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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遲無法收購土地或提供補償，導致人民的財

產權嚴重受到侵犯。遺址為人類文明之遺產，

財產權則為憲法賦予人民之基本權，當二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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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容積移轉制度」，分析此制度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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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國的執行結果來看，容積移轉確為一

種可行的方案，若操作得當，民眾可獲得補償、

建商獲得容積，政府則避免財政赤字增加的困

境，達成三贏局面。 

    但現行仍有許多隱患，例如:容積市場為非

透明市場，一般民眾根本無從得知正常價格為

何?且建商為唯一的買方，造成民眾無法與建商

議價，容積移轉很可能變成建商生財的另一項



 

工具，又現行無明文法規作規範，恐導致民眾

仍為被剝削的一方。 

    建議由政府訂定相關法規，並成立容積銀

行，將容積市場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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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說明「遺址」為單獨一個保存

項目後，我國也漸漸意識對遺址之文化資產價值，於 1982年施行的文

化資產保存法，將遺址納入「古蹟」保存，正式有法制來保護遺址，

而現行文資法對於遺址的相關規定，仍停留在「準用古蹟」的既定印

象，未能正視遺址與古蹟的差異。其中遺址與古蹟兩者本質之不同，

於準用古蹟容積移轉相關規定或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時，往往因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之性質與遺址之不同，導致遺址準用相關法規

時出現法令解釋困難或滯礙難行之問題。 

台灣歷史文化悠久，目前我國現有認定考古遺址共有四十三處，未

來勢必還有更多遺址將重見天日，遺址保存的規範及維護方法為重要

的課題，以容積移轉方式作為套用方式。本文以美國發展權及台灣容

積移轉為參考背景，了解美國 TDR(發展權移轉)和美國 PDR制度(購買

發展權)之歷史背景及台灣容積移轉相關法律如，都市計畫法、古蹟容

積移轉辦法，作為遺址容積移轉的文獻支持，延伸論述對遺址容積移

轉之可行性。 

因遺址的保護往往牽涉到私有土地與民眾財產權的保障發生衝

突，為了防止國家的執行而侵犯權利，因此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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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藉由容積移轉方式保障該遺址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也可藉由

此方式減少政府對遺址產權移轉的財政負擔，建商亦可收購所有權人

移轉出之容積，以期待政府、所有權人、建商達到三方之獲益雙贏。 

探討容積移轉用於遺址保存，以新北市樹林區狗蹄山遺址、南投縣

埔里水蛙窟遺址、高雄市左營舊城遺址為案例，分別位於台灣北中南

位置，進行三處遺址現況環境之土地、建物使用等調查之分析及調查

三處遺址土地分區與用地與其基準容積，分析因指定遺址而影響程

度。為近一步利用風險係數評估表進一步探討判別急迫需維護程度，

並作為遺址容積移轉計算公式之依據，分別計算都市土地容積移轉及

古蹟容積移轉作為比較，在計算過程中及找尋案例發現哪些困難，最

後提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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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遺址，是我們與過去連結的重要橋梁，每一座遺址都擁有其

獨特的時間軸、特色、歷史定位，代表著浩瀚人類歷史裡的一小

片拼圖。遺址大都深埋在地底不易發覺，往往藉由工程建設、土

地開發才得以重現於世1。且遺址有著不可修復的性質，然而我國

地狹人稠、開發密集，工程的進行難免會破壞遺址，社會大眾對

於遺址的維護與價值也缺乏重視，常視遺址為旅遊景點、觀光勝

地，若對遺址的態度不夠嚴謹(例如:伸手碰觸、塗鴉……等)，

遺址一旦遭遇破壞，我們的歷史將會留白無法連結，遺址絕非是

一種觀光財貨，而是彌足珍貴的文化資產2，因此遺址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近十年來遺址日益受到重視，像是 2005年修訂的文化資產

保存法，始將遺址從原來的「古蹟」章中獨立出來，列為七大文

化資產，給予其法律上的保障。文資法規定，遺址一旦經指定公

告或列冊後，應杜絕開發行為，且主管機關應負監管責任，以維

護遺址的完整性。目前全台灣已發現的遺址粗估約有 2000多處，

而政府列冊管理的僅有 43處(如表 1所示)，連一成都不到，有

許多的考古遺址皆是在工程施工過程中意外被發掘的，一般皆會

採取暫停施工、搶救遺址、改變工程計畫、由主管機關監管遺

                                                 
1陳詠霖、譚術魁，2015 年，文化遺址法規及管理之研究，東亞論壇季刊，第 488 期，頁 64。 
2劉益昌，1992 年，台灣的考古遺址，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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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等措施3。然而，這些措施與開發者的利益互相衝突，財產

權有著「社會義務性」，即國家基於公益目的，在憲法許可範圍

內，若所為限制不至於太過嚴苛，則人民有容忍之義務4。因此政

府往往藉由一些排他性的管制，例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限制

私有土地的處分、使用，弱化了財產權(attenuations of 

property rights)5，但從土地所有權人的角度觀察，若在自家的

私有土地下發現遺址，因此將該地的開發價值限制歸零，對於土

地所有權人來說無疑是一項噩耗，也不符合比例原則；更遑論建

商，對遺址的態度絕對是欲除之而後快。若請求政府照價收買整

塊土地，不但要花上一大筆錢，之後的維護費更是所費不貲，對

於財政赤字困難的政府而言，這也是不樂見的情形。假使人人皆

抱持這種想法，遺址的保存又怎能徹底落實呢? 

    追根究柢，因為遺址的保護與民眾財產權的保障發生衝突，

儘管遺址的保護迫在眉睫，但財產權係憲法賦予的基本人權，財

產權的保障是現代經濟秩序的核心，同樣也不容忽略6。遺址與金

錢---過去的資產與現在的利益究竟孰輕孰重?著實是一道題。就

像經濟開發面臨環境保護的問題一樣，是「價值觀」上的爭論7。  

  

                                                 
3潘怡仲，2008 年，台灣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展望，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頁 4。 
4陳新民，憲法財產權保障之體系與公益徵收之概念，收錄於氏著，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

—上冊，1999 年，5 版，頁 314-316。 
5張剛維、林森田，2008 年，以容積移轉進行都市保存之制度與執行—財產權觀點分析，中華
民國建築學會「建築學報」，第 66 期，頁 99。 
6蔡維音，2006 年，財產權之保護內涵與釋義學結構，成大法學，第 11 期，頁 2。 
7林佳龍，2007 年，面對惠來遺址的美麗與哀愁，重要的是-「態度」，取自：http://goo.gl/Rt8P2y，
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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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中惠來遺址為例，其所在的七期重劃區是台中的精華區

位，就連台中市政府也對該遺址的處置傷透腦筋8，如果對這項問

題置之不理，我們可以預料未來一定會有更多類似的案例，因

此，如何一方面保護遺址，一方面保障人民的財產權，一方面不

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將會是一個重要課題。 

表 1  遺址資產概況表 

所在位置 主管機關類別 總數 

 國定 直轄市定 縣市定  

臺北市 1   1 

基隆市     

新北市 2 2  4 

宜蘭縣   1 1 

桃園市  1  1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6  6 

彰化縣     

南投縣   3 3 

雲林縣     

嘉義市   2 2 

嘉義縣   1 1 

臺南市  9  9 

高雄市 2 3  5 

屏東縣     

澎湖縣     

臺東縣 2  3 5 

花蓮縣    4 

金門縣   4 4 

連江縣   1 1 

小計 7 21 15 43 

                                                 
8許鈞雄，2008 年，惠來遺址保護聯盟介紹，台灣生態季刊，第 18 期，取自：
http://ecology.org.tw/publication/18/hueilai18-2.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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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201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 研究目的 

    隨著都市蔓延，台灣的土地不斷被開發，政府為了保護遺址訂

定了文化資產保存法，但這只是消極的保護遺址而已，且限制開發

的手段也有侵犯人民財產權的疑慮。近幾十年來，容積移轉被運用

於具紀念、藝術價值之建物的保存、公保地之取得……等，其最大

的優點就是:不僅能保障土地發展受限的地主權益，也能幫助政府

節省大筆補償費，減輕財政負擔。因此本研究嘗試將容積移轉制度

套用於遺址保存上，透過文獻資料分析美國的 TDR計畫，以了解整

個發展權移轉的操作方式。由於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僅規範古蹟

之容積移轉，遺址則是準用古蹟容積移轉，但遺址與古蹟並不相

同，套用同樣的標準、法規難免有所誤差、遺漏，因此本研究參考

其他相關文獻，提出一套專屬遺址之容積移轉公式，並在計算過程

中，就目前發現的問題提出建議。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遺址保存的重要性 

(二) 研究美國的發展權移轉制度，分析其原理、如何操作及相關規

範 

(三) 探討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相關規範 

(四) 應用新的容積移轉公式做案例分析，並尋找未來在實務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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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問題，針對相關問題提出建議與檢討 

三、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一) 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法: 

(1) 我國遺址類私有文化資產財產權課題之論述，遺址名詞解

釋與私有文化資產財產權保護立法規範之探討、相關遺址

保存理論與文獻分析。 

(2) 發展權概念之敘述，美國發展權的歷史沿革及在各州不同

案例上的施行差異、都市地區與非都地區容積移轉之樓地

板面積抑或是開發密度之計算方式差異，國外發展權移轉

理論。 

(3) 說明我國容積移轉相關法律規範之性質，知悉都市計畫法

容積移轉之規定、文化資產保存法與古蹟容積移轉的密切

關係。 

2. 比較分析法: 

    本研究將以比較分析法來分析美國執行 TDR發展權移轉制

度的模式差異探討發展權移轉的應用類別，台灣本國都市計畫

法容積移轉與文化資產保存法之古機容積移轉的引用差異，比

較現行的兩種容積移轉辦法對遺址保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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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分析法: 

    本案預計選擇三處指定遺址進行深入調查，包括「新北市

樹林區狗蹄山遺址」「南投縣埔里鎮水蛙窟遺址」及「高雄市左

營區左營舊城遺址」。(如表 2所示) 

    經由三個案例之模擬分析，分別套用都市計畫法容積移轉

實施辦法及古蹟容積移轉辦法之公式，再者將設計好的遺址容

積移轉公式模擬計算，分析比較三者公式之差異，或是在執行

上將會出現哪些問題，有哪些缺失或優點提出建議及檢討採用。 

 

表 1 個案調查說明表 

項次 遺址名稱 級別 土地使用管制 區域 現況 

1 狗蹄山遺址 
新北市 

直轄市定 
都市計畫保護區 北部 

遺址部份範圍為私人圈圍的園

圃，栽植蔬果與竹子 

2 水蛙窟遺址 
南投縣定 

（縣市定） 
非都市土地 中部 

土地目前部分為旱作使用，有部分

建築，其餘大多為廢耕田園 

3 左營舊城遺址 
直轄市定

（縣市定） 
都市計畫保護區 南部 

目前區域內無其他建築構造物，現

有龍眼、芒果等人工栽培作物。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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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步驟是先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問題，再以

文獻分析。文獻分析的部分包括遺址的名詞解釋，有關遺址保存

的相關課題之論述。接下來是比較分析的部分，比較分析的部分

主要是探討美國發展權及台灣容積移轉規範之比較。再來是案例

模擬分析的部分，由我國的遺址案例分別以三種計算方法套用得

出容積移轉之可移出樓地板面積，期望從模擬計算過程中找出現

行容積移轉制度對於遺址保存的建議與方案。 

  

圖 1 研究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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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古遺址之文獻分析 

一、 考古遺址之意義與內涵 

(一)  遺址的意義 

簡單來說遺址是以前人類生活所留下來的痕跡，是「遺物和遺跡連

續出土的地理範圍，多半是古代聚落的廢墟」9。由於以前的人類活動

並未以文字記載下來，但卻以一種有秩序的狀態凍結在地層之中，人

類過去活動歷程被發掘的地方即稱為遺址10。 

「考古遺址」的定義是指古代人本身在特定居住及活動空間上留下

的遺物、遺跡及生態遺留11。考古遺址與其他文化資產不同的地方在於

遺址的體積較大，不容易保存其完整性，若移到異地，可能使遺址受

到損害。因此，最好的保護方法是將考古遺址原地保存。遺址是過去

人類生活的各種行為所留下的舊址，經歷時間以及自然和人為條件的

影響而形成，可說是一部埋藏於地層中的無字史書，期間隱含著過去

人類的生活型態及其變遷。遺址在當前有著雙重身分，一個是考古學

者的遺就對象，藉以建立史前到當代人類活動史以及生活型態的文化

變遷及其動力；一個是《文化資產保存法》保存的文化資產類別，具

                                                 
9張光直，1988 年，考古學專題六講，新北市稻香出版社 ，頁 58。 
10劉益昌，1999 年，存在的未知：台中地區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頁 22。 
11何傳坤，2003 年，考古遺址的文化權爭議，博物館學季刊，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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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定的位階12。 

