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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中程施政計畫(100至 103 年度) 

壹、 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發展課題 

一、 環境情勢分析 

為遵循市長施政理念，秉持以民為尊，提升為民服務品質與效能，開發遠

途地區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強化網際網路地價資訊整合作業、地政

資訊 e網通、健全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建置標準框架座標系統模式、辦

理地籍圖重測作業、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等服務；並以區段徵

收及土地重劃方式促進土地利用，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及南側區段徵

收、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及實施第十三、十四期市地重劃

區、臺中糖廠區段徵收案、辦竣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等，均為本局

（100至 103年）中程計畫首要課題，茲分述如下：  

（一）網際網路地價資訊整合作業 

縣市合併後，面對幅員更為廣大之行政區域與不動產市場，打破原本縣

市界線藩籬，整合並強化網際網路資訊取得之管道，提供民眾快速、正

確、透明之大臺中地價資訊，減少民眾交通與時間成本，係落實便民並

貼近民意需求之最佳措施。 

（二）健全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 

不動產交易往往牽涉龐大金額且交易期程冗長，買賣雙方又常處於資訊

不對等狀態，致仲介糾紛事件頻傳，為健全不動產交易市場，務必加強

不動產經紀業查處、管理機制，以保障不動產交易安全。 

（三）遠途地區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作業 

因合併後臺中市幅員北至大安、南至烏日大里、東至和平，面積廣闊，

由海線或山線至地政局屢屢超過兩個小時車程，如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

均通知於西區地政大樓發放，將可預見衍生遠途民眾的不便，藉由土地

徵收補償費發放在地化，將可減少可觀的交通成本與旅次時間。 

（四）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 

1、臺中市具備良好的氣候條件與生活環境，挾著區位優勢，在高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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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後已然與台北及高雄形成半日生活圈，未來兩岸三通後更是兩岸

間交通最直捷的門戶，水湳機場原址地區的再發展正好提供一個前

所未有的契機，重新思考規劃大臺中市的都市發展。 

2、本府於 2007年 1月經由國際競圖評選，選出美國普林斯頓建築學院

院長史坦艾倫領銜的規劃團隊進行細部規劃設計，以「四大一特色

－大公園、大學城、大會展中心、大巨蛋、臺灣精神塔」為開發主

軸，將大面積的綠色開放空間配置在基地中央，形成一個大型、蜿

蜒全區、貫穿南北的中央公園。 

3、中央公園北側規劃由轉運中心、會展中心、巨蛋體育館、購物中心

及國際級飯店，組成一個多功能的經貿複合園區；南側則設置臺灣

塔，與中央公園北端的經貿園區呼應，形塑園區特色，象徵新的臺

灣精神；蜿蜒的中央公園界定出三個特色的鄰里單元，由北而南分

別為「生態住宅專區」、「文化商業特區」，以及大學城所在的「創新

研發專用區與文教區」。 

4、水湳機場原址地區整體規劃案係整合經貿、創研、大學、休閒、文

化、生活等機能的綜合性規劃，未來將為臺中市帶來更具前瞻性、

國際性、創意性的都市環境；一個地標建築、生活空間、工作空間

及活躍的休閒遊憩空間的新組合，藉由生態、地景、人文、經貿與

科技發展之互動，創造出一種新型態的都市生活場域，實現「生產、

生態、生活」三生一體的生態永續城市，成為新都市典範。 

（五）辦理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1、由於都會地區汽、機車輛快速成長，在公路建設速度趕不上車輛成

長情形下，都市交通紊亂及空氣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因此，藉由捷

運軌道之大眾運輸方式紓解及改善交通環境，並提高運輸服務水

準，均衡都會區發展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已是大臺中都會發展當

前最刻不容緩的重要市政建設。 

2、為配合「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本府

即著手辦理北屯舊社地區變更主要計畫，並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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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北屯機廠、G0站、G3站及相關公共設施用地，透過多元機能之引

入，推動新市區建設，使生活環境更臻完善，期能以都會區捷運之

效能，配合沿線既有都市發展計畫，帶動地方繁榮。 

（六）建置標準框架座標系統模式 

1、全市地籍圖為多種坐標系统不一，造成使用及管理之困難。 

任一國家均需建立全國統一的測量基準與坐標系統，分設不同等級

的基本控制點，作為各類測量應用的依據。本市地籍圖自光復以來，

將日據時代沿用老舊地籍圖分不同年度辦理地籍圖重測，由於辦理

時間不同採用之坐標系統不一，致一段或一小段內擁有兩種不同座

標系統，不但造成段內之整合困難，亦造成管理使用不便。 

2、工務、建設部門使用之地形、都計、管線坐標系统自成一系無法相

互套疊應用，亟待轉換整合為 TWD97標準坐標系统。 

本市國土資訊圖資料以 TWD67 坐標系統建立，自 921 震災後中部地

區 TWD67 坐標系統之基本測量控制點遭到位移，精度已失，引用失

據，因此，GIS資料如不及早轉換為 TWD97系統，勢將逐漸浮現各類

圖資套疊不符，難以維護、修檔之困境。鑒於上述原因，亟需儘速

將不同座標系統整合，並將國土資訊、地形圖、地籍圖、都計圖、

管線圖、戶政門牌等圖形資料整合在 TWD97 系統使全市坐標系統趨

於一致。 

（七）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 

土地是經濟開發的一個重要標的，而地籍資料就是土地管理的重要依

據。目前各地政事務所保管的地籍圖中，尚有自日據時期沿用至今的地

籍圖，不僅精度不佳、不易保存，更無法滿足民眾對測量精度的需求。

藉由辦理地籍圖重測，透過行政程序與現今精密的測量技術，將土地之

地籍全面釐整，解決民眾對土地界址的爭紛，並提供土地開發所需的正

確資料，促進土地開發利用。 

（八）實施第十三期市地重劃區 

1、第十三期市地重劃區為市長施政白皮書重大建設之一，完成後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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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原後期發展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先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之土地分

配問題。 

2、整體開發區第 6、7單元（大慶車站周邊）範圍，位於鐵、公路重要

樞紐，為本市十二項重大建設之一，透過市地重劃由土地所有權人

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開闢費用方式進行整體開發建設，除可加速都

市健全發展及促進土地利用外，亦可節省政府支付鉅額公共設施用

地徵購及闢建費用，為都市土地整體開發之有效手段。 

（九）實施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 

1、本市 80 米環中路於民國 82 年間辦理開闢，惟當時限於經費，用地

部分以保留重劃分配權由土地所有權人先行提供，至今已逾 10 餘

年，為解決保留重劃土地分配問題，籌辦第十四期重劃，將該環中

路納入實施範圍。 

2、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 99年列入臺中市政府施政白皮書，完成後提供

可建築用地以解決長期無法建築之困境。 

（十）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 

目前本市非都市土地尚有部份未劃定分區及編定用地，此成為區域計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上之漏洞，須儘速依據「變更一通」非都市土地分

