(湯國榮，1996)。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都市計畫、市地

重劃與建照預審等都市開發決議過程，有許多關於黑箱操作的爭議，具體研究亦提出佐證，

市政府官員或是專業人士，在審議過程中承受極大的關說壓力，或者本身和親屬涉入旋轉門

與白手套爭議，甚至直接運用職權向相關企業廠商索賄，普羅大眾則往往被排除在決策和監

督的議程之外(王光旭，2005；邱瑜謹，1996；曾國鈞，2001)。 

        隨著國民黨的黨國─地方侍從體制越趨彈性化和完備，開始允許有限度的民主開放。加

上地方成長意識的興起，地方派系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出現競合變化，並提供地方政府在城

市治理與發展上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14」。以台南科學園區與南科特定區的

土地開發為例，楊友仁、蘇一志(2005)指出政治民主化以及區域經濟再結構的宏觀歷史條件

與施為者的行動干預，有可能使過去建基於緊密政商關係的成長機器以及透過非正式網絡持

久維繫的都市政權與發展聯盟，轉化為較鬆散、不需要強連帶、乃至於讓不是原本地方成長

聯盟成員的其他行動者(包括建商、民眾參與)進入的較具開放性的都市發展體制，甚至形構

新的地方成長聯盟(楊友仁、蘇一志，2005)。 

       在 2000 年之後台灣的國家—社會關係以及財產權受到一定程度憲法保障的歷史脈絡

下，土地開發所牽涉到的權利主體與開發主體，要達到對開發計畫的共識，基本上無法完全

採取強力脅迫(coercion)的方式，而必須透過「同意(consent)」的策略。就此，本研究提出

「共識製造技術(technology of consensus manufacturing)」概念，定義為：公私部門開發主

體為了順暢開發計畫取得其需要的權利主體之形式同意，所運用的組織性與關係性策略，在

法令系統中有制度根基，含括各種非正式規則、實做慣習及權力運作，以正式制度認可的壟                                                
14 參見 Jessop(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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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權力為基礎，透過權利主體的多數決同意形式，來核可土地開發計畫及程序合法性。作為

一種權力技術，共識製造技術是都市成長機器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策略工具，具有內生性，

功能為降低土地開發交易成本、增加強制執行權力之正當性，並對都市治理的領導權與都市

政治形成影響。 

        共識製造技術展現在自辦市地重劃「重劃會」的開發組織運作方式。自辦市地重劃之所

以需要有這套共識製造技術，基本上是源於土地成片開發本身的空間外部性與價值外部性，

以及私有土地產權開發權利變換之契約不完全性(imcompleteness)特質，使得在私有產權民

主制下調和、潤滑權利關係人(主要是中小地主)的不合意與開發爭議，相當有必要，共識製

造技術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並增加正當性的功能，從而順暢資本投資房地產。 

        自辦市地重劃之共識製造技術並非單獨作用，而是協同土地開發之制度部署及社會網

絡、關係資本共同運作，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中發展起來，動態演變出各種形態，隨著

由公辦轉向私部門自辦的歷史發展，市地重劃形構出一種制度化的虛擬法人—重劃會，作為

自辦市地重劃的開發主體，重劃會名義上為重劃地主所組成，實際上則由財團主導(許瑞

員，2015；莊翰華等，2012；黃子倫，2013)。環繞著重劃會的活動領域，共識製造演化出

一套成長機器奪取壟斷地租的精緻技術，作用於宏觀的地方發展領導權，賦予了自辦重劃的

民意及程序正當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共識製造技術，乃是重劃範圍「會員大會」的形式。 

      「共識製造」的概念含括了「同意」與「逼迫」，兩者交織在一起，也作用在微觀的地

方日常生活層次。重劃會在地方上力量很大，擅長運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中的縫

隙，動員資源，主導新市區開發。地方政府經常被視為與重劃會合為一體，卻又可以把責任

推卸為民間私權糾紛。在此情況下，受害地主只能透過司法訴訟主張權利，而重劃會則透過

優勢法律資源，對不同意戶不斷提告，消耗受害者抵抗的動能。重劃利益的兩極化門檻作

用，加上高效率的迫遷(displacement)策略，使得重劃受害者被個別分化、流落他處，即便

是那些較有法律資源的受害者，也無法形成集體化的抵抗，甚至自救會領導者可能被親成長

體制收編，在過程中變為得利者。自辦市地重劃的共識製造技術運作，使得這套排除性的都

市發展體制，得以擴大再生產15。 

此外，開發共識的製造，往往存在著圍繞特定的道德價值、專業知識、專家論述所建構

出之合理性，並據此宰制了共識的形成與討論，然而卻常常遮掩了共識背後存在的權力關

係、社會或文化資本不平等現象以及排他性面向，而成為一種新的宰制主體。例如有研究指

出，台灣的社區運動或政策，往往根基於政府、專業者與社會菁英從西方引入的社區動員論

述或方案 (如地方認同、市民社會建構等)，但這些宰制性共識的問題及其影響，卻往往未被

清楚地釐清，在這樣的狀況下，表現上象徵所謂「市民社會」或「社區自覺」的地方動員，

容易轉變成為一種被專業觀念教導或價值輸入的過程，或被文化或社會資本較為優勢族群所

主導(林文一、邱淑宜，2014)，主導者往往宣稱其乃超越過去各種對抗或意識形態對立，而

創造雙贏的、包容的和強調溝通的共識解決方案。                                                 
152013 年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全市已完成了 120 個市地重劃案(台中市政府地政局，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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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技術」的概念，與國家權力有密切關係，我們採取傅柯學派的權力概念，並不把

