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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係依法所設置的特種基金，並屬預算法第四條規定之

非營業特種基金下「作業基金」。民國 66 年 4 月 1 日行政院訂定發布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即以第十四條揭示，實施平均地權條例之省（市）或縣（市），應

設置「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為辦理平均地權業務之依據；所謂平均地權，

簡言之，就是要讓全體國民公平享有土地增值的權利，並透過規定地價、照價徵

稅、照價收買及漲價歸公四大辦法，抑止土地投機、促進土地資源運用及發展地

方建設（張維一，1983），達「地盡其利」、「地利共享」之目標。1 

平均地權之提出，是為解決中國滿清末年都市土地價格飆漲及壟斷問題，提

出之際並未在中國實施，直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先在臺灣的都市地區辦理，後

因農地改革頗有成效，造成投機者大量購進非都市土地，致生土地漲價及囤積土

地問題，故政府乃於民國 66 年修正公布平均地權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開始全面

實施平均地權（張維一，1983；張金鶚、李春長、花敬群，1997）。 

由於，平均地權被認定屬於地方自治工作，2考量縣市政府普遍財政拮据，便

規定由省（市）或縣（市）設置「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作為財源支應。依當時相

關規定，並未明定該基金設置目的，3至精省後，臺灣省政府業務併入中央政府，

                                                      
1  「平均地權」為平等享有未來之價，不僅在消極的財富分配之均等，更重要在促進生產增加，

增加國民之幸福，乃求促進土地利用，故「平均地權」之次要目的為「地盡其利」（蕭錚，

1954：134-138），地盡其利後，則將土地非自然漲價之利益收歸公有，並妥予分配並以「地盡

其利」與「地利共享」做為最終目標 
2 國父孫中山認為，為實現平均地權理想，必須由地方自治著手，故在制定地方自治之工作綱目

中，乃將照價增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精義納入。因此，凡平均地權之政，便以地方自治為

實行機關（蕭錚，1954：325-326）。 
3 臺灣省政府於 69 年 7 月 17 日訂頒「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管理辦法」，以第二條

明定，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地政科（局）為主

辦單位，直到精省後，該辦法於民國 91 年廢止。該辦理雖未明定設置目的，但從基金來源及運

用範圍觀之，主要係在辦理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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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政部設置「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金」，並以辦法明定設置

目的，4係為「實施平均地權、執行土地開發事業，保護、扶植自耕農，及受託辦

理土地重劃、區段徵收工程之開發，以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嗣該基金因配合行政院基金簡併政策併入「營建建設基金」，內政部乃修正

相關規定，5將「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並由

其訂定設置管理規定。自此，中央不再有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設置。 

從各地方所定「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管理規定綜合觀之，其設置目的，

主要在「實施平均地權，辦理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其緣由可能係

因實務上，「規定地價」及「照價徵稅」已由相關稅法辦理，並歸由地方稅開

徵，而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又被視為「漲價歸公」手段（殷章甫，1977），故乃

明定辦理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業務。但由於照價收買窒礙難行，6各地

方實際執行幾乎僅以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業務為主。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出現在「平均地權條例」的土地利用篇中，7原本是為

                                                      
4 依 89 年 5 月 18 日行政院訂定「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第一條：「為實施平均地權、執行土地開發事業，保護、扶植自耕農，及受託辦理土地重

劃、區段徵收工程之開發等，以促進土地有效利用，特設置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劃工程作

業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及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

定本辦法。」 
5 民國 88 年精省後，中央政府承接臺灣省政府業務，以內政部為平均地權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

故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將「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改由中央與地方各級主

管機關設置辦理，並於民國 89 年 6 月 28 日訂頒「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管理辦

法」，供各地方政府遵行，直到民國 91 年 3 月 29 日廢止前開辦法，乃在民國 94 年 12 月 16 日

又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將該基金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

其設置管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6 由於照價收買是種土地管理的懲罰性手段，原本係應用於打擊投機炒作，但受限於平均地權條

例之規定，得「照價收買」土地，僅限於「低報申報地價之土地」、「逾期未建築、增建、改建

或重建之空地」、「農地閒置經加徵荒地稅滿 3 年，仍不使用者」、「低報申報移轉現值之土地、

超額之未建築私有建地未於 2 年內出售或建築使用」、「出租耕地編為建地經終止租約收回滿 1

年，不依照使用計畫建築使用」等 6 種情形，已屬少見，而在實際遇到需要執行，地方政府又

擔憂遭致民怨，故執行成效不彰， 
7 「平均地權條例」全法共包含總則、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及土地利用 6

篇，並於土地利用篇中提出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等具體方法。平均地權條例另起土地利用篇，

係因國父孫中山在都市土地問題上，尤其重視將地權歸公來實施平均地權，故除透過四大辦法

消弭私有制之弊，又將照價收買制度與土地金融之利用，由國家建築房屋，以利民居通行，修

治道路河川，並以妥善分劃區段、平均分配用地、限制使用方法、竭力排除市荒地、充分供應

公共需要等諸種方法促進建築（蕭錚，1954：263-269），故於該篇提出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之

實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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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抑止土地投機、促進土地資源運用及發展地方建設等實施目的所提出，但演變

至今，已逐漸轉變為都市開發及創造土地利益的手段。 

所謂區段徵收，係政府基於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

他開發目的需要，對一定區域內之土地而為全區之徵收，經重新規劃整理後，由

政府取得所需用地，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則分別做為抵價地、8讓售或撥供機關，

及標售（租）或設定地上權供償還開發成本使用，為一綜合性土地開發事業。9 

區段徵收自從改為抵價地徵收後，可使地主領回固定比例的抵價地代替徵收

補償費，並由政府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本質上雖仍為徵收之強制性質，但實

質上已演變為強制性兼具合作性的土地整體開發機制，也逐漸成為各縣市無償取

得公共設施地的主要途徑之一（林旺根，2013）。 

而市地重劃，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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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成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再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

有權人的行政措施。重劃區內的公共設施由土地所有權人依照受益比例共同負

擔，重劃後直接臨路的土地可供建築使用，所以是一種「受益者付費」的開發方

式。10 

由於市地重劃較區段徵收更為溫和，故許多財政拮据的縣市，乃大力鼓吹辦

理市地重劃，以帶動地方發展（林旺根，2013），並成為地方建設主要自籌財源

                                                      
8 「抵價地」即用來抵付地價之土地。舊土地法時代所規定之區段徵收，係以發放補償費進行補

償，但成效不彰，直到民國 59 年 7 月 3 日內政部訂頒「實施區段徵收改進要點」，規定區段徵

收補償地價得改以抵價地抵付，並於民國 75 年 6 月 29 日修正平均地權條例規定，區段徵收範

圍內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應領補償地價，得自行選擇全部領取現金補償或全部申請領回抵價

地，而領取現金補償者將來還可以再申請優先買回土地，規定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私有土地總

面積 50%為原則，最少不得低於 40%，後來的區段徵收，又有抵價地式區段徵收之說。 
9 區段徵收定義說明係參考內政部地政司網站區段徵收業務介紹：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qcode=4（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5

日），以及林旺根（2013）。 
10 市地重劃基於「受益者付費」原則，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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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場等公共設施用地，都由土地所

有權人依照受益比例共同負擔，市地重劃除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外，亦可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

組織重劃會辦理之，故有公辦市地重及自辦市地重劃的差別。市地重劃定義說明係參考內政部

地政司網站市地重劃業務介紹：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qcode=4。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qcod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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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之一。11 

過去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如遇到原屬非建築用地變更為建築用地，或低使

用價值土地變更為高使用價值土地，都市計畫常明定辦理整體開發。12此種整體

開發之模式便以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為主。加上都市計畫第四十八條規定，公共

設施用地應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地方政府基於區段徵收及市

地重劃高度財務自償性質，便開始大量仰賴該手段進行都市土地的整體開發。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過去便常飽受外界批評，偏重辦理區段徵收與市地重

劃之土地開發，難達平均地權之實際效果。尤其，該基金主要收入來自區段徵收

及市地重劃之土地處分收入，13地方政府隨著業務蓬勃發展，在預期有大量收益

的心理下，每年度編列鉅額繳庫預算，同時藉由基金本身運用彈性，以管理、維

護或建設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區內設施名義，大量補助或貸款支應其他機關各項

建設費用，美其名為節省公共設施費用及將其開發利益「地利共享」，實際上也

是為了挹注地方財政所作為之運作，故近年來引發不少爭議（所衍生爭議如後詳

述）。 

由於平均地權業務執行至今，早已被認為是有名無實，14隨著民主化社會公

民意識的轉變，外界對於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等開發手段，反對也日益劇烈，加

                                                      
11 依「臺灣省縣市財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縣市政府應因地制宜辦理下列事業，以增加

財源：一、舉辦市地重劃。二、興建觀光飯店、娛樂事業。三、闢建游泳池、海水浴場。四、

規劃開發海埔集河川新生地。五、興建停車場。六、規劃路邊停車收費。七、徵收工程受益

費。八、其他增裕財源之事業。」。該辦理便將「舉辦市地重劃」納入縣（市）政府應因地制宜

增裕財源之事項，使得市地重劃成為地方建設主要自籌財源管道之一。 
12 所謂整體開發，是為了達都市計畫目的，促進土地經濟、便利與合適之利用，於一定地區範圍

內，重新實以地籍整理，闢建相關公共設施，再將賸餘，或以申領抵價地之方式，或以原位次

分配，由土地所有權人取得。此類整體開發之謀式，有者以區段徵收，有者以市地重劃方式為

之，但由於許多縣市財政拮据，則多傾向以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不需取得成本之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林旺根，2013）。 
13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條規定：「出售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收入，除抵付開發成本

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及第八十四條：「……辦理

市地重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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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平均地權業務運作至今，規定地價、照價徵稅、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皆已另訂其他特別法令

辦理，而照價收買在實務執行上，因政府擔心遭致民怨不敢執行。張金鶚、李春長、花敬群

（1997）便指出，隨著社會現實之考量或社會經濟環境變遷，在相當程度上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結果，早已是有名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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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市整體開發地區逐漸減少，土地處分又受到不動產市場之景氣波動限制，影

響收入來源之穩定性，未來能以該手段取得之土地獲益將更加有限，如地方政府

不思節制而濫用支出，恐將加重該基金財政負擔，而影響該基金後續之運作。 

此外，部分地方政府除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外，又成立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基

金，並處理相同政務，使得「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的存在更加受到挑戰。究竟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現行運作及設置目的，是否能達成效益及符合預期目

的，實有必要就其作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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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基於上述背景說明，並鑒於現有文獻資料，尚未對「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有

任何研究，故興起對該基金運作方式做深入探究之動機。而臺中市「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便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案例。 

由於臺中市近幾年人口成長迅速及工商蓬勃發展，造成五中心區人口趨於飽

和，為移轉市中心發展飽和壓力，並加強南屯、西屯、北屯等三外圍區的建設，

臺中市政府乃傾向透過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等大量整體開發方式，進行舊市區的

更新與新市區的建設。過去如高鐵臺中車站特定區、廓子地區之區段徵收案及第

一期到第十二期之公辦市地重劃，皆順利帶動商圈發展，完成周邊公共建設，並

提升地價及刺激不動產市場榮景。 

所辦理的第四期中正、東山市地重劃，不僅開通了環狀道路 40 米文心路，

也將北屯與臺中港路串連起來，使市中心工商業移轉至北屯區，重劃後完善的街

道與公共設施，更引導商圈進駐，如五期的精明一街、公益路，七期的臺中歌劇

院、新光三越百貨商區，帶動臺中市地方建設之繁榮。 

根據陳美智（1998）研究，臺中市在民國 70 到 83 年間之所以能締造全省各

縣地方財政自主能力最高的佳績，主要原因便來自其市地重劃政策以及配合重劃

大量開發道路工程兩項策略，加上省政府的監督又有名無實，市地重劃便成為臺

中市在財政短絀情況下彈性運用財源的途徑。 

隨著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業務發展迅速，也直接挹注了臺中市「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的財務，不僅使得該基金倍受重視，同時也引發許多爭議。臺中市議員