1. 學術觀點 

        遺址是以前人類生活所留下來的痕跡，也可以解釋為過去

人類生活的紀錄。人類和環境交替下所形成的文化，在人類漫

長的演進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留下各種活動的痕跡讓世人可

以初步的概念，特別是物質性的遺留，例如器物、遺跡、建築

物等，而這些遺留存在的地點，就是考古學家所謂的遺址13。 

        埋藏在泥土中或水面下的遺址，一層一層堆疊著那時候人

類用過的陶器、石器、骨角器等工具，以及食物的殘渣、植物

種子等生態遺物和房屋基址、墓葬、火灶、垃圾坑等遺跡，這

之間的關係就像存在某個時空中未被更改的一部史書，當時的

聚落型態可由遺物的分布範圍、堆積方式及狀態來推定，而人

類在遺址居住時間的長短及人口的密度，也能藉由遺址中遺物

堆積層的厚薄與遺物的數量得知14。遺址指的是曾經在這片土

地上生活過的人類所遺留下來的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年

代會留下各式各樣不同型態的遺址15。 

                                                 
12劉益昌、趙金勇、王嵩山、林會承、林修澈，2014，文化保存，五南圖書，頁 61。 
13劉益昌，1988 年，文化史蹟衝擊評估，民國 77 年度環境影響評估講習班講義，台北市：中
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14劉益昌、劉得京、林俊全，1993 年，史前文化，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頁 13-14。 
15劉益昌、趙金勇、王嵩山、林會承、林修澈，2014 年，文化保存，五南圖書，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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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觀點 

依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所定義之文化資產，指具有

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資產16，並將

文化資產分為七類，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二、遺址，三、

文化景觀，四、傳統藝術，五、民俗及有關文物，六、古物，七、

自然地景，其中遺址是「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意

義之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空間。」 

法律上將遺址整體性的空間特質，切割成具體的三種要素，而

文化部目前提出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也有針對這點調整條

文。至於遺物與遺跡的定義，則明定於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3條：「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定遺物，指下列各款之一：一、文化遺

物：指各類石器、陶器、骨器、貝器、木器或金屬器等過去人類製

造、使用之器物。二、自然遺物：指動物、植物、岩石、土壤或古

生物化石等與過去人類所生存生態環境有關之遺物。本法第三條第

二款所稱遺跡，指過去人類各種活動所構築或產生之非移動性結構

或痕跡。」17 

 

                                                 
16傅朝卿、王淳熙、林茂賢、林會承、郭介恆、張志成、劉益昌、蔡斐文、顏廷伃，2006 年， 

文化資產執行手冊，台北市：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6。 
17蔡惠芳，2014 年，遺址保存之法制架構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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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址的類別 

根據新修訂的《文化資產保存法》，遺址有列冊遺址、疑似遺址、指定

遺址三類，以下針對這三種遺址分別作敘述： 

1.列冊遺址 

所謂「列冊遺址」是指過去的調查或經學者研究已知之遺

址，透過主管機關依照列冊法定程序辦理審查通過後，由遺址

發現者或委託單位報告地方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在採用文資法

第 37條規定「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遺址價值之內容

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18遺址是由普查與

其他方式發現再透過現場勘查並且做成列冊決定後，就是相關

行政單位需要監管保護和管理的遺址類別，但工程建設發現遺

址不包括之內。為了保護遺址需要採用預防性通報的方式，採

用法律規定，遺址主管機關需要主動將列冊遺址的基本資料，

交給遺址定著土地相關機關像是環保、農業、建設、工務等；

而且必須在遺址審查指定程序完成前，地方主管機關也務必要

監管避免受到破壞之威脅19。 

                                                                                                                                               
11。 
18傅朝卿、王淳熙、林茂賢、林會承、郭介恆、張志成、劉益昌、蔡斐文、顏廷伃，2006 年，
文化資產執行手冊，台北市：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10。 
19潘怡仲，2008 年，臺灣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展望，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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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疑似遺址 

所謂「疑似遺址」指的是學術研究機關、地方文史工作者

發現、社會人士在研究進行中或進行開發一般工程中查出新遺

址有紀錄但未被指定者或進行列冊20。 其實疑似遺址應該是處

於一種暫時的狀態，它的概念類似於「暫定古蹟」，它們都是在

未被賦予明確法定身分前給的暫定保護罩，且要求開發單位和

主管機關對此進行評估再來決定後面的處理方式，它的方式包

括；進行搶救發掘、施工監看、變更施工方式、工程配置、停

止工程進行等其他方式。疑似遺址需要經過必要的審議程序，

藉此界定它的地位，選擇最合適的保存方式進行保護21。 

3.指定遺址 

所謂「指定遺址」是指過去已知的遺址或是上述提到的疑

似、列冊遺址，如果透過研究顯示是屬於絕對重要文化資產價

值之遺址，主管機關必須採用文資法第 40條之規定辦理審查作

業，且經過審議決定其是否進行遺址指定，若經指定後必須辦

理公告22。公告等級是按照主管單位來訂定，指定遺址可被分為

                                                 
20潘怡仲，2008 年，臺灣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展望，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頁
4。 
21傅朝卿、王淳熙、林茂賢、林會承、郭介恆、張志成、劉益昌、蔡斐文、顏廷伃，2006 年，
文化資產執行手冊，台北市：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11。 
22傅朝卿、王淳熙、林茂賢、林會承、郭介恆、張志成、劉益昌、蔡斐文、顏廷伃，2006 年，
文化資產執行手冊，台北市：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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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若是屬於縣市定及直轄市定

遺址則由地方文化主管機關來進行管理與指定。主管機關必須

在完成指定手續後，進行遺址管理維護計畫以執行相關保護措

施，並為保全遺址景觀擬訂為具體遺址保存計畫、設定遺址保

存區，還可以做成遺址之容積移轉23。 

(三)  遺址的型態 

台灣的考古遺址型態，大部分與居住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還有

墓地、狩獵地及戰場等，共分為七項，以下分別說明： 

1. 居住遺址 

居住遺址是大多數遺址常見的型態，主要是由人類日常生

活的用品及殘留物，像是陶器、石器、食物殘渣等堆積形成。

遺址範圍有小有大，小的像是農耕或狩獵的短暫性營地，大的

則有面積數十平方公尺甚至百萬平方公尺以上的大型聚落，而

人類居住的地方，會因為用來建築的材料不同，保存的狀況也

會不盡相同，其中使用石材的建築比較容易被完整保存，若是

使用木頭材質的房屋則會遺留許多的柱洞。居住遺址通常與墓

地及宗教遺址有密切關係24。 

                                                 
23潘怡仲，2008 年，臺灣遺址文化資產的現況與展望，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頁
5。 
24劉益昌、陳惠君、王巨中、陳隆智，2001 年，《十三行博物館展示單元細部內容文字、圖像
資料庫建立專案報告》台北縣十三行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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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墓地遺址 

自舊石器時代中期開始，人類會使用特殊的方法來處理逝

世的先人，有些聚落會有一個專門安葬死者的地方，通常會出

現在聚落旁邊，或者是在家層裡面。這種遺址大部分會遺留下

的是陪葬品、人類遺骸、埋葬器具以及礦穴，這樣有一定規律

的埋葬方式，能夠讓考古學者了解墓葬行為背後隱藏的社會意

義。在台灣的墓葬遺址通常會和聚落在一起，例如卑南遺址可

能是室內葬、十三行遺址可能將死者埋藏在家附近25。 

3. 宗教疑似遺址 

主要是拿來當作舉行宗教儀式的地方，包括起源地、禁忌

地、祭祀場等，其功能與現今的廟宇、教堂等地類似。這類遺

址通常會出現在聚落內或者是與聚落相鄰的地方，比較不會被

單獨發現，不過有些則會單獨存在於聚落附近。在新石器時代

晚期東海岸地區的麒麟文化常發現有單石、帶孔圓盤、石牆等

巨大石塊雕琢的石造物成群出土，根據麒麟遺址發掘的資料得

知，在一處巨石群所圍成的長方形空間中，少見日常生活用品，

而且巨石排列井然有序，推測可能是宗教儀式的遺址，台東縣

                                                                                                                                               
告。 
25劉益昌，1992 年，《台灣的考古遺址》，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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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遺址和都鑾遺址也有這種現象26。 

4. 農耕或狩獵地 

這類遺址主要是指人類生產活動的空間，包括農地、獵場、

漁場等不同生產方式的用地，其範圍界線不明顯且發現之殘留

物較難與生產活動的空間有明確的關聯。其中農耕地較容易在

丘陵或山地地區被發現，是因為平原地區會受堆積作用的影

響，不容易發現此種遺址；而狩獵地因為範圍較廣泛，僅限定

於狩獵營地。 

5. 器物製造廠或原料區 

這類遺址主要指的是以前人類在製作石器、陶器等工具或

採集原料的地方，通常會在聚落或鄰近的地方發現一些小型的

器物工作坊，例如玉器作坊、石器作坊、鐵器作坊、陶器作坊；

原料區則不容易被發現，大略知道是在附近的區域採取，但確

切的地點難以知道。 

6. 戰場遺址 

這種型態的遺址在歷史時代特別多，比較有名的是發生牡

丹社事件的石門古戰場；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卑南遺址及金屬器

時代十三行遺址的墓葬群中已發現遭獵頭的無頭埋葬，而蔦松

                                                 
26宋文薰，1976 年， 台灣東海岸の巨石文化，えとのす，6，頁 1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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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也發現殘亂的人類遺骸，這些證據說明了從新石器晚期開

始，史前人類當有戰爭行為的發生，但目前並未發現戰爭的地

點或區域的史前遺址。 

7. 其他類型遺址 

不歸類為上述提及到的六種類型則為其他類型遺址，包括

人類不同型態活動的遺留，較聞名的例子有八通關古道、港口

交通設施等。 

(四)  遺址的特質 

各個文化資產的特質相異，所保護及保存的要點也不同，故

所制定的法規也要相應其特質。特別是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的遺址

保存，因其與古蹟保存同屬古代遺留的人造物且定著於土地，故

在 2005年修法前遺址保存的規範是準用古蹟保存的條文，至今依

然會有人將遺址稱為古蹟或古蹟遺址，由此可見古蹟與遺址的涵

義容易被曲解。考慮到遺址與其他文化資產的差別，修法後將遺

址單獨一章，為了明確了解其法規特點與困難之處，必須將遺址

的特質27說明清楚。 

 

                                                 
27蔡惠芳，2014 年，遺址保存之法制架構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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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遺址具有一定年代之痕跡 

就時間性而言，遺址的年代比其他類型的文化資產悠久，

而遺址是指過去人類活動的痕跡，故其年代可以追溯到至少數

千、數萬年之前，不論年代有多麼久遠，人類活動的痕跡依然

可以被發掘，在學術研究所包含的範圍，有地質、動物、植物，

各種生業(農漁牧業)等，並涉及當時人類的生活面，由此可見

遺址之重要性及其普世價值。 

2. 遺址具有不可見的特質 

所謂的遺址是埋藏於地面下，而古蹟與其他種類的文化資

產則多立於地表；地面下有考古遺留的部分稱為文化層，通常

不會在地面表層被發現，除非受到外力翻動才會使遺物露出。

若沒有對其進行考古發掘，則無法取得研究者所需資料，就無

法深入了解、研究。故要保存遺址通常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

經費去探究挖掘，才能提出與現行法規相應的保護方法。 

3. 遺址範圍廣泛，以「現地保存」為宜 

遺址所在之地層若遭到外力翻攪將會使遺址受到破壞，故

遺址最佳的保存方式就是將其保留在原所在地層。因為發掘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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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遺址所需費用極高，所以在學術上不太會翻動整個遺址範