國家權力簡化為控制，傅柯學派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概念強調，權力對於人們的

馴化可以不需要規訓或壓迫，而靠生產知識來形塑自動管理跟自動矯正的自我。充滿企業主

義的個人、經濟理性且能完全自負其責的那種主體，是需要被人工打造、安排、營運的

(Foucault，1991)。多數決同意是一種”人口管理”的概念，打造新主體的權力技術，被植入

重劃範圍居民的日常生活，鏈結不同行動者有意識的實踐(praxis)、置身場域中的身歷其境

(poieses)以及自創生/自組織(auto-poieses)，作為對行動者自我規訓、馴服的治理術，塑造

與時代潮流同步邁進的”現代市民”的生命權力(bio-power)16，不遵循”多數決同意”的另一種

人，被塑造成”釘子戶”。 

最後我們以「霸權型都市治理」概念，來詮釋、理解共識製造之權力技術在都市治理的

意涵—消解暴露爭議的政治場景。共識製造技術有可能讓過去建基於較緊密政商關係的成長

機器、及透過非正式網絡持久維繫的都市政權，在維持擷取以壟斷權力擷取壟斷地租的前提

下，將都市成長體制轉化為可讓更多開發主體與新的地方聯盟進場、標榜民眾參與、”以共

識之名”的霸權型都市治理(Jessop, 1997)17。擬仿多數決同意的共識製造技術，促進了迫遷

的「共識體制」，有助於都市成長機器的「共識轉向(consensus turn)」，維繫統治集團的

正當性，同時裨益於資本都市化的擴大積累。地方政府依循內蘊的官僚主義慣習，選擇性地

以默會化(tacit)、非正式的干預方式，認可新成長機器的正當性，對於都市治理有重要意涵

的，是將重劃矛盾轉移為民間司法爭議，從而消解了可以暴露爭議的政治場景。自辦重劃迫

遷之爭議政治地景的消解，很大程度制約了私有產權民主制下財產權保障行動之集體「政治

化(politicization)」的可能性，無法撼動親成長聯盟壟斷權力的支配。 

法國學者洪席耶關於共識政治與「後民主」的理論概念，在此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樣的新

都市政治狀態(Ranciere, 1995/2015: 125-155)。洪席耶強調，「後民主」是一種治理術的實

踐，一種“以民主之名”的概念的正當性，將民主化約為一種國家部署、社會能量及利益組合

之間的根本規則。它也是一種建制部署，藉由“共識性民主”的實踐來免除爭議，免於讓社會

受到“錯誤計算(meˊcompte)”的「同一化模式(unmoded ˊidentification)」。他提出「共識體

制」的概念，這樣的體制進行著的，是使人民與其組成份子徹底「在場化」的程序，將組成

份子、份額的計算，與整體之圖像和諧地加以調度。洪席耶強調，”以民主之名”的後民主烏

托邦，是一種不間斷的計算，以在場化“民意”之整體，進而促使其等同於”人民”之身體。在

這樣的建置部署與治理性技術實踐下，人民成為可再現的、可數的，總是全部在場的，在可

見性的結構場中，被理解為一種可以”全覽無遺”的結構。 

後民主作為一種新政治的原則，在共識體制的整合操縱下，民主的“真實”與其“擬像”相

等，“真實的失落”之意義，在後民主的脈絡中成為「真實不需要發生」，利用民主之名，抹                                                
16 Zhou (2014)在關於上海「業主委員會」的研究也認為，治理術的概念挑戰了控制與自主之二元對立，透過治理術的視野，受傅柯影響的學者探討了中國大陸國家機器的演變。中國國家機器已經發展出媲美新自由主義理絡的技術，這些學者主張，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家機器既不是從經濟領域撤退，也不是單純複製它過去對於社會的控制，而是策略性地重新組織自己，讓人民朝向新的目標與環境前進。 
17亦即 Bob Jessop 所述的，”local hegemony armored by consent” (Jessop,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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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體與民主本身的活動形式。此外，後民主的(後)國家機器更是採取簡便的捷徑，允許

並傾向於將所有的異質權利與爭議，統合到“無容置疑”的法律體系去裁處，國家藉此”司法

化”傾向，順勢取消暴露爭議和處理爭議的政治場景。藉由向司法系統傾斜，國家使得”政治

“屈從於司法，並順勢透過剝奪”政治“行使主動權的能力，使得“政治”屈從於國家，國家取得

優勢並正當化其自身(Ranciere, 1995/2015)。 

在以上的理論架構基礎上，以下進入台中自辦重劃的經驗研究，我們先梳理台中都市擴

張與市地重劃之歷史脈絡，其次探討 2004 年之後自辦市地重劃的登場與其制度安排，並以

單元二自辦重劃及黎明幼兒園迫遷爭議為案例，深入分析共識製造技術的運作與矛盾，最後

提出本文結論。 

 

 

參參參參、、、、台中的都市擴張與台中的都市擴張與台中的都市擴張與台中的都市擴張與市地重劃市地重劃市地重劃市地重劃歷史進程歷史進程歷史進程歷史進程 

        2010 年升格為直轄市之前，台中市市區(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西屯、南

屯、北屯)面積為 163.4 平方公里，市區由日據時代規劃的舊城中區，在歷次擴大都市計畫

範圍和重劃區開發下，不斷往外蔓延，都市擴張的空間結構，可以五個環線發展的概念來理

解，包括一環(民生路-三民路-公園路-建國路)內的舊城區--中區，二環(五權西路-五權路)、

三環(忠明南路-忠明路-進化北路，西區興起)、四環(文心南路-文心路，屯區開發)一直到五

環(環中路，整體開發地區)。從 1965 年第一期大智重劃區開始到 14 個整體開發地區的重

劃區總面積為 3209 公頃，也就是 32.1 平方公里，相當於五分之一個台中市區面積，比原

本的舊市區(中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面積 29.6 平方公里還要大(圖 1，圖 2)。 

        台中是一個在舊市區外圍，用市地重劃手段開發了大片郊區農地所打造出來的城市，此

發展模式使得台中的空間結構呈現蛙跳式蔓延的模式，1986 年第一次都計通盤檢討，劃定

大面積的重劃區，確立了重劃主導的都市發展，土地開發往郊區、屯區發展，從此原城中區

逐漸沒落。台中在過去 40 年，都市計畫範圍不斷擴大(圖 3)，舊城中心區的中區，則是人

口數量與密度不斷減少，而郊區—西屯、南屯和北屯，人口趨勢則是相反，數量與密度持續

增加(圖 4，圖 5)。2000 年之後台中更在兩個外環道--作為第四環的文心路、第五環的環中

路--之間，打造出了一圈面積龐大的重劃區(圖 6)，開始發生邊緣都市化與內城過疏化的

「雙重都市過程」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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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台中市行政區劃圖 

 

 圖 3 台中市歷年都市計畫範圍擴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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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台中市各區歷年人口數 資料來源：台中市民政局 