便多次質疑該基金，浮編鉅額繳庫預算、15隨便支應非屬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業

                                                      
15 國民黨市議員楊正中質疑臺中市地政局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現金流量只有約 11 億元，卻編列

了 53 億要解繳公庫，為虛列歲入，建議應刪除，又預算有 176 億元貸給 13、14 期重劃區及水

湳區段徵收，10 年也收不回來。（參照自由時報「中市平均地權基金虛列入庫？地政局強調繳

庫無虞」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529699。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529699


 
 

7 
 

務項目，有不當借貸與支應問題。16更有甚者，指責該基金已淪為臺中市的「炒

地基金」17，並成為府內其它單位之「提款機」。18 

事實上，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已多次於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指出，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對於「合理調整地權分配、防杜土地壟斷投機買賣」等功

能「難有顯著效益」。19究竟該基金為何會引發這些指責，令人興起探究之心。 

尤其，臺中市為集中運用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所籌措之經費及加強財務收支

管理，透過自治法規另成立「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及「市地重劃基金」，三個基

金性質與業務相當類似，為何要如此設置，亦令人感到好奇。因此，本研究將以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目的與運作方式為主要研究對象，藉以瞭解地

方政府設置「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運作效益與設置目的是否相符。 

本研究範圍，主要就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歷年的運作情形進行觀

察，並以該基金自民國 94 年底規定由直轄市、縣（市）設置以後，為主要觀察

區間。然臺中縣市於民國 100 年合併升格直轄市之前，資料並不齊全，加上過去

臺中市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係以一案成立一基金方式辦理，各項業務散見

                                                      
16 臺中國民黨市議員黃馨慧指出「平均地權基金」用來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補償價款、區段

徵收土地開發費用等項目使用，卻挪做興建網球場、環保局新進員工薪資、退休金提撥使用，

完全不符基金運用辦法。（參照自由時報「平均地權基金」淪新市府私房錢？中市議員砲轟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18582， 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17 臺中市議員陳淑華質疑臺中市平均地權基金有 138 億，其中有 54.64%基金運用都偏重於土地開

發，對於調整地權分配與防杜土地房屋投機買賣恐無法預防，當場質疑臺中市政府根本是將

「平均地權基金」變成「炒地基金」，「市府帶頭炒地皮！」。 

（參照蘋果日報「平均地權基金投資土地議員痛批『炒地基金』」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822/456581/，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18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多項基金，被市府當成提款機、搖錢樹，引起議員批評，市府將各單位基金

乾坤大挪移，平均地權基金繳庫廿億元，明顯違法編列。 

（參照中時電子報「被當市府提款機？ 地政局無言」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

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

20110309-105410-725.html 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19 審計部臺中審計處分別以 104、105 年度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臺中市近年房地價

格高漲，房價所得比及貸款負擔率不斷攀升，增加人民生活壓力與經濟負擔，另臺中市約 3 成

設籍家戶未持有臺中市土地，部分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宅地面積超過土地法施行法第七條規定標

準，或持有尚未建築之私有建築用地面積超過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一條規定標準，存有土地閒

置與低度利用情形，亟待落實推動各項平均地權業務，以抑制土地投機壟斷炒作，及避免房地

價格飆漲現象之措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18582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7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7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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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幾個基金之內，統整不易。但自民國 100 年以後，各基金已分別併入「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及「市地重劃基金」內統籌管理，考量縣市合併後組織及法規已

重新調整，整體運作與過去已有所改變，且預決算資料較為完整，因此資料的分

析，將以民國 100 年之後資料為主。 

綜此，本研究所關注重點如下： 

一、探討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目的、背景、功能及運作機制等面

向。 

二、分析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歷年財務狀況及面臨爭議，研究其運作

模式及收支合理性。 

三、由上述探討及分析，檢視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目前運作是否具效

益及符合設置目的，並就未來存續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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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揆諸目前現有文獻，並未有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所作任何研究。經蒐集

特種基金相關文獻，發現其研究重點多偏重於基金之預算制度、會計管理與績效

評估及指標的建立。因會計管理並非本研究重點，故略去不論外，鑒於本基金屬

特種基金之非營業特種基金項下作業基金，且設置目的在實施平均地權，因此，

本研究文獻回顧將就特種基金及平均地權相關文獻做整理歸納如下： 

壹、特種基金內涵及理論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既屬我國預算法第四條規定，非營業特種基金項下之

「作業基金」，自然受預算法、決算法及基金相關法規與理論之規範。以下便就

預算法相關重點及特種基金理論予以介紹： 

一、基金定義與分類 

蓋凡政府收入財源之運用，皆需以基金為之。所謂基金，依政府會計準則第

一號公報定義，係指「依據法令、契約等設立，為執行特定業務或達成一定目標

之獨立財務與會計報導個體。其現金與其他財務或經濟資源，連同相關之負債與

基金餘額（或基金權益）暨其有關之變動情形等，有一套自行平衡帳目」。 

預算法第四條，簡言之，稱基金為「已定用途而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

其他財產」。 

我國各級政府，為因應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之需要，歷年來依據相關法律及

預算法第四條第二款，依政務需要循預算程序設置各種基金。其中，歲入供一般

使用者，稱之為普通基金；歲入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20特種基金除「營

                                                      
20 預算法對於「特種基金」之分類，在民國 42 年修法時，係將「特種基金」分為「營業基金」

及「其他基金」，因其他基金之分類名稱未能統一，至民國 60 年修法時，才將「特種基金」細

分為「營業基金」、「償債基金」、「信託基金」、「非營業循環基金」、「其他基金」，民國 87 年修

法時，將「償債基金」改名為「債務基金」，並刪除其他基金，並將「非營業循環基金」改為

「作業基金」，同時新增「特別收入基金」與「資本計畫基金」後（張四明、方清風，200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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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基金」外，其他「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因均非屬

營業性質，故通稱「非營業特種基金」。21預算法的各項定義與分類，詳見表 3-

1。 

表 3 -1 預算法定義與分類 

類型 意義 分類 內容 會計分類 備註 

普通

基金 

歲入供一

般用途者 

普通基金 供一般用途 政事型基金  

特種

基金 

歲入供特

殊用途者 

營業基金 供營業循環運用者 業權型基金  

作業基金

(過去稱非

營業循環基

金)  

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

非用於營業者 

通稱

「非營

業特種

基金」 

特別收入基

金 

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

殊用途者 

政事型基金 

資本計畫基

金 

處理政府機關重大公共

工程建設計畫者 

債務基金 依法定或約定之條件，

籌措財源供償還債本之

用者 

信託基金 為國內外機關、團體或

私人之利益，依所定條

件管理或處分者 

信託基金  

資料來源：整理自預算法第四條及政府會計準則公報 

非營業特種基金之運作體制，過去係參照營業基金辦理，然而，其中除了

「作業基金」之運作較類似「營業基金」外，其餘基金運作體制及衡量焦點皆與

營業基金迥異。因此，行政院為使非營業特種基金運作更符實際需要，於民國 92

                                                      
21 過去預算法沒有「非營業特種基金」之稱呼，實務上有學者稱「非營業基金」或「非營業特種

基金」，直到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設立及存續原則」，才將「作業基

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債務基金」及其分預算，統稱為「非營業特種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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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依基金運作屬性及衡量焦點，將其劃分為「政事型」及「業權型」兩種。22前

者包括「債務基金」、「資本計畫基金」及「特別收入基金」，後者僅有「作業基

金」（趙揚清，2004；呂秋香，2004）。「作業基金」因屬業權型基金，因此，其

為提供財物或勞務並收取代價，通常必須維持其基金本金或資本之完整性。 

二、專款專用理論 

政府在收取財源後之運用，有分「統收統支」及「專款專用」兩種方式。統

收統支與專款專用，二者間孰優孰劣，各有擁護。 

財政學者主張統收統支，係因基金設置過多，將使資源分置在不同基金，無

法靈活運用且造成資源分配不均，資源閒置太多的基金亦會形成浪費（吳文弘，

2002）。過去預算學者 F. Neumark，提出「預算不相屬原則」，主張預算收支間不

具從屬關係者，應採「統收統支」，納入普通基金統籌辦理。因為預算是國家施

政計畫量化的具體表現，為了提高整體性及財政健全性，應在行政成本最低、資

金運用最有效率前提下，進行財務管理。從預算的調度來看，某些公共支出具有

「殊價財」性質，如基礎教育及科技發展等，雖具投資價值，但在投資初期無法

產生充裕之自足財源，極須仰賴其他稅收支應，因專款專用預算項目彼此獨立，

不能互通有無，將使支出項目間不能截長補短，因此仍需「統收統支」來調度支

應（熊秉元，1999：201-204；張育珍，2004）。 

但 Buchanan & Tullock（1962），以公共選擇觀點提出反證。其將選舉代議、

行政官僚等政治過程的特性納入分析，認為社會成員付出稅負，換取各種公共服

務，而專款專用能將稅負和支出聯結在一起，具有互補的關係，對納稅者而言，

可明確瞭解其所繳納稅捐的用途及去處，使政府在專款專用的限制下，為取得收

入而必須提供某種水準的公共財（熊秉元，1999：201-203；黃世鑫、徐仁輝、張

                                                      
22 政府基金按政府會計理論上之分類，可再劃分為政事型及業權型基金等二大類。依政府會計準

則公報第一號的定義，政事型基金：「係為政府政務運作而成立之基金，通常其按年或按計畫取

得之財務資源可全部支用。」，包括普通基金，以及特種基金的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

債務基金；業權型基金：「係為提供財物或勞務並收取代價而成立之基金，通常必須維持其基金

本金或資本之完整性。」，包括營業基金，及特種基金的作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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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琛，1995）。 

後世所發展出其他支持專款專用的理論，著名的還有俱樂部理論、潛水艙理

論及共同資源理論。「俱樂部財」（Club Goods），係指僅能供一定人數下特定族群

使用之財貨，如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若超過一定人數將發生擁擠成本

（Congestible Cost），使原先享用者的邊際效益減。因此，供特定人使用之特種基

金，如能透過專款專用，將可保障其最適規模。23（張四明、方清風，2003：7-

8）。 

而 Hsiung（2001）以不同於 Buchnan 積極的「興利」的觀點，係從「防弊」

角度出發，認為面對如吞鯨（Leviathan）般的政府，個人或選民可能更擔心在一

個支出項目的浪費或缺失會擴充到其他部門。所以專款專用的作法就像潛水艇

「防水艙」功能，使一個地方的缺失不致於擴散致影響整艘潛艇的安危（熊秉

元，1999:204；張四明、方清風，2003：8）。 

新制度學派則是從「財產權」（property right）觀點來看。蘇彩足（2000）認

為，政府的財政收入具有「共同資源」（common resource）的性質，其財產權屬

大眾所有，在此種財產權界定不清情形下，使得各部會與利益團體為了競爭每年

固定有限的預算大餅（the budget as a big pie），就容易產生所謂的「共同資源問

題」（common-pool problem）或「共同資源悲劇」（common resources tragedy）。24 

由於現代財政學者，多主張政府應採小而有效率之企業化管理，以統收統支

管理基金將無法衡量績效，容易形成員工財政幻覺，使收入單位不願意努力創造

收入，支出單位不願奮力撙節開支，導致消化預算現象，形成不必要的浪費，故

傾向將具有自給自足或自償能力之業務，從普通基金中劃分出來單獨成立基金

（吳文弘，2002）。 

                                                      
23 部分特種基金之用途就是專供特定人使用，如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徵收之管理費，就被大法官