圍，通常會利用探坑技術大略探究其內容， 且遺址整體空間都

有脈絡，若科技再發展下去將可以進一步研究完整的脈絡。除

此之外，雖然考古遺留位在文化層，但考古遺址的空間卻包含

文化層以上的土層到地面表層，因此，即使在文化層上大規模

進行土木工程，而並未影響到文化層，也不能說建物本身並不

在遺址上，應為「該建物在遺址之上，但未觸及文化層」，故遺

址所定著的土地可以是私有，但其以下的部分卻屬於公有範圍。 

4. 遺址無法被重建 

當遺址被發掘出來就表示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在外型方

面，古蹟往往保有完整的外貌型態，而遺址的內容物則多零碎

殘破；在本身內涵部分，古蹟主要重視建築所呈現形體與技術

價值，而遺址的空間脈絡是探究人類文化的重要依據，故古蹟

與遺址是不能以相同的基準來評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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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古遺址之現行規範 

(一)  我國現有考古遺址 

遺址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 (市) 定三類，

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目前共 43筆： 

1. 國定遺址 

主管機關為文化部，目前有 7筆，分別為圓山遺址、大坌

坑遺址、十三行遺址、萬山岩雕群遺址、鳳鼻頭（中坑門）遺

址、卑南遺址、八仙洞遺址。 

2. 直轄市定遺址 

主管機關為各直轄市政府，目前有 21筆，分別為狗蹄山遺

址、土地公山遺址、大園尖山遺址、麻糍埔遺址、西大墩遺址、

七家灣遺址、牛罵頭遺址、清水中社遺址、惠來遺址、瘦砂遺

址、旗竿地遺址、新市．木柵遺址、五間厝南遺址、南關里東

及右先方遺址、三分子日軍射擊場遺址、道爺古墓、道爺南糖

廍遺址、內惟﹝小溪貝塚﹞遺址、東沙遺址、左營舊城遺址。 

3. 縣(市)定遺址 

主管機關為各縣(市)政府，目前有 15筆，分別為丸山遺址、

大馬璘遺址、曲冰遺址、水蛙窟(堀)遺址、古坑．大坪頂遺址、

古笨港遺址、魚寮遺址、舊香蘭遺址、都蘭遺址、巴蘭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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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世遺址、萬榮鄉平林遺址、公埔遺址、掃叭遺址、熾坪隴遺

址。 

(二)  我國考古遺址相關規範 

1. 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行細則 

新法修正以前，古蹟是文化資產保護的要項之一，遺址則

包含在內；公佈之後，遺址保存從古蹟保存中分離出來獨設單

章，顯示遺址保護有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必須在文化資產保存

法中做一詳細規定。遺址保存之規定見於該法第三章，條文從

第三十七條至第五十二條，施行細則部分則為第三條、第八條、

第九條及第十四條，略述如下： 

(1) 遺址提報、審查與指定之規定 

遺址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三類。遺址之審查、滅失、減損或增加價值時，主管機關有

權得指定、廢止或變更其類別，並辦理公告。但除國定遺址

外，直轄市定和縣(市)定遺址，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另經主管機關、民間私人或團體提報之具有價值遺址，主管

機關需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且在審查指定終結前，

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管，避免遺址遭受破壞。 

(2) 遺址管理維護之規定 



29 

 

主管機關應建立遺址之調查、研究、發掘及修復之完整

個案資料，並得培訓相關專業人才及建立系統性監管與通報

機制以維護遺址。經列冊處理後之遺址，為了進行監管保護，

由主管機關擬具遺址管理維護計畫，必要時得委任、委辦其

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構)、登記有案之團體或個人

為之。 

對於指定之遺址主管機關為維護並保全其環境景觀，得

會同有關機關 擬具遺址保存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

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

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3) 遺址保存管制之規定 

遺址之發掘，應由學者專家、學術或專業機構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經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主管機關核定後，才

可以進行挖掘。另外，原則上外國人不得在我國領土及領海

範圍內，進行遺址的調查或發掘，除非其與我國學術或專業

機構合作，而且經過中央主管機關文建會許可者，才得允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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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了保護或研究遺址，需要進入公、私有土地時，應

先徵詢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若因發掘遺址，

導致土地權利人受有損失時，主管機關應給予合理之補償。 

最後，疑似遺址之發現乃在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

行中時，應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因此，政府機關在策定重大

營建工程計畫時，不得妨礙遺址之保存及維護，應事先調查

工程地區有無遺址或疑似遺址。 

2. 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1) 本辦法的授權依據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條第三項之

規定。 

(2) 依據本辦法第二條之規定，當發生下列情形之一時，得

進行遺址指定之審議： 

A. 經由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遺址價值，並列冊處

理者。 

B.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遺址者。 

C.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辦理調查時，發現疑似

遺址者。 

D.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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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判斷某遺址是否具有指定之價值時，本辦法第三條訂

有遺址指定審查基準，做為遺址進行指定作業審議之參

考，該基準為下列各項： 

A. 遺址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意義性。 

B. 遺址在學術研究史上意義性。 

C. 遺址在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 

D. 同類型遺址數量之稀有性。 

E. 遺址保存狀況之完整性。 

F. 遺址供展示教育規劃之適當性。 

G. 具其他遺址價值者。 

(4) 除了有明訂遺址指定之基準外，若遺址遇下列原因時，

得提報審議委員會，進行廢止指定之審議： 

A. 遺址因自然或人為因素，其保存狀況極度惡化，造成文

化堆積內 涵價值之減損或滅失。 

B. 因遺址增加或其他因素，改變其在文化發展脈絡之定位

並造成意 義、價值之減損或滅失。 

C. 因涉及國防安全或國家重大建設須改變其維護方式。 

有關於上述遺址指定審查基準為一概括標準，各主管機關仍應依個案

來判斷，如該遺址在該地區或全國之重要性等要件全盤考量，經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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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建立應有之基準，避免落於單純之要件比對。 

3. 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1) 本辦法的授權依據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之規定。 

(2) 針對已指定之遺址，依據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擬具管理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

而該管理維護計畫之內容包含遺址的位置、面積、土地

地號、土地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及日常維護、

緊急維護、教育宣導、經營管理等相關事項。 

(3) 針對列冊之遺址，依據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七條規定，

工程建設或土地開發之計畫，其空間範圍涵蓋經列冊之

遺址者，開發單位應先邀請考古學者專家，進行遺址價

值及內涵調查評估，並將其結果報主管機關處理，該主

管機關會根據提報之結果，進行審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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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古遺址之保存問題 

(一)  遺址保存的現況 

遺址是指埋藏在地下或水下的文化資產，其定義與歷史建

築、古蹟、文化景觀、聚落皆不同，然而「成為遺址的必要條件

是要遺物和遺跡須為某一空間，且遺物及遺跡須具有歷史文化意

義」28，但台灣地狹人稠，無法滿足各項工程建設所需要的土地，

造成人類過度開發環境，定著在土地上的文化資產在短時間內被

迅速的鏟除，正一步一步消失中，又因為極端氣候的加劇，使受

到開發工程威脅的文化資產之受損更快速，由此可見台灣的遺址

極容易遭受到破壞。若現在不立即維護保存遺址，不久後其將會

在尚未被人類發現前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故國家有義務要避免

像遺址這種無權利主體可依附代其主張權利的文化資產受到侵

害，並且對其進行保存維護以保障其公益性29 。 

以相關法律規定推動公權力介入遺址保存，是強制國家主動

保障遺址保存工作的最佳方式，在 2005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

前，遺址都是準用古蹟的規定30，修法後遺址才正式獨立成一項文

                                                 
28熊仲卿，2008 年，〈價值、重要性及考古遺址文化資產的評價模式〉《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4)：81-89。 
29蔡惠芳，2014 年，遺址保存之法制架構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頁
5。 
30陳有貝，2005 年，〈現行法令與考古遺址問題探討─新修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與環境影響 評
估法〉《田野考古》10(1)：27-43。 



34 

 

化資產受到法律的保護，由此可知考古遺址保存的必要性。 

(二)  遺址保存的主要方式 

從學理上而言，每一個遺址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涵與科

學研究價值，也都值得保存與維護，參考目前世界上各先進國家

的方式與台灣遺址的特性，遺址的保存主要有三種方式，而對於

方式的選擇，須視遺址的重要性及代表性而定： 

1. 詳細發掘做成紀錄，用以保存遺址的文化內涵。 

即在遺址上進行詳細的考古發掘和記錄，並將其中的文物

取出，需要有此種處理土地的程序，才可供給工程建設或開發

利用。 

2. 重要遺址現地保存，保存部分於現地。 

發現的遺跡須定著於其所存在的土地上，才能維持其原貌

或保存其意義，且必須針對工程或土地開發計畫作適度的調整。 

3. 原封不動，綠化保存。 

若遺址被認定是重要或具有時代、地域或文化的代表性，

經依法指定保存的遺址，將以文化資產保存為第一考量，正在

進行的工程建設和土地開發全部皆停止31。 

(三)  遺址保存的問題 

                                                 
31劉益昌、趙金勇、王嵩山、林會承、林修澈，2014 年，文化保存，五南圖書，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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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資產活用的侷限 

文資法總則第 1條即強調，「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

宣示了不僅要保存文化資產，也要活用文化資產。現行版文資

法施行以來，地方無不結合文化資產，創意觀光資源與主題，

活絡地方產業經濟。因此，活化文化資產的目的，往往在執行

端是走向繁榮地方經濟的目標。所以，鮮明有地標性的古蹟、

歷史建築、聚落、地景等，即成為一個很具活用性的文化資產，

相對地，遺址的隱蔽性、破碎性以及與當代生活沒有很大的連

結性，也就難以達到結合觀光的功能。 

文化資產的內涵有很大的情感成分，然而因為各地域的文

化差異，每個地方重視其文化資產的程度不同，例如在日本，

遺址的主人翁很可能就是當代日本人的祖先，是他們的文化來

源，因此無不重視並有後天教育之下的民族情感。然而，在台

灣，遺址與在此生活的人之連結很薄弱，加之有文化斷層，對

於文化資產保存，國家政策的做法，不是用感情去引發對於文

化資產的珍愛，反而是用經濟效益去激發活用文資的動機。因

此所謂活用文化資產就大概是與觀光結合或是文創結合，遺址

成為觀光或文創的素材，對於一般人很難內化形成情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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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即便是其他時代晚近且較具有題材發揮性的文

化資產，其保存與活用也是難成為自主式的發展，有學者即喟

嘆「鹽田廢曬後，以前的台鹽公司、鹽警、專賣制度、鹽工、

鹽鐵、鹽田等社會網絡完全斷裂消散。因此，將鹽田視為產業

文化資產來保存再生，若僅是以復舊的方式觀光式復曬，則僅

能是公部門經費支撐下的表演，而不再是自主式的文化生命

體。」 

文資法施行至今已逾 30年，然而從層出不窮的文化資產保

存與工程開發之衝突案例，其實也凸顯了文化資產保存尚未成

為台灣社會的普遍價值觀，也使得可供活用的文化資產受到侷

限。 

2. 政府負擔的侷限 

遺址必定在土地上，為了保存所付出與土地相關的費用，

包括對土地權利人的補償，也因遺址定著於土地的面積極廣且

深，發掘調查費用也高，如果行政主管機關的資源不足，則難

以據理與財產權受損的人民協調。 

隨著調查技術的進步及土地建設開發的增加，被發現的遺

址數量，已多到政府管理資源所能負擔的上限，如何在有限的



37 

 

預算與人力之下，管理已知的龐大數量的遺址，確實是遺址保

存的一大難題。 

我國似乎往容積移轉的方式，尋求解決的辦法，不過至今

還未有正式移轉的案例，目前仍難以評估其利弊。然而，有都

市計畫學者認為，容積移轉制度隱藏有侵蝕公共利益的疑慮。

反觀日本與法國，除了國家建置專業的人才，主動解決管理發

掘等事項之外，將文化資產私有化，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

方向。但是仍然落入同樣的財政困難的窘境。所以，人力不足

與財力拮据，都源於政府的財政困難。 

3. 經濟開發的思維 

當今社會，無不以經濟開發為優先，因經濟開發預期商業

蓬勃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促進景氣回升、人民可能富裕以及

社會繁榮，配合現今政治生態，開發建設能成為行政首長之政

績。因此，即便是國家具有的資源，無不以其所生的經濟效益

為優先考量，台中惠來遺址便是此思維下的一個例證，抵費地

的市場價值使行政主管機關對於將之指定為法定保存遺址覺得

「可惜」，而遲遲不公告指定。 

經濟開發的公益性與文化資產保存的公益性，孰高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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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理性辯論的，透過這樣辯論的過程，其實可以更堅固各