 

 

 

 圖 5 台中市各區人口佔全市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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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台中公辦市地重劃區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977 年以前的台中市地方政府，其施為大多受限於當時政治經濟環境(威權國家、冷戰

結構)，而難有自身的發展意志和戰略可言。當中主要的限制有兩大類，國家級防空疏散計

畫下對都市營建和擴張的管制，以及重農、保農的思想指導下對都市計畫的桎梏與限建(黃

樹仁，2002)。1977 年無黨籍的曾文坡上台後，積極推動諸多施政，最重要的是廣達

440.66 公頃的第四期重劃區，以及六十米文心路外環道(表 6)。曾文坡開始的擴大都市計畫

政策和市地重劃潮，是以市長和地方派系為主的台中都市成長機器茁壯的契機，國民黨黨部

利用地方國家機構(state apparatus)的市地重劃權力籌碼，掌握市長提名權力，提名無派系

背景的市長候選人，並創造、分派地方派系的利益與權力平衡，從而鞏固政權統治。(邱瑜

瑾，1996；王振寰，1996；林政緯、沈鑼志，2012；湯國榮，1996；賴志彰, 1997)。值得

住意的是，1977 年曾文波主政下的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在文心路以外的郊區劃了一大片

農業土地作為未來的都市發展區(圖 3，圖 6，圖 7)，範圍涵括了往後進行大面積重劃的

3000 多公頃土地，包括 1986 年開放的「前期發展區」及 2004 年開放的「後期發展區」。 



13 

 

圖 7  1977 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圖 

資料來源：1977 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案 

1985 年張子源就任市長之後，推動台中市都市計畫(不包含大坑風景區)第一次通盤檢

討(圖 8)，通過對市內農業區的重劃，配合進行第一次通盤檢討，除了經濟成長之外，官方

的論述是大規模的市地重劃既舒緩緊張的居住問題，也對房市亦起到以量制價的作用，通過

全盤檢討、全面規劃，能夠遏制炒地皮的現象(邱家洪，1995；徐志維，2013)。 

 

圖 8  1985 年台中市第一次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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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以私有地主為主體的土地開發工具，市地重劃母法為 1954 年立法的《實施都市平

均地權條例》(後來改為《平均地權條例》)，對於市政府而言，辦理市地重劃可無償取得公

共設施用地，有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與抵費地的標售收入，對地方政府財政的挹注甚豐18，

公辦市地重劃也是在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制度不利於地方政府的情況下，除了長期仰賴省

府、中央補助之外，少數的地方政府能運用之發展工具之一(湯國榮，1996)。市地重劃在空

間上顯著促進城市的現代化成長，發還原地主比例優於區段徵收，開發阻擋亦較小，種種誘

因使得歷任市長爭相開辦市地重劃(曾國鈞，2001)。從 1979 年曾文波推動第四期重劃、經

歷國民黨籍的張子源、林柏榕、胡志強一直到 2014 年的民進黨籍林佳龍，不同黨派的市長

都相當重視並在任內推動新的公辦市地重劃，除了 1997-2001 年的張溫鷹之外，台中的重

劃區也 40 年來一路擴張到目前最新的第十八期重劃區。扣著重劃法令制度的演變及台中的

空間發展，我們以 1964、1986、2004 年為分野，將台中的市地重劃分為三個階段(表 1)。 

以著名的「七期」惠來重劃區為例，1990 年開始開發的七期重劃區，歷經 90 年代末

的房地產不景氣、泡沫化、土地閒置，直到 2010 年後資本終於投資進來，成為台中新的

CBD(圖 9)，依據前地政局長受訪時的發言，台中市府藉由賣七期抵費地賺了 300 億。市地

重劃和都市計畫成為台中市以及紛而效仿的各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開發手段，然而龐大的土地

利益也為政壇帶來風風雨雨，積極推動重劃的幾位台中市長身陷弊案傳聞當中，甚至因而下

台(林政緯、沈鑼志，2012；徐志維，2013)。 

  

                                                
18公辦重劃後的盈餘一部分歸入地方政府財政局管理的平均地權基金，一部分則歸入市地重劃基金。自曾文坡大舉開辦市地重劃成功後，土地增值稅與所得稅並列為台中市兩大重要稅源，臺中市政府的財政自有率一口氣提高至 70%以上，同時也降低對中央政府的依賴(徐志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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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中市區市地重劃歷程 

 重劃區名稱 辦理時間 
土地面積(公頃) 

可建築用地面積(公頃) 

重劃費用
*(億 NT) 

制度脈絡 
市長 

 

1965- 

1977 

第一期 大智 1965.12-1967.8 14.5 11.1 0.04 1964 年《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修法，重劃同意門檻由人數及 面 積 2/3 改 為
1/2，強制辦理重劃土地產權變更登記。 

張啟仲 

(1964-1967) 林澄秋 

(1968-1971) 陳端堂 

(1972-1976) 

第二期 麻園頭 1970.6-1971.2 24.3 11.6 0.10 第三期 忠明 1975.3-1975.11 18.7 10.9 0.36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57.5 33.6 0.50 

1977-

1986 

第四期 中正、東山 1979.2-1980.8 440.7 311.7 21.0 1.1977 年台中市擴大都市計畫，圈劃出郊區的重劃範圍 

2.1977 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法 

曾文波 

(1977-1980) 林柏榕 

(1981-1984) 張子源 

(1985-1988) 

第五期 大墩 1983.6-1985.1 228.3 156.7 15.5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69.0 468.4 36.5 

1986-  

2004 

第六期 干城 1987.2-1990.1 19.4 13.2 4.4 1.1986 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法，市地重劃名稱出現，重劃會、共同負擔、最小分配面積、拆遷公告等納入法條。 

2.1986 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擴大都計範圍，劃分「優先發展區」和「後期發展區」。 

3.1987 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 

張子源 

(1985-1988) 林柏榕 

(1989-1996) 張溫鷹 

(1997-2000) 胡志強 

(2001-2014) 

第八期 豐樂 1988.7-1991.12 148.8 86.5 23.6 第七期 惠來 1990.2-1992.11 353.4 202.6 55.4 第九期 旱溪 1990.4-1994.4 120.4 72.6 20.2 第十一期 四張犁 1993.2-1997.8 141.0 78.3 24.4 第十期 軍功、水景 1993.9-2000.2 221.2 118.0 36.2 第十二期 福星 2004.11-2008.6 81.1 40.3 21.8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85.3 611.3 186.0 