釋字以第 515 號解釋，因其為挹注於工業區開發及管理之所需，性質上相當於對有共同利益群

體者所課徵之特別公課及使用規費，有共同利益群體，故屬於俱樂部財之範疇。 
24 共同資源悲劇（common resources tragedy），強調產權不明確的共有資源，必然受到理性個體

的過度濫用，最後造成池枯無魚的集體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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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財務若能透過特種基金納入個別部會管理運用，因財產權相關明

確，能使政府財務脫離共同資源競爭情形，避免共同資源之悲劇發生，對於政府

財務運用反而具有正面效益，故我國特種基金有別一般預算的「統收統支」，係

採「專款專用」方式。即將特定來源的財政收入，用於特定用途的公共支出上。 

除特種基金以外，仍有許多採用專款專用的財政工具，如美國指定用途稅、

我國的特別公課、工程受益費等。為使對專款專用之收支關聯能有更深了解，簡

單介紹如下： 

(一) 指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 

美國的指定用途稅（Earmarked Tax）係根據現代財政原理中的受益原則

（Benefit Principle），為特定目的所課徵的稅收。若干自由主義學者與公共選擇學

派學者指出，在資源分配方面，政治過程是較市場更不公平的與武斷的，在經濟

市場原則下，各人得依其意願自由付出價格以獲得貨品與服務，但在政治過程

下，較接近政治人物與資源擁有者的影響力，相形較大（Mullard，1993）。 

因此，以指定用途稅來支應政府特定目的支出可，避免政治的影響。惟我國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的財源，均來自總預算編列或使用者付費，並沒有指定用途稅

（黃世鑫、劉慕潔，1989；引自賴昭呈，1995）。 

(二) 特別公課 

我國法律上有所謂的特別公課，25與美國的指定用途稅概念極為相似，亦稱

之為「特別捐」或「特別費」，依大法官第四二六號解釋，特別公課係指「國家

為一定政策目標之需要，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並限定其

課徵所得之用途」，如「空氣汙染防治費」就是一種特別公課。26 

                                                      
25 鄧為元（2008）解釋，公課為公法上強制性金錢給付義務之統稱，指國家非經人民個別、直接

同意，依國家單方意志，對人民強制課予之金錢給付義務，至於公課之類型，學說劃分為稅、

規費、受益費及特別公課四種。 
26 我國法律上並未有特別公課名詞，但司法院大法官第四二六號解釋已認定空氣汙染防治費屬特

別公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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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嫻安（1993）則指出，依據德國聯邦法院見解，特別稅課（或稱特別公

課）所構呈要件有三：(1)負擔特別稅課之義務人必需要有同質性，此一義務人集

體必須要能與一般大眾明確劃分。(2)負擔義務人必須就特別稅課收入所遵循目的

有特殊集體責任，亦即有事務關聯性。(3)特別稅課收入必須對負擔稅課之集體有

利益，亦即謂此一集體利益而運用，即有集體有利性之條件。 

特別公課的出現，是我國為避免引起民意反彈，儘量填補財政缺口及政策導

向功能之現實需求所形成之新興財政工具（辜仲明，1993；何愛文，1994；鄧為

元，2008；黃俊杰，2011），其收支管理，多半以成立特種基金或設置專戶方

式，以表現出其「專款專用」特性（張育珍，2004）。 

(三) 受益費 

所謂受益費，係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獲取收入，並支應因公共設施興建、

改良所發生的費用，對因公共設施興建、改良而受益之人，所作的強制課徵。因

具特定對待給付，故其收取決定原則，應採「受益者付費原則」，27惟「受益費」

之課徵，並非基於個人受益與否，而在於公共設施之興建是否能提供其利用之可

能性（鄧為元，2008）。 

市地重劃的開發方式，係由區域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公共設施費用，並

以土地抵繳基於工程與公共設施受益之「受益費」，同時藉著土地交換分合，與

政府共同享受區域內公共設施所帶來的利益；抵價式區段徵收，則是僅能由原地

主領取抵價地，得蒙受開發區內利益。因此，其義務人都具有同質性且能與一般

大眾明確劃分，政府對其收取付出，並針對區域內的需求給予服務，採「專款專

用」作法，不僅可使其由專款中獲得相當水準的公共服務，更能保障其最適規

模，避免共同資源悲劇。因此，「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基於專款專用的觀點，以

                                                      
27 所謂「受益者付費原則」，是指政府直接向受益者收取費用，不僅可反映成本，約束需求，減

少財貨浪費，更可取得相對財源，減輕國庫負擔，並由所願意支付之價格，可顯示受益人對於

該類財貨的需求偏好，對受益者從公共財所獲得的邊際利益課稅，或從政府因提供公共財所產

生之邊際成本課稅，可使收費價格等於受益者邊際利益或生產者之邊際成本，如所提供者為最

適生產水準，將可達柏拉圖最適數量，糾正政府失靈現象（governmen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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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基金」設置，具有其理論基礎。  

貳、作業基金之運作 

按政府依法收取財源後，除私人或團體之贈與及有特別規定外，大部分均應

編制預算，經立法程序核定經費，再由使用機關按一般規定手續支用（連榮寬，

1984）。我國政府預算，依預算法第十六條規定，可分為「總預算」、「單位預

算」、「單位之分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五種。 

特種基金，依預算法規定，28應於總預算編列全部歲入、歲出者，編列「單

位預算」；應編列歲入、歲出之一部者，編列「附屬單位預算」。29作業基金的預

算編列，最早係全部被編於總預算中，直到民國 61 年，才比照營業基金方式，

由總預算歲出歲入額將其劃出（楊志恆，1993；莊振輝，1994；引自賴昭呈，

1995），並於民國 88 年後，全面改以「附屬單位預算」編列（呂秋香，2004）。 

作業基金，因具有經付出而收回的特性，類似於營業基金，但又非用於營

業，故亦具有公務預算性質，雖為營業基金與公務預算的綜合體，但在預算運作

上與公務機關預算仍有所不同（郭寶珠，1999）。 

黃永傳（1999）比較公務機關預算與作業基金的不同指出，公務機關預算，

不以受益者付費為原則，所提供之公共財，係為因應政務運作之需，歲入與歲出

之間不具收支關係且無法自給自足，法定預算所代表的是一筆可資運用財源，不

具獲利性，故經費須受強力監督及法定預算額度、用途及條件的限制，其運作須

以國庫籌措為整體觀點，審慎籌編預算及妥為分配預算。 

                                                      
28 依預算第十八條規定：「左列預算為單位預算︰一、在公務機關，有法定預算之機關單位之預

算。二、在特種基金，應於總預算中編列全部歲入、歲出之基金之預算。」及第十九規定：「特

種基金，應以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入總預算者，其預算均為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之適用附

屬單位預算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之規定。」 
29 依預算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編入歲入之一部，指應繳庫額；編入歲出之一部指由庫撥補額（含

補助）。惟依預算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前開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之作業賸餘或公積補充基金

額，不在此限。另外，作業基金由庫撥補的所編預算科目為「其他補助收入」。 

「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為我國所獨有制度。「附屬單位預算」之所以不像「單位預算」

將全部彙編於總預算，係因其財務會計觀念編制，與一般單位預算會計處理均有所差異，無法

加總，而其最大宗為國營事業之營業基金，收支與政府政務並無直接關聯，若將其收支併入總

預算，將大幅增加總預算之規模，有虛增政府施政規模之虞（趙揚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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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業基金，係以「受益者付費」為原則，提供私有財或準私有財，為一獨

立計算餘絀之財務與會計個體，因自籌資金支應各項支出為原則，所獲財源除依

相關規定循預算程序辦理繳庫外，30其餘係供營運之需。為達財務自給自足之目

標，其預算除獲主管機關編列增撥基金及彌補短絀預算外，並不代表一筆可支用

財源，僅是一項目標、承諾與約束（黃永傳，1999）。 

因此，作業基金實際運作，必須配合市場及隨作業量增減，保持彈性調整，

不宜將其全部編於總預算，以避免受到過度監督而不利於營運。其在預算上的執

行彈性，依預算法規定，則比照營業基金，具有「先行辦理後補辦預算」、「超預

算收支併入決算辦理」及「作業賸餘撥充基金額無須編入預算」等執行彈性。31 

意即，作業基金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報經行

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且僅需部分補辦預算，若有預算編列不足或未編列預

算之情形，仍可依業務需要執行，並配合業務增減需要，將收支併入決算辦理，

32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亦不再編入總預算。因此，作業基金在預算執行

方面，享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施炳煌，2005；黃永傳，2013）。雖有助於業務

推展，但也因預算之事前編列、審議與事後執行，均較普通基金寬鬆，致生諸多

流弊（趙揚清，2004；施炳煌，2005）。 

                                                      
30 年度決算盈餘（賸餘）之分配及虧損（短絀）之填補，除應依決算及法定程序辦理外，應參行

政院所訂「國營事業機構營業盈餘解庫注意事項」及「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

絀填補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31 依預算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各編製營業基金預算之機關，應依其業務情形及第七十六條之規

定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其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併入決算辦

理。……。」、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

業務之確實需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行辦理，並得不受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之限

制。但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

借、償還，仍應補辦預算。每筆數額營業基金三億元以上，其他基金一億元以上者，應送立法

院備查；但依第五十四條辦理及因應緊急災害動支者，不在此限。」及第八十九條規定：「附屬

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其他特種基金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額，但

其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不在此限，其預算之編製、審議及執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

條件外，凡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 
32 依「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三點、第九點及第十點規定，直轄市及縣

（市）作業基金業務收支預算之執行期間，為配合業務增減需要隨同調整之業務及業務外收

支，併年度決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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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生之弊端 

國外對於特種基金之弊端早有諸多探討，如 Patashnik（2000）分析數個基金

發現，美國預算中的特種基金都是刻意操縱的產物，設計者毫無例外皆是為了控

制政府的財政補助與當初的政治承諾。 

Bunch（2000）比較美國四種基金不同財政架構，並比較使用者付費、一般

稅收、分權化或集中管理等指標，發現特別收入基金（special revenue fund）與作

業基金（enterprise fund）之管理與課責最為鬆散，有強化考核之必要。 

Allen & Radev（2006）則是指出特種基金之目的，在避免預算審議過程中產

生資源分配機制不足問題，其設置原因與公務預算系統失靈、無法進行中長期預

算規劃，以及政治經濟等因素密切相關，並提出特種基金最常出現問題，包括破

壞總體財政穩建、無法統支統收、透明度不足等。 

國內最多的批評認為特種基金出現問題，是因設置過於浮濫，已對政府整體

財務資源任意分割，造成資源運用缺乏效率，因無法顯示預算之全貌，不僅造成

行政機關管理與立法機關審議的死角，形成政府私房錢，更規避了立法院監督及

公共債務法的規定（朱澤民，1993：168；黃春生，1980：40；吳文弘，2002；

方清風，2002）。 

柯承恩（1996）受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進行「政府非營業循

環基金暨單位預算特種基金委託研究報告」33，即指出，各機關為掌握專款專

用，避免爭取預算困難與審議曠日廢時，往往要求成立作業基金，致設置過於浮

濫，已造成不少弊端。作業基金以附屬單位預算編列，將使行政首長、立法機

關、監察機關難以瞭解整個政府財務收支，無法作通盤規劃與有效監督；且其由

普通公務機關兼辦，部分機關於特種基金與普通基金重複編列預算，易使其淪為

普通機關之「小帳房」與普通基金之附屬品。 

                                                      
33 「作業基金」於預算法修正前稱為「非營業循環基金」。 



 
 