自公益性的論述，之後才在目前社會價值觀下取得各種權利之

保障順序。然而，台灣社會的氛圍是經濟發展不能讓步，文化

資產所創造的利益怎能比得過經濟開發活動？台灣的文化資產

保存雖有簡易的解說促進遺址保護、為地方教育提供各種機

會，但始終無法使地方利益最大化，也無法利用文化資產的品

牌來促進社區發展，更不用說是永續的營運管理計畫，也沒有

加強與社區的緊密聯繫從而對文化資產更具認同感和主權感，

難怪民眾對文化資產有疏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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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憲法上財產權的保障 

(一)  財產權之概念 

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

予保障。就字面而言，財產權應如何受到保障並未敘明，故司法

院大法官在釋字第四ΟΟ號解釋表示：「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

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

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

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又於釋字第四Ο六

號再次強調，財產權之性質係以保障人民自由使用財產之憲法上

權利。換言之，財產權為一基本權，乃人類人格自由發展之實質

基礎，亦即財產權本質是一種自由權，且在物質的基礎上，有更

進一步保障其他自由權實現之作用32。 

所謂財產權為「為界定個人有關於稀少資源之利用的地位之

一套經濟與社會關係」33，亦可稱之為「界定人與人間對物質資源

之法律關係的一組權利，包括占有、利用、管理收入、資本、安

全、遺贈、有害利用禁止之權利，除有體物外，尚包括無體物、

                                                 
32陳愛娥，1998 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念之演變〉，收於李建良、劉孔中編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初版，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4)，
頁 401-408。 
33為 E.G.Furubotn 之定義，參楊松齡，1998 年，「土地徵收制度與財產權之研究」，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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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34。其實質內涵並非絕對或靜態之觀念，常隨著風俗

習慣、立法、制度等之變遷，而有不同之內涵與界定。賦與個人

財產權，其本質乃在保障個人努力之成果，不為他人所剝奪。財

產權具有五項特點：1、為自由權之一。2、具有人權之理念。3、

具有私的性質。4、具有觀念性。5、所有權之絕對性。由此可知，

財產權之本質乃建立在「私有財產制」的基礎上，財產權是個人

生存的基本權之一種，因此，對於財產權之保障，闕為現代社會

法治國家具有重大意義之基本職能35。 

財產權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此為憲法第十五條所明定。

國家除應消極的避免剝奪或侵害人民之財產權外，更應積極的保

障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財產權。另本於財產權之社會義

務性，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國家基於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以法律

限制之。但對於財產權之限制並非漫無界限，而應不侵犯私有財

產制度之核心內涵36。 

 

 

                                                 
34魏千峰，1999 年，財產權之基本理論研究—以國家與人民之關係為限，政治大學法律研究
所博士論文，頁 287。 
35楊松齡，1998 年，「土地徵收制度與財產權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頁 3-2。 
36郭素君，2009 年，從財產權保障之觀點論公共設施保留地使用限制與損失補償，逢甲大學
土地管理學系碩士論文，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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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產權個別性與制度性保障 

由於財產權在憲法上屬防衛權之一種，為了防止國家非法的

侵犯此權利，因此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而創設出個別性保障

(Individuals garantie)。所謂個別性保障係指，人民可以直接

對抗國家之主觀權利，於受到侵害時得尋求法律救濟途徑，如聲

請憲法解釋，故為一種能獲得憲法保障地位之權利37。換句話說，

個別保障乃在保護具體存在私有財產價值之物的存續，免於受公

權力之不法侵害，國家對個人財產之剝奪或限制皆須在憲法所規

定之條件下始能為之，亦即一切使個人財產權地位發生變動後果

之公權力，都必須是合法的38。 

至於制度性保障，乃是針對立法者所為的拘束，即基本權不

僅是個人權利之保障，也包括生活中各種社會事實，經由法規加

以規範而形成的保障，立法者對此將不能予以侵害。因而，立法

者在規範人民的財產權制度時，應注意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使

財產權之存在與運作成為一種基本規範。更深入的來說，制度性

保障並非廣泛的保障該制度的每一部分，而是保障制度之核心─

公平正義的法制度39，換言之，為使財產權制度得以發揮其功能，

                                                 
37陳新民，2001 年，《中華民國憲法釋論》，4 版，台北市：三民，頁 138。 
38陳新民，2002 年，《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5 版，台北市：元照，頁 304。 
39吳庚，2003 年，《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 版，著者發行，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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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權利人之私使用權限受到保障，故在程序法和實體法上應

當提供必要的保護規定，使私有財產權在社會中具有可靠的地位

40。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文中雖未明白指出，有關憲法第十五

條財產權之保障乃制度性保障一語，但在釋字第三八六號解釋文

中提到，針對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之規定，若人民合法持有之無記

名證卷而請求保護，亦未提供其他合理之救濟途徑，此與憲法保

障財產權之意旨不符。且該號解釋理由書中也提及，民法關於無

記名證卷久已建立之制度性保障云云，足見大法官已意識到財產

權作為制度性保障之面向的重要性41。 

(三)  財產權保障之範圍 

財產權保障最重要的即為存續保障，係指財產現有存續狀態

之保障，至於僅止於期待或可預見的財富並不包含在內42，簡言

之，存續保障著重維持財產權現有的狀態，避免受到任意之剝奪

與侵害。另外，財產權保障還有一種不以維持財產權現狀為目的，

而是單只強調財產權價值的保障，所謂財產權價值保障指的是私

                                                 
40李惠圓，2003 年，《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法律分析─以私有文化建築保存為核心》，國立成
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9。 
41蘇永欽，1999 年，〈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會議解釋〉，收於《憲政時代》，第 24 卷第 3 期，
頁 28-30。 
42吳庚，2003 年，《憲法的解釋與適用》，2 版，著者發行，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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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產所產生的財富價值應予以保障，換言之，是將應受保障之

財產權標的，擴張到所有具有經濟上財產價值的權利為是43。 

 除了理論上之保障外，實務上對於財產權保護之範圍已有一

定的共識，包括動產抵押權(釋字第二一六號)、不動產抵押權(釋

字第三Ο四號)、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釋字第三五八號)、土地

徵收補償(釋字第五一六號)等物權性財產權之保護；沒收財產(釋

字第三十七號)、一般債權(釋字第一Ο六號)、破產債權(釋字第

二九二號)、受領提存物之債權(釋字第三三五號)、公債債權(釋

字第三八六號)等債權性財產權之保護；專利權(釋字第二一三

號)、商標權(釋字第三七Ο號)等無體財產權之保護，均屬憲法上

財產權保障之客體。 

至於自然人及法人以外之其他無權利能力之團體，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四八六號解釋認為，其立法目的只要在一定限度內，

該團體之財產上利益仍然受到憲法第十五條之保障，可見財產權

保障之主體範圍涵蓋甚廣。 

 

 

                                                 
43李惠宗，2002 年，《憲法要義》，初版，台北市：元照，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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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產權保障之限制 

雖然個人對私有財產有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之權限，但是

財產權負有社會義務，立法者在形成財產制度時，除考量財產權

利人之私益之外，仍需要顧慮社會的公共利益，故而對財產權之

內容設有些許限制。 

有關財產權的限制，依憲法規定可分為二大類44：一般限制與

特別限制。依據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財

產權即可由法律予以限制，惟此限制之實施必須符合必要性原

則，此為財產權之一般限制。另依我國憲法第一四五條第一項規

定：「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礙國計民生之平衡

發展時，應以法律限制之。」即為財產權之特別限制，只是立法

者取得了此限制財產權之特別授權依據，仍有其執行的盲點，究

竟私人財富及企業要達到何種程度，才算妨礙國計民生之平衡，

標準實在難以認定。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六四號解釋提及：「人民之財產權應

予保障，憲法第十五條設有明文。惟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

                                                 
44陳新民，1999 年，《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權利》，初版，台北市：月旦，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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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之限

制。…就私有土地言，雖係限制土地所有人財產權之行使，然其

目的係為維持人車通行之順暢，且此限制對土地之利用尚屬輕

微，未逾越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原

則上立法者只要不侵害財產之私有與私用性，即屬合憲限制，一

般民眾皆應有容忍之義務。 

 另外在特別情形中，如對於三七五減租政策，大法官釋字第

五八Ο號解釋認為：「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

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

之財產權，…惟因個人生活技能強弱有別，可能導致整體社會生

活資源分配過度不均，為求資源之合理分配，國家自得於不違反

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範圍內，以法律限制人民締約之自

由，進而限制人民之財產權。」總之，國家為了公益之需求，財

產權勢必要接受其合法之限制，盡可能使財產權人之私人利益與

公共利益能夠取得平衡。倘若財產權人所受限制及損害程度如逾

越人民所可遺址保存之相關法律問題 第四章 私有遺址指定與人

民權利之保障忍受之界限，而形成「特別犧牲」時，國家將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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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補償45，始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五、 小節 

遺址類文化資產雖然因為生命經驗上的斷裂，而使人們與考古

遺址不若與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文化景觀等可以實際的參與及

成為生活中的一環46，且遺址因定著於土地，和土地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而遺址定著的土地可能是公有，也可能是私有。私有土地的

權利人，可以任意使用處分土地，進行各種與土地相關的作為，甚

至包含土地相關的資源。但是，土地下的遺址屬國有，現行法令中

沒有私有的可能，在私有的土地中存在著完全公有，甚至是受到文

資法保護的標的，不但可能侵害到地主的財產權，也讓地主的土地

處理行為受到限制。 

遺址是前人所留下來的智慧寶庫，因在沒有文字的時代，只能

靠存留下來的遺址來了解過去的歷史，顯現出遺址其重要性，才需

要更積極的保護遺址47。但為了維護與保存遺址，指定遺址所定著土

地之使用權能將受到規制，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受到限制，

尤以該土地為私有時，為了遺址之公益性，直接使得私有土地所有

                                                 
45李建良，2000 年，〈損失補償〉，收於翁岳生等著《行政法 2000(下冊)》，著者發行，頁
1449-1450。 
46林崇熙 ，2008 年，〈徒法不足以自行：考古遺址、地方知識與社會想像〉《文化資產保存學
刊》(5)：36-46。 
47蔡惠芳，2014 年，遺址保存之法制架構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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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有特別犧牲之情形，可能面臨到的行政控管公權力最強的即是

受到主管機關的徵收，於此，應該提供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保存遺址

之誘因，並可學習美國使用發展權移轉來補償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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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參、 發展權移轉制度之分析 

一、 美國發展權概述 

(一)  發展權的起源與變遷 

發展權移轉(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簡稱 TDR。發

展權的概念首先起源於英國，而後被美國所引進並加以改良。英

國於 1947年頒布「城鄉計畫法」(Towm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47)，將土地發展權收編為國有，創造了發展權國有制度以

及訂立開發許可制48，藉此消滅土地使用管制所產生之暴利，地主

依然擁有土地之所有權與使用權，但爾後若是想進行開發行為，

則須徵求主管機關的許可，並且開發獲得的利益需要完全收歸國

有49。但此舉卻大幅降低土地所有權人開發土地的意願，於是英國

國會便於 1953 年取消了課徵發展捐的規定，但是土地的發展權仍

歸政府所有，對於土地的開發行為依然需向地方規畫機關申請許

可，自此，發展權的概念演變為「開發許可制度」的執行或立法

依據50。  

20世紀上半葉美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快速的城市發展和人口

                                                 
48賴宗裕，1999 年，都市成長、都市問題與都市管理，現代地政理論---殷教授章甫七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出版)。 
49李建德、羅興貴，2007 年 10 月，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研究，台北縣樹林地政事務。 
50楊重信、林瑞益，1994 年 6 月，可轉讓土地發展權市場之效率與公平性，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第 6 卷第 2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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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移民不斷的增多，促使城市無法負擔而急劇向外擴展。城市向

外擴張，給城市周邊的土地帶來了巨大壓力，農地迅速減少。為

了加強對土地的保護，採取了土地使用分區的制度，導致不同的

土地所有權人之間利益相差懸殊，舉例來說，土地被劃為商業用

地者，其經濟價值自然遠高於農業用地，政府耗費大量資源來進

行都市規劃，卻無法獲得大眾的認同，並且還有違背公平原則及

限制人民財產權的疑慮，在 1926年的 Village of Euclid,Ohio v. 