2004- 

單元十四 新都 2004.7-2010.3 65.7 38.6 41.7 1.2004 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將 1400 公頃「後期發展區」限建解編，劃分 14 個整體開發單元，其中 9個單元辦理自辦重劃，5 個單元辦理公辦公劃。 

2.2006 年內政部公告實施《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成為自辦重劃法源。 

3.2016 年大法官會議釋憲案宣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部分條文違憲，內政部於 2017年局部修正該辦法 

胡志強 

(2001-2014) 林佳龍 

(2015-2018) 

單元三 永春 2004.11-2012.8 53.8 29.9 17.7 單元六、七(公辦第十三期) 

大慶 2007.8- 229.6 120.0 87.0 單元九、十、十一
(公辦第十四期) 

美和庄 2007.8- 403.4 219.9 146.0 單元一 安和 2007.12-2012.2 56.0 31.4 16.2 單元二 黎明 2008.2-2012.8 186.5 107.2 69.8 單元五 高鐵新市鎮 2008.6-2013 70.2 38.4 25.1 單元八 中科經貿 2009.4-2013 90.1 52.0 34.1 單元十三 新興 2009.11-2014 102.5 59.6 31.0 單元十二 長春 2010.2-2013 76.9 44.3 19.4 單元四 新八 2012.7- 62.8 34.8 25.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397.0 776.1 513.0 

1965-2013 台中市區重劃範圍總計台中市區重劃範圍總計台中市區重劃範圍總計台中市區重劃範圍總計 3209.1 1889.4 735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原始資料：台中市地政局(2013)《風華展現：台中市市地重劃成果簡介》 

*為重劃當年的費用，未換算利率與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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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中七期惠來重劃區空間發展形態示意 

 

 

肆肆肆肆、、、、後期發展區解禁與後期發展區解禁與後期發展區解禁與後期發展區解禁與自辦市地重劃自辦市地重劃自辦市地重劃自辦市地重劃新制度新制度新制度新制度 

在 1986 年第一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中，台中市府根據對未來的人口預測，劃定了面積

超過 3,000 公頃的的重劃範圍(圖 3，圖 8)，由於面積很大，當時把這些重劃範圍區分為

「前期發展區」和「後期發展區」，並有附帶條件--得在前期發展區實際建築開發比例達到

60%以上，才開放後期發展區的市地重劃開發。然而到了 2004 年台中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時，市長胡志強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做出了整個面積達 1437 公頃的後期發展區開發

解禁的決策，並以「重劃單元」的方式劃設 14 個單元，以「整體開發」的方式加以開發，

「後期發展區」在都市計畫上也稱之為「整體開發地區」(圖 10)，除了單元六、七為公辦第

十三期重劃區、單元九、十、十一為公辦第十四期重劃區外，其他有 9 個單元為自辦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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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台中市整體開發地區與與單元二黎明重劃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自辦市地重劃的母法依然為《平均地權條例》，在 1964 年修法時，將市地重劃同意門

檻由人數及面積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並可強制辦理重劃土地產權變更登記。2002 年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規定政府應訂定自辦市地重劃專門辦法，2006 年，內政部公告實

施的《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在母法的人署與土地面積雙二分之一同意門

檻下，構成自辦市地重劃的多數決制度框架。在 2004 年台中開放整個後期開發區供開發商

參與重劃之後，自從 2004 年的單元 14 開始，整體開發地區 9 個自辦重劃單元，由各個政

商聯盟組成重劃會/籌備會，提出重劃開發計畫，並開發收集地主的同意書(表 2)。 

 表 2   台中市自辦重劃單元開發案政商關係 重劃單元(開發時間) 開發商 政商聯盟 單元 14(2004-2010) 堅城 張派 單元 3(2004-2010) 惠豐順 惠宇、豐邑、順天三大建商合資， 無黨聯盟;黑派;賴派 單元 1(2007-2012) 寶慶 寶成集團 單元 2(2008-2012) 富有 長億集團,楊派，民進黨新何派 單元 5(2008-2013) 安居 黑派,顏清標 單元 8(2009-2013) 金宇城 台灣強,胡盧派 單元 13(2009-2014) 經驥 馬上發轉投資 單元 12(2010-2013) 馬上發 張派 單元 4(2012- 惠豐順 富有和惠豐順兩家公司，都宣稱取得過半地主同意書，經市府協調後，交給惠豐順開發。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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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自辦重劃辦法的法令位階低、相關規管不完備，造成相當多的問題，至今很難

解決。依據重劃法令規定，只要七個地主發起19，就可以組成重劃區的開發主體－重劃會籌

備會，重劃區的「多數決」比例，只要會員大會投票時形式上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地主人數和

土地面積同意，即可通過重劃計畫、分配土地、抵費地出售。這樣的門檻，有利於財團的土

地投資開發。2004 年台中開始開辦郊區的自辦市地重劃後，許多財團以重劃會的「外顯形

式」介入自辦重劃的土地投資(王光旭，2005)，形成新的都市成長聯盟，財團和地方派系透

過種種方式屯地、進行投資佈局、佐以後續規劃的配合，從而透過取得抵費地並予以出售，

實現其土地利益(莊翰華等，2012；黃子倫，2013；許瑞員，2015)。 

1990 年七期重劃區像荒地般的空地，經過過去 10 餘年的政策推動，現已建起了高價

位商住房地產，成為豪宅區，而 17 年之後，高速公路另一端的安和路旁，以及七期南邊與

之相鄰接的市政路旁，則變成與當時七期重劃區地景模樣相同的重劃區--寶成集團主導的單

元一安和重劃區，以及長億集團主導的單元二黎明重劃區。由於法令規範不周，整體開發地

區的重劃單元裡引發了許多權利受損的業主的抗爭，每個單元都組成了自救會，與財團主導

的重劃會進行法律訴訟。從過去到現在，市地重劃引發了相當多的爭議，不時發生業主的訴

訟、抗爭，然而這些個別業主的抵抗，對台中重劃區的土地投資、佈局、規劃開發，均產生

不了實質意義上的作用，無法改變重劃區的土地開發計畫(許瑞員，2015)。 

重劃會如何利用自辦重劃的體制去奪取地租呢？自辦重劃的主管單位是地方政府地政

局，重劃會藉由控制了會員大會與重劃理事會，而獎勵重劃辦法則賦予了重劃會可掌握相當

大的壟斷權力，包括圈地權，理監事選舉主導權，配地權，規劃權，財務權，估價權，抵費

地處分權
20
，強拆權，永不退場權(表 3)。不願加入重劃、要求劃出重劃範圍的地主，在籌備

會主導了第一次重劃會員大會、選舉出理監事並通過追認重劃計畫書之後，要劃出重劃範圍

非常不容易，幾乎是完全無法拒絕參加重劃。 

 