18 
 

財政部委託鄭如孜、林嬋娟於 2011 年所作「提升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

資金運用效能之研究」，也有類似觀察。鄭如孜、林嬋娟（2011）蒐集相關學者

意見指出，基金資金運用效能發生問題，主要在各基金存有龐大累存資金，但礙

於法令或各機關保守運用而無法妥善運用。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本身財源已充

足，又從國庫不斷持續撥款，加上公務預算編列重複經費，造成累存現金餘額過

大，卻因缺乏統籌調度資金平台，使資金無法互相支援，只能放在銀行轉取低利

息。而許多工程因配合施工進度，須提前舉債，故造成同時有高額存款及高額負

債之現象。 

該研究並提出建議，為提高資金運用效能，應減少國庫對資金充裕基金的撥

補，將公務預算業務及經費與基金之間進行明確劃分，並將基金扣除業務所需經

費後，賸餘資金全數繳回國庫，由國庫集中保管，更應檢討資源重複的基金，予

以裁撤或簡併。 

趙揚清（2004）則進一步補充，非營業特種基金之預算審議，以基金運用計

畫為主，34審議者囿於審議時程，多關注總預算案、單位預算案及國營事業之附

屬單位預算案，審查重點容易忽略其收支運用與基金保管，致事前預算審議有欠

嚴謹，另外，非營業特種基金所舉債之長期債務如屬自償性，將不計入債限，亦

造成規避公共債務法之虞。35許多非營業特種基金，為規避國庫集中支付管理，

競相改用附屬單位預算編列，不僅預算可適用寬鬆規定，且可享有機關專戶自行

支用之便利，也造成國庫存款戶被切割為許多機關專戶，使國庫得以調度款項大

為縮減。 

另依公庫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各級政府為提升資金使用效能，依規

定可向所設基金及專戶調度周轉，不列入公共債務計算範圍，惟監察院以 105 年

                                                      
34 依預算法第五十條規定：「特種基金預算之審議，在營業基金以業務計畫、營業收支、生產成

本、資金運用、轉投資及重大之建設事業為主；在其他特種基金，以基金運用計畫為主。」 
35 向特種基金及特定用途專戶調借資金，非屬於公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一項所訂之公共債務範疇，

雖依該法第五條規定，非營業基金所舉債之長期債務，應計入一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規

範，但並不包括自償性公共債務，而自償性的定義並不明確，致認定上易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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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調字第 33 號調查報告指出，各市縣政府普遍存在向基金、專戶調度之現象。

雖未違法，然部分市縣調借金額過於龐大，且因無須納入債限餘額計算，恐使政

府實質債務及收支情形未能充分允當表達，形成債限管制上之漏洞，亦恐使政府

實質債務及收支情形未能充分表達及透明。而各基金之設立，均有其特定目的，

以主管機關名義向基金調度周轉，因基金無法拒絕且對基金之影響為何，可能損

及基金獨立性及影響其發展。 

行政院為解決國庫切割，以及立法院及審計部迭有反映基金設置浮濫、疊床

架屋及功效不彰等問題，歷年來極力推動多次基金裁撤與整併工作（吳文弘，

2002；呂秋香，2004）。 

依據該院於民國 89 年訂頒「非營業特種基金設置、簡併、裁撤及預算編製

共同性原則」規定，作業基金應採受益者付費原則，完整地收回成本，且同一類

政事，應由同一基金辦理為原則。如同一政事在同一主管機關內，分由不同基金

辦理者，應予合併；如「已完成或無法達成設置目的、政策變更無須設置」、「可

委由民間經營、公民營合辦或移轉民營」、「已喪失原訂自償能力，長期累積巨

額短絀無法改善」及「基金營運績效長期欠佳」者，均應檢討裁撤之。 

「直轄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亦以第三十九點規定，直轄

市、縣（市）的作業基金，應適時檢討基金之整體營運績效，除具有政策任務者

外，凡不符合經濟效益、長期發生短絀或已完成創設任務者，則應即檢討裁撤或

簡併。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係依法所設置之作業基金，雖然可提供穩定財源，協

助政府加強建設，但以附屬單位預算編列，容易流於弊端，必須嚴格注意是否符

合其設置目的及受益原則，及能否達成政策任務，如有與其他基金性質相同，或

設置功能已失，或經營績效不彰而無存在價值者，後續應檢討合併或裁撤之。 

肆、作業基金之效益評估 

過去公務機關預算及營業基金，已建立相當完善之評估績效機制，僅非營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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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基金尚無一套完整可應用於衡量作業效能的指標及績效管理制度，亦無專案評

估制度（郭寶珠，1999；呂秋香，2004；施炳煌，2005）。 

非營業特種基金的績效評估與考核，因其所創造的價值，多屬無形或難以計量，

難以用客觀方法考核其營運成果，且基金多負有政策性任務，故運作常受政策性因

素影響產生嚴重短絀（趙揚清，2004）。傳統管理會計績效評估指標，過度強調財

務績效的缺失，缺乏與非財務指標的連結，較難評估出作業基金與設置目的的關聯，

故其考核指標之研擬，除需兼顧財務性指標與非財務性指標、共同性指標與個別性

指標外，尚需考量基金籌編預算及執行預算成果使能達考核目標 （郭寶珠，1999）。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2004 年曾委託劉順仁、郭俐君進行建立非營業特種基金

績效衡量指標之研究，係採用平衡計分卡架構方法。平衡計分卡屬策略性績效評

估系統，係為落實組織之使命、願景及策略之具體行動化，故評估包含了財務構

面、顧客構面、內部流程構面及學習與成長構面，強調各構面必須相互連結且有

因果關係，並聚焦與組織策略上，可對目標願景作出評估依據。但該方法較偏向

企業化管理績效考核的評估，如缺乏具體目標願景，將以量化評估。 

楊德川（1996）、郭寶珠（1999）及施庚生、施顯超 （1999），則就經營效

能指標提出研究，除探討審計及主計常用的財務衡量指標外，亦提出非財務指標

之評估方式。根據施庚生、施顯超（1999）研究，審計機關衡量作業基金運作的

方式包括有：1.業務計畫實施情形。2.作業預算執行情形。3.餘絀及撥補情形。4.

資金來源及運用分析。5.財務狀況分析。6.經營效能之考核。7.重大建設計畫實施

情形。8.綜合評述。 

楊德川（1996）則是受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擷取國營事業衡量績效指標，

擬定考核目標，以建立作業基金所建立的衡量指標。其所建立指標包括有：1.自

給自足的能力。2.作業預算執行率。3.資金運用效率。4.淨值報酬率。5.對公庫的

貢獻度。6.作業目標達程度。7.年度計畫周延性。8.作業表報送配合度。9.會計資

料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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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開財務性指標，施庚生、施顯超（1999）又提出所謂非財務性指標，認

為作業基金的設立既有其特殊目的，甚至政策性意義大過於財務意義，其績效衡

量，不應全以財務資料來定義其績效，需要在考量其既定目的是否達成，因此，

可從符合「設置目的程度」及「資金運用能力」兩項進行評估。但衡量設置目的

符合程度，目前係由基金單位自行評估，容易流於避重就輕，因此建議透過審計

部綜合指標、業務計畫達成指標及作業收支執行指標等三項指標進行綜合評量。 

作業基金，係政府用以管理特定財源辦理特定政務而設置，具有專款專用、

財務責任明確、可自行籌措財源、受益者付費及資金運用靈活等特性，故應注意

量入為出，及受益者與負擔者之間具完全負擔關聯。雖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但

於付出後需回收完整成本，故仍應本於自給自足，力求賸餘無短絀，並力求符合

原來之政務目的。後續「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的運作之效益衡量，將基於上開原

並及各項衡量指標，予以綜合評估。 

伍、平均地權理論 

土地具有恆久收益，保存費用低廉，往往容易成為投機的對象，在土地交易

上會呈現雙方寡占的問題，流通市場並不完整，故難有完全競爭土地市場。因此

平均地權意義，係由政府介入土地市場，將漲價收歸公有並重新建設利用，以遏

止投機與炒作。為了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其運作與設置目標是否相符，以下就平

均地權政策目標與國內學者意見，做綜合概述。 

平均地權是三民主義裡民生主義的土地政策理想，主要在能地盡其利、地利

共享，並以「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四個辦法推

行。四大綱領各自有獨立意義，以藉「公平原則」之作用，而相互達成目標（楊

松齡，1994）。 

根據趙淑德（2009）及楊松齡（1994）闡述。「規定地價」，在核定天下之地

價，希望在地租未漲之前，將私人土地之權利限於現在地價，並以此為界線，使

未來增漲之地價能為社會全體之所有，為平均地權之首要步驟。規定地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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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土地所有權人申報之地價，累進收取地價稅為「照價徵稅」，其意義在收取土

地之自然收益歸諸公有。如有申報之地價過低，就按照規定地價強制收買私人之

土地，取消其所有權，是為「照價收買」，以行使國家對土地行使最高支配權，

使土地充分利用不致發生壟斷投機等弊端。最後「漲價歸公」，係透過課徵土地

移轉之增值稅，將私人不勞利得之未來地價增值，或未經私人投下勞力資本改良

之增值，收歸公有，藉此達成公平實現。 

我國土地的根本大法為土地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兩者架構成我國土地政策體

制，因內含許多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創的制度，而與世界各國不同，但其設計係為

因應滿清末年的中國社會，以致後來情境已與臺灣社經發展有所扞格。政府為保

留土地法與平均地權條例精神，但又可符合實際需求，紛紛後以特別法規凌駕原

本規範，但也導致土地政策常發生理論無法實踐之情形，使得許多國內學者乃認

為平均地權已早就有名無實。 

殷章甫（1977，1984）認為，平均地權是一種順乎時代潮流，合乎國情的最

完美土地制度，其主旨是透過「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

公」辦法，以促進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目標。但現在臺灣地價上漲幅度大過於其

它物品，使得土地投機已成為資本累積致富的捷徑，由於「漲價歸私」大於「漲

價歸公」，已對社會建設發展及地方建設造成阻礙。 

蕭錚（1979）認為，今日都市及農業衰萎，是因為政府無決心及能力實施平

均地權中之照價收買所致。照價收買可以使民眾樂於參加重劃，收買細小農地、

不當開發農地或山坡地，促進資源利用，並認為照價收買最大問題在資金，政府

可善用土地銀行及土地債卷。 

楊松齡（1994）認為，由於社會現實考量或社會經濟環境變遷之故，平均地

權土地制度之公平原則未能發揮，尤其漲價歸公、地利共享之目標，更為「效

率」之追求，喪失公平原則。照價收買原本具有積極與消極性之政策功能，促進

公共建設，並懲罰不當持有或使用，但因積極功能淪喪，使公平性難以回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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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他認為，實現漲價歸公方法包括：1、區段徵收；2、市地重劃；3、變更使用

分區時之捐地措施；4、工程受益費；5、土地增值稅。但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

以齊頭式進行土地開發使用，違反貢獻原則，造成不公平現象，造成爭議的關

鍵，在平均地權土地制度長期以來偏向「效率」，對原創基本目的之社會公平原

則，缺乏有體系研析，以致「公平」在當前社會上有強烈需求時，拿不出放諸四

海皆準原則之窘境。 

張金鶚、李春長、花敬群（1997）則認為，近年來土地政策重新受到重視，

係土地問題日益嚴重，影響人民生活與經濟發展，部分研究者認為其形成在於平

均地權理念未能落實，另一方面卻認為係政府受到平均地權體系所限制，使得土

地管理與開發方式的創新受到抑制。前開矛盾是因為孫中山先生遺留的文獻中，

尚未建構全面性的執行方案，且在理論基礎上多處於概念性說明，於是後續研究

或在土地制度擬定過程中，對於平均地權的意義、內涵、執行方式，甚至土地的

社會經濟意義與土地資源的管理原則，均充斥各種不同說法，逐漸使平均地權的

討論染上歌功頌德或是固步自封的色彩。 

趙淑德（2009）認為，平均地權作用在地盡其利，不僅消極為財富分配平

均，另一重大作用在促進生產增加，達均富之意義，其重要辦法在「照價徵稅」

及「照價收買」，以課稅促進土地利用，對不當利用土地照價收買。 

由於，平均地權最主要目的，在將不當漲價歸公。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的運

作，既在實現平均地權，更必須注意兼顧公平與效率，才能達成平均地權的理

想。但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政策理想也許不是其關注的重點。目前平均地權的政

策走向定位並不明確，平均地權政策也應與時俱進，避免流於空談，如何達公平

與效率，仍有待中央對平均地權內涵及執行方式，建構更具體之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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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觀察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的設置內容及運作方