區劃定標準，辦理轄區內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其工作內容

包括： 

1、新登記土地的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 

2、劃定海域區（須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3條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修訂後再配合辦理）。 

3、漏辦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分區及用地編定。 

（十一）目前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狀況有許多並不符合「變更一通」所揭諸國

土復育的目標，且許多分區與實際使用狀況已有差距。 

應依據「變更一通」的非都市土地的分區檢討原則，檢討轄區內土地

符合標準者，辦理分區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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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公告河川區土地分區檢討變更。 

2、特定專用區土地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分區。 

3、其他資源型分區的檢討變更。 

（十二）地政資訊e網通 

1、地政業務的良窳，不僅攸關市政建設、經濟發展、更與市民的財產

權益息息相關。隨著世界潮流日新月異，社會環境瞬息變化，地政

工作需配合時代脈動與政策腳步逐年創新。 

2、為推動市政，遵循市長之施政理念，並達到「便民服務創巔峰，地

政資訊 e網通，衛星定位全球通，開發建設大臺中」的目標，透過

地政資訊網路、地政電子閘門等建置，以超便捷、高安全通信環境

提供超優質的地政便民服務。 

（十三）辦理臺中糖廠區段徵收 

1、本區原為台灣糖業公司臺中糖廠，緊鄰臺中後火車站地區，因國內

經濟環境變遷及製糖產業逐漸式微，於 79年停止製糖，當時評估其

區位條件、市場消費能力與基地規模等因素，均具備開發為大型購

物中心之潛力，遂於 86年經內政部核定變更其都市計畫，變更部分

工業區、住宅區為「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及道路、公園、停車場

等公共設施用地，然適逢都市發展重心由東向西轉移，台糖公司多

次招商迄今均無具體進展，全區呈現荒廢閒置狀態，嚴重阻礙地方

發展。 

2、為解決目前土地長期閒置低度利用問題，有效活化都市核心地區，

並帶動舊市區之再發展，乃透過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重新調整

土地使用規劃，改以區段徵收方式由市府主導進行整體開發，無償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原大型購物中心專用區

專案通盤檢討）案」業於 100 年 3 月 1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750次會議審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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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辦竣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 

1、本市自民國 49 年起陸續辦理近 20 區農地重劃，早期土溝水路宜配

合時代進步改建為 RC結構，農地重劃所興建之農水路隨著時間逐漸

發生損壞情形亦須修復。俾能維持農地重劃後之優良農田生產環

境，以確保國家糧食生產無虞。 

2、改善農水路除對生產條件有幫助外，並可改善鄉村偏遠地區交通及

生活環境，照顧弱勢農民生活。 

二、 優先發展課題 

（一）地價資訊整合與建置 

整合原縣市地價資訊，提供民眾查詢便利，建立大臺中地區完整之地價

資訊系統，消除區域框架；並可藉以掌握全市地價動態，作為平衡各區

域發展與政策執行參考。 

（二）不動產資訊單一窗口、多元項目、快速服務 

不動產相關資訊類別複雜且型式多元，一般民眾難以理解，常因不瞭解

而致生怯怕，提供簡易、快速、方便之查詢窗口，消除民眾有關不動產

之相關疑慮。 

（三）打擊非法、輔導合法、健全公會組織 

經紀業例行查核，輔導合法經紀業者配合法令規範，健全體制；加強打

擊非法業者違法仲介，避免心存僥倖；健全公會發展，以利業務聯繫與

政策配合。 

（四）積極建置「行政罰鍰案件移送執行作業系統」 

有鑑於行政罰鍰案件數量龐大，由人工處理作業費時又浪費人力，控管

稽催作業更需耗費龐大人力，為使案件處理快速，各項統計報表更容易

處理，控管稽催作業透過電腦自動化處理，縮短處理時程及減少人工作

業疏失，有關行政罰鍰案件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處執行作業將 100 年 6

月起統一由本局專責管理，以提升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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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在地化 

實施直接至受補償人附近之區公所、地政事務所或里辦公室等地辦理發

放徵收補償費之在地服務，以達到發放在地化便民目標。 

（六）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開發水湳經貿園區，型塑都

市新地標 

1、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係配合水湳機場遷移，對於原基地

及週遭土地作合理的定位與整體規劃發展，使土地資源有效地再開發

利用。 

2、本區開發總面積 250.57 公頃，區段徵收計畫書業報奉內政部核准，

為利後續各項公共工程之進行，首要工作為辦理區段徵收公告及通

知、發放補償費、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審理及囑託產權移轉登記等行政

作業，俾完成用地取得。 

3、持續推動水湳經貿園區開發總顧問暨資訊交流站營運委託技術服務、

經貿園區用地規劃會展中心等 BOT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水湳機場

原址全區景觀及中央公園委託規劃設計、臺灣塔及城市願景國際競

圖、規劃設置城市文化館、區段徵收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及施工監造

等各項工作。 

（七）辦理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配合推動捷運建設，發展

臺中都會區捷運系統 

1、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係配合臺中都會區捷運綠線之興

建，進行機廠及車站周邊地區整體開發，創造優質環境空間，帶動北

屯區整體發展。 

2、本區開發總面積 104.56 公頃，為利後續各項公共工程之進行，首要

工作為辦理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發放補償

費、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審理及囑託產權移轉登記等行政作業，俾完成

用地取得，並持續推動區段徵收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及施工監造、抵

價地抽籤分配及地籍整理等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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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置標準框架座標系統模式 

1、建立全市地籍圖座標系統標準化： 

不同時期測繪而引用之坐標系統有異，造成系統誤差，使之無法相

互套疊應用。多年來因無整體計畫及缺乏有效統整建立，以致同一

地區各類測量無法依據統一坐標系統辦理，更易因測量錯誤而衍生

界址糾紛的情事，引起民眾產權之糾紛，徒增許多困擾。 

2、主動整合地政、工務等單位坐標系統完成三圖合一多目標使用： 

地形圖、地籍圖、都市計畫圖無法三圖合一，造成資料無法相互套

疊、勾稽，例如目前地形圖（依地面控制點為基礎繪製）與地籍圖

（依圖根點測繪）和都市計畫圖（依道路中心樁展繪）此三種圖採

用之測量基準點各自獨立系統不同，無法相互引用，甚為不便。工

務、建設、地政所用之控制測量系統體系不同，致資源重複浪費，

都發局都計樁委外測量成果，送地政單位卻無法運用，必須以地籍

系統重新測量，致人力、經費多重浪費，因此整合工作為當前迫切

解决之課題。 

（九）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 

配合土地開發政策，徹底解決地籍誤謬，建立完整可靠的土地資料，以

利土地更新與利用，並有效解決民眾土地紛爭，保障民眾的財產安全。 

（十）第十三期市地重劃區 

第一工區合法建物及農林作物補償金已發放(共四工區)，其餘工區預計

101 年 8 月底發放完竣（配合工程進度辦理）。第一標第一工區圍籬整

地工程發包作業預計 100 年 4 月底完成，其餘工程發包作業預計 101

年 6月完成。 

（十一）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 

已於 99年 12 月 21日辦理動工典禮，工程部分經本局委託建設局辦理

發包作業，第一工區得標廠商為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工區至第

六工區現正辦理工程規劃設計中，預計 100年八月前發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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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劃定 

