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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nd Reclassification in Taiwan’s Rural Community: 
A Case of Shueiduei Community in Gukeng Township, Yunlin County

台湾地区的农村社区土地重划 
—— 以云林县古坑乡水碓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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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台湾地区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依据是 1946 年 10 月 31 日颁布的“土

地重划办法”，以及 1970 年 12 月 19 日公布的“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条例”。

通过农地重划可实现：（1）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缩小城乡生活差异；

（3）提供公共设施建设所需的土地 ；（4）维护自然环境和乡村的宜居

性；（5）调整土地所有权关系及土地利用方式。

如何在政府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启动农村建设是个难题，而通过农村

土地重划来改善农村公共环境 [1]，则不必由政府来负担经费。由于台湾

农村土地为私有，所以在重划的背景下可要求私人提供不超过 30% 的

土地用作公共设施建设。通过重划可整理畸零不整的土地，并使所有权

过于细分的土地以及祭祀公业土地和无主土地等得到重新的配置。这体

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也是政府在财政困难条件下的农村再

生良方。

本案例所指的云林县古坑乡水碓社区，其重划区不属于都市重划的

范围，基地内的休憩空间及公共设施不足，地籍权属复杂且部分地籍不

明，同时也无完整路网，所以亟需改善该地区的环境品质，提升农村居

民生活质量。

配合政府推出的“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六年（2009—2014）示范计

划”[2]，云林县古坑乡的水碓农村社区实施了土地重划工作。其目的在

于缩短城乡发展差距，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经济发

展。水碓社区属非都市土地，由古坑乡公所依水碓社区特性呈报主管机

关核定后，在水碓社区选定了部分范围先行开展土地重划，其范围如图 1。

1  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方法与流程

在农村土地重划之前要掌握必要的基础资料，主要通过现状调查、

实地测量、实地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数据 ；进而对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确定重划目标及重划原则 ；在期初报告、期中报告、期末报告完

成的过程中，召开说明会及各种工作会议，与社区居民充分互动，最终

形成规划成果（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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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地区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目的在于缩短城乡

发展差距，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进而推动社区发展及各

方面建设。本文以云林县古坑乡水碓农村社区土地重划

为例，介绍云林县落实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示范计划

（2009—2014）。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内容包括社区绿化

美化，道路兴建拓宽，建设社区活动中心、停车场、公园，

以及兴修其他公共设施。社区土地重划及相关建设对农

村的环境改善有诸多帮助。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rural	 community	 land	 recla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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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原则

重视居民的实质性需要，以说明会、实地访谈、问卷调

查等方式深入了解居民对于日常活动空间的实际需求，确定

居民在土地开发中的合理负担 [3]。同时，农村土地重划社区

必须遵守“非都市土地开发审议作业规范”。归纳起来，农

村社区土地重划需满足如下原则要求。

2.1  土地使用
配合地形及现有建筑型态重划适当的建筑单元，非必要

者，以保留既有建筑为原则。于基地周边划设绿带、道路为

缓冲带，以减少基地开发后对周边农业使用的影响。配合地

形和地势，于重划范围内设置三处滞洪池，以解决因基地开

发增加的径流量。为保持街廓的完整性及未来建筑配置的需

求，有关街廓以 20~35 m 的基本原则划设宽度，并以社区内

外联结动线作为道路及街廓方向配置的主要考虑，以达成全

区的均衡发展。

2.2  公共设施
设置社区活动中心以满足水碓社区的扩张需求，同时也

满足居民对于活动及休憩场所的需要，并解决原社区活动中

心的产权问题 ；重划两处可供居民休憩的公园，并结合小型

运动空间与区内绿带联结。基地的公共空间如公园、社区中

心等将划设停车空间，以供访客及居民停车使用。基地内的

灌、排水系统将配合道路调整 ；增加沟渠深度以改善社区排

水状况。

2.3  交通运输
基地重划 6 m 宽的道路为主要道路，减少区内道路的会

车点；于各主要路口重划凸起路面（减速作用），并增设标

图 1  水碓社区先行开展土地重划的范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图 2  农村社区重划流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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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及感应式红绿灯等，以保障交通安全。于基地西北侧临农