  

                                                
19 在 2017 年內政部修法後，改為 3/10 地主人數與面積同意。 
20修正前的《獎勵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關於「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抵費地之處分」、「重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可由會員大會授權理監事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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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辦市地重劃之壟斷權力 

 圈地權 理監事選舉主導權 配地權 規劃權 

法 令

規定 

七人以上地主，

自組重劃會籌備

會，申請重劃範

圍及土地所有權

人地籍資料，舉

辦座談會 

重劃會員大會理監事

選舉，應通過「重劃

區內地主人數二分之

一以上、面積超過重

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的「雙

過半」門檻 

按重劃前土地原

位次分配，由市

府都委會訂定最

小分配面積 

重 劃 區 細 部 計

畫、個案變更由

市府都發局、都

委會審議 

開 發

商 實

做 

找七個以上人頭

成立籌備會；找

較 大 的 地 主 合

作；依土地布局

圈地；尋找尚未

開發的既有都市

計畫區 

籌備會灌同意人頭、

假造委託書；自行通

過採用「無記名投

票」的理監事選舉投

票辦法，理監事選舉

未達地主產權過半同

意 

將重劃抵費地與

合作地主的土地

配到區位較佳位

置；視策略需要

把不同地方的地

主配在一起，以

形成地主間產權

糾紛 

主導都委會相關

審議與都市計畫

個案變更；市府

以地政-都發「協

同作業要點」內

規辦理，都市計

畫檢討須經重劃

會同意 

爭 議

案例 

南屯區單元二黎

明幼兒園、單元

三南屯天主堂不

願參加重劃，要

求劃出重劃範圍

但遭重劃會拒絕 

西屯區單元一、南屯

區單元二、東勢區山

城科技園區控告重劃

會違法選舉訴訟 

單元二賴家配地

訴訟；單元二黎

明幼兒園南側配

地 

單元二廣場兼停

車 場 變 更 住 宅

區；東勢乙種工

業區變更 

(續) 

 財務權 估價權 抵費地處分權 永不退場權 

法 令

規定 

理事會決定重劃

的預算及決算審

議；由市府地政

局核定重劃工程

共同負擔 

重劃會委託一家

不動產估價公司

評估重劃前與重

劃後地價，由市

府「地價評議委

員會」核定 

授權給理事會，市府

地政局酌定因爭議未

決而保留部分抵費地

暫緩出售 

重劃會員人數及面

積十分之一以上提

出，可再度召開會

員大會 

開 發

商 實

做 

市府未實質審查

「計算負擔總計

表」，重劃會將重

劃費用增加以換

得更多抵費地 

低估重劃後地價

以增加抵費地；

選擇性、策略性

低估不同地主的

重劃前地價；主

導地價評議委員

會運作 

設定取得佔重劃案總

面積一定比例 (如

10%)的抵費地；抵費

地出售按開發商意

圖，交易資訊不公

開；市府允許有爭議

的重劃抵費地交易 

開發商彼此競合，

中途轉讓同意書接

手，持續召開重劃

會員大會、辦理新

的理監事選舉，運

作理事會完成重劃 

爭 議

案例 

單 元 一 、 單 元

二、北屯區單元

十 二 工 程 款 灌

水，地主聯合行

政訴訟 

單元二、單元十

二地主聯合行政

訴訟 

單元十二反對抵費地

過戶爭議 

單元十二會員大會

做弊、被舉發興

訟，開發商重提重

劃計畫書，重新召

開會員大會選出新

任理事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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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重劃體制內的配地爭議處理，是重劃理事會先進行與地主的調解，調解不成送地方

政府調解，再不成則交給法院宣判，實際上重劃會掌握上述的制度性壟斷權力，獎勵重劃辦

法更賦予重劃會「強拆權」，可在與地主的訴訟官司尚未判決確定之前，申請法院假執行去

強制拆除不同意戶。而地方政府則認定業主與重劃會的爭端為私權糾紛21，行政部門只進行

形式上的簡單調解，並不予介入、干預，多年以來，對於普遍發生的暴力脅迫簽定重劃同意

書，乃至於已被最高法院判定理監事選舉有疑慮並發回更三審之單元二會員大會灌人頭等違

法現象，幾乎是完全漠視。重劃會運用豐沛的法律資源，利用司法體系對不願意配合的地主

不斷提告，沒有法律資源的地主最終只能妥協。 

單元八「中科經貿」自辦重劃案的受害地主，針對《獎勵重劃辦法》當中有關籌備會濫

權的問題，提出大法官釋憲案，2016 年 7 月被大法官會議釋字七三九號釋憲案宣告《獎勵

重劃辦法》部分條文違憲22，要求內政部修改辦法，之後內政部在 2017 年 7 月提出新修正

的《獎勵重劃辦法》，新辦法主要修正的部分，是把籌備會成立門檻，由七人以上地主即可

發起，修改為需經十分之三地主人數與土地面積同意；此外，籌備會成立後，需先召開重劃

會「成立大會」、取得地主人數與面積過半同意選出重劃會理監事會，之後再召開重劃會

「會員大會」，同樣要取得「雙過半」方能通過重劃範圍。然而 2018 年適用新法的東勢

「山城科技園區」自辦重劃案，仍發生理監事選舉造假的爭議與地主興訟。 

2017 年的修正辦法，仍未針對自辦重劃的核心矛盾展開修法，在這樣的制度之下，自

辦重劃仍然不斷出現的受害者、被迫遷戶，包括，(1)土地面積未達地方政府規定的最小分

配面積的地主；(2)付不出重劃後土地最小分配面積差額的地主；(3)只擁有房屋所有權的屋

主；(4)歷史遺留之土地產權不明確者，未辦理過戶登記、建物登記者。土地登記、建築登

記，都會影響配地的權益，然而重劃地區過去的農地，產權模糊，許多沒有辦理建物登記，

由地方政府建管單位負責審定其土地與建物之法令地位，之後交法院裁處、依法判決並強制

執行；(5)承租戶。以單元二為例，拆遷了原村庄—新庄子聚落兩千多戶的居民，重劃後只

有很少的住戶仍可居住在原本的村莊範圍。 

 