目前本市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類別土地，大部分為依國有林班

地登記及測量計畫所新登記之土地。將依據「變更一通」的規定，會同

專家學者與相關局室，組成本市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劃定專案小組統

籌辦理。另將請各地政事務所清查轄區內未辦理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之

土地，依據「變更一通」規定，儘速辦理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事宜。 

（十三）地政資訊e網通 

在電子化政府明確具體的政策目標下，以高品質的電子化政府服務為重

點，在既有已完成的成果基礎上，朝向建構優質網路政府邁進。本局積

極規劃辦理科技與網路的便民服務，目前以推動地政 e 網通、維運跨

機關地政資訊系統網際網路平臺，為優先發展重點工作。 

（十四）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檢討變更 

1、檢討轄區內目前已劃定為特定專用區土地，是否已有廢止計畫的情

形，優先檢討變更為其他適合的分區，目前預定以台糖公司及國防

部的土地先行辦理。 

2、目前本市主要河川（大甲溪、大安溪、烏溪）及其支流，自 92年辦

理河川區專案分區調整後，其間歷經多次天災，水利主管機關已多

次依據水利法重新調整河川區範圍，惟非都市土地分區尚未能全面

配合調整，為避免非都市土地的管制範圍與水利法間發生歧異的情

形，將優先辦理河川區的分區變更檢討。 

（十五）辦理變更編定審查作業 

已劃定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之土地，因興辦各項事業計畫需要，於經興

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向本局申請變更編定，由本局受理

後，需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進行

審查，藉由各相關單位會審嚴格把關，避免因土地變更使用後，影響周

圍土地原有使用，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者變更為適當用地別，以達到社

會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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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辦理臺中糖廠區段徵收──營造台糖湖濱生態城，帶動舊市區再發展 

1、本計畫區面積約 22.48公頃，未來將朝向「湖濱生態園區」開發，保

留現有生態池及歷史建築（原日治時期帝國製糖台中營業所），營造

6 公頃之湖濱生態公園，同時配合建國市場遷建計畫，劃設 2.23 公

頃之市場用地，藉由整體規劃與建設，將土地資源作合理之配置與利

用，徹底改善當地荒蕪景象，充實生活及商業活動機能，結合鐵路高

架捷運化工程及臺中車站地區更新計畫等重大建設陸續啟動，將促使

火車站周邊地區脫胎換骨，再現都心繁華。 

2、為配合生態公園開發及建國市場遷建各項公共工程之進行，首要工作

為辦理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發放補償費、申

請發給抵價地之審理及囑託產權移轉登記等行政作業，於完成用地取

得程序後，持續推動區段徵收工程規劃設計、發包及施工監造、評定

地價、抵價地分配及地籍整理等各項工作。 

（十七）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 

農民透過民意代表、地方里長、區公所將農水路改善建議提報本局，以

本府預算或農地重劃專戶經費辦理改善工程。 

貳、 現有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配檢討 

一、 現有計畫執行成效 

（一）網際網路地價資訊整合 

1、臺中市不動產資訊樂活網已可就原臺中縣、市公告現值、公告地價

及增值稅試算等部分進行查詢試算。 

2、資料公開、查閱便利、窗口單一，地價資訊取得零阻礙。 

3、持續更新系統資料，確保地價資訊正確。 

4、歷年地價資料查閱功能，便利各界掌握分析地價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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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 

1、加強輔導查處，97至 99年共計檢查 552家，查獲違法遭開處業者共

計 50家。 

2、輔導已許可業者設立備查，合併後全市申請不動產經紀業許可計 1096

家，設立備查計 851家。 

3、建置網際網路不動產經紀業者資訊查詢，保障消費者權益。 

4、積極配合內政部研修不動產經紀業相關定型化契約及契約書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5、宣導不動產交易安全，協調交易糾紛，97至 99年共計協調 230 件，

達成和解計 93件。 

（三）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在地化 

原臺中市共8個行政區均通知於西區地政大樓發放土地徵收補償費，原臺

中縣21個行政區均通知於原鄉鎮市公所發放土地徵收補償費，故合併前

縣市作業略具在地服務雛型。 

（四）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 

1、本區段徵收範圍（南北兩側）私有土地面積 80.01 公頃，公有土地

面積 170.56 公頃，合計總面積 250.57公頃，都市計畫變更案於 99

年 4月 13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28次會議審定通過，開發

範圍及抵價地比例（40％）業報奉內政部核定在案。 

2、本區已完成地上物查估、範圍邊界分割、地形測量等先期作業，並

於 99 年 9 月 25 日假逢甲大學召開協議價購暨區段徵收說明會；公

有土地部分，業於 99年 10月 27 日、11月 17日邀集各公地管理機

關召開公有土地處理方式協調會，達成處理共識。 

3、本區區段徵收計畫書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100年 1月 26日

第 252次會議審議通過，並附帶決議：「本案計畫書有關預計總收入

部分，請按開發年期核實修正後報部，免再提會討論。」計畫書內

容業依上開決議補正完竣，並經內政部 100年 2月 25日核准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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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開發案公共工程係委由建設局辦理，專案管理廠商為亞新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水湳經貿園區區段徵收工程第一標案由展翊營造

有限公司得標，並於 100年 2月 11日舉辦水湳經貿生態園區區段徵

收工程動土典禮。 

（五）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1、本區段徵收範圍內私有土地 96.99公頃，公有土地 7.57公頃，合計

總面積 104.56公頃，都市計畫變更案於 98年 8月 11日經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712 次會議審定通過，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例（43

％）業報奉內政部核定在案。 

2、本區已完成地上物查估暨複查、範圍邊界分割、地形測量等先期作

業，並於 99 年 7 月 17 日假北屯區公所召開協議價購暨區段徵收說

明會；公有土地部分，業於 99年 11月 17日邀集各公地管理機關召

開公有土地處理方式協調會，達成處理共識。 

3、本開發案公共工程係委由建設局辦理，專案管理廠商為杜風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刻正賡續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等公開招