式，主要採取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指從技術性文獻或非技術性文獻中去分析資料。文獻的資料來源相

當多元，如符合專業和各學術領域的研究報告及理論和哲學性文章、期刊論文、

政府公報、官書、報章雜誌、日記、手稿、紀錄、日誌等資料。文獻可作為研究

的理論基礎、釐清問題脈絡，作為輔助性的資料佐證來源和進行設計理論性抽象

（徐宗國，2005：53-58）。質性研究者，會注意「之前發生甚麼」或是「研究焦

點的周邊有甚麼」，去觀察相同事件與行為在不同歷史時代中有何不同意義。 

在本研究的文獻回顧上，主要分三個部分進行。首先，針對近年來我國特種

基金之制度、管理與執行之相關學術期刊、官方研究報告及博碩士論文進行整

理，並針對作業基金之設置目的與體制進行研究，其次蒐集新聞爭議、審計部及

監察院的報告，與地方政府預決算資料，進行衡量指標的資料分析，以探究「實

施平均地權基金」的運作模式及收支運用情形，並發現其中所隱藏之不合理。 

由於本研究所需之文獻，主要是透過圖書館系統進行蒐集，文獻參考除學術

期刊外，並包含政府出版品及網站統計資料。然經蒐集現有基金文獻發現，主要

集中在特種基金預算、會計面及管理績效之探討，對本研究的財務指標評估較有

幫助，至於基金設置目的及支應項目之合理性，仍應回歸政策目的及制度進行探

討。因此，政策部分將參照目前土地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者所提的理論，進行假

說、觀察、歸納及演繹。然推演過程仍有可能會受到所找尋到的學說以及推論者

主觀性的判斷思考影響，故理論的建立仍有可能存在主觀上的誤差。因此，本計

畫將另外透過量化分析資料，找尋同中求異來檢證因果關係外，並以深度訪談法

佐證質化分析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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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是日常生活中，透過觀察、聆聽與接觸，讓研究者與受訪者透過口

與雙向溝通的過程，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意義。研究者針對特定目

的收及與研究有關的資料，藉由雙向交流的過程、平等的互動關係與積極的傾聽

而透過受訪者對問題之詮釋，以便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全面性的瞭解。透過對

話的過程，以便瞭解受訪者對於問題事件的任之、看法與意見。並將其談話轉譯

（transcribing）、分析（analyzing）與將其意義化（verifying）（潘淑滿，2005，

136-157）。 

本研究訪談設計，基於前開文獻分析法所觀察到之現象設計題目，並就所觀

察到的設置目的與收支運用不合理之處，探求相關解答。訪談對象包括 1.臺中市

地政局與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業務有直接或間接接觸人員 1 至 3 人。2.曾經審查實

施平均地權基金經驗之地方議員 1 至 2 人。3.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地政司與區段

徵收、市地重劃業務相關人員 2 至 4 人。4.中央或地方辦理特種基金業務相關審

計人員 1 到 2 人。並就以上政策利害關係人進行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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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概述 

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36整體財政相當嚴峻，然臺中市為打造成為

帶動中臺灣繁榮之生活首都，及支援市政重大建設等需求，其歲出規模仍逐年持

續擴增。 

由於歲入歲出連年短絀，造成財政收支失衡，加上非法定社會福利支出擴

增，仰賴舉借債務支應，導致臺中市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決算數，自民國 101 年至

105 年底，由 713 億 3,327 萬餘元逐年攀升至 1,126 億 5,466 萬餘元，債務遽增

413 億 2,139 萬餘元，增幅達 57.93％。雖未逾法定上限，但公共債務未償餘額，

已達債限之 60％以上，屢遭行政院通知審慎控管債務並加強開源節流。 

由於，非營業特種基金的盈餘可循預算程序辦理繳庫，對挹注市庫來說，不

無小補；以臺中市 105 年度總決算為例，總決算經審定歲入歲出差短為 123 億

1,787 萬餘元，37亟待財源填補，而其所管 17 個非營業特種基金經決算審定解繳

市庫合計 54 億 692 萬餘元，其中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繳庫淨額就占 53 億

7,167 萬餘元，約為審定解繳市庫總額之 98%，可見該基金對臺中市之重要性。38

然而前開基金歷年來多次發生所編列年度繳庫預算，因現金不足，無法即時辦理

繳庫，導致累存應付保留數過高問題（繳庫情形將如後述），不僅無法對整體財

政有所幫助，亦是基金運作上的警訊。 

因此，為瞭解其運作究竟發生何種問題，以下就該基金之設置目的、依據、

主管機關、業務內容及成果、執行問題及收支運用情形，先作一簡單概述，以求

對該基金能有初步瞭解。 

                                                      
36 目前直轄市包括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 6 個。其中，新北市、

臺中市及臺南市於民國 99 年，分別由臺北縣改制升格，以及臺中縣市及臺南縣市合併升格，同

時高雄縣併入高雄市，至民國 103 年底，桃園市才由桃園縣改制為直轄市。 
37 總預算 105 年度的歲入決算審定數為 1,113 億 9,452 萬餘元，歲出決算審定數為 1,237 億

1,239 萬餘元，故差短為 123 億 1,787 萬餘元。 
38 各項財政數據參考來源：105 年度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27 
 

壹、設置目的及主管機關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依據預算書所載，為「辦理平均地權、市地重

劃、區段徵收等業務，並促進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之發展及環境改

善」所設置。其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屬「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

非用於營業」的作業基金，並依「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及預算法規定，採附屬單位預算編列預算，並由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主管。 

目前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手上經管之非營業特種基金共有三個，分別為「臺中

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及「臺中市市地重劃基

金」，皆屬於經付出可收回之作業基金。過去，地政局辦理新訂市地重劃及區段

徵收計畫，一有計畫即成立作業基金，作為組織推動之財務來源。但一計畫一基

金之作法，不僅造成專戶設置浮濫，不利公庫整體財務運作，部分計畫推動過程

遭遇變故，未能順利辦理，更導致預決算書上僅有基金名稱，卻無營運事實之奇

特現象。39 

於是，臺中市乃訂定「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及

「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另成立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

金」及「市地重劃基金」，負責管理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區財務，並辦理各項工

程業務。自民國 100 年後，各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不再各自分設作業基金，而

是在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及市地重劃基金下，設置分支計畫分別管理、運用。40 

近年來地政局所掌管作業基金情形，如表 5-1。 

 

                                                      
39 「臺中市區段徵收委員會水湳機場區段徵收作業基金」、「臺中市區段徵收委員會鎮南地區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臺中市區段徵收委員會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場及車站區段徵收作業基金」、「臺

中市區段徵收委員會臺中糖廠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到民國 99 年決算審定時，都只有基金名稱列

於決算書，而未有實質收支。 
40 「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及「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的設置目的分別為「促進新設都市地

區之開發建設，推動區段徵收以建立土地儲備制度，集中運用籌措之經費，加強財務收支管理

與監督」及「推動市地重劃業務，集中運用籌措之經費，加強財務收支管理與監督，分別由

「臺中市區段徵收委員會」及「臺中市市地重劃委員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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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民國 95 年至 100 年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經管作業基金情形表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及 99 年 100 年之後 

地

政

局

主

管

作

業

基

金 

1.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 

2.市地重劃委員會

第七期市地重劃 

3.市地重劃委員會

第八期市地重劃 

4.市地重劃委員會

第十二期市地重

劃 

5.區段徵收委員會

廓子地區區段徵

收作業基金 

6. 區段徵收委員

會振興路以南地

區區段徵收作業

基金 

7. 區段徵收委員

會水湳機場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 

8. 區段徵收委員

會鎮南地區段徵

收作業基金 

 

1.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2.市地重劃委員會第七期

市地重劃 

3.市地重劃委員會第八期

市地重劃 

4.市地重劃委員會第十二

期市地重劃 

5. 區段徵收委員會廓子地

區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6. 區段徵收委員會振興路

以南地區區段徵收作業

基金 

7. 區段徵收委員會水湳機

場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8. 區段徵收委員會鎮南地

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9. 區段徵收委員會臺中市

區段徵收捷運文心北屯

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

作業基金 

10. 區段徵收委員會臺中

市區段徵收委員會台中

糖廠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1.實施平均地權

基金 

2.市地重劃委員

會第七期市地

重劃 

3.市地重劃委員

會第十二期市

地重劃 

4.廓子地區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 

5.振興路以南地

區區段徵收作

業基金 

6.水湳機場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 

7.鎮南地區段徵

收作業基金 

8.臺捷運文心北

屯線機廠及車

站區段徵收作

業基金 

9.台中糖廠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 

1.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 

2.第七期市地

重劃 

1.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 

2.市地重劃基

金 

3.區段徵收作

業基金 

合

計 

8 10 9 2 2 

資料來源：整理自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各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書 

目前各直轄市之中，為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除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外

另成立相關基金者，有桃園市的「土地重劃基金」及臺北市的「土地重劃抵費地

出售盈餘款基金」，但其係為專門處理市地重劃留供重劃區的半數盈餘。而臺中

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目前已無照價收買業務，其所成立之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及

市地重劃基金，同樣為辦理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業務，也同屬作業基金，雖其另

由委員會負責管理，但主管機關同為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成立三個基金處理同樣

政務的用意何在？背後是否有其他考量因素？而三個基金之間的運作如何處理？

後續有待就三者之間的資金運作模式及設置必要性，作更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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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內容及營運計畫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所辦理業務，依其預算書所載，主要辦理區段徵收

與市地重劃之開發，以及辦竣地區之建設、管理與維護。內容包括有：一、推動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土地開發。二、市地重劃抵費地或區段徵收配餘地處理所得

價款不足抵付開發總費用時，其差額之貼補。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前籌

備工作及規劃設計。四、促進市地重劃區或區段徵收區發展之建設、管理及維

護。五、已辦竣市地重劃區或區段徵收區增加建設、管理及維護。六、研究發展

平均地權及其他有關業務。 

營運計畫依預算書所載，係依據「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撥貸及補助業務，除貸款給市地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做為

開發費用，還有補助已辦竣市地重劃區或區段徵收區公共設施管理及維護等相關

經費，如公共建設、維護、設備、人事、業務、旅運及管理費用。 

參、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成果 

各級政府推動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一方面可提供公共設施用地，節省政府

用地徵收補償地價與建設經費，另一方面提供建築用地，可促進都市建設發展，

健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提高生活品質，帶動地方繁榮。 

臺中市透過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辦理過程及至今成果

簡述如下： 

一、區段徵收 

臺中市辦理區段徵收至今，已完成東勢特一號道路、烏日河道浮覆地、國安

國宅、振興南路以南地區、高鐵臺中車站特定區、擴大大里草湖地區、廓子地

區、太平新光地區等區段徵收案，目前尚在進行中還有水湳機場、捷運北屯機

場、臺中糖廠及豐富專案等 4 個區段徵收案。41目前已完成之區段徵收與正在進

                                                      
41 參考資料來源：臺中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臺中市區段徵收開發成果專案報告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media/164492/782813101915.pdf 。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2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media/164492/7828131019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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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之區段徵收開發案情形，分別見表 5-2 及表 5-3。42 

表 5 -2 臺中市已完成區段徵收開發案情形表 

                                       單位：公頃、億元 

 

