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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 
一、會議時間：民國 106 年 5 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10 時 
二、會議地點：小東社區活動中心 

三、出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席：黃櫻花              記 錄：徐凡晴 

五、主席報告： 

本重劃區會員人數總共 235 人，總面積共約 28,505.36 ㎡，依據獎勵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
能親自出席者，得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出席。 

本會扣除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第二項規定
無法計算會員大會議案人數面積者，及抵充土地面積後，會員人數為 233
人，總面積計 27,931.81 ㎡，出席會員人數為 125 人，佔全區總會員人
數 53.65%，其面積共計 19,108.12 ㎡，佔全區總面積 68.41%。 

本次會出席人數及面積，均已達全體會員人數二分之一及其面積二
分之一以上，本人宣布「雲林縣斗南鎮大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正
式成立，現在進行第一次會員大會，謝謝縣府長官及貴賓蒞臨指導，也
謝謝各位地主的參加。 

六、詢問答覆： 

提問人：江杏雪小姐 

問題：請問重劃劃資訊如何取得？新成立之重劃會可否設置電腦網站？ 

籌備會答覆： 

茲因重劃會為臨時性質之合法組織，重劃任務完成後，即應報請主管機
關雲林縣政府核准解散，所有重劃作業進度，均依法令規定進行，其所
依據之法令主要為：都市計畫法、平均地權條例、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
理市地重劃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章，一切均依法並在雲林縣政府指導
監督下進行，資訊公開透明，江小姐可參考縣府地政處及城鄉處網站，
本會亦會與江小姐隨時保持聯繫，俾將最新重劃資訊秉明告知，目前並
無設置網站之計畫，敬請見諒。 

七、討論事項 

案由一：重劃會章程決議案 

說  明： 

一、 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九條規定由籌備

會依同法第十條規定擬定章程，並按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提交

本次大會決議通過。 

二、 檢附重劃會章程草案（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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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 

一、提請審議通過「雲林縣斗南鎮大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程。 

二、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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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提請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送請大會表決結果，同意人數為 125 人，佔全體會員

53.65%，其同意總面積為 19,108.12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

68.41%，符合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授權理事會辦理案 

說  明：為使重劃作業順利進行且更有效率，擬將下列事項授權理事會辦

理： 

一、 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九條規定得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

之事項。 

二、 重劃前、後地價之查定及審議。 

三、 土地改良物及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定、審議及發放。 

四、 重劃後土地分配結果之認可。 

五、 重劃區各項異議協調結果之審議及追認。 

六、 抵費地之處分。 

七、 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 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會員大會審議

之事項。 

九、 其他重大事項。 

辦  法： 

一、 本案提請本次大會決議通過後，據以執行。 

二、 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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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提請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送請大會表決結果，同意人數為 124 人，佔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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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其同意總面積為 19,107.30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

68.41%，符合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三：選任理事、監事及後補理事、監事 

說  明： 

一、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之規定辦理。 

二、理、監事資格：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理事、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該重劃區都市計

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本重劃區所屬細部計畫未規定最小建

築基地面積，故依照雲林縣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標準計算，本重

劃區最小建築基地面積為 49 平方公尺。 

三、本重劃區設理事七人，後補理事一人；監事一人，後補監事 一

人。 

四、案由一重劃會章程第七條決議。 

辦  法： 

一、由會員互相推選，採記名方式投票選出，依得票數較高者依序選

出理事、監事及後補理事、監事。 

二、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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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辦法一辦理。 

三、選任理事、監事及候補理事、監事以互選方式，採記名投票方式

行使同意權，提請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送請大會表決結果，同意人數為 125 人，佔全體會員

53.65%，其同意總面積為 19,108.12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

68.41%，符合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

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依案由三並經本重劃區會員票選結果，選出理事七人、候補理事一人，監

事一人，候補監事一人，名冊如下：  

職稱 當選人 
得票數

(人) 
比例(%) 得票面積(㎡) 比例(%) 

理事 沈王悅珠 110 47.21 17,836.47 63.86 

理事 林壽昌 117 50.21 18,051.16 64.63 

理事 黃櫻花 118 50.64 18,072.65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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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 江宗佑 107 45.92 18,155.91 65.00 

理事 江宗憲 102 43.78 17,762.51 63.59 

理事 江宗榮 117 50.21 18,050.22 64.62 

理事 沈憲政 104 44.64 18,064.75 64.67 

候補理事1 黃涂美玉 31 13.30 209.31 0.75 

監事 邱瑞山 82 35.19 17,286.48 61.89 

候補監事 籃月英 28 12.02 207.66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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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重劃會名稱及會址 

本重劃會（以下簡稱本會）名稱為「雲林縣斗南鎮大同自辦市

地重劃區重劃會」。 

本重劃會會址設於「雲林縣斗南鎮西岐里文化街 45 巷 2 號」。 

第二條 重劃區範圍及核准文號 

（105年 7月 20日府地發一第1052711038號函核定成立雲林縣斗南鎮大同

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本重劃區座落於「變更高速公路斗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內，其重劃範圍四至如下：  

東：大同段 292、293 地號 

西：大同路世居巷 

南：大同段 272 地號 

北：大同路 

第三條 會員資格及會員大會權責 

本會以本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但土地分配結果

公告確定後，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載土

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並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利機關。 