业使用土地划设东西向道路，解决目前务农进出不便问题，

方便居民农耕及基地交通网络联结。社区学童上下学主要道

路，应以孩童的通学安全为重划要点。

2.4  产业经济
于基地内设置社区中心，呈现当地历史文化（如玉龙宫

及水碓分水碑等）的特有古迹，结合竹笋、橙子等地方产业，

建立共同产销制度，由当地农会及乡公所加强辅导。本基地

邻近剑湖山游乐区和华山游憩区，可将地方产业和观光发展

结合；通过发展休闲观光产业，带动乡内产业活动，提高当

地居民的留乡意愿。

3  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预期效果

本案例的实施依据是“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条例”。对本

基地存在的问题与重划的预期效果，以及依条例所确定的若

干重要控制指标说明如下。

3.1  现状问题与重划预期效果
（1）水碓社区的公共设施不足。基地位于水碓村水碓社

区南侧，缺乏公园、绿地等休憩空间；唯一的活动中心附属

于玉龙宫，无独立产权及使用权。鉴于公共设施严重不足，

经重划后将设置广场兼停车场、公园及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

可满足居民对公共设施的需求。

（2）土地权属复杂，无法有效发挥土地价值。重划范围

的地籍权属复杂，取得公共设施建设的困难度高，且用地不

足，无法满足社区居民需求。重划后将完成地籍整理，使土

地有效利用并发挥其经济社会价值。

（3）交通系统不完善，缺乏停车空间，无机耕路。基地

周边土地多为农作，农路不足且道路狭窄，通行不便；基地

紧邻中山路，区内道路亦属私设，停车空间明显不足；本重

划区西侧现状皆为农田，无农路进出，耕作不易。重划后可

改变这一状况。

（4）灌排的雨污合流。重划社区内现况为灌排水合流，

且基地外的土地使用以农作为主。通过基地重划，利用湿地

净化污水，减少雨污合流对周边农业土地使用的影响。

3.2  若干控制指标
（1）基地应设置不少于人均 3 m2 的邻里公园用地（含

儿童游乐场、运动场）。预计未来人口数为 252 人，故应划

设至少 756 m2 的公园用地，本案划定公园面积为 1 117 m2。

（2）应设置人均面积不超过 4.5 m2 且不超过住宅用面

积 8% 的社区中心，以利于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经计

算社区中心应小于 1 344 m2，本案划定社区活动中心面积为

615 m2。

（3）滞洪设施应以百年一遇暴雨强度计算，以阻绝因

基地开发增加的径流量。经计算滞洪沉砂池所需容量总计为

694 m3，本案划定滞洪沉砂池面积为 1 448 m2。

（4）基地的公共设施、公用设备用地比例不得低于开发

总面积的 25%，本案划定公共设施用地面积为 8 363 m2，比

例约为 33%。

（5）社区重划前经编定为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应控制

在至少 40%，本案重划非建筑用地比例为 46%。

4  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内容

4.1  土地使用
农村社区的土地使用以保留原有农村聚落的特色和风貌

为原则，并考虑未来的发展也能符合相关规范。社区土地重

划案依据“非都市土地开发审议作业规范”总编和住宅小区

专编的规定，以及“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条例”等相关“法规

规范”，并结合实际调研和相关经验，研究拟定土地重划配置；

依据配置目标提出住宅区、公园绿带、道路、社区活动中心、

停车空间、滞洪池、排水沟渠、广场及停车场等的土地使用

配置。

社区土地经重划后在用地功能上可分为建筑用地、道

路用地和其他公共设施用地，所占比例分别为 66.76%、

17.51% 和 15.73%。重划后本次工作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分区

调整为“乡村区”，并依各类土地使用性质，编定乙种建筑

用地（住宅）、特定目的事业用地（社区活动中心）、水利用

地（滞洪沉砂池、排水沟渠）、交通用地（道路）和游憩用

地（广场兼停车场、公园、绿带）（图 3）。

图 3  重划后的土地使用计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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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业发展
关于未来的产业发展，依历年的产业成长情形来看，本