                                                  
21以黎明幼兒園民事訴訟為例，高等法院判決文主張” 獎勵重劃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重劃會協調不成時，由主管機關予以調處，無非藉由公權力適度介入，調和個人與重劃會之利益，簡省勞費，並未變更其私權爭議之性質”。 
22 釋字第七三九號解釋文針對提案人的訴求，宣告《獎勵重劃辦法》部份條文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以及正當行政程序，釋憲文重點為，(1)成立籌備會之要件，未就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內所有土地面積與人數之總和應占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總面積比率為規定，與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不符；(2)由籌備會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重劃計畫書之申請核定及公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皆屬重劃會之職權，卻交由籌備會為之，與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意旨不符，且超出同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目的與範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3)未要求主管機關在核定擬辦重劃範圍時，應當設置適當組織加以審議、應於核定前予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應將重劃計畫相關資訊與核定處分送達重劃範圍內申請人以外之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應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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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單元二自辦重劃與單元二自辦重劃與單元二自辦重劃與單元二自辦重劃與黎明幼兒園黎明幼兒園黎明幼兒園黎明幼兒園拆遷爭議拆遷爭議拆遷爭議拆遷爭議 

單元二黎明自辦重劃區，面積高達 186 公頃，計畫人口兩萬四千人，是全台灣有史以

來面積最大的市地重劃案(圖 11)，這個市地重劃案，由長億集團旗下的富有土地開發主導，

在 2009 年組成重劃會、提出重劃計畫，其利益背後凝聚了政商關係、政治經濟利益與權

力，並引發許多衝突。台中自辦重劃爭議當中抗爭力度最大的，即是單元二範圍內的「黎明

幼稚園」保留運動，重劃會對該幼稚園的迫遷，在 2016 年 11 月底引發了在地 NGO、大學

師生、學生社團的集體性抗爭。黎明幼兒園在個體層次上，與其他自救會、業主同樣是委託

律師進行民事法律訴訟，並針對地方政府並未對此案的「費用負擔總計表」進行實質審查，

以至於重劃會有多項經費灌水(包括工程追加款、貸款利息、公用事業費用等)，提出公法層

次的行政訴訟，是結合了個體和集體層次的重要自辦重劃抗爭。 

 

 

 

 

 

 

 

 

 

 

 

 

 

 

 

 

 

 圖 11  台中市單元二重劃區都市計畫與黎明幼兒園區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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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辦市地重劃與重劃會最重要的權力來源是重劃會「會員大會」，共識製造技術最核心

的，乃是操作會員大會，灌人頭投票，以超過二分之一多數決門檻，選出重劃會理監事，從

而讓重劃會在程序上合法成立。以單元二為例，其重劃範圍內，地主有 2619 人，單元二重

劃會籌備會於 2008 年 3 月，召開迄今的一場會員大會，根據會議記錄所載，完成四個投票

表決程序：(1)追認重劃計畫書，(2)通過重劃會章程，(3)通過理監事選舉辦法，(4)選舉理

監事。具有重要法律效力的會議紀錄，只有三頁(附錄一)，主要記錄了這四項選舉結果皆通

過，然而程序上就賦予了重劃會相當大的授權，包括上述的配地權，估價權等等，所有弊端

都跟重劃理事會經由第一次會員大會得到授權從而掌握這些權力有直接關係。證據顯示，這

場會員大會存在很多灌人頭、偽造委託書現象，根據業已由法院判決偽造文書確定的地主提

報至地檢署的刑事告發狀，經比對當天簽到名冊，這場會員大會，有 461 個人頭灌票。黎

明幼兒園關於地上物拆除的訴訟，即依據此項理由： 

“被上訴人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二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下稱系爭大會），出出出出

席及表決均有虛增人頭地主席及表決均有虛增人頭地主席及表決均有虛增人頭地主席及表決均有虛增人頭地主，，，，扣除後參與表決者僅一千零二十一人扣除後參與表決者僅一千零二十一人扣除後參與表決者僅一千零二十一人扣除後參與表決者僅一千零二十一人，，，，未達法定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未達法定人數

即全體會員二千六百十九人之半數即全體會員二千六百十九人之半數即全體會員二千六百十九人之半數即全體會員二千六百十九人之半數，其選舉理、監事既不合法，依修正前獎勵重劃

辦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被上訴人即不成立。” 

  不過單元二重劃會理事會堅持會員大會的合法性，2016 年 6 月，台中高等法院宣判黎

明幼兒園依此偽造文書案的重劃會員大會成立程序不合法的理由，提出的上訴敗訴(附錄

二)，高等法院法官判法的主要理由為：  

(1)依修正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計算重劃人數及面積時計算重劃人數及面積時計算重劃人數及面積時計算重劃人數及面積時，，，，以土地登以土地登以土地登以土地登

記簿記載者為準記簿記載者為準記簿記載者為準記簿記載者為準，，，，縱認確有人頭會員縱認確有人頭會員縱認確有人頭會員縱認確有人頭會員，，，，在未塗銷所有權登記前在未塗銷所有權登記前在未塗銷所有權登記前在未塗銷所有權登記前，，，，該會員依所有權人該會員依所有權人該會員依所有權人該會員依所有權人

之地位行使其會員表決之權能之地位行使其會員表決之權能之地位行使其會員表決之權能之地位行使其會員表決之權能，，，，當屬合法當屬合法當屬合法當屬合法。 

(2)修正前獎勵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關於會員大會決議事項表決人數及面積

如何計算，並無如同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限制23，被上訴人依土地登記簿所依土地登記簿所依土地登記簿所依土地登記簿所