標作業。 

（六）建置標準框架座標系統模式 

標準框架坐標系统建立與圖層整合，97 年度辦理不同地籍坐標系統整合

案計 9,991 筆，194 公頃。98 年度辦理 1 萬 3,591 筆，726 公頃。99 年

度辦理 1萬 7,827筆，390公頃。 

（七）地籍圖重測 

近 5年來，已完成地籍圖重測之土地筆數約為 7萬 7,000筆，面積共 7,225

公頃。重測後土地經界清楚明確，面積精準，減少民眾對於土地界址之

糾紛，有效保障民眾之財產與權益。另於地政機關執行土地複丈作業因

測量精度提高，複丈成果一致，有助於提高政府機關行政之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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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開創重劃財源，推動市政建設 

1、原臺中市地區自民國 54年首辦第一期大智市地重劃以來共完成十二

期市地重劃，面積 1811.6538 公頃，提供建築用地面積 1118.6555

公頃，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692.9983公頃，節省政府用地徵

購及工程建設費用 69,461,292,354元，另原為臺中縣地區，自民國

62 年開始開辦豐原市北陽市地重劃區以來，接續辦理梧棲鎮中港一

期一階、大里市地重劃區等共計 13 區，總開發面積約 571 公頃，開

發後提供建築用地達 351 公頃，並無償取得道路、公園、兒童遊樂

場及停車場等各項公共設施用地 208 公頃。以上重劃成果造就今日

臺中市繁榮，提高民眾生活品質與水準，增加土地利用價值，可謂

地盡其利，全民共享之最佳見證。 

2、全國首創抵費地標租設定地上權成果斐然，92 年 5 月第十期重劃區

標出一筆取得權利金 36,780,000 元及每年租金 3,237,768 元，92

年 10 月第七期重劃區標出二筆取得權利金 76,888,000 元及每年租

金 2,477,160元。 

3、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及重劃盈餘款協助市政建設：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依「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第六條規定，補助市庫辦理重劃區內公共設施建設，各期市地

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增添重劃

區內各項公共設施建設、管理及維護用，92及 93年度有臺中大都會

歌劇院、市政特區、戶外圓形劇場、重劃區公共設施維護等高達一

百億以上之市政建設，有賴第七期重劃盈餘款及平均地權基金挹注。 

4、 全國首創電話申辦重劃費用證明書，節省公書文往來普獲民眾好評。 

5、全國首創抵費地電子開標作業，使開標作業更具透明化及公信力。 

6、市地重劃執行成效檢討： 

（1）市地重劃主要為創造自然或土地空間條件，以充分發揮其潛在利

用價值，而於未開發地區或土地上，詳加調查分析，訂定計畫，

然後興設公共設施，引進工商業，進而達成社會經濟目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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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增加土地利用價值、促進都市健全發展、健全地籍管理、

公共設施公平負擔、消除共有土地及享受減稅利益等等。但市地

重劃開辦時應考量其他客觀情勢，諸如政策性的衡量、財務分

析、土地供需均衡，是否產生不勞而獲現象等等須先行效益評

估，否則因土地供需失序，導致抵費地無法順利出售，形成政府

沉重財政負擔或因土地開發前各宗土地使用價值差異不大，惟經

規劃開發後，形成開發區與未開發區之間，或開發區內各類不同

使用強度，與使用類別之劃定，造成各地主間之地價差異，形成

不公平情形，並產生不勞利得，因此市地重劃之開辦宜客觀審慎

評估。 

（2）都市計畫常與市地重劃未能契合： 

市地重劃為執行都市計畫手段之一，都市計畫好壞攸關市地重劃

成敗，公設比例偏高或偏低或偏重於一隅、街廓深淺差異過大、

街道設計不良等等，往往造成土地分配不易，亦影響日後居民生

活環境品質，因此，優質的城市，完善的公共設施，優良居住品

質，有賴高品質的都市計畫及市地重劃的開發。 

7、目前農地重劃執行情形： 

（1）爲改善農業經營結構，增加土地利用資源，提高農民作物收入，

依行政院農委會頒定之「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實施農地重劃，

重劃區農水路工程規劃依據該區地形地勢做有系統之規劃予以

改善，始每坵塊直接臨路、給水、排水，俾使灌溉系統化，減

少輸水損失，避免水患，促進農業經營，達到充分利用價值，

增加糧食生產，改善農民生活。 

（2）目前辦理之農地重劃計有大甲區西春泉、西岐等農地重劃工

程，面積約 291 公頃。農水路改善工程預計 100 年 6 月完成共

83件改善工程。目前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有和平區和平、

霧峰區北勢、大安區西安、大里區立新等四筆，面積約 27.8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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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編定 

63.01.31「區域計畫法」公布施行，臺灣地區非都市土地始自民國 64

年迄民國 75 年分期分區辦竣編定公告，本市（原臺中縣轄區）業於 69

年 6月 1日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作業。 

1、本市（原臺中縣範圍）非都市土地自民國 69年 6月 1日辦理公告編

定確定，並於民國 85 年 8 月 22 日實施中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

討，另於 96 年 7 月 1 日至 97 年 11 月 30 日配合中部區域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草案)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及劃定

作業。截至 99年 12月 31日止，本市已劃定分區及編定用地之非都

市土地共有 388,388筆，面積總計 87,005 公頃。 

使用分區 筆數 面積(公頃) 

特 定 農 業 區 160646 19152.605016 

一 般 農 業 區 32189 4836.925702 

鄉 村 區 89022 1328.775047 

工 業 區 3976 421.544408 

林 區 2383 20155.486995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92372 36412.073686 

風 景 區 568 243.719196 

特 定 專 用 區 4997 3578.048497 

國 家 公 園 區 619 500.639883 

河 川 區 1566 374.859769 

2、自 98 年 2 月至 99 年 4 月賡續辦理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作業，共辦

理和平區國有林班地(共 18段，計 1135筆，面積總共 17745.121281

公頃) ，東勢區石壁坑段河川浮覆地(共 243筆，面積總計 28.4850 

公頃)，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作業。 

3、目前正辦理「和平區大甲溪電廠青山分廠附近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劃定及用地編定作業」，(共 4段，計 435筆土地，面積總共 8283.785

公頃)預定劃定為森林區、特定專用區並分別編定用地為國土保安用

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交通用地等。 

4、99年度共核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案件計 56件，土地面積 23.518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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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政資訊e網通 