社区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故在产业发展上，配合地

方政策提出农村产业发展指导原则。

（1）改善基地生产环境。依目标及需求重新规划有关设

施，如灌排水设施、农路兴修等，以保育生产环境，从而形

成理想的生产环境及建立理想的生产基地。

（2）提供现代化农业产销设施。依照发展需要，建议由

农会为主管机关设置包括农机代耕中心设施、农机修护中心、

农业运搬机具、病虫害防制机具等生产设施 ；同时还要设置

货场、仓库、加工设备等加工贮运设施等，以促进农业运销

现代化。

（3）以适地适作为原则。选择适宜当地发展的作物，优

先考虑当地现有的橙子、竹笋、柑橘等主要作物。

（4）协助成立观光果园及休闲农园区。结合社区内的田

园条件，经营自然景观，组织研习营、度假农庄等活动，推

广地方的观光体验产销，以增加一产的服务性收入。

4.3  交通运输
（1）重划原则。基地对外联络道路以“非都市土地开发

审议作业规范”总编第二十六条规定“应至少有独立二条通

往外界的道路，其中一条路宽至少 8 m 以上……”为原则；

区内道路以“方便车辆进出、人车安全和拆除民房损失最

低”为重划原则。机动车道系统的重划要作全盘考量，应以

主要道路及社区道路的进出动线作为重划的依据，并考虑未

来主要进出动线及消防车辆的出入等。

（2）重划构想。新社区主要动线，主要以县道 197 作为

通往斗六市区及古坑市区的主要道路。社区道路方面，新划

设道路皆为 6 m 路宽；且为了避免干扰社区安宁及维持安全

性，利用设计手法，减少穿越性车辆通过。原聚落尽量避免

建筑物拆除，以保留原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于社区内设置

三条 6 m 道路，供居民出入使用。

（3）设计构想。以 1 号道路作为进入社区的主动线，并

减少区内道路与县道的会车点，且于各主要路口重划凸起

路面及增设标志、感应式红绿灯等，以确保行车和居民的

安全。于基地西侧临农业用地划设环状道路，解决目前农

务进出不便的问题，方便居民农耕及基地交通网络的联结。

中山路为水碓社区学童上下学的主要路径，要以孩童的通

学安全为重。

4.4  公共设施
为满足居民的平日休闲、聚会需求，适当配置公共设施，

并依“非都市土地开发审议作业规范”住宅专编第十八条第

二款“社区中心应设置于基地内主要道路上且应于距离各住

宅单位或邻里 800 m 之步行半径范围”，以及第二十三条第六

款“……其公共设施，公用设备用地比例不得低于开发总面积

25%……”等规定办理。经与居民多次说明和讨论后，配合当

地居民的诉求，并考虑居民对公共设施的便利性要求，在社区

的中心位置配置公园，作为社区的联结及动线串连的交汇点，

并结合社区活动中心及位于基地东侧主要道路 197 县道旁的广

场兼停车场，供活动及推广地方特色产品使用。有关社区的活

动中心、公园、广场、停车场、滞洪池、绿带及道路等各项公

共设施的面积及区位和功能等均给予明确的安排。

4.5  河川与灌溉系统
本基地的地表径流是顺势引入池中滞洪，最终再与（通

过基地西侧的）河圳连接后，将洪水外排。基地内的排水系

统要顺应地形地势，并配合基地的道路系统设置，使其能维

持良好的地表排水功能，经滞洪后外排。基地现临两条管道，

分别为基地北侧的埔子尾圳支线及基地南侧的河圳，皆设置

混凝土管道。

4.6  排水系统
（1）排水系统。基地地形特点是东高西低，于基地西北

侧、东北侧及西南侧最低处分别设置一座沉砂滞洪池，并

依据街廓轮廓配置排水系统，汇集区内排水，引入沉砂滞

洪池中。

（2）排水设计构想。土地用作建设用地之后，坡地产生

的地面径流比一般未开发地区的地面径流更大，其原因是由

于开发后地面截流量、储存力、渗透力、蒸散率都会明显减少，

雨水落于地面后大部分直接变为径流。对这样的巨量径流应