     資料來源：出自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臺中市區段徵收開發成果專案報告 

表 5 -3 臺中市進行中區段徵收開發案情形表 

                                                  單位：公頃、億元、萬 

 

資料來源：出自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臺中市區段徵收開發成果專案報告 

目前全國區段徵收案量，截至民國 106 年 12 月底止，已辦理完成地區計 119

區，總面積約 9,358 公頃，並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約 5,047 公頃，取得道路、溝

                                                      
日。 

42 參考資料來源：臺中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臺中市區段徵收開發成果專案報告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media/164492/782813101915.pdf 。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media/164492/7828131019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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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等公共設施用地約 4,301 公頃，共計節省政府建設費用約 4,224 億元，目前正

在辦理中之全國區段徵收尚計有 8 區，總面積 265 公頃，預計將可取得道路、溝

渠等公共設施用地計 127 公頃，可建築用地面積 137 公頃，節省政府建設經費共

計 170 億元。43在這些全國區段徵收的案量中，臺中市僅次於高雄市及桃園市，

已辦理開發面積 699.42 公頃，並完已取得公共設施面積 366.93 公頃。 

二、市地重劃 

市地重劃業務，依據不同辦理方式，包含公辦市地重劃、自辦市地重劃及獎

勵民間辦理市地重劃三種。臺中市目前辦理市地重劃中，公辦市地重劃自民國 54

年公辦第一期大智市地重劃至今，已完成十二期公辦市地重劃，十三到十五期市

地重劃目前仍積極進行中；自辦市地重劃，自民國 71 年自辦宏台市地重劃至

今，共完成 33 個自辦市地重劃地區。另外，民國 94 年通過的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更將總面積高達 1394 公頃後期發展區開發限制解除，並規劃 14 個開發

單元的整體開發地區，44將民間自辦市地重列為開發方式的第一優先，未來獎勵

民間自辦市地重劃面積為 1,167 公頃，完成後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面積為

445 公頃，並提供 722 公頃的可建築用地。45 

目前已完成與正在進行中市地重劃之情形，分別見表 5-4、5-5 及表 5-6。46 

 

 

 

 

 

 

                                                      
43 數據資料來源：出自內政部地政司網站區段徵收業務介紹，參照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qcode=4。 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44 整體開發單元六、七後因考量有捷運綠線通過，故改納入公辦十三期市地重劃辦理。 
45 參考資料來源：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臺中市新重劃區之開發成果

http://211.22.166.76/landorg/link/doc/%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9%87%
8D%E5%8A%83%E5%8D%80%E4%B9%8B%E6%88%90%E6%9E%9C%E9%96%8B%E7%99%BC.pdf ，

以及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網站。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46 參考資料來源：臺中市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臺中市區段徵收開發成果專案報告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media/164492/782813101915.pdf 。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6&qcode=4
http://211.22.166.76/landorg/link/doc/%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9%87%8D%E5%8A%83%E5%8D%80%E4%B9%8B%E6%88%90%E6%9E%9C%E9%96%8B%E7%99%BC.pdf
http://211.22.166.76/landorg/link/doc/%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9%87%8D%E5%8A%83%E5%8D%80%E4%B9%8B%E6%88%90%E6%9E%9C%E9%96%8B%E7%99%BC.pdf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media/164492/7828131019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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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臺中市公辦市地重劃成果一覽表 

單位：公頃 

重劃區名稱 
總面積 

（公頃） 

可建築用地 

（公頃） 

公設面積 

（公頃） 

辦理時間 

（民國年/月） 

第一期大智 14.5283 11.0995 3.4288 54.12~56.08 

第二期麻園頭 24.2614 17.5778 6.6836 59.06~60.02 

第三期忠明 18.6491 10.9186 7.7305 64.03~64.11 

第四期中正、東山 440.6556 311.0398 129.6158 68.02~69.08 

第五期大墩 228.3124 156.742 71.5704 72.06~74.01 

第六期干城 19.4306 13.1627 6.2679 76.0279.01 

第七期惠來 353.3983 202.5476 150.8507 79.0281.11 

第八期豐樂 148.7966 86.458 62.3386 77.07~80.12 

第九期旱溪 120.5302 72.5515 47.7987 79.04~83.04 

第十期軍功、水景 221.2018 118.0421 103.1597 82.09~89.02 

第十一期四張犁 141.0193 78.2623 62.771 82.02~86.08 

第十二期福星 81.0502 44.5899 36.4679 93.08~101.3 

第十三期大慶 229.5673 120.0125 82.9971 96.08~ 

第十四期美和庄 403.3882 219.9278  96.08~ 

第十五期 
僅都市計畫通

過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及都市發展局；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33 
 

表 5 -5 臺中市自辦市地重劃成果一覽表 

單位：公頃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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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6 臺中市獎勵民間自辦市地重劃成果一覽表 

單位：公頃 

 

 

 

 

 

 

 

 

 

 

 

 

 

中市透過市地重劃改變都市紋理，成功完成許多重大建設，並打造臺中市 

 

資料來源：後期發展區開發說明會，台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全國市地重劃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止，總計完成 1,010 區，總面積 16,615 餘

公頃，取得道路、溝渠等公共設施用地計 5,610 餘公頃，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10,675 餘公頃，節省政府建設經費共計 9,411 億餘元。至於目前正在辦理市地重

劃者計有 122 區，總面積 2,172 公頃。47其中，臺中市成果則僅次於高雄市，已提

供 1,267 公頃立刻可建築用地，無償取得 722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48 

肆、業務執行問題 

歷年來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辦理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時，通常係將

                                                      
47 數據資料來源：出自內政部地政司網站重劃收業務介紹，參照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993&qcode=4。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48 參考資料來源：正心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臺中市新重劃區之開發成果

http://211.22.166.76/landorg/link/doc/%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9%87%
8D%E5%8A%83%E5%8D%80%E4%B9%8B%E6%88%90%E6%9E%9C%E9%96%8B%E7%99%BC.pdf ，

以及臺中市政府地政局網站。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2 日。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993&qcode=4
http://211.22.166.76/landorg/link/doc/%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9%87%8D%E5%8A%83%E5%8D%80%E4%B9%8B%E6%88%90%E6%9E%9C%E9%96%8B%E7%99%BC.pdf
http://211.22.166.76/landorg/link/doc/%E5%8F%B0%E4%B8%AD%E5%B8%82%E6%96%B0%E9%87%8D%E5%8A%83%E5%8D%80%E4%B9%8B%E6%88%90%E6%9E%9C%E9%96%8B%E7%99%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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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區段徵收基金及市地重劃基金併同審查，並給予審核意見，

其緣由係因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辦理撥貸及補助業務，除補助項目可由預算書費用

明細表中看出外，撥貸項目係被列於投資項目，實際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工

程的業務內容及經費支用，都必須回到區段徵收作業基金及市地重劃基金預算

中，才能一窺究竟。 

經整理審計處歷年審核意見，臺中市辦理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工程，目前存

在下列問題： 

(一) 工程進度落後問題 

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皆屬於都市計畫整體開發手段，由於都市計畫自擬訂或

變更到實際辦理，往往有時程上之落差，少則 1~2 年，多則數十年，因此，在工

程規劃階段，須妥為辦理地籍調查與規劃評估，以免計畫與實際狀況發生落差。 

臺中市政府辦理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案件，查有多件工程有實際進度落後情

形，有的因配合都市計畫時程，有的因調整定位，有的因土地政策改變，有的因

配合發包廠商進度，有的因應地方民意，有的因遭遇變故。 

如民國 102 年辦理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開發、建設、管理及維護，因高鐵臺

中車站門戶地區、擴大大里都市計畫（東昇里、日新里、大里里地區）及文山工

業區等 3 案區段徵收，為配合市價徵收制度重行辦理評估，而評估結果不可行；

如第十四期市地重劃，部分工程預算編列依據經行政院函告無效，無法續為執

行，致未達預計目標；如太平新光地區區段徵收工程完工已逾 8 年，因廢棄物問

題，至今尚未完成財務結算作業等等。 

(二) 土地配售與管理問題 

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區的土地處理收入，為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重要收入來

原，因此所取得土地如何標售及管理顯得相當重要。首先就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法定土地處理程序，分述如下： 

1.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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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重劃之負擔分為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二種，49並由重劃區內地

主共同負擔，並以「抵費地」抵付，50重劃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抵費地及公共

設施，原地主拿回交換分合後的土地，共享重劃區規劃後利益。地主在重劃後實

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地價，少於應分配之面積

者，應由政府發給差額地價補償。 

重劃區內所留設之抵費地，由主管機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或按底價讓售

為國民住宅、公共事業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出售所得價款，應優先抵付

重劃負擔總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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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維護之費用，如有不足，則由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貼補之。因此，政府對於市地重劃區內之土地，除應處理差額地價問題，對於

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應盡管理、標售、讓售之責，並支應其處理相關費用。  

2. 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理後，除公有土地配回原管理機關外，應按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進行處理。除抵價地發交被徵收原地主領回外，

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及國民學校用

地，無償登記為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或鄉（鎮、市）有，其餘公共設施用地，

得由主管機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有償或無償撥供或讓售，國民住宅用地、安置原

住戶或經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土地，得以讓售，剩餘可供建築土地，則得予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因此，政府對於區段徵收內之土地，除辦理抵價地撥交

地主、處理公共設施用地有償或無償撥供或讓售外，對於配餘地，應盡管理、辦

                                                      
49 依市地重劃時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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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及未登記地抵充外，應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另除上述十項以外公共設施用地，如經重劃區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得列為共同負擔；費用

負擔，包括有 1.工程費用，包括道路、橋樑、溝渠、鄰里公園、地下管道等公共工程之規劃設

計費、施工費、材料費、工程管理費。2.重劃費用，包括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地籍整理費及辦

理本重劃區必要之業務費。3.貸款利息。 
50 地主按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計算，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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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處理。 

臺中市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的土地處理，經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調查發

現，有土地標售及管理欠佳問題，其問題包括有：差額地價核減條件及比率不

一；重劃區抵費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制度規章未臻健全；未落實管控差額

地價收繳期程及未最小分配面積分配土地等缺失。 

尤其臺中市政府自民國 54 年起，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陸續完成 25 個重劃

區，重劃總面積計 2,382 餘公頃，截至民國 100 年底止，尚有待標售抵費地計 92 

筆，面積 21 公頃 168 平方公尺，價值 78 億 1,116 萬餘元，因地政局未積極聯

繫有關機關價購，致需地機關未適時價購，長年來又未按指配用途使用，研訂後

續處理計畫，使土地任意閒置或被占用，影響土地使用效能，加上未積極催繳讓

售予政府機關之售地價款，致重劃區完成已逾 10 至 18 年之久，仍有鉅額欠款

未收訖問題。 

因整體開發時程及內容涉及業務層面甚廣，除都市計畫規定，尚有許多因素

都會影響其執行，由以上得知，臺中市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在工程執行與

土地管理處理上，遭遇許多難題，惟該難題都將直接影響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收

入狀況，在收入狀況不穩定之情形，如主管機關支出又不加節制，將有可能妨礙

基金整體運作，因此，後續必須再對該基金之收支運作方式進一步分析，才能瞭

解其財務整體運作之情形。 

伍、收支運作問題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收入與支出項目，係依法令規定辦理。除「平均地

權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外，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之收入與支出另依特別法規「土

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辦理。簡述如下： 

一、法令規定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收入來源，依法規定主要包括區段徵收、重劃與照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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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所取得土地處理收入，以及重劃專戶裁撤後所餘經費。51 

照價收買、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三者之土地處理收入，必須抵付所需的費用

後，才能解繳或撥充入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由於照價收買土地所需資金，係由政

府統籌墊借或發行債卷，因此，必須先歸還墊款及償還本息後，如有盈餘，才撥

充入基金。 

區段徵收所出售地價收入，在抵付開發成本後，全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市地重劃抵價地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後，剩餘留供重劃地區建設、管理、維