因應社會快速變遷及資訊科技發展趨勢，加速地政資訊整合及應用，本

市已建置完成地政電子閘門、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系統及電子資

料流通服務系統，提供跨所、跨市縣（市）暨跨機關資訊交換，方便民

眾利用網際網路申請電子謄本及跨機關間地籍資料之查詢，已達簡政便

民之政策目標，電子謄本每月申領件數約 32萬 3,000張，本市計有 118

個單位及 1447 名承辦人員可透過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作業系統查詢

地籍資料，大幅提升本府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品質。 

（十一）臺中糖廠區段徵收 

1、本區段徵收範圍內私有土地 15.32公頃，公有土地 7.16公頃，合計

總面積 22.48公頃，區段徵收計畫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100

年 11月 9日第 270次會議審議通過。 

2、本案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辦理區段徵收公告（公告期間：自 100 年

11月 16日起至 100年 12月 15日止）及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

權人，並於公告期間受理抵價地申領作業；本府業於 101年 2月 14

日核定發給抵價地，101年 2月 15日與台糖公司辦理園區土地移交

接管，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亦於 100年 12月 29日發放完竣。 

3、於 100年 5月 23日委託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辦理區段徵收工程專

案管理，刻正辦理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公開招標作業，俟決標

後，賡續推動規劃設計、工程發包及施工監造等工作。 

二、 資源分配檢討 

（一）網際網路地價資訊整合 

1、配合資訊作業，持續建置大臺中地區不動產交易價格資料供民眾線

上查閱，惟應加強宣導民眾周知網際網路地價資訊系統資源，提昇

使用效率。 

2、人力方面則以強化市府地價人員素質，補強人力資源，建置專業團

隊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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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 

擴展全市不動產經紀業資訊查詢網路，配合縣市合併查核及督導作業，

健全團隊資源，俾利業務稽核，打擊非法仲介，輔導合法業者，保障消

費者權益，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 

（三）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在地化 

合併後縣市徵收業務併於西區地政大樓辦公，除仍維持原臺中縣21個行

政區均通知於原鄉鎮市公所發放土地徵收補償費外，可檢討擴大在地發

放的地點，讓在地化便利服務能夠惠及更多的遠途鄉親。 

（四）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 

1、區段徵收係屬自償性開發，本區開發總費用預計為 376 億 4,311 萬

元，由本府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財政部地方建設基金或金融機構

申貸，並依執行進度需求逐年編列臺中市水湳機場區段徵收作業基

金支應，俟開發完成，以政府取得之可標（讓）售土地償還開發費

用。 

2、預估總開發經費分配表                         單位：元 

地主領取補償金比例 

項目 
20% 

一、土地補償費 15,542,170,000 

二、地上物補償費  

  1.農作物改良物補償費 257,040,000 

  2.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5,642,510,000 

小      計 21,441,720,000 

三、地籍整理及行政作業費 300,680,000 

四、工程費用 11,313,800,000 

合      計 33,056,200,000 

五、貸款利息 4,586,910,000 

開發總費用 37,643,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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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1、區段徵收係屬自償性開發，本區開發總費用預計為 49億 3,110萬元，

由本府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財政部地方建設基金或金融機構申

貸，並依執行進度需求逐年編列臺中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

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支應，俟開發完成，以政府取得之可標（讓）售

土地償還開發費用。 

2、預估總開發經費分配表                          單位：元 

地主領取補償金比例 

項目 
20% 

一、土地補償費 1,289,990,000 

二、地上物補償費  

  1.農作物改良物補償費 52,280,000 

  2.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1,254,700,000 

小      計 2,596,970,000 

三、地籍整理及行政作業費 125,470,000 

四、工程費用 1,696,070,000 

合      計 4,418,510,000 

五、貸款利息 512,590,000 

開發總費用 4,931,100,000 

（六）建置標準框架座標系統圖資 

1、97 年辦理經費由中央政府補助 436 萬 8,000 元，地方政府編列配合

款 123萬 2,000元，合計 560萬元。 

2、98年辦理坐標轉換與圖籍整合經費需求計 850萬元。 

3、99年辦理坐標轉換與圖籍整合經費需求計 850萬元。 

4、委辦工作由地政處統籌辦理，原臺中市三個地政事務所配合執行。

已成立工作小組成員由﹕計畫處、都市發展處、建設處、地政處，

各地政事務所派員進行工作協調、督導、檢查及實地測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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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籍圖重測 

往年地籍圖重測的經費均由中央編列預算補助，其中業務費補助額度以

每筆土地 1,600 元計算，並由縣市政府依財力級距負擔固定比例之自籌

款；資本門及約僱人員之人事費用則視每年中央預算編列情形酌與補助。 

99 年執行地籍圖重測之總預算為 3,312 萬 2,000 元，100 年執行地籍圖

重測之總預算為 3,197萬元。101年至 103年之地籍圖重測計畫筆數訂為

每年 1萬 2,000筆，預估每年所需重測經費約為 2,700萬元。 

（八）實施第十三期市地重劃 

第十三期市地重劃面積約 229 公頃，預定 104 年底完工，所需總開發經

費（含補償費）約 87億餘元，經費來源為本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賒借款，

重劃後市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開闢經費，市庫直接受益 191 億

餘元（不含稅收等附加價值）。 

（九）實施第十四期市地重劃 

第十四期市地重劃面積約 403 公頃，預定 104 年底完工，所需總開發經

費（含補償費）約 130 億餘元，經費來源為向金融行庫聯貸及本市平均

地權基金借貸，重劃後市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開闢經費，市庫

直接受益 386億餘元（不含稅收等附加價值）。 

（十）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的劃定及檢討變更 

由地政事務所製案陳報本局，經提報本市專案小組審查後，再陳報內

政部核備。因基本圖資主要係由內政部提供，所需經費主要由各地政

事務所購買圖資處理作業軟體及列印設備、相關耗材等，目前尚未編

列預算。 

（十一）辦理變更編定審查作業 

受理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7 條申請變更編定案件，並依該規

則及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進行審查，相關作業經費均由業務費

支應，100年度經費為新臺幣 62萬 7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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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地政資訊e網通 

1、推廣地政電子閘門系統： 

本市地政電子閘門系統，於 92年正式上線後即接續進行下列功能之

推廣運用： 

（1）透過網際網路環境提供民眾線上查詢地政資訊及申請相關地籍

資料謄本服務，以電子化政府為目標，運用網際網 路來延伸行

政機關為民服務之據點，藉此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效益。 

（2）提昇機關間橫向連繫機制，減少民眾洽公之舟車之苦，並提供

線上即時資訊，執行單一窗口作業，使政府機關總體行政效能

提升。 

（3）建立電子簽章線上認證功能，結合政府機關憑證管理，提供線

上申辦地籍謄本等網路作業，使民眾在取得即時地政資料同時

亦可兼顧資訊與通訊安全。 

2、維運行政機關間地政資訊系統網際網路平臺: 