載計算人數及面積以各超過二分之一之比例通過理事載計算人數及面積以各超過二分之一之比例通過理事載計算人數及面積以各超過二分之一之比例通過理事載計算人數及面積以各超過二分之一之比例通過理事、、、、監事選舉辦法監事選舉辦法監事選舉辦法監事選舉辦法，，，，再依該選舉再依該選舉再依該選舉再依該選舉

辦法選舉理辦法選舉理辦法選舉理辦法選舉理、、、、監事監事監事監事，，，，自無違法之處自無違法之處自無違法之處自無違法之處，尚不能以嗣後修正同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但書不能以嗣後修正同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但書不能以嗣後修正同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但書不能以嗣後修正同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但書

增訂第二款之規定增訂第二款之規定增訂第二款之規定增訂第二款之規定，，，，溯及認為該次大會決議因計入未達最小建築面積之所有權人人溯及認為該次大會決議因計入未達最小建築面積之所有權人人溯及認為該次大會決議因計入未達最小建築面積之所有權人人溯及認為該次大會決議因計入未達最小建築面積之所有權人人

數而謂其數而謂其數而謂其數而謂其選舉理選舉理選舉理選舉理、、、、監事不合法監事不合法監事不合法監事不合法，亦難謂因理、監事選舉不合法致重劃會不成立。 

  台中市地政局亦公開宣稱，將被偽造的委託書、人頭會員剔除後，單元二仍有過半地主

同意，重劃會員大會的投票是有效力的。重劃會據此向重劃區內不願參加重劃的地主提告，

重劃會據此判決申請強制執行拆除幼兒園地上物，並在 11 月 21 日拆遷日引發了保留黎明

幼兒園的”擋拆”集體行動，以及延續至當下的黎明幼兒園反迫遷社會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在

之後的幾個月，透過組織串連、動員、陳抗遊行，引起全國層次的不少關注。                                                 
23指的是《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5 條所規定，持有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面積(最小分配面積)1/2 者，不計入同意人數與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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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最高法院就黎明幼兒園關於拆除地上物的上訴，做出了新的判決(裁判字

號 106,台上,415) 24，判決重劃會敗訴，發回高院進行更三審。最高法院駁回更二審高院判

決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會員大會的投票結果，未能確定是否土地面積有超過半數以上同意。

這個判例是有高度突破性的，是司法史上首次質疑重劃會員大會「共識製造」的合法性。最

高法院判決文陳述： 

“惟按九十五年間修正獎勵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明定，除但書規定外，會員大

會就該條第二項各款（包括理事、監事之選任）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

上上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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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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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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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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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此等同意比率此等同意比率此等同意比率此等同意比率

係屬決議之有效要件係屬決議之有效要件係屬決議之有效要件係屬決議之有效要件。又同辦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籌備會於召開第一次會員大

會選定理事、監事，並將章程、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

事會紀錄，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成立重劃會。是若未合法選出

理事、監事，必影響重劃會之成立。查系爭大會會議紀錄就查系爭大會會議紀錄就查系爭大會會議紀錄就查系爭大會會議紀錄就(七七七七)選舉理選舉理選舉理選舉理、、、、監事項僅監事項僅監事項僅監事項僅

記載記載記載記載：「：「：「：「(二二二二)經會員以提名單方式提名並統計票數經會員以提名單方式提名並統計票數經會員以提名單方式提名並統計票數經會員以提名單方式提名並統計票數，，，，產生三十名理事候選人及五名產生三十名理事候選人及五名產生三十名理事候選人及五名產生三十名理事候選人及五名

監事候選人監事候選人監事候選人監事候選人。。。。(三三三三)經電腦讀卡開票作業及人工驗票完成後經電腦讀卡開票作業及人工驗票完成後經電腦讀卡開票作業及人工驗票完成後經電腦讀卡開票作業及人工驗票完成後，，，，主席宣布選舉結果主席宣布選舉結果主席宣布選舉結果主席宣布選舉結果」」」」等等等等

詞詞詞詞，，，，就究有若干會員投票及其持有面積多寡就究有若干會員投票及其持有面積多寡就究有若干會員投票及其持有面積多寡就究有若干會員投票及其持有面積多寡，，，，並未記載並未記載並未記載並未記載（（（（見一審卷見一審卷見一審卷見一審卷(一一一一)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一一一一

頁頁頁頁）。）。）。）。則是項選舉同意會員是否符合上揭法定人數及面積則是項選舉同意會員是否符合上揭法定人數及面積則是項選舉同意會員是否符合上揭法定人數及面積則是項選舉同意會員是否符合上揭法定人數及面積，，，，攸關系爭大會選任理攸關系爭大會選任理攸關系爭大會選任理攸關系爭大會選任理、、、、

監事是否合法有效監事是否合法有效監事是否合法有效監事是否合法有效，，，，影影影影響被響被響被響被上上上上訴訴訴訴人是否成人是否成人是否成人是否成立立立立，，，，自有自有自有自有探探探探究究究究必必必必要要要要。。。。原審就此未詳予調查

審認，遽認系爭大會理、監事選舉並無不法，已嫌速斷。” 

  從高等法院更三審歷次準備程序庭的紀錄、最後言詞辯論庭的訴狀等資料，可以看到重

劃會委任律師針對重劃未達過半產權同意的質疑，並無法提出最高法院要求的相關投票證據，

去證明該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有達到過半地主面積同意25，會員大會的投票方式經司法程序

確認，是「無記名投票」，亦即無法得知究竟贊成的地主人數票數中代表著多大土地面積的

地主同意比例，當年會員大會三頁會議紀錄有關土地面積同意比例，明顯是造假的26。重劃

會辯論狀則轉為主張，重劃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並不適用《獎勵重劃辦法》第 13 條要求