護之費用及撥充入基金。惟前開撥充規定後來依特別法規，改由「若有盈餘」才

能撥充基金，市地重劃則並將盈餘半數撥充基金，半數餘留供重劃地區建設、管

理、維護使用。52 

前開市地重劃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法令已規定限定

使用於「道路、溝渠、橋梁之加強及改善工程」等十種用途，53內政部並已函

                                                      
51 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規定：「照價收買所需之現金及土地債券：由中央或

直轄市主管機關統籌墊借或發行。出售照價收買土地之價款收入，除歸還墊款及債券之本息

外，如有盈餘，應悉數解繳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第八十條規定：「出售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

收入，除抵付開發成本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第八十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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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八十四之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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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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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六條規定：「區段徵收土地之處分收入，優先抵復開發總費

用，如有盈餘，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全部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如有不足，由時施平均

地權基金貼補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五十六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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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依平均地權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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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路、溝渠、橋樑之加強及改善工程。二、雨水、污水下水道及防洪設施等改善工程。三、人

行道、路樹、路燈、號誌、綠化等道路附屬工程。四、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

停車場、體育場等設施。五、社區活動中心、圖書館。六、改善既成公有公共建築物及其附屬

設備。七、社區環境保護工程。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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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經地方政府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工程。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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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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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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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54重劃區盈餘款之運用應本為護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以重劃區直

接受益之公共建設為範圍。因此，其盈餘款之支用並非重劃區內所有設施都可支

用，仍必須符合前開要件。 

另外市地重劃盈餘款，半數餘留供重劃地區部分，依法必須指定行庫，按重

劃區分別設立專戶，儲存支用。內政部並已函釋，55在尚未支用前，如不妨害重

劃區內十款公共設施之使用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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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資金運用彈性。重劃區專戶若設立屆滿 15 年者，

得裁撤並將裁撤後所餘經費，全數撥入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中。 

過去內政部，曾訂頒「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置管理要點」供直轄

市、縣（市）遵循，明定「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收入來源，56及基金運用範

圍。57各直轄市、縣（市）所訂定「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設之管理規定，大致延

續前開要點規定之收支運用，但各地仍有不同因地制宜情形。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其法定收入來源及支出

運用範圍，整理如表 5-7。 

 

 

 

 

 

                                                      
54 參照內政部 85 年 7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8507459 號函。 
55 參照內政部 86 年 1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8512428 號函。 
56 收入來源包括：一、縣 (市) 政府編列預算撥充。二、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出售之盈餘

款、租金及使用費之收入。三、區段徵收土地出售之盈餘款。四、市地重劃區出售抵費地盈餘

款應撥充數。五、本基金之孳息收入。六、其他收入。 
57 支用範圍包括：一、.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補償價款。二、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用。三、

市地重劃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四、民間自辦市地重劃費用。五、市地重劃抵費地

或區段徵收標 （讓）售土地及有償撥用土地所得款不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或區段徵收開發總

費用時，其差額之貼補。六、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前籌備工作、規劃設計必需費用。七、

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改善工程及促進重劃區或區段徵收區發展建設費用及管理費

用。八、管理本基金及研究發展平均地權有關工作必要費用。九、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

所必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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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規定綜整表 

 內容 備註 

收

入

來

源 

ㄧ、本府編列預算撥充。 

二、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出售之盈餘款、租

金及使用費之收入。 

三、區段徵收土地出售之盈餘款。 

四、市地重劃區出售抵費地盈餘款應撥充數。 

五、裁撤留供市地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

護費用專戶之剩餘款。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其他收入。 

 

支

出

運

用 

一、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補償價款。 

二、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用。 

三、市地重劃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四、民間自辦市地重劃費用。 

五、土地重劃抵費地或區段徵收標(讓)售土地及

有償撥用土地所得款不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

用或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時，其差額之貼

補。 

六、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前籌備工作及規劃

設計必要費用。 

七、促進市地重劃區或區段徵收區發展之建設、

管理及維護費用。 

八、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建設、管理

及維護費用。 

九、本基金管理必要費用。 

十、研究發展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費用。 

十一、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費用。 

*第五及七至十款以補

助辦理；其餘以貸款運

用。但第六款因故不能

實施時得以補助辦理。 

*第一及七至十款每年

度支出之經費合計不得

超過基金總額之 25%。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二、收支運用情形 

(一) 收支運作效益 

臺中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各項經費來源，除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貸款外，

尚有向金融機構、地方建設發展基金貸款兩種，但仍以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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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58貸款之回收，則是透過未來取得土地處分收入來償還。其資金流動情形

大致可以參考圖 5-1。

 

圖 5-1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資金來源示意圖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一般基金在判斷運作績效，通常是看基金的收支餘絀情形，如果收入大於支

出，產生賸餘，代表基金經營績效有盈餘，支出大於收入，發生短絀，代表基金

經營績效不佳。經整理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餘絀情形歷年收支曲線的變

化，可以參考圖 5-2。 

                                                      
58 地方建設發展基金，其設置目的為「協助推動地方公共建設，促進地方發展」，基金之用途為

「以貸款方式供各地方政府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各私立中等以上學校、各

農田水利會等，從事有償性或可分年編列預算償還之重要建設或投資之用」。基金以財政部為主

管機關，設「地方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最主要效益為協助地方政府籌措公共投資建設財源，

縮短城鄉差距，促進地方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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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近 10 年決算收支曲線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預決算 

        單位：千元 

經初步分析，除 98 年 99 年呈現短絀外，大致上呈現穩定賸餘，惟歷年來收

支曲線變動幅度相當大，如民國 101 年、102 年及 103 年，突然收入驟增超出支

出許多，造成大量盈餘。經探究其原因，因支出之最大宗費用在業務成本與費用

項下的補（協）助項目，法已有明定支應上限為 25%。59因此，變化不大，主要

變化是來自於收入。 

經參照預算書，預估收入大於支出原因，是因為 101 年有市地重劃盈餘款

（第七期、第十二期）及區段徵收（廓子地區、振興以南地區）盈餘款轉入，

102 年有原大里（二）市地重劃退還差額地費用、高鐵台中車站門戶地區及擴大

大里都市計畫（東昇里、日新里、大里里地區）區段徵收結束轉入，103 年有臺

中港特定區市地重劃、廓子及振興南路以南區段徵收轉入所致。 

再進一步比較其預算及決算的資料，整理歷年收支餘絀及餘絀撥補情形詳表

5-8 及 5-9。 

 

                                                      
59 依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規定，項目依法規定經費合計之上限為

基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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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民國 100 年度至 102 年度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情形表 

                                                       單位：千元 

單位 千元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預算 審定決算 預算 審定決算 預算 審定決算 

收

入

與

支

出 

業務收入 82,054 52,844 6,383,509 9,988,666 7,016,072 3,459,741 

業務外收入 24,128 446,154 52,390 84,019 117,824 242,188 

收入合計 106,182 498,998 6,435,899 10,072,685 7,133,896 4,318,747 

業務成本與費用 466,466 448,432 732,556 571,438 1,037,284 1,058,137 

業務外費用 325 200 125 0 0 0 

支出合計 466,791 448,632 732,681 571,438 1,037,284 1,058,137 

合計(餘絀) -360,609 50,366 5,703,218 9,501,247 6,096,612 3,260,610 

餘

絀

撥

補 

賸餘

或短

絀之

部 

賸餘 - 50,366 5,703,218 9,501,247 6,096,612 3,260,610 

前期未分

配賸餘 
3,558,131 3,381,914 1,621,305 1, 432,281 3,207,927 5,633,528 

合計 3,558,131 3,432,281 7,324,523 10,933,528 9,304,539 8,894,138 

分配

之部 

繳庫淨額 2,000,000 2,000,000 5,300,000 5,300,000 6,500,000 6,500,000 

填補累積

短絀 
- - - - -  - 

合計 2,000,000 2,000,000 5,300,000 5,300,000 6,500,000 6,500,000 

合計(未分配賸

餘) 
1,197,522 1,432,281 2,024,523 5,633,528 10,404,162 2,394,138 

預決算差異原因   

市地重劃盈餘款（第

七期、第十二期）及

區段徵收（廓子地

區、振興以南地區）

盈餘款轉入。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

標售不如預期；辦理

原大里(二)市地重劃

退還差額地費用、高

鐵台中車站門戶地區

及擴大大里都市計畫

(東昇里、日新里、大

里里地區)區段徵收結

束，虧損轉入基金。 

資料來源：整理自 100 到 102 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預算書及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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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民國 103 年度至 105 年度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情形表 

                                                       單位：千元 

單位 千元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預算 審定決算 預算 審定決算 預算 審定決算 

收

入

與

支

出 

業務收入 3,240,134 8,138,644 39,058 1,208,290 1,637,629  

業務外收入 77,703 113,035 71,565 211,635 103,362  

收入合計 3,317,837 8,251,679 110,623 1,419,925 1,740,991 2,510,494 

業務成本與費

用 
1,063,604 918,758 909,704 1,008,170 981,614  

業務外費用 100 37,377 100 631 100  

支出合計 1,063,704 956,135 909,804 1,008,801 981,714 932,250 

合計(餘絀) 2,254,133 7,295,544 -799,181 411,124 759,277 1,578,243 

餘

絀

撥

補 

賸

餘

或

短

絀

之

部 

賸餘 2,254,133 7,295,544 - 411,124 759,277 1,578,243 

前期未

分配賸

餘 

3,488,243 2,394,138 908,994 5,889,682 6,012,605 6,300,807 

合計 5,742,376 9,689,682 908,994 6,300,807 6,771,882 7,879,051 

分

配

之

部 

繳庫淨

額 
3,800,000 3,800,000 3,800,000 - 5,771,679 5,371,679 

填補累

積短絀 
- - - - - - 

合計 3,800,000 3,800,000 3,800,000 - 5,771,679 5,371,679 

合計(未分配

賸餘) 
1,942,376 5,889,682 109,813 6,300,807 1,400,203 2,507,372 

預決算差異原因 

臺中港特定區市地重

劃、廓子及振興南路

以南區段徵收之盈餘

數轉入。 

 

    

資料來源：整理自 103 到 106 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預算書及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由上開表可以發現，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預算及決算之間差異甚大，

除 103 年度高估外，幾乎每年度預算都有低估之情形，尤其每年度審定決算之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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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結果都遠遠高出預算所估計許多，可見得財報有常態性的估算不準確問題。 

經參照據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辦理臺中市地方總決算之審核意見，其預決算

之間差異，大致與前開收支差異原因相同，皆是受到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盈餘撥

入或財務結算轉入的影響有關，惟 103 年當年度一反過去預算低估，而有高估之

原因，致決算差短，係因為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標售不如預期，以及辦理原大里

（二）市地重劃退還差額地費用、高鐵台中車站門戶地區及擴大大里都市計畫

（東昇里、日新里、大里里地區）區段徵收結束，發生虧損所致。 

因此，預算的估算不準確，似乎與土地處理受不動產市場景氣有觀影響，惟

預算編列長期以來呈現不準確情形，除不動產市場影響外，有無其它背後因素，

仍有待研究。 

(二) 補（協）助問題 

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收支經費運用情形，編列在預算書上，主要包含

業務收入、業務外收入及業務成本與費用、業務外成本與費用四項，60並以收支

餘絀表來呈現。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之最大宗，為雜項收入，主要是抵費地標

售收入及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財務結算後盈餘轉入；業務成本與費用及業務外成

本與費用，主要是補（協）助項目支出為主。 

由於，支應各項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開發相關費用，因以撥貸方式列帳於長

期投資，故從收支餘絀表中，難以掌握該基金真實的支出。但該貸款支應區段徵

收與市地重劃的結算盈餘及土地處分收入，仍列於基金之業務收入中，此列帳作

法，將有可能造成基金收入高估，而支出低估的虛幻盈餘現象。若主管機關未考

量當年度實質支出情形，仍於每年持續編列繳庫預算，將有可能因高估收益，實

                                                      
60 業務收入，主要包含：抵費地標售收入、抵費地設定地上權之租金收入及權利金收入、區段

徵收及市地重劃辦理結算後之盈餘轉入等；業務外收入，主要包含：撥借市地重劃基金及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的貸款利息收入、工程驗扣款及違約罰款、工程出售等收入及各項賸餘款繳回、