Ambler Realty地標爭訟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也表示，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的制度的確有疏漏之處，土地所有權人間的權益並不平衡。 

美國的發展權制度並非是中央政府做全面性的推廣，而是由

地方先主動引入，紐約市於 1965年通過了地標保護法(Landmarks 

Preservation Law)，為了保存經過認證擁有美學價值、歷史意義

的建物或地區，這些地方的開發行為需要受到限制，但是此法訂

定後，地標所有權人的權利卻遭到了侵害，為了解決此問題，紐

約都市計畫委員會在 1968年修訂法規，允許開發權得移轉至其他

的基地，以保障所有權人的權利，這是美國史上第一個 TDR 方案。 

之後紐約市及芝加哥市探討發展權移轉制度是否可運用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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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古蹟保存及開放空間上51，之後發展權的概念逐漸被其他州所

引用，大多數都是應用於都市開放空間、古蹟、生態敏感地、農

地……等區域，發展成了美國 TDR制度。目前已實施 TDR制度的

地區包含:紐約、芝加哥、亞利桑那……等共 32州。每個州都有

屬於自己的辦法規定，通常都是藉由自由市場買賣發展權，來達

成使用管制的目的52。 

(二)  發展權的概念 

何謂發展權？土地所有權中「一束權利」的概念；發展權係

為其中一個項目。土地所有權的內容可以分割成很多得單獨處分

之權利，如：發展權、地役權、使用權等權利；本研究要探討的

是發展權中的容積移轉概念，發展權容積移轉的目的在於保護古

蹟、保留山坡地避免過度開發、平衡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之財務

支出負擔、農地的保護、補償既成道路的權益損失。發展權之移

轉在都市成長管理(Growth Mannagement)實施中是重要的機制，

需要配合土地分區管制實施，其目的主要是促進都市土地合理及

有效的利用、健全都市發展、塑造良好的都市環境，以提升居住

品質。 

                                                 
51林國慶，1992 年，「以可移轉發展權制度維護農業區之可行性分析」，『經社法制論叢』，10

期，頁 57。 
52陳錫禎，1979 年，美國發展權移轉觀念與我國平均地權理想之比較，土地改革月刊，第 29 

卷第 10 期，頁 19-21。 



51 

 

發展權是一種可與土地所有權分離而單獨移轉之財產權，也

就是某塊被界定需要保護的土地，其發展權被限制後，這些被限

制之發展權將移轉至另一塊被准許有更多發展的土地上53。發展權

移轉亦稱為容積移轉，指將某一建築基地未使用到的容積移轉至

鄰近建築基地或政府所指定的接受基地54。土地發展權移轉，包括

建築容積移轉。其指的容積移轉是在建築基地上，增加建築物容

積量之權利，透過買賣交換方式，而實行權益移轉55。 

發展權移轉，主要為彌補傳統使用分區管制之不足，在不改

變所有權人原有權利的前提下，指定每一所有權人應享有的發展

權數，透過自由市場交易，所有權人即可依據經核准的計畫書從

事發展56。發展權移轉制度之提出，係將發展權從所有權中分離，

允許在不同使用分區的所有權人間移轉，使發展受限制的所有權

人因出售發展權而獲補償，而發展區的所有權人因購買發展權而

增加發展密度57。 

 

                                                 
53曾麗紋，2001 年 8 月，「空間權與發展權法制化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242 期，第 49

頁-第 54 頁。 
54邊泰明，2003 年 9 月，「土地使用規劃與財產權 理論與實務」，第 172 頁。 
55蘇志超，1999 年 6 月，「土地發展權與建物容積「權」之比較及產權化與法制化之討論」，[地
政學系] 期刊論文 ，第 19 頁。 
56顏愛靜，1979 年 9 月，「美國地方政府實施發展權移轉制度所採量化方法之研討」，「地政學
系」期刊論文第 29 期，第 11 頁。 
57呂衛青，1970 年，發展權觀念在土地使用計劃上可行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第 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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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發展權運用的基本模式58 

1. 設立公民諮詢委員會 

有些社區是藉由規劃局來規劃土地使用，而規劃局之成員

應具有土地法規之知識並且來自於各個不同的領域之專家。成

員包含農業團體、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接收基地的土地所有權

人、房地產專家、開發者、居民代表等等，不同領域之專家優

點在於可以有不同的知識與見解。 

2. 收集資訊 

公民顧問委員會在第一次開時，就應該盤點各種資訊。以

農地保育為例，所需獲得之資訊如下： 

(1) 自然資源(nature resources) 

自然資源地圖應清楚的描述居民想保育的地方，例如美

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即詳細記載地形

圖；美國緊急災難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gement 

Agency)即對林地位置、溼地、流域、岩石裸露地或其他特別

地區等，都有詳細的描述。最方便之方法是利用地理資訊系

統，讓居民對環境位置有所疑慮不了解時，即可利用此系統

再次檢視環境。 

                                                 
58李欽漢,2014,容積移轉核心價值指標建立之研究,第 3 章,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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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使用現況與所有人(current land use and 

ownership) 

地圖中應標示農業區、開放空間(林地、溼地、水域、或

其他自然資源)、公園住宅區、工業區、使用分區等，讓公民

可以充分了解土地限；另外也應包含：街到、高速公路、土

地所有權人資料等。 

(3) 使用分區(Current Zoning) 

了解使用分區的重要性在於：土地利用不可以和法規中

的使用分區有所違背，發展權移轉規劃必須在正確的使用分

區前提下。 

(4) 總體規劃(General Plan) 

與分區管制不同，分區管制所重視的是土地所有權人在

目前的使用狀況；主要計畫所顯示的是土地的整體規劃，市

政府對於地區未來十年或二十年的長期發展所做的規劃。 

3. 鑑定並評估替代方案 

研擬三到五種方案，研擬過程中則必去考量：未來發展

趨勢、最大保護限度(假定農地沒有任何損失前提下)、混合

使用(必須考量土地未來混合使用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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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民眾意見;第一次方案選擇 

當我們完成上述的基地調查後，就必須開始收集公民意

見；第三步驟與第四步驟通常會反覆進行，因為委員會成員

來自於不同領域，對於環境與自身需求通常有所不同；因此

這兩個步驟通常會耗費較多時間來整合。 

5. 確定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 

根據未來趨勢與土地轉換後的混合使用來考量基地位

置，考量因素包括：送出基地大小、送出基地容積上限、送

出基地所有權人容積獎勵、接收基地大小、每單位面積發展

權移轉獎勵條件、平衡發展權移轉供給與需求等等。 

6. 依分析結果決定首選方案 

當所有調查完成後，包括土地資料、現況調查、公民意

向、政府規劃等等各項分析完成後，委員會就會提出最終的

發展權移轉計畫。 

7. 確定最終方案 

在最終計畫發布前，政府會對委員會進行確認，例如：

是否改變細部計畫或主要計畫。研究發現，任何委員會成員

的改變都會造成計畫生變，當計畫生變時，政府也就必須對

計畫做出調整。因此政府在計畫發布前必須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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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眾參與(Public involvement) 

委員會成員的選定方式與組成人員名單、公聽會、委

員會開會、組織宣傳工作等。 

B. 替代方案(Alternative) 

總結委員會的替代方案與分析。 

C. 分析(Analysis) 

說明選擇此方案的標準與理由。 

D. 計畫發布(Proposed plan) 

對於發展權移轉計畫的未來與規劃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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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 PDR制度之介紹 

(一)  概述 

美國由於實施土地使用分區，導致了土地所有權人利益不均

等的現象，為了進行補償措施，乃引進了英國發展權的想法，形

成了購買發展權方案(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簡稱

PDR，美國的購買土地發展權(PDR)是指國家為了保存農地與開放

空間、環境敏感地帶和歷史性建築與古蹟，依照市場價格購買發

展受限制地區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開發權。國家購買土地開發權之

後，發展受限制地區的土地所有權仍歸原土地所有人所有，但是

土地的用途僅限於對土地現狀的利用，而不能對土地作不利於保

存農地與開放空間、環境敏感地帶和歷史性建築與古蹟的深度開

發。因此，通過國家購買開發權，農地、環境敏感地帶和歷史性

建築與古蹟得到了永久性保護。 

PDR的操作概念為：由於土地所有權是眾多權利的集合體，發

展權僅是其中的一小項權利，透過將發展權分離出來並支付符合

該權利的價格，用以補償因土地使用分區限制，而無法自由開發、

利用土地的土地所有權人，例如:一位擁有 80英畝的土地的農民，

若該筆土地以最有效使用原則來估算，則其價值為每英畝 10,000

元，若因為土地使用限制僅能用於農業方面，其價值為每英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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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元，亦即該筆土地之開發價值為每英畝 7,500元，80英畝

×7,500元=600,000元，即為 PDR之購買成本59。發展權大部分是

由政府機構所購買，通常是為了開放空間以及使土地作農業使

用，其協議條款是具有法律的約束，在該不動產的契據上設立保

護地役權60，通常是永久地限制該筆土地的發展，但也有少部分訂

有一個期限，即便土地的發展權被政府收購，但其所有權及他項

權利依然不會受到影響。 

PDR方案的實施主要有四個階段，首先，應該連結 PDR計畫的

目標與目的，地方政府應仔細審視自己的綜合計劃，該 PDR計畫

是否可以確實達到預期之目的，另外，應該符合當地州政府或聯

邦政府法令的規範，其次，應建立董事會或委員會，董事會職責

在於負責監督資金之用途以及流向，收購符合計畫目標的土地發

展權，確保公帑不會被白白浪費，委員會成員則儘量由地方政府、

土地信託、市民擔任較理想，再來，確定資金的來源，外部的資

金來源包含聯邦及州政府、基金會、土地信託及公共資金捐贈，

也可以透過課稅捐的方式產生，最後，確定 PDR計畫的目標地區，

這對於實現計畫目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例如:若原本的目的是管

                                                 
59   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Preserving Farmland and Open Space, Gayle Miller & 

Douglas Krieger, January 23rd, 2004  P2. 
60華昌宜，2010 年 1 月，「容積移轉制度－容積銀行操作機制 可行性研究」專業服務委託案，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58 

 

理野生動物，則購買發展權的土地應該是大片、有連續性的，才

能形成動物的棲地，若是想保護農地，則可以零碎的針對想保護

的土地進行購買61。 

(二)  案例 

至西元 2003 年 2 月為止，有 20 個州已經成立州政府等級

的 PDR 計畫。最成功施行 PDR 的州是賓州以及馬里蘭州。賓州

已經使用 3.77 億的經費，保護超過 186,000英畝的土地；而馬

里蘭州保護大概價值 2.33 億的土地。其他施行 PDR 計畫的州政

府，保護數以千計英畝土地包括： 紐澤西州、佛蒙特州、科羅拉

多州、麻州、德拉威爾州、以及康乃迪克州。除了州政府等級的

計畫以外，至少有 34 個獨立存在的 PDR 計畫在 11 個州的各個

郡、鎮以及次級自治單位施行。 

PDR在農民間非常受到歡迎，以鄧恩鎮(Town of Dunn)為例，

自 1996年以來，鄧恩鎮已經收購了 2,500英畝的土地開發權以保

護耕地、支持農業經營，並且保護生態敏感地區，以維護其鄉村

特色，該鎮的地役權甚至還要求進行耕作時，須按照計畫的土壤

及節約用水計畫進行，並且投票同意其稅捐平均每 1,000元多課

徵 50元用以支持 PDR計畫，在 2000年時，鄧恩鎮增加了 2.4萬

                                                 
61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ools 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Center for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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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資金，並且成功申請到 WENR的贈款與尼日利亞紅十字會農

田保護計劃62。以發展權換得現金可以任由農民作使用，例如:償

還債務、投資設備、規劃退休……等等。出售發展權對於幫助降

低遺產稅也有貢獻，新世代的年輕人能夠繼承到更低成本的農

場，使得農業經濟得以維持活力並促進發展。 

 

 

 

 

 

 

 

 

 

 

 

 

                                                                                                                                               
Education, August 2006. 
62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ools 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Center for Land Use Education, 

Augu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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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 TDR制度之介紹 

所謂「容積移轉」或稱「發展權移轉」（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係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

用之謂63。發展權移轉移入美國後，結合英國發展權國有化觀念與購

買發展權（PDR，Purchaseof Development Rights）的概念，主要

運用於都市發展地區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導致不同使用分

區的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不均，因此政府部門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