设法顺利排出，以免冲毁相关的人工构造物，或严重冲蚀表

土和损害地力。本基地各排水设施采用的降雨强度依水土保

持技术规范的规定，采用 25 年频率的降雨强度设计，经水

理分析计算其径流量，作为排水构造物断面及滞洪沉砂池设

计的依据。在建筑物基地开挖和土地整理时须考虑土石流失、

洪峰加大、地层滑动与边坡崩塌，以及水土保育功能降低对

下游河川生态的不利影响等。

4.7  环境改善
农村社区的建筑物是构成农村景观特质的重要元素，本

重划范围的住宅改善与设置内容如下。

（1）公共工程 ：道路、景观步道、停车场、广场兼停车

场、公园、社区中心等设置，均应选择适当的区位。

（2）建筑物美化 ：农宅辅建时采用同一格局材料，以达

整齐美观，并于庭园中留设各类景观树木，以增加庭园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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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明系统：其造型、色彩与材质等，应加以整体设

计配置，避免破坏视觉景观。

此外还应利用景观美化方法，减缓人为开发对环境造成

的视觉冲击 ；在重建时应融合现有材料、景观设施与元素，

藉此创造社区风格与人文特质 ；在建设开发时，鼓励对基地

进行整体考量，使得乡村住宅呈现出整体效果。在材料选用

上，要以易于管理和低维护成本为主，以利长远经济效益。

在户外环境方面，以植物来配合基地环境及景观规划需

求，塑造多样化的农村景观意象，同时提供良好的社区居住

环境。在环境质量维护方面，植物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湿度

及阻绝噪音和防风等功能。植栽选种方面优先选择当地原生

树种，其生态习性长时间与本地气候、土壤等环境因素相互

适应，植栽存活率高，且维护管理相对容易。

5  结语

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对社区的实质建设、经济产业、人文

活动及环境资源等意义重大。未来的实际工作需由县政府与

地方居民加强配合，方能使本区重划工作顺利开展，实现早

日建构现代化社区的愿景。水碓社区现况道路狭窄、交通

动线不良，使本社区无法藉由县道 197 带动区内聚落的发

展 ；且区内环境服务机能及活动空间不足，农村环境改善

和公共设施建设都不是独立的，而与外围环境相联。通过

农村社区的土地重划，妥善重划聚落东、西两侧空间 ；藉

由社区的绝佳地理位置及外围丰富游憩资源带来的大游客

量，塑造水碓农村社区的休闲观光入口意象；提升社区交通、

居住环境、公共设施水平及土地合理利用，达到优质的生

活环境质量 ；期许能促进观光及农特产品销售等产业发展，

带动社区整体观光经济 ；减缓农村社区人口外移。最后本

文提出如下建议 ：

（1）区内各项产业发展应在云林县政府、古坑乡公所、

古坑乡农会及本地民众的共同配合和持续努力下，展现实质

的成效；

（2）有关建设用地及非建设用地的负担比例及调整方

式，建议古坑乡公所及社区与地方加强沟通，以期获得参与

重划居民的共识，以利于后续工作的进行 ；

（3）县政府应全盘性考虑区域观光及教育设施规划，以

增加水碓农村社区的产业收入及增加外出村民的回流意愿；

（4）建议本社区开发完成后，将水碓农村社区原有的公

车转运站迁至重划的广场前，以增加社区发展观光休闲的潜

力，包括提高未来来此参加相关活动的游客量。

本文得到上海市城乡规划学科高峰计划的支持，亦感谢赵

民和张立老师对本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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