應付帳款無須支用註銷轉入等；業務成本與費用，主要包含：補（協）助已辦竣區段徵收及市

地重劃區的建設、管理與維護費用，以及貼補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抵付費用之不足；業務外成

本與費用，主要包含：呆帳提列及其它管理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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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卻造成無法辦理繳庫等現象。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於 105 年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即指出，臺中市政

府地政局近年來所編列之繳庫預算，實際繳庫並未依規劃期程或有未繳庫情形。 

如民國 102、103 及 105 年度編列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賸餘繳庫預算數共計

156 億 7,167 萬餘元，惟實際繳庫數僅為 48 億 7,167 萬餘元，截至民國 105 年

底止，仍有 108 億元未繳入市庫，有未衡酌基金財務狀況持續編列鉅額繳庫預

算，有影響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運作之虞，繳庫情形請見表 5-10。 

由於歷年來，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迭有發生無法繳庫，卻仍於下一年度

持續編列繳庫預算之情形，其背後究竟係因主管機關單純錯估收支所致，還是背

後有其它結構因素的考量或操作，將於後續進一步探究。 

表 5 -10 民國 100 年度到 105 年度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賸餘繳庫情形表 

                           單位：千元 

年度 預算數 已繳庫數 應付繳庫數 

合計 22,971,679 12,171,679 10,800,000 

100 2,000,000 2,000,000 - 

101 5,300,000 5,300,000 - 

102 6,500,000 - 6,500,000 

103 3,800,000 - 3,800,000 

104 - - - 

105 5,371,679 4,871,679 500,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 103 年及 105 年度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由於，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貸款方式支應各項工作，依規定需先提出

工作計畫書及償還計畫報地政局核定，61因此，支應範圍較為明確且能事先掌握

規劃；但以補助方式支應，雖有訂定支應之上限 25%之規定，但因支應標準未臻

明確，過去就有許多項目實際用途卻未必與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有關之項目出

                                                      
61 依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規定，貸款部分應提出工作計畫書、經

費概算、貸款數額及償還計畫，報請地政局核定，並自撥貸日起，依地方建設基金平均地權項

目之放款利率計息；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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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遭臺中市議員於預算審查時，提出質疑該基金已被各局處當「提款機」使

用，並責其應回歸編列於各局處之公務預算處理。62 

以 106 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預算為例。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總額當年

度約新台幣 39 億元，依規定補助項目不得超過基金總額 25%上限，即約新台幣

9.75 億元。尚有許多無法第一時間可以判斷是否與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區域相關

之項目，無怪乎容易引發爭議。106 年度補（協）助項目，請參考表 5-11 及 5-

12。 

表 5 -11 民國 106 年度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補（協）助府內相關單位情形表  

                                                                  單位：千元 

補（協）助單位 金額 內容簡述 

建設局 142,087 1. 第 4、5、6、7、8、9、10、11 期市地重劃區道路、公園

等公共設施改善及維護。 

2. 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區道路改善計劃。 

3. 北屯區昌平路二段（豐樂路至四平路）拓寬工程。 

4. 文心森林公園、豐樂雕塑公園、邱紅谷景寬生態公園綠美

化、水電、安全維護等計劃。 

教育局 380 文小9、文小10、文小86、文中43、文中56、體6學校預定地清

潔維護計畫。 

環保局 80,634 第7、8、9、10、11期市地重劃區暨廍子地區區段徵收清潔維

護計畫 

文化局 5,364 圓滿戶外劇場LED電視牆租賃及整體管理維護計畫 

文化資產處 730 第7期市地重劃區惠來遺址保存維護及再利用計畫 

水利局 94,267 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區內水資源回收中心、汙水下水道及排水

路等。 

警察局 80,500 公辦市地重劃區及區段徵收區治安要點錄影監視系統建置計畫 

消防局 5,000 救災救護分隊老舊廳舍修繕整修計畫 

潭子區公所 445 甘蔗社區活動中心設備維護計畫 

豐原區公所 11,550 南陽、社皮及北陽市地重劃區道路及排水改善計劃 

合計 420,957  

資料來源：民國 106年度臺中實施平均地權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

                                                      
62 參照自由時報「平均地權基金」淪新市府私房錢？中市議員砲轟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18582 、台中市市政新聞「各局處搶用平

均地權基金？蕭副市長：與非重劃地區共同利用、均衡發展」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fp.asp?fpage=cp&xItem=178146&ctNode=712&mp=122020&C
aptcha.ImageValidation=FsqWQ、中國時報被當市府提款機？ 地政局無言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
%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
725.html。檢閱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18582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fp.asp?fpage=cp&xItem=178146&ctNode=712&mp=122020&Captcha.ImageValidation=FsqWQ
http://www.consume.taichung.gov.tw/fp.asp?fpage=cp&xItem=178146&ctNode=712&mp=122020&Captcha.ImageValidation=FsqWQ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7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7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A2%AB%E7%95%B6%E5%B8%82%E5%BA%9C%E6%8F%90%E6%AC%BE%E6%A9%9F-%E5%9C%B0%E6%94%BF%E5%B1%80%E7%84%A1%E8%A8%80-20110309-105410-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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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 民國 106 年度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補（協）助地政局及所屬地政事

務情形表 

                                                                  單位：千元 

補（協）助單位 金額 內容簡述 

資訊室 20,329 地政資訊安全維護及軟硬體擴充汰換計畫、地政整合系統WEB版相

關便民服務系統開發與維護計畫 

測量科 24,802 大臺中地區委外地籍圖重測計畫、多目標地籍圖整合計畫、建立

大臺中市衛星定位測量新框架坐標系統後續計畫、臺中市各地政

事務所委外辦理圖根補建、新建計劃 

地價科 2,233 辦理臺中市106年度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作業、辦理臺中市106

年度「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暨「實價登錄」作業 

重劃科 600 出席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68屆世界年會及考察當地土地開發業務 

中山地政事務所 730 數位式彩色影印機新購計畫、中山地政大樓屋頂防水改善計畫 

中正地政事務所 2,065 洽公環境設備老舊改善計畫、檔案庫房門禁安全管控計畫、土地

登記櫃台更新計畫 

中興地政事務所 2,028 樓倉庫整建計畫、行動中興辦公室計畫、服務台為民服務設施改

善計畫、謄本蓋章機汰舊換新計畫 

大里地政事務所 412 大尺寸彩色噴墨繪圖機採購計畫、5 樓地政檔案文物展示區冷氣

設備新增計畫 

豐原地政事務所 1,268 辦公廳舍改善計畫、機械式移動儲櫃採購計畫 

雅潭地政事務所 8,052 檔案室改善計畫、測量儀器汰換新購計畫 

清水地政事務所 26,724 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都市計畫樁位重置地籍圖重測

計畫、辦公大樓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設備安全改善及室內空間

整建計畫 

大甲地政事務所 5,050 測量課 OA 辦公設備改善計畫、停車場及辦公室錄影監視系統建

置計畫、新增廣播設備計畫、廁所整修計畫、檔案室隔間裝修計

畫、測量儀器更新計畫、會議室裝修改善及設備汰換計畫、衛星

定位儀採購計畫、檔案室改善計畫 

東勢地政事務所 2,324 大門不銹鋼快速捲門汰換計畫、檔案庫房搬移及設備擴充計畫、

地下 1 樓會議室遷移及環境改善計畫、民眾服務區櫃台及 OA 辦

公設備改善計畫、樓梯橡膠毯更換計畫 

太平地政事務所 4,482 辦公室內部標示改善計畫、文書處理檔案回溯建檔採購計畫、辦

公廳舍緊急照明設備採購計畫、辦公廳舍滲水整修計畫、辦公廳

舍中央空調進風口改善計畫、檔案倉庫及地籍倉庫設備採購計畫 

龍井地政事務所 1,800 測量儀器設備補充與更新計畫 

合計 102,889  

備註：相關項目似屬地政單位一般性政務支出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106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明細表 

舉例說明，如昌平路二段（豐樂路至四平路）拓寬工程為一般徵收取得之工

程，經費係編於公務預算，又以基金補助，似有重複編列問題；又如文小 9、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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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10、文小 86、文中 43、文中 56、體 6 學校預定地清潔維護計畫，係屬過去加

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之學校預定地，當時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以公務預

算編列，但卻尚未有使用計畫而閒置中，故由基金支應其清潔維護，似有不合理

之處。 

進一步分析，前開 106 年度所編列基金總支出約新台幣 4.6 億元中，光是補

（協）府內相關單位就有新台幣 4 億多，其中，支應地政局所屬局處及地政事務

所之「一般政務費用」達新台幣 1 億左右，約佔總支出 85.47%，相較於地政局單

位預算當年度歲出僅有新台幣 3 億元，其補助額度似已成為預算籌措財源誘因。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於歷年臺中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中，已多次指出實施

平均地權基金支應項目有不合理之處，如 104、105 年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補

助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建置之監視系統，或有部分未設於公辦市地重劃區內，核與

基金運用規範之用途不符等情事，另外並指出該基金，超額收支併列龐鉅，如縣

市合併前 99 年度就有臺中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超支 1,001 萬餘元、臺中縣區段

徵收作業基金超支 118 億 3,937 萬餘元等，顯示各基金未依規定覈實編列預算。

63 

由於，部分縣市為處理非營業特種基金補（協）項目與公務項目清楚劃分，

已定有劃分處理原則，如新北市政府所訂「新北市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與公務預

算業務劃分原則」，而部分縣市則是有嚴格規定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區內之經費

補（協）項目經費，必須限於同一個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區內。但目前似乎未見

臺中市有任何補（協）劃分處理原則，其在處理該基金補（協）助項目時，所採

審核標準究竟為何？又基金之支應，過去存有超額收支併決算問題，未編入預

算，又另以收支併決算處理之項目，其支應是否合理或是有規避議會監督之虞？

支應項目背後是否有特殊政治或經濟上考量，將留待探究。 

                                                      
63 臺中市議會並於 104 年預算審查時決議任何重劃區或段徵收超支併決算，金額 200 萬元以內由

臺中市政府自行決算，金額 200 萬元以上應送議會審後，始可辦理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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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本研究經初步檢視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財務運作，帳面上每年度仍有

相當盈餘留本供基金運用，且為臺中市取得大量公共設施與可建築的公有用地，

可說是市政建設之重大推手，其重要性不可言喻，然其對所取得土地之管理與處

分效率不彰，及基金中龐大累存金額，在各項收支運用及資金運用層面上，已產

生許多問題。 

由於，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屬經付出得以回收，非具營業性質的作業基金，雖

要考量可否回收，但對於政策性目的可以不計回收，只求達最高效益，然現行該

基金除投資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外，對於相關機關補協助與支應項目，係屬純然

付出無法回收，應更需加以節制並注意是否具政策上的效益。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原本設置有其政策目的，若是過度偏重投資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業務結果，或僅

存投資功能，似難稱可彰顯原本政策意義。 

本研究後續將對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之政策目的進行深入探討，並就財務指標

及非財務指標評估檢視其運作是否已達最高效益，另外，基於政策目的，其補助

項目及補助標準如何評估，將再作進一步探討，以檢視是否符合支應之必要性及

背後原因，並對未來改進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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