當時美國地價飆漲，致使政府無充足的財力支應土地取得成本，因

而引進了英國的發展權概念。由政府以低於市價的金額向私人購買

土地的發展權，以控制該地區的土地開發以達到資源保育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較高的地區，發展權購買的價格幾乎等同於土地

的市價，因而形成了購買發展權對政府的財政毫無幫助，遂將原購

買發展權的概念轉換為發展權移轉的運用64。 

真正的實際容積移轉相關的案例，則在於 1978年聯邦最高法院

對紐約市，為了保全大中央車站所採用容積移轉的手段，予以判定

這種為了保存歷史地區利用容積移轉的作法，仍然保障了所有權人

的經濟利益，為一合憲性的政策。這個判例，更加確立了容積移轉

                                                 
63連淑芬，2001 年，新都市計劃以容積移轉方式規劃取得公共設施之研究，中華大學建築與
都市計劃研究所碩論，頁 79。 
64黃舜銘，2003 年，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機制之研究，台科大建築研究所碩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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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兼顧歷史地區保全，與保障所有權人合法經濟利益的工具。因

此，美國境內以容積移轉運用於保全公共目的計畫申請案例年年成

長，其容積移轉計畫的發展，也從歷史保全發展至更為廣泛的各類

型環境保全與都市設計的運用65。所以說，美國的發展權觀念主要是

用在保護古蹟文物、農地、空地、以為自然資源為主，但也有例外

以抑制人口成長為目的者66。因此，發展權運用於不同地方則有不同

的運用方式，其中使計畫成功有八大因素所在分別為67： 

(一)  權利 

TDR計畫的成功需要適當的授權，可以在地方自治條款中做相

關的規定，以確保有足夠的權限，但也不能毫無節制地釋出權利，

應同時規範申請手續與限制。 

(二)  目的明確 

在設計 TDR計畫時，需要實際而明確的目標，才能有效管制

TDR計畫，不至於淪為天馬行空的空談，因此民眾必須排除外在誘

因以免 TDR計畫偏離軌道。 

 

 

                                                 
65賴宗裕，1998 年，容積移轉技術問題之探討，台北建築月刊，第 259 期，頁 11-13。 
66賴宗裕、胡宏昌，1999 年，建構容積移轉機制之探討-對都市計劃容積移轉辦法草案之評論，
經社法制論叢第 23 期，頁 318-326。 
67Nelson C.A,1998, “Additional and Reduccd Dcmand / Amenity and Disamenity In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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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 

TDR計畫並非免費無償的，以管理層面來說，有時 TDR計畫的

複雜程度非常繁瑣，因此若民眾不願意給予 TDR計畫財務與人力

支援，將使得 TDR計畫發展成效有限。 

(四)  獎勵措施 

TDR計畫賴以持續推行的動力，是接收基地的開發者購買來自

於送出基地所有權人的發展權。若提高密度費用代表接收基地的

價格低於購買發展權的價格，則 TDR計畫將會對開發者失去誘因。

在指定接收區域，TDR計畫必須增加密度。 

(五)  經濟的可能性 

如果發展權之交易與移轉對買賣雙方皆具有經濟效益。那麼

委員會所要做的便是監督指導計畫，並在適當時機做出修正與調

整，保障其要旨之經濟效益。 

(六)  執行能力 

TDR計畫的成功在授權予發展權套用於接收基地，或是確保開

發者使用 TDR的正當性。對於要求審查核准，核准的原則不可以

改變住宅單元最初的使用規定，並且要將經濟效益權衡考量。 

 

                                                                                                                                               
Recapture”Washington DC: Island Pr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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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簡單化 

土地在開發過程中通常會變得越來越繁複，簡單化將大大的

幫助 TDR的計畫推行。 

(八)  交易成本低 

在公共或行政上面臨的問題包括：買賣雙方的權利、權利的

經濟價值低、計畫將隨之影響而降低效果。箝制購買者使用發展

權或是不確定賣方是否要將發展權賣出都將對發展權移轉計畫的

成效大打折扣。 

此次論文研究所定義之建築容積移轉，係為「容積發展權」

的移轉。「建築容積」指土地上之可建築樓地板面積，而「建築容

積移轉」則為，某地將原有未利用部分之可建築樓地板面積移轉

至他地發展。在土地私有的國家中，不動產權利的觀念，為一系

列可以分割的權利組合，除所有、使用、租賃、借貸、抵押等權

之外，尚有地面上空間的使用與所有權利。若土地所容許使用的

空間，或簡稱容積能藉某種方式移轉，此移轉的空間量即稱為發

展容積，移轉容積的基地稱為“送出基地”，接受容積移轉的基

地則稱為“接受基地”。發展權移轉(TDR)即為未行使之發展權，

可移轉至其他基地發展，其中發展權係指「土地可發展之權」68。 

                                                 
68張智皓，2007 年，中華大學碩士論文(新竹縣都市計畫地區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審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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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權量化單位，在美國較常用的有「居住密度」與「樓地

板面積」，前者 的發展權移轉型態稱為「密度移轉型發展權移

轉」，實施於農村等非都市地區； 後者的發展權移轉型態稱為「容

積移轉型發展權移轉」，實施於已有容積管制 之都市地區。發展

權 TDR之所以被分為兩類一種是「容積移轉型」另一種是「密度

移轉型」。是由於其定義與著重的重點不同，故容積移轉的形態也

會有所差異，我國在都市區域範圍內設有容積面積的發展限制，

係屬於「容積移轉型的發展權移轉」，美國除了「容積移轉型的發

展權移轉」外，於未有容積管制的非都市區域範圍，以居住人口

密度計算單位者實施「密度移轉型發展權移轉」。以下是這兩種型

態的內容及定義之敘述。 

(一)  容積移轉型 TDR介紹 

1. 概述 

我國的容積移轉至制度引用於美國制度，而在美國的容積

移轉制度稱為發展權移轉，容積移轉的定義係指某土地於法定

許可容積(容積：是指每樓層樓地板面積乘其高度之總和，而容

積率(floor space index)：為地上每層樓地板面積之總合與基

地面積之比或單位土地面積乘其建築物高度之體積與建築基地

                                                                                                                                               
制之研究)，第二章，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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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之比值也規定了在一定土地上可以興建的容積上限。 

A. 發展權移轉之限制 

因「特殊條件」而允許將未利用之容積移至其他地區加以

發展。「特殊條件」是指都市計畫內，有些地區因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的規定而被限制其發展69。如指定為古蹟文物保護對像或為

農地、森林、特殊地質保護區等，或為軍事其他因素之限建等

等。而在土地取得不易的都市地區，為了改善都市周遭環境的

地區，也允許容積的移轉。容積移轉即為將一宗土地之可移出

容積，移轉到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其依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做性質的適度調整，其中必須經過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批准

後。才可以利用未使用後的發展權，移轉到另外可以供建築的

土地使用70。例如有一塊甲土地的法定容積率是 100%，但目前現

況的已經使用了 80%，可以透過發展權移轉的制度執行，然後剩

下未使用的容積 20%可以轉移至乙土地上使用建築，換句話說就

是在以乙土地上原本就有既定的法定容積之外，和可以取得額

外的容積使用，因此有更高強度的土地使用。 

                                                 

69林元興，1989 年，都市建築容積加成與轉移制度之基礎研究，頁 12。 

70 Zoning Glossary，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http://www.nyc.gov/html/dcp/html/zone/glossar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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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出基地 

指目前現況為未達最大容積的總量，經過發展權移轉制度

將未使用的發展權容積移轉出去的土地，之稱為送出基地，就

是上述舉例的甲地。 

C. 接受基地 

指配合著發展權移轉制度，來接受送出基地移轉出去的未

使用發展權的容積，之稱為接受基地，就是上述舉例的乙地。 

2. 案例分析 

在 1961年的美國紐約市是以基地合併的方式，將各土地所

有權人們集合起來，得以使土地整合為單一的建築基地，目的

是可以有適度的彈性調整土地使用的強度。在個別的土地都有

法令的限制允許的使用強度，而將其中未使用容積的土地，稱

未使用的發展權，再透過基地合併的方式就可以移轉到其他個

別土地上進行建築使用，並能讓接受基地提高許多更高強度的

使用71；是指將某土地所規定的容積用於可開發容許限度內將未

開發利用的土地部分移轉至其他可允許的土地發展，及為了能

                                                 

71洪敬哲，2012 年，我國都市計畫法制中容積移轉運用之檢討—由美國發展權移轉之功能出
發，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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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權利的完整度需要配合移轉地的開發容許發展限度72。如下

圖所示，即可以看出甲和乙兩塊基地合併後，容積的總量是不

變的，指是將甲基地未使用的容積調整移轉至乙基地上做使

用，這樣不僅可讓未開發的乙地有更多的適當發展空間發揮使

用，也提升土地利用的價值，如同也是甲地的發展空間能完全

適中的使用73。 

美國的 TDR是以文物古蹟為保存目的，來實施容積移轉，

稱做容積移轉型；另外有密度型 TDR是以郊區、農地、自然環

境保育為實行目的，其中用戶數密度移轉，及稱密度移轉型，

在我國與容積移轉相關的法律、行政命令、行政規則，是以容

積率來做基準，近似於美國的容積移轉型 TDR，所以台灣並沒有

密度型的容積移轉制度。以下為發展權移轉用於紐約市保存古

蹟的運用案例作為介紹： 

 

 

 

                                                 

72林元興，1989 年，都市建築容積加成與轉移制度之基礎研究，頁 7。 

73 Zoning Glossary，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http://www.nyc.gov/html/dcp/html/zone/glossar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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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紐約市古蹟發展權移轉-中央車站為例 

A. 相鄰基地範圍的修正及發展權的擴大距離移轉 

紐約市的中央車站被政府指定為古蹟後，雖然土地所有

權人可以依照法律進行發展權移轉到相鄰基地做使用，但是

古蹟土地的環境周遭已有極大密集的土地使用為相鄰基地開

發密度相當高，導致所有權人無法順利移轉發展權的困難，

所以在 1969年紐約市修正分區使用管制規則來解決這些問

題，原本規定是接收基地必須是在與送出基地相連或位於對

街的規定74，修改後為接收基地可於在相鄰、對街、街角的相

對範圍，這樣可以移轉到送出基地較遠的距離範圍地的土地

上。在次修改規則後逐漸可以將接收基地的範圍擴大到古蹟

周遭、特定區內之指定區域，比較特別的是可以用特定區內

之任意土地方式的浮動移轉方式。 

B. 紐約市古積相鄰基地與發展權移轉之計算 

古蹟的相鄰之建築基地，指為可以接受發展權移入的接

收基地，包括:與古蹟的建物相連的建築基地、古蹟建物對街

的建築基地、古蹟位於街角的情況下，古蹟座落在同一交叉

                                                 

74涂平子，1999 年，容積移轉與都市品質：紐約市古蹟保存與擴大發展權移轉辦法爭議，城
市與設計學報，第七/八期，239-2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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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對角的建築基地。 

可以移轉的發展權計算為，以現況的分區使用管制下的

最大許可容積(須扣除公共設施、廣場、騎樓等等)減去古蹟

的建物的現況容積，計算出所得到的數值即為可移出的發展

權，而接受基地所移入的容積等同於送出基地所移出的容

積。容積移轉的接收基地是由政府所規定得區域，而送出的

容積基地上限為 15%~21.6%，不過不能超過接收基地的基本容

積 20%。則紐約市的容積移轉比率極為一比一的模式，而容積

率是按照都市計畫所規定，沒有其他額外的許可及允准。 

(2) 接收基地為古蹟周邊-紐約南街港區為例 

南街海港位於再美國紐約市東河的重要經濟貿易海港，

其海港周遭有許多歷史性的碼頭、船屋、帆船、建築的使用

具有保存意義的價值。在 1972年紐約市擬定紐約南港街古蹟

區計畫，則在容積移轉方面所面臨的問題是沒有任何樓地板

面積，在紐約的古積容積移轉是計算允許最大的樓地板面積

扣除歷史的樓地板面積，所得出的就是可移出的樓地板面

積，但是當地所面臨的就只有三個大空地及一些道路可為送

出基地。政府為了解決容積不足的問題，特地給予南接海港

1,114,836,000 平方公尺可以移轉的樓地板面積，所採用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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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先把指定的送出基地進行徵收，而取得發展權在售給各