地主土地產權同意須過半的規定，而是適用該辦法第 11 條的規定：「籌備會應於重劃計畫

書公告期滿日起二個月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章程、重劃計畫書，                                                
24判決文全文網址：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S.aspx?p=Na8ojsmbRUUAOOsTxyOoy%2FrRMi1Tk2nGADZoJZSXU%2F

g%3D。 
25 重劃會委任律師在 8 月 14 日言詞辯論庭上表示，其實台中每個重劃會的選舉方式，都不是依照自辦重劃辦法規定處理，單元二重劃會亦然，因實務上程序繁冗，過去台中市絕大多數自辦重劃在會員大會選舉理監事時，均未依法辦理投票。 
26單元二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未取得地主過半產權同意的情事，也在研究者與台中市地政局長的會議中得到確證，地政局長表示，「過去都是這樣」，並陳述道官方雖了解無記名投票的問題，然而為了讓重劃可以進行，採取認可重劃會籌備會自訂的「投票辦法」，並在此基礎上，核可其“投票”結果。而面對最高法院指出的不符合法律規定部分，台中市地政局則已向內政部提出函釋的要求，希望內政部表達態度，看接下來程序怎麼走。在該次會談中，地政局長始終堅持的一點是，地政局手上的土地同意清冊中，同意重劃的地主面積加起來，絕對是有「過半」，而由於自辦重劃法規規定，只有重劃會和地政局能夠握有地主名單與持有土地面積，連個別地主想申請其他同意或不同意地主的資訊，以能夠連結上其他不同意地主到一定比例提出異議，都不被允許，理由是「個資保密」。故實際土地面積同意比例，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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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互選代表組成理事會、監事會，分別負責執行業務」，理監事選舉方式可由重劃會章程自

行決定，且不需採取記名投票以確認達到過半地主產權同意27。 

2018 年 9 月台中高等法院針對強拆黎明幼兒園案做出更三審宣判，判決黎明幼兒園敗

訴，理由是「2008 年市政府已核准單元二重劃會成立，故其理監事合法性沒有問題」。從

判決書內容可看出，台中高院的判決沒有回應最高法院駁回更二審的理據，亦即《獎勵重劃

辦法》第 13 條規定，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應有重劃區內地主人數二分之一以上、面積超

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高院合議庭沒有採納過去一年來司法調查的證據，

而是採取台中市政府當年核准重劃會成立的行政處分，承認被最高法院質疑的重劃會之合法

性。在判決之後，重劃會只需支付擔保金 864 萬即可申請法院假執行拆除黎明幼兒園，而

黎明幼兒園則要支付反擔保金 2589 萬方能暫緩強制執行，儘管黎明幼兒園再次向最高法院

提出上訴，但仍然立即面臨假執行的強拆危機。 

 

 

陸陸陸陸、、、、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強調，在多次的修法、都市計畫擴張的歷史過程中，台中的市地重劃並非原平權地

權條例精神下的地主自發進行之土地改良與共同開發，而是演化為一套政商集團藉由制度性

壟斷權力有系統地奪取郊區壟斷地租的工具，2004 年以來後期發展區的自辦重劃更提供龐

大的土地資源，使諸成長聯盟得以運用重劃會的形式，在各重劃單元當中進行競爭、插旗、

合作、政治分配，甚至重組政治地理格局。我們強調重劃範圍內權力關係人的多數決同意

制，是持具壟斷權力的重劃會取得土地的必要中介，重劃會熟稔利用制度漏洞，借由操弄重

劃會員大會的共識製造技術，「擬仿」了地主的多數決同意，並轉移、個別化且合理化土地

強制重分配的矛盾，儘管台中自辦重劃過程造成了大量迫遷及流離失所，但衝突被轉化為地

主之間的民事產權糾紛，消解了資本都市化的爭議政治地景。然而從黎明幼兒園拆遷訴訟過

程之法庭證據，可以明確認識到，單元二重劃計畫與理監事選舉沒有達到地主過半「產權同

意」，這是多數決同意之「擬仿」背後的「真實」。 

  我們也發現自辦市地重劃多數決的共識製造技術，提供了都市成長機器新的「共識轉

向」條件，讓親成長聯盟與都市政權得以在維持壟斷權力的前提下，將都市成長體制轉化為

可讓更多開發主體與新的地方聯盟進場、標榜”以共識之名”的霸權型都市治理。多數決的意

識形態，促進了迫遷的「共識體制」。我們強調自辦市地重劃的共識製造技術，已然形塑出

不同於「威權侍從」模式的「共識政治」模式，在維持擷取壟斷地租和制度租隙所需之壟斷

權力的前提下，維繫新的政治生態中統治集團的正當性。地方政府選擇性地以默會化的干預

方式，認可新成長機器的正當性，順暢其土地開發價值實現，並消解暴露爭議的政治場景。                                                 
27 資料來源：106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41 號，黎明重劃會民事辯論意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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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以上關於重劃會壟斷權力與共識製造之權力技術的分析，我們試圖去解釋何以自辦

重劃這樣的不均等權利變換制度與其所造成的諸多迫遷爭議，在政治的層次上，被轉化成為

「去政治的都市政治(urban politics of depoliticizes)」，制約了權利主體之集體行動政治化

的可能，以致數以千計重劃受害者的抵抗，無法撼動重劃會的支配。政商壟斷權力以及共識

製造技術交互作用，確保了資本透過自辦重劃進行土地投資的壟斷地租利潤率，在私有產權

民主制的政治社會脈絡下，形構出邊緣都市化的龐大而持續的開發動力。然而重劃區開發潮

造成了快速的農地流失、生態破壞以及大量迫遷和流離失所，政治社會後果則是，地權重整

越來越不平均，階級力量越趨不對等。 

       在私有產權民主制當中，關乎資本主義都市化的空間正義課題相當複雜28，在民主轉型

此刻的台灣，鑲嵌於選票式民主系統的多數決制度，很可能正隱欌了強者的利益、意志、不

正義，這在政治哲學的深刻層次上，將我們帶回了《理想國》開宗明義的辯論：究竟什麼是

正義？難道是 Thrasymachus 所論斷的，正義即是對當權者喜好的表述，所以人們會更青睞

非正義的生活29？姑且不管正義是否可以如蘇格拉底所辯證，是城市基於個體市民行為累積

的內在品質，台中城市的自辦重劃，不斷上演著成長機器操作共識製造的戲碼，新的都市領

導權--都市重劃政權(urban land readjustment regime)，在制度化的壟斷權力基礎上，配備

著可觀的共識製造技術，至於市民們是否「會」青睞或不青睞非正義的生活？在壟斷權力與

共識製造技術所形構的「意志的意志(the will of will)」下，此自由意志問題，本身失去了存

在的條件。壟斷地租與共識製造技術的視角30，有助於理解台灣 2006 年以來”假多數人之

名、行少數人支配”之掠奪性積累與支配權力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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