本平臺係提供本市各行政機關及單位查詢全國地籍資料，可節省公

文往返調閱地籍資料時間，提昇行政效率。原行文至本市各地政事

務所申請地籍謄本(含公文往返)需 2 至 4 日，利用此平臺查詢地籍

資料可縮短為 5分鐘。 

（十三）臺中糖廠區段徵收 

1、區段徵收係屬自償性開發，本區開發總費用預計約新臺幣 11億 5,069

萬元（含建國市場興建費用），由本府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財政部

地方建設基金或金融機構申貸，並依執行進度需求逐年編列臺中糖

廠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支應，俟開發完成，以政府取得之可標（讓）

售土地償還開發費用。 

2、預估總開發經費分配表                          單位：元 

地主領取補償金比例 

項目 
0% 

一、土地補償費 1,228,500 

二、地上物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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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農作物改良物補償費 3,500,000 

  2.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21,200,000 

小      計 25,928,500 

三、地籍整理及行政作業費 26,980,000 

四、工程費用 1,047,780,000 

合      計 1,100,688,500 

五、貸款利息 50,000,000 

開發總費用 1,150,688,500 

（十四）辦竣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 

由本府逐年編列預算或由本市農地重劃委員會核准重劃專戶支應需求

工程經費，地政局自辦或委託轄區公所辦理工程採購。 

參、 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一、 策略績效目標 

（一） 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地價資訊系統整合 

建置完整之大臺中地價網際網路資料庫，縣市地價資訊統合銜接，便

利民眾隨時查詢。 

2、健全不動產交易安全機制 

不動產經紀業加強查核，消費爭議積極查處，促進不動產交易安全，

健全不動產交易市場。 

3、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在地化 

可藉由擴大土地徵收補償費在地發放服務，達成服務貼心、服務無遠

弗屆的效益。 

4、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 

水湳機場區段徵收開發後，預計本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118.99 公頃，節省市政建設財務支出約 340 億 7,875 萬元，提供完

善之公共設施，實現「四大一特色」之大公園、大巨蛋、大學城、大

會展中心、臺灣精神塔，建構「生產、生態、生活」三生一體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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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促進水湳機場原址地區再發展與繁榮。 

5、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開發後，預計本府無償取得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 45.6761 公頃，節省市政建設財務支出約 49 億 3,110

萬元，開闢完善之公共設施，創造優質環境空間，發展臺中都會區捷

運系統，提供便捷舒適大眾運輸服務，隨著臺中市捷運綠線場站開

發，將可藉由捷運軌道運輸紓解及改善交通環境，提高運輸服務水

準，整合既有周邊都市紋理、完備北屯區商業消費活動機能、塑造地

區商業核心，均衡都會區發展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6、建立臺中市 RTK都會城市與標準框架坐標系統 

（1）臺中市圖籍資料經整合成功，並建立於新 TWD97 系統上則工務、

警政、防災、建設、管線、地政、戶政等單位資料能在一致之坐

標框架上發揮統合之功能，更能使 GIS 資料展現準確性及真實

性，充分加值運用於市政建設上。 

（2）管線之管理與定位：標準框架坐標系統建立後，對於市府轄區內

之所有管線之建立及更新在施工定位尚可提供即時之定位功

能，對於施工品質及經濟效益之提升有相當大之助益。 

（3）地政與工務整合方面：利用本系統為地政地籍及工務施工基準可

整合兩系統之差異，解決兩者存在已久之困擾。 

（4）結構工程方面：可應用於大型結構物上作為變形監測之用。例如

可以在橋樑理論上變位最大的點位上擺設 GPS監測站，用以判斷

該橋樑的應變是否產生危害，進行安全性分析。 

（5）大地工程方面：預測土石流災害的發生。在易發生土石流的幾個

特定地點擺設 GPS監測站，當系統工作分析站發現所監測的點位

有不尋常的位移時，就即可發出警報疏散附近居民。 

（6）水利工程方面：可以於主要河流區域之實施即時監測，分析是否

有發生溢堤之虞，利用現有圖資預測水患發生地區，發揮預警防

災之功能。 

（7）地籍測量方面：利用本系統即可單機（GPS）或多機同時定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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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測量上所需測設之坐標位置。 

7、地籍圖重測 

（1）完成地籍圖重測，提昇地籍圖資管理之品質，建立正確地籍成果，

保障民眾產權。 

（2）藉由地籍圖重測作業充實所需之測量儀器及電腦、繪圖機等設

備，以辦理地籍測量作業，提供更為精準之複丈成果，提升為民

服務品質及效益。 

8、第十三期市地重劃 

預計 104年底辦理完成，重劃後可使區內地籍完整利於建築使用，並

可提供約 93 公頃建築土地，增加稅收、提高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無

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109.55 公頃，節省政府徵購土地及建設費用約

191億餘元，是政府唯一惠而不費之公共建設。  

9、第十四期市地重劃 

預計 104年底辦理完成，重劃後可使區內地籍完整利於建築使用，並

可提供約 207公頃建築土地，增加稅收、提高民眾生活環境品質，無

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183.46 公頃，節省政府徵購土地費用約 386 億

餘元。  

10、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 

（1）完成全市非都市土地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作業，落實區域計畫指

導資源永續保育與國土保育功能。 

（2）配合「變更一通」計畫辦理河川區分區變更，健全河川管理，達

成水資源永續經營的目標。 

（3）受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案件，符合變更要件並經審查通過者，

變更土地使用編定，提升土地使用效益。未符合變更要件者，維

持原編定，以避免土地過度開發，造成環境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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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地政資訊 e網通 

（1）以電子化政府為目標，運用網際網路來延伸行政機關為民服務之

據點，藉此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效益。 

（2）提供本市各行政機關(單位)經由網際網路及運用憑證管理之機

制，即時查詢本市及其他各縣（市）之地籍資料。 

12、臺中糖廠區段徵收 

臺中糖廠區段徵收開發後，預計本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11.23 公頃，亦提供建國市場遷建用地 2.23 公頃，節省市政建設財

務支出約 11 億 5,069 萬元，撙節市庫財政支出。開闢完善之公共設

施，創造優質環境空間，並引進適當活動機能，帶動地方發展；加上

鐵路高架化與捷運紅、藍線的串連，將促進臺中火車站周邊地區之開

發建設，均衡都會發展及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13、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 

改善農業生產環境，提升農業產量，附帶改善農民生活環境。 

（二） 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依業務性質成立相關專案小組，負責策劃、協調與執行專案。 

2、參加或辦理地政業務相關之研習訓練，加強同仁落實終身學習。 

3、鼓勵考取地政業務相關證照，建置專業團隊，強化專業形象。 

(103.06.24奉 核刪除) 

（三） 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妥善分配有限資源，朝向機關支出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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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衡量指標 

（一）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70%）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地價資訊系統整合

(6%) 

一 大臺中地區不

動 產 交 易 價

格、經紀業資

料建置(6%) 

1 統計 

數據 

資料庫建置筆數與即

時更新情形/全市總

資料筆數 

80 

％ 

100 

％ 

100 

％ 

100 

％ 

二 健全不動產交易安

全制度(6%) 