家銀行所組成的發展權銀行，然後所募得的資金做為當地政

府來修護保存古蹟的來源資金75。政府也在海港古蹟區域周遭

也畫定了數個接受基地來提供未來有意願要開發基地者，若

是有需要另外的發展權來提高容積，就必須向該發展權銀行

購買發展權。成功發展紐約南街海港古蹟區的建築修復工

作，並且有效地推動發展都市更新76。 

(3) 接受基地為指定區域-中央車站特定區為例 

浮動移轉指發展權移轉的接受基地範圍從原本的相鄰地

區擴展到可移入到政府所劃定的指定範圍區。紐約市在 1992

年把列為古蹟的中央車站之周遭畫定為指定區域77，且指定古

蹟周遭街廓可以合乎條件的開發基地，得以移入古蹟發展

權，為接收基地來移入古蹟發展權，此稱為發展權的浮動移

轉，這樣不僅可以移入相鄰地區也可以移入與送出基地相鄰

的指定區域。 

                                                 

75涂平子，1999 年，容積移轉與都市品質：紐約市古蹟保存與擴大發展權移轉辦法爭議，城
市與設計學報，第七/八期，頁 241-242 

76錡盈穎，2014 年，容積移轉核心價值指標建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市政暨
環境規劃學系碩士論文，第 3 章，頁 16。 

77 See New York City Zoning Resolution，Article VIII，Chapter I，P.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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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收基地為任意土地-百老匯歌劇院區為例 

百老匯歌劇院位在曼哈頓的中城區，在 70年代面臨了房

地產不景氣後，有漸漸回復以前的經濟情況，商業活動開始

出現，也有商業的高樓大廈的興建，紐約市府也利用這個經

濟起飛的風潮提出了中城區再開發計畫定了中城特定區，有

提高了容積率，用許多的分區管制及獎勵措施引導開發78。在

該特定區內的任何土地都可以為歌劇院地發展權的接受基

地，不過規定是以該土地原容積率的百分之二十為移入的上

限，但有受幾個條件限制分別為，不可更改從歌劇院移轉出

去發展權的用途；需得訂定歌劇院的經營及外觀維護計畫；

每一平方公尺的移轉，接受基地地所有權人依照規定要繳納

美金十元來協助歌劇院的營運狀況。 

(二)  密度型 TDR介紹 

1. 概述 

密度型的發展權移轉是以面積為基礎單位，通常都是用於保

護農地、空地、自然環境……等等。將土地面積量化轉換成土地

上戶數集中密度(每一土地單位能建設的住宅數)，施行戶數移轉

                                                 

78 See New York City Zoning Resolution，Article VIII，Chapter I，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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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例如規定於該地區內土地，每五公畝為一居住單位，故於該地

區內必須擁有五公畝以上方能建設一居住單位，發展權送出地區

的地主可轉移土地的房屋密度至其他發展權接收區，確保郊區之

農地之保存與開放空間之留設，藉此規範該地區內發展之密度，

並量化其發展權。 

起初是因為都市人口不斷增加，原先土地使用分區所規劃的

公共開放空間難以支撐龐大的人口數，且都會區一直向外延伸，

保留空地成為政府的重要課題，勞埃德於 1961年根據「密度管制

的轉移密度」(Transferable Density in Connection with Dinsity 

Zoning)提出了密度型 TDR的概念，其有 5點重要原則： 

A. 為了避免密度失控成長，需要加以控制及管理並改善公共

設施，加強地區的服務水準。 

B. 在不損害土地價值的前提下，降低開發密度，在保護地區

周圍留下空地，進行對人口密度進行適當分配。 

C. 當一地區有完善的公共設施時，盡量使空地集中開發。 

D. 若有適合開發的空地，盡量將該地開發到極限，並分配到

適當地點。 

                                                 

79林元興，1989 年，【都市建築容積加成與轉移制度之基礎研究】，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
籌備小組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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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不侵害地主的權利或因交易土地所造成的人口流動的情

況下，盡量維持人與空地配置的彈性。 

1. 案例分析 

(1) 紐澤西州 松原地區 

A. 背景 

紐澤西州位於美國東岸，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州，松原地

區包含了紐澤西州南部 7郡 53市，總面積超過了 100萬英畝，

其中大部分為農地、林地與溼地，隱藏著珍貴的水資源，然

而 1970年代大西洋賭城與休閒住宅大量興建，於是 1970年

初，當地居民與農民便組成了「松源地區環境協會」，對土地、

自然環境進行保育，紐澤西州長於 1979年成立了紐澤西州松

原地區委員會(NJ Pinelands Commission--CMP)，在松原地

區劃分了「保育區」(Preservation Areas)與「保護區」

(Protection Areas)，並起草該地區開發的指導方針--「全

面性管理計畫」，選定要保護的目標地區與保護區的 8種類

別，同年，州議會通過「松原地區保護法」(Pinelands 

Protection Act)，確認了 CMP的效力，並設立「松林國家保

護區」，禁止於寧靜及環保地區開發住宅，並將開發型態以密

集型態轉至指定區域，以保護松林帶的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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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施要點 

委員會依據 CMP訂定了「松原地區開發配額方案」

(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 Program—PDC Program)，

以 TDR的精神進行成長管理，將生態敏感地的發展權移轉致

需要高密度開發之區域，並使保護區內的地主，也能享有開

發所造成的土地增值的成果80。PDCs即為發展權憑證，其換算

公式是以土地面積為基準，並參照不同種類的保護區內土地

開發的可能性與適合姓，發展潛力愈高可換得之 PDC亦愈高，

反之亦然，例如:位在相同保護區的林地、農地、濕地，假設

其皆為 39英畝，以發展潛力的角度觀之，應該是農地 > 林

地 > 濕地，故根據估價結果，實際上可換得之 PDC為:農地

2(PDC) > 林地 1 > 濕地 0.2。每一單位的 PDC即代表:擁有

者可以在指定區域中開發 4個住宅單位，且得任意在該綜合

計畫的範圍內移轉81，每塊基地實際可兌換的 PDC數量仍須交

付委員會仔細評估、審查，保護區的地主如希望出售發展權，

可通過 PDC銀行申請 PDC證明，其發展權才能轉售給土地開

                                                 

80謝文昇，2006 年 6 月，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之問題研究--以高雄市為例，國立中山大
學，頁 2-11。 

81王凱弘，2011 年 1 月，就法制面探討台北市現行之容積移轉制度，中國文化大學，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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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業者；接收區的地主可要求委員會以解釋函記載該基地究

竟價值多少數量的 PDC。PDC的發放亦有限制規定，若土地面

積少於 39英畝，地主僅能獲得相同比例之 PDC，當土地蓋有

與農業無關的住宅，或該地已被開發成商業、工業、資源採

取、遊樂、衛生掩埋或機關之用途者，若其面積不超過 10英

畝，則該地地主將無法取得 PDC82。  

PDC的移轉可以在公開市場以買賣進行，登記機關為州立

松原地區開發信用銀行，即是所謂的容積銀行，每筆 PDC交

易皆需要進行申請、登記，交易完成後 PDC銀行會發一份所

有權狀，PDC的來源、最新所有權人皆會載明在權狀上，此銀

行亦有權利買賣 PDC，但直到 1993年後，該銀行始購買 PDC。

初期由於環境不景氣的影響，1單位 PDC價值約 9,000元，一

直到近期因為都市快速發展，刺激了發展權的需求量，每單

位 PDC已漲到約 80,000~160,000元。 

 

 

 

                                                 

82 Dr.Farhad Atash，1997 年 11 月，87 年度公務人員研習發展計畫湍題演講—發展權移轉在
美國之實施，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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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松原地區之保護區、農業生產區或特殊農作物生產區 PDC兌換率比較 

 土地類別 PDC兌換比率 

保 

護 

區 

山地，無建築，但已被允許採取資源 2 PDC / 39 英畝 

山地，已採礦 0 PDC 

其他山地 1 PDC / 39 英畝 

濕地 0.2 PDC / 39 英畝 

農業

生產

區或

特殊

農作

物生

產區 

具有高度農業活動的山地或土地 2 PDC / 39 英畝 

山地，無建築，但被準須採取資源 2 PDC / 39 英畝 

山地，以採礦 0 PDC 

濕地，但具有高度農業上的使用 2 PDC / 39 英畝 

其他溼地 0.2 PDC / 39 英畝 

資料來源：87 年度公務人員研習發展計畫專題演講—發展權移轉在美國之實施，主講人:美國

羅德島大學社區計畫及區域發展系主任 Dr.Farhad Atash，西元 1997年 11月 26日。 

C. 分析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年為止，超過 460,000英畝的松

原地已被保護，其中有 432,000英畝位於保護區、林區、農

業生產區，大部分是受到聯邦、州政府的保護，僅有 14,000

英畝是由非營利保護組織維護。此方案的缺失有兩點： 

a. 缺少道路 

發展權接收地區雖然可以使用 PDC增加開發強度，

但由於缺少道路措施，以至於無法支持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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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少鼓勵 

發展權接收地的地主與政府，均不鼓勵土地開發者

將使用 PDC的收益用於當地的高密度開發上，以免該地

區的服務水準下降，惡化生活品質。 

(2) 馬里蘭州 蒙哥馬利郡 

A. 背景 

蒙哥馬利郡(以下簡稱蒙郡)緊鄰華盛頓特區北邊，總面

積為 1,313平方公里，人口數則約 100萬左右，蒙郡所面臨

的問題與卡郡相同，由於華盛頓特區快速發展，造成了都會

區開始蔓延，農地逐漸被開發成建築用地，據統計自 1970年

~1980年間高達 18%的農地被開發破壞，為了保護農地、自然

資源與公共用地，遂採取了 TDR方案。 

B. 實施要點 

蒙郡的 TDR方案有完善的計畫以及專業部門嚴謹的審

查，從選擇要保護的目標，到規劃整體綜合計畫、計畫位置，

每一道步驟都需要委員會的批准，該委員會可以依法制定、

採納、修訂、擴充、增加、執行土地規劃工作。其權責共有

兩項，第一:公布相關法令規章，包含了規劃區位、訂定發展

權的價值以及決定各土地使用分區所需要的發展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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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第二:劃分行政單位，須配合該 TDR方案的目的，將行

政單位劃為適當的形狀、面積以利方案的實行83。 

蒙郡在 1980年 10月將 93,000英畝的農地規劃為「農村

發展權密度移轉區」(Rural Density Transfer Zone)，以限

制農地開發強度的方式，遏止農地的耗損，並且防範都會區

的蔓延不受控制，同時允許送出區尚未開發的部分，每 5英

畝兌換 1住宅單位發展權84，藉此彌補土地所有權人的損失，

意即不論土壤品質好壞、生產力高低，兌換的唯一標準為土

地面積，並且限制發展權只能移入「發展權接收區」

(Receiving Area)，以確保發展權能轉移到真正需要高密度

發展的區域，達到土地資源有效利用的目的。若地主仍想開

發送出區的土地，規定每 25英畝僅能開發 1個住宅單位，以

增加地主出售發展權的誘因，而接收區的地主買到發展權

後，每 1個住宅單位得建 1獨棟房屋(single-family house)

或是每 2個住宅單位建 1棟多家戶住宅(multi-family 

                                                 

83鄭明安，1979 年 10 月，美國馬里蘭州實施土地發展權移轉方案之研究，土地改革，第 29

卷第 10 期，頁 15。 

84 Montgomery County’s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s Rights Program in the Agricultural Reserve, 

Jeremy V. Criss Agricultural Services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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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85，另外，土地面積不得小於 40,000平方英尺，且為

了活絡交易市場，規定:「凡發展權接收地要提高開發強度

者，至少需有 2/3的發展權購買自送出區」，促使發展權的需

求量提高。 

舉例說明，若 A地主擁有農地 100英畝位於農地保護區，

B地主有 100英畝的地位於接收區，A原先可建築的住宅單位

從 20單位變成 4單位，A可以將 20單位賣給 B，若 A想繼續

開發其土地，則其開發上限為 4單位，剩餘的 16單位可賣給

B，以補償 A的土地開發受到限制的損失。今天若 B想再其土

地額外蓋 30棟獨棟房屋，則 B還需要 30單位之發展權，並

且至少需要從 A或其他送出區的地主手中購買 20單位之發展

權。 

 

 

 

 

 

                                                 

85劉芳慈，2012 年 6 月，我國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之設計，國立台北大學，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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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蒙哥利馬郡 TDR 計畫制定流程圖 