會員大會之權責事項如下： 

一、通過或修改章程。 

二、選任或解任理事、監事。 

三、監督理事、監事職務之執行。 

四、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 

五、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六、抵費地之處分。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理事會、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九、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會員大會
審議之事項。 

十、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八款外，得經會員大會決

議授權由理事會辦理。 



3 
 

第四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 

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其後

各次會員大會由理事會召集之，並得視實際需要，由全體會員

十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十分之一

以上連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求理事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理事會不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行召開。 

經會員大會決議之提案，於一年內不得作為連署請求召開會員

大會之提議事項或理由。 

第五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程序 

本會召開會員大會應以書面通知，其通知方式以雙掛號函或由

專人送達簽收。 

會員大會出席人數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開始進行會議。 

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能親自出席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

代理。其為未辦理繼承登記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理人者，得

由遺產管理人代為行使之，其為政府機關或法人者，由代表人

或指派代表行使之。 

會員大會對於提案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行

之。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人數、面積不列入計算： 

一、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

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 籌備會核准成立之日前一年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土地所

有權，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該重劃

區都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或土地分配後重劃區

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 

三、 受託人接受委託人數超過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數十

分之一。 

第六條 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下列權利： 

一、出席會議、參與表決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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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參加市地重劃依法得享受之權益。 

本會會員應負下列之義務： 

一、出席會議。 

二、交付土地辦理市地重劃。 

三、其他參加市地重劃依法應負之義務。 

第七條 理事、監事之名額、選任、解任 

本會設理事七人，後補理事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會會員互選

並以記名投票方式為之，且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依得票數

較高者依序當選之。理事會設理事長一人，由理事互選之。理

事長綜理本會會務，對外為本會代表人，理事長出缺時，由理

事互選遞補之。 

本會設監事一人，後補監事一人，為無給職，由本會會員互選

之，採記名投票依得票數較高者當選之。 

本會理事、監事有下列情節之一者，解任之： 

一、 未依規定阻撓重劃會務、刻意損害本會信譽或無故不出席
等，經會員大會通過者。 

二、理事、監事死亡時。 

三、理事、監事喪失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時或其個人所有重劃
前土地未達本重劃區都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時。 

第八條 理事會、監事之權責 

理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行其決議。 

二、負責籌措重劃經費。 

三、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定。 

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造、驗收、移管及其他工程契
約之履約事項。 

五、異議之協調處理。 

六、撰寫重劃報告。 

七、其他重劃業務應辦理之事項。 

理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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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出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時，得視實際需要僱用各種專業人員辦理

或委託法人、學術團體辦理。 

監事之權責如下： 

一、監察理事會執行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二、監察理事會執行重劃業務。 

三、審核經費收支。 

四、監察財務及財產。 

五、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 

第九條 授權理事會辦理事項 

本重劃區下列應提會員大會審議事項同意授權由理事會辦理：  

一、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九條規定得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
限制之事項。 

二、重劃前、後地價之查定及審議。 

三、土地改良物及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定、審議及發放。 

四、重劃後土地分配結果之認可。 

五、重劃區各項異議協調結果之審議及追認。 

六、抵費地之處分。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規定應提會員大會
審議之事項。 

九、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條 出資方式及財務收支程序 

本會所需經費出資方式由櫻花土地開發公司負責籌措支付，區

內土地所有權人以提供抵費地或繳納差額地價作為抵付。 

本會平時財務收支應經理事會通過送監事核可後始得為之。 

第十一條 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拆遷補償及異議處理 

本重劃區內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應予補償，其補償

數額，由理事會依照雲林縣政府地上物拆遷補償相關規定查

定，並由會員大會授權理事會決議後辦理。 

前項應行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以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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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施工者為限，若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補償數額有異

議或拒不拆遷時，應由理事會協調處理，協調不成時，由理事

會報請雲林縣政府予以調處；不服調處結果者，應於三十日內

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不訴請裁判者，理事會依調處結果辦

理。但妨礙公共設施之地上物，於調處後仍拒不拆遷者，理事

會得將前項補償數額依法提存後，送請雲林縣政府依平均地權

條例第六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代為拆遷。 

自辦市地重劃進行中，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阻撓重劃施工

者，得由理事會協調；協調不成時，訴請司法機關處理。 

第十二條 土地分配異議之處理 

本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土地分配公告期間內提出

異議者，理事會應予協調處理，協調不成時，異議人應於接獲

通知後 15 日內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逾期不訴請裁判，則提交

理事會，依理事會決議辦理。 

第十三條 重劃區結算及解散 

本重劃區內於辦竣土地交接及債務清償完畢後，由理事會辦理

結算，檢附重劃報告送理事會審議通過，送請雲林縣政府備查

後公告，並報請解散重劃會。 

第十四條 公告期限之訂定 

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7 規定，會員大會

及理事會會議紀錄於備查後應辦理公告，公告期限比照重劃計

畫書公告時間以 30 日為限。 

第十五條 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本章程提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雲林縣政府核定後實行

之，修改時亦同。 

第十六條 有關會員大會之決議，會員認有違反法令或本章程之規定，

得依司法程序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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