一 查核與輔導不

動產經紀業家

數(6%) 

1 統計 

數據 

全年預計查核與輔導

不動產經紀業家數增

加比率(以 99 年檢查

家數 80家為基準) 

20 

％ 

30 

％ 

40 

％ 

50 

％ 

三 土地徵收補償費發

放在地化 (6%) 

一 在地發放徵收

補償費(6%) 

1 統計 

數據 

在地發放補償費徵收

案件數/徵收案件總

數 

100 

％ 

100 

％ 

100 

％ 

100 

％ 

四 辦理水湳機場原址

北側、南側區段徵收

(8%) 

一 區段徵收行政

作業執行進度

(8%) 

1 工作 

項目 

1.區段徵收公告與發

價。 

2.辦理產權移轉或變

更登記。 

3.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價。 

4.辦理抵價地分配。 

25 

％ 

50 

％ 

75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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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五 辦理捷運文心北屯

線機廠及車站區段

徵收(8%) 

一 區段徵收行政

作業執行進度

(8%) 

1 工作 

項目 

1.區段徵收計畫書報

核。 

2.區段徵收公告與發

價。 

3.辦理產權移轉或變

更登記。 

4.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價。 

25 

％ 

50 

％ 

75 

％ 

100 

％ 

六 

 

建置標準框架座

標系統模式(6%) 

一 建置標準框

架坐標系统

基站及圖資

(6%) 

1 實際

完成

數 

【100 年】： 

加密控制測量計畫

訂定×50%+該計畫作

業手冊訂定×50% 

【101 年】： 

建置 GPS 衛星訊號

連續觀測站(實際建

置站數/規劃站數) 

×50%+一級加密控制

點埋設(實際埋設點

數/規劃點數) ×50% 

【102 年】： 

一級加密控制點實

測點數/應測點數×

100% 

【103 年】： 

建置加密控制測量

成果管理維護×100% 

100 

％ 

100 

％ 

100

％ 

100

％ 



18-27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七 地籍圖重測(6%) 一 完成地籍圖

重 測 筆 數

(6%) 

1 實際

完成

數 

該 年 度 完 成 筆 數

/(該年度核定筆數-

糾紛未決依法暫緩

公告筆數)×100％ 

100

％ 

100 

％ 

100

％ 

100

％ 

八 實施第十三期市地

重劃(5%) 

一 工程施工(2%) 1 實際完

成數 

發包工區數/總工

區數×100％ 

10 

％ 

30 

％ 

50 

％ 

70 

％ 

二 補 償 金 發 放

(3%) 

1 實際完

成數 

各工區已發放補償金

類別/全區補償金類

別×100％ 

30 

％ 

50 

％ 

80 

％ 

100 

％ 

九 實施第十四期市地

重劃(5%) 

一 工程施工(2%) 1 實際完

成數 

發包工區數/總工區

數×100％ 

10 

％ 

30 

％ 

50 

％ 

70 

％ 

二 補 償 金 發 放

(3%) 

1 實際完

成數 

各工區已發放補償金

類別/全區補償金類

別×100％ 

30 

％ 

60 

％ 

80 

％ 

100 

％ 

十 非都市土地資源型

分區劃定及檢討變

更與山坡地土地查

定計畫 (6%) 

一 分區劃定(1%) 1 統計 

數據 

劃定土地面積/未劃

定土地面積×100％ 

20 

％ 

40 

％ 

60 

％ 

100 

％ 

二 分區變更(2%) 1 統計 

數據 

變更土地筆數/應檢

討變更土地筆數×100

％ 

5 

％ 

40 

％ 

70 

％ 

100 

％ 

三 變更編定作業

(3%) 

1 統計 

數據 

完成變更編定案件數

/受理變更編定案件

數×100％ 

70 

％ 

70 

％ 

75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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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十

一 

地政資訊 e網通 

(4%) 

一 推廣地政電子

閘門服務(2%) 

1 統計 

數據 

網路申領電子謄本收

入/地政電子謄本總

收入(地所臨櫃+網路

申領) ×100% 

- 45 

％ 

50 

％ 

55 

％ 

一 推廣機關運用

地政資訊系統

網際網路平臺

(2%) 

1 統計 

數據 

本局全年於地政資訊

網際網路服務查詢件

數/本局全年民眾申

請案件量× 100% 

- 
80 

％ 

90 

％ 

100 

％ 

十

二 

辦理臺中糖廠區段

徵收(2%) 

一 區段徵收行政

作業執行進度

(2%) 

1 工作 

項目 

1.辦理產權移轉或變

更登記。 

2.工程規劃設計。 

3.評定區段徵收後地

價。 

4.辦理抵價地抽籤分

配作業。 

0 

％ 

50 

％ 

75 

％ 

100 

％ 

十

三 

辦竣農地重劃區農

水路改善工程(2%) 

一 受益面積(2%) 1 統計 

數據 

實際受益面積/預計

受益面積×100% 

100 

％ 

80 

％ 

80 

％ 

80 

％ 

（二）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1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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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或辦理地政業

務相關之研習訓練

（12％） 

103.06.24 奉  核  

年度調整為 15% 

一 本局職員終身

學習年平均時

數（12％） 

103.06.24   

奉 核  年度調

整為 15% 

1 統計數

據 

職員學習時數加總/ 

本局職員總數×100% 
40 

小

時 

45 

小

時 

50 

小

時 

55 

小

時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 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二 
鼓勵考取地政業務

相關證照（3％） 

103.06.24   奉 核

刪除本目標 

一 地政業務相關

證照比例(3%) 

103.06.24   

奉 核刪除本目

標 

1 統計數

據 

地政業務相關證照人數佔

本局職員總數×100% 
5 

% 

6 

% 

7 

% 

（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1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合理分配資源，提升

預 算 執 行 績 效 。

(15%) 

一 經常門預算執

行率。(10%) 

1 統計數

據 

(經常門實支數+應付未付

數+節餘數)/經常門預算數

*100% 

  80% 80% 

二 資本門預算執

行率。(5%) 

1 統計數

據 

(資本門實支數+應付未付

數+節餘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 

  80% 80% 

肆、 計畫內容摘要 

一、地價資訊系統整合 

◎大臺中地區不動產交易價格、經紀業資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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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含原臺中縣）不動產交易價格資料統計。 

（二）原臺中縣市經紀業資料重新整合及內容比對。 

（三）配合資訊作業完成網際網路查詢系統資料統合，提供查詢。 

二、健全不動產交易安全制度 

◎不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資料建置： 

（一）原臺中縣、市不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現況調查。 

（二）經紀業及經紀人資料庫內容整合。 

（三）資料庫內容校對。 

（四）提供網際網路資料內容查詢。 

三、土地徵收補償費發放在地化 

合併後臺中市幅員廣闊，除原臺中市 8 個行政區仍於西區地政大樓或該地

區公所就進發放徵收補償費外，原臺中縣 21個行政區均通知於當地區公所

或地政事務所或里辦公室發放徵收補償費，減少受領補償人來自各地往返

長途交通工具碳排放與節約市民洽公時間。 

四、辦理水湳機場原址北側、南側區段徵收 

（一）本案係配合水湳機場遷移，對於原基地及週遭土地重新作合理的定

位與整體規劃，利用範圍內廣大的公有土地，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可節省市府財政支出，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二）開發後，將吸引大型事業體、文教與研發機構投資進駐，加速水湳

地區再發展，且與中部科學園區相互連結，提供廠家最佳之研究發

展地點，並開闢廣闊的文化事業專區及文化主題公園，導入藝術文

化的風潮，塑造藝術、文化的新生活空間。 

五、辦理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一）本案係配合行政院核定之「臺中都會區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

設計畫」，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捷運系統用地（如維修機廠及車站）

及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並針對捷運系統用地周邊進行整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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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引入都會捷運服務機能，結合捷運建設與都市發展，創造優質

環境空間。 

（二）開發後，將提供便捷舒適大眾運輸服務，加上與臺鐵共構，大幅改

善現有交通條件，進一步串連大坑風景區，型塑整體觀光休閒意象，

活絡地方經濟，進而帶動北屯區整體發展，以達建設大臺中目標。 

六、標準框架坐標系统圖資 

（一）標準框架坐標系统建立，建置衛星追蹤基地站擴展計畫及大臺中市

新標準框架坐標系统。 

（二）賡續辦理地籍圖資坐標轉換。 

七、地籍圖重測 

（一）釐整地籍，杜絕土地界址紛爭，提昇政府土地複丈之公信力。 

（二）使土地使用現況、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之記載一致，配合本市重大

建設發展，提供完整土地資訊，便利土地使用規劃，同時使土地稅

賦及徵收補償費之計算更趨公平合理。 

 

（三）將數值化地籍圖納入電腦管理，滿足現代民眾上網申請地籍圖謄本

之便利及效率，提昇政府機關為民服務品質。 

（四）建立數值地籍圖基本資料，配合國土資訊系統九大資料庫之土地基

本資料，提供各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多目標使用，充分發揮最大效

益。 

八、實施第十三期市地重劃 

（一）加速都市健全發展及繁榮，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增加土地所有權人

財富，亦可節省政府支付鉅額公共設施用地徵購費用。 

（二）改善居住環境，提高民眾生活品質與水準。 

九、實施第十四期市地重劃 

（一）開發新市鎮，無償取得公共設施，提供建築土地，促進土地使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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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加政府稅收。 

（二）促進都市健全發展、節省政府財政支出、健全地籍管理、提高土地

價值、減免稅捐之利益、改善生活品質空間等各項效益。 

十、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劃定及檢討變更與山坡地土地查定計畫 

（一）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的劃定 

1.新登記土地的分區劃定及用地編定。 

2.劃定海域區。 

3.漏辦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分區及用地編定。 

（二）非都市土地資源型分區檢討變更 

1.河川區土地的檢討變更 

2.特定專用區土地檢討變更為其它適當分區 

3.其他資源型分區檢討變更 

（三）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審查作業 

依相關規定審查變更編定申請案件，提升審查效率，縮短審查時間。 

十一、地政資訊 e網通 

（一）向機關同仁、一般民眾、地政士推廣介紹電子閘門申辦電子謄本之

申請方法及程序，並向本市各行政機關宣導，多利用地政資訊網際

網路服務作業系統查詢地籍資料，以縮短審理民眾申請案之時間。 

（二）利用印製海報、摺頁及說明手冊等宣導品廣置放於本府服務臺及本

市各地政事務所櫃檯提供民眾索取。 

（三）於本府暨所屬地政事務所網站上宣導該系統並於網頁上設置超連結

可直接連結至該系統網頁登入。 

（四）合作廠商中華電信及關貿公司不定期辦理系統說明會向不動產業者

及民眾說明系統功能及操作方式。 

（五）定期向本市各行政機關及民眾辦理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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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辦理臺中糖廠區段徵收 

（一）本案係為促進土地利用，改善園區土地荒廢閒置情形，同時配合臺

中車站附近地區更新計畫，取得建國市場遷建用地，透過都市計畫

專案通盤檢討，重新調整土地使用規劃，導入商業活動機能，並且

保留區內生態湖及歷史建築（原帝國製糖株式會社台中營業所），營

造為兼具生態及人文特色之湖濱生態園區。 

（二）開發後，有助於帶動老舊市區再發展，促進地方繁榮，興闢公共設

施，可提昇都市環境品質，並提供建國市場遷建用地，節省開發建

設費用，減輕市府財政負擔，運用重新規劃後產生之開發利益，投

注於市政建設，達到均衡都會發展，建設大臺中之政策目標。 

十三、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工程 

（一）改善農業生產設施，提升農地產能，降低生產成本。 

（二）改善路面品質，提升道路服務品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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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中程施政計畫經費總需求表                                              單位：千元 

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前年度已

列預算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年度以後

經 費 需 求 

100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1.辦理水湳機

場 原 址 北

側、南側區

段徵收 

26,468,256 7,997,213 2,607,634 3,288,218 1,500,235 1,662,986 15,393,300 43,524,542 ˇ  

 

2.辦理捷運文

心北屯線機

廠及車站區

段徵收 

5,143,450 71,813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21,813 5,415,263 ˇ  

 

3.建置標準框

架系統模式 
46,870 0(遭刪除) 9,840 9,840 9,840 - 29,520 76,390  ˇ 

 

4.地籍圖重測 

- 31,970 27,000 27,000 27,000 459,000 112,970 571,970  ˇ 

地籍圖重測業

務以每年完成

12,000筆，作

業經費 2,700

萬估算，需至

119 年始全面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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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前年度已

列預算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年度以後

經 費 需 求 

100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5.實施第十三

期市地重劃 
4,172,917 4,558,175 1,000,000 25,000 25,000 25,000 5,608,175 9,806,092 ˇ  

 

6.實施第十四

期市地重劃 
3,122,173 12,461,170 2,000,000 50,000 50,000 50,000 14,561,170 17,733,343 ˇ  

 

7.辦理臺中糖

廠區段徵收 
739,590 14,692 674,789 15,000 15,000 16,685 734,481 1,490,756 ˇ  

 

8.農地重劃區

農水路改善

工程 

0 30,000 27,971 10,000 10,000 10,000 77,971 165,942 ˇ  

 

總 計 39,693,256 25,165,033 6,397,234 3,475,058 1,687,075 2,273,671 36,739,400 78,618,356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