資料來源：蒙哥利郡官方網站 

C. 分析 

蒙郡的 TDR計畫是個相當成功的案例，據統計顯示，蒙

郡自 2009年 1月為止，總計保護了 70,400英畝的農地，其

中有 52,137英畝的地是靠 TDR計畫保護，光是私人部門的投

資就高達 1億 1千 7百萬美元，政府部門則有 6千 4百萬美

元，顯示經紀人的 TDR交易市場非常熱門，政府的 TDR銀行

則門可羅雀。此案例成功的因素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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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掌握時機 

推行 TDR方案時，適逢土地開發壓力日漸擴大，此

壓力足以支撐 TDR的買賣市場，且郡內也有充足的基地

提供發展權移轉。 

b. 準備充分 

執行方案前已經過嚴密的計畫及研究，欲保護的目

標地區早已規畫完成，將開發密度規定為 25英畝也是經

過合理推斷，不至於受到地主強烈反彈，且「農村發展

權密度移轉區」的地主能自行決定是否要開發，政府並

無強迫一定要將發展權移走，甚至提供 1/5(TDR/英畝)

的移轉獎勵，增加地主移轉的誘因。 

c. 宣導措施成功 

實施 TDR方案初期，政府的教育工作十分完備，舉

凡教育買賣雙方、公眾聚會、員工訓練、宣傳資料……

等等皆執行得很徹底，民眾對 TDR方案有充分的了解，

使法令的實施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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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蒙郡農地保護面積與投資金額圓餅圖 

資料來源：蒙哥利郡官方網站，農業經濟部—農業服務 ，取自：

http://www.montgomerycountymd.gov/agservices/agpreservation.html 

(3) 馬里蘭州 卡爾弗特郡 

A. 背景 

卡爾弗特郡(以下簡稱卡郡)位於華盛頓特區東南邊 30海

里，總面積約 894平方公里，其中流域占了 340平方公里，

人口總數約 89,000人，農業以菸草為主。由於近鄰華盛頓特

區，近年來隨著華盛頓特區的擴張，人口快速成長，為了保

護農地與森林，卡爾弗特郡自 1978年引進了 TDR制度，希望

藉藉此降低農地被開發成住宅區的速度。 

B. 實施要點 

卡郡的 TDR制度在美國算是相當成功的案例，其將全郡

80%的面積規劃為農林地(farm and forest district)與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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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rural community district)，並且土地所有權人得自

由選擇送出及接收基地之位置。若選擇送出其發展權，則可

向管理機關申請成為農地保留區，但需附上該地之土壤品

質、土地面積及生產潛力資料，即可享有免徵財產權的權利

以及每英畝土地換 1發展權單位的發展權分配率；若選擇成

為發展權接收地，則住宅區之密度可從 1/4(住宅單位/英畝)

提高至 1/2;農林地則從 1/20提升為 1/10;農村社區從 1/20

變成 1/4。且每 1單位之住宅單位需要 5個 TDR單位，舉例說

明:在 2006年時，每單位 TDR價值 7,000美元，A地主有塊位

於住宅區之土地，A欲多興建 2棟獨棟房屋，則 A需要 2個住

宅單位，相當於 10個 TDR單位，依照當時的市價，A移入發

展權之成本為 70,000美元。 

C. 分析 

卡郡計畫利用 TDR制度保護 40,000英畝的農地，自 2013

年 7月 31為止，已經保護了 14,442英畝的土地，其中農林

地佔了 79%，實際上 TDR的需求遠低於預想，在 2012年僅有

36英畝的地被保存，創下歷史最低紀錄，且由於地主能自由

選擇發展權送出、接收基地，即便兩度修法加強保護區的開

發限制，仍可能藉由移入發展權回復最初的強度限制，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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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TDR方案的一大缺失。不過整體來說，卡郡依然屬於低密

度開發，仍有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其成功因素有以下幾點： 

a. 交易順暢 

卡郡的發展權移轉過程無須經過委員會審查，故其

交易成本相對較低廉，且政府有實際參與交易市場，購

買發展權的資訊十分公開、透明，進行交易的過程沒甚

麼阻力，十分順暢、便捷。 

b. 需求增加 

郡政府於 1998年~2003年間，利用提高住宅區、農

村中心、鎮中心開發強度上限的方式，讓開發區的地主

能移入更多的發展權，使得 TDR需求量提升，成功提高

購買 TDR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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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DR制度優缺點 

1. TDR之優點與特色 

將欲保存之送出基地的開發受到永久的限制是 TDR方案所

主要實行的目的與特色。有別於 PDR，TDR所釋放的土地權益將

不會大量的被政府所擁有或獨攬。TDR方案使土地所有權人在出

售發展權的轉換過程中可享受經濟上之利益因而得到補償使用

限制中所造成的損害，且在非售出土地的情況下，使新土地開

發不在鄉村地區、重要社區資源地區、環境敏感地區、古蹟保

護範圍。TDR方案允許某地將所限制之發展權應用在另一個容許

更高開發的社區土地上，不同於 PDR永遠在買賣發展權而已。

在政府土地使用管制的有關法令中，TDR較注重平等原則，如經

適當的實施，此方案能夠滿足在實施土地開發上達到正面且協

調上的需求86。 

2. TDR面臨的問題與缺失 

全面性的實施 TDR概念有相當程度的困難與阻礙，一般民

眾對於 TDR的認知有所落差，在名詞的解釋上管道有限，需要

政府多元化的領導和密集性的社會教育。接受區的居民將面臨

TDR准予高密集開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伴隨的汙染、交

                                                 

86 Dr. Farhad Atash,1999,發展權移轉在美國之實施,第 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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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壅擠、和其他外部性的困擾。購買或出售發展權，土地稅之

課徵是否調整而其稅制與開發者之利益平衡是否符合當初發展

權移轉概念之目的87。 

 

 

 

 

 

 

 

 

 

 

 

 

 

 

 

                                                 

87 Dr. Farhad Atash,1999,發展權移轉在美國之實施,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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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發展權移轉銀行分析 

在發展權移轉方案過程中，政府不僅可以成為經紀人、拍賣者

或銀行者來進行中間角色。因為一塊基地為開發或保護只有一次決

定性的機會，其中若有特別有強烈的需求成為發展權的銀行。若買

方和賣方想要進入市場交易的時間點不一樣，即銀行是能方便進行

交易的作業88。 

發展權銀行通常為政府或非營利團體所建立，目的在於藉由向

土地所有購買發展權賣給開發者來促進市場交易89。由政府或非營利

團體所建立的發展權銀行，其有其政策推導的目標，故有政府編列

預算或者相關基金來運作財源，即為此種中間層組織是不以獲利為

目標，且與一般中間層組織在市場中並存。 

在美國最早期的 TDR方案，因特殊政策目的而創立，所以 TDR

被塑造成這項無形的商品，在 TDR 開始建立之始，由於制度設計對

市場的考量不足，造成供給者與需求者對 TDR這項商品，存在信任

與價格產生許多疑慮，因此，直接交易市場很小，也沒有足夠大的

市場規模吸引中間人參與協助交易。為了解決市場的問題，1975 年

                                                 
88 McConnell, V., Kopits, E. & Walls, M. (2003), How Well Can Markets for Development Rights 

Work? Evaluating a Farmland Preservation Program, Washington: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89 Dorfman, J.H., et al. (2005), The Feasibility of a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Program for 

Athens-Clarke County, Georgia,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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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美國許多州所建立的 TDR方案，開始引進中間層交易的機制

（成立發展權銀行），藉以協助發展權市場的建立與交易，並獲得許

多成功的案例90。 

在 1968年，美國發生第一個 TDR 案例，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歷

史性地標（紐 約州的中央車站 Grand Central Station）， 不過因

隨著時間的演進及城鄉之間發展的失調，所以現在 TDR已經漸漸被

廣泛的實施於避免農業及環境敏感土地資源之流失及過度開發之地

區；TDR計畫採用至現在，發展權銀行從移出區基地的土地所有權人

購買發展權並賣給接收區是成功的發展權移轉方案之重要經濟因

素，主要以土地利用的實踐為廣泛性的目標，所以目前美國最大的

TDR計畫均為區域性為概念91。以下就為美國發展權移轉計畫之發展

權銀行在市場所擔當的角色為討論重點，並以紐澤西州松原地區、

紐約南街海港古蹟區及西雅圖市區等成功的案例。 

(一)  紐澤西州松原地區（New Jersey Pinelands） 

發展權移轉方案松原地區在行政區劃上涵蓋紐澤西州南部 7 

郡 59 市，地理景觀包括了超過 100 萬英畝的農地、林地和溼地，

居民大約有 70 萬人，1978 年經國會通過成為全美第一個國家級

                                                 
90劉厚連，2010 年，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機制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
第 4 章，頁 1。 
91 Realizing the Promise: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in New Jersey，A Report of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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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留地。 早在 1970 年代初，該地區的部分居民和農民即組

成了「松原地區環境協會」（Pinelands Environmental Council）

92，討論如何保護該區自然資源。 

 1979 年初，紐州州長以行政命令設立了一個獨立之州立機

構「紐澤西州松原地區委員會」（NJ Pinelands Commission）來

負責評估該區之自然和文化資產，並賦予起草松原地區土地開發

最高指導方針─ 「全面性管理計畫」（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CMP）93之權責，以及在計畫草擬期間得對開發工作設下暫

時限制之權限；同年，州議會通過「松原地區保護法」（Pinelands 

Protection Act），確認了暫時限制開發計畫之效力。至此，委員

會得到了聯邦和州政府之完全授權。  

委員會並在松原地區內劃分出「保育區」（Preservation 

Areas）和「保護區」（Protection Areas）兩大範疇。委員會依

據 CMP 隨後擬訂了「松原地區發展憑證方案」（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 Program－PDC Program），方案中發給松原

區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面積一定比例的可移轉發展權憑證94，允

                                                                                                                                               
Jersey TDR Statewide Policy Task Force，August 2010, p.17 
92 「紐澤西州松原地區委員會」取自：http://www.state.nj.us/pinelands/ 
93該計畫詳參網址: http://www.state.nj.us/pinelands/cmp/ 
94方案中稱為 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本質上為本文中所通稱的發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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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這些地主將發展權由這些敏感、受保護地區（即 Sending Areas）

移轉至容許開發的接受區，使得移出區地主能經由發展權的移

轉、買賣得到經濟上損失的補償。松原區發展權憑證建立的目的

在透過發展權移轉來解決過度開發的問題。松原地區共有兩家 

PDC 銀行，一個是上述松原地區發展信用銀行，另一為更早於 1981 

年設立之「伯靈頓郡發展信用交易所」（ Burlington County 

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 Exchange）；前者係獨立運作之

州政府機構。  

發展權銀行通常在調節市場中過多的發展權需求及其出售發

展權不會干擾私人發展權售出的情況下出售其持有的發展權。且

當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在市場上找到合適買主時，兩家銀行得成為

最終的買主，惟它們不得以高於市場價格之 80%購進，而且每單

位發展權的法定底價是美金 10,000 美元。實際上這些底價大致

決定了發展權於市場自由交易之價格，同時，兩家銀行先後於 1980

年代成為發展權之主要首購者，然後再售予土地開發者；私人購

買直到 1990年才首度顯著地超越官方購買，並在 1990年代迄今

成為市場交易之主力。  

在資訊揭露的功能上，發展權銀行的網站上列有「可供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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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權」一欄，並附上有興趣之潛在買主，如果有興趣者提出

要求，銀行可免費為潛在之買主或賣家提供聯繫，以及當期買賣

參考價格等之服務。  

在調節市場供需方面，發展權銀行除可在如前述特定條件下

可買進發展權外，亦可在發展權之購買需求高於可能供給時，以

公開拍賣之方式賣出。 

松原地區之發展權銀行「松原地區發展信用銀行」

（Pinelands Development Credit Bank）為一成功的案例，根據

統計它從 1985 年獲得州議會核准成立以來，經由超過 160 筆的

發展權移轉個案中，達到保護超過 20,000 英畝的土地利用之目

標，而其中大約 30%為農業保護區。 

(二)  紐約南街海港古蹟區（New York’s South Street Seaport 

Historic District） 

1968年紐約所發展的發展權移轉方案主要在地標建築的保

護，而後 適用標的逐漸擴大。1972 年紐約市政府為了維護擁有

二百年歷史的建築物街廓區，同時達成古蹟保育及都市更新之目

標，特別制定「紐約南街海港古蹟區」計畫，允許古蹟所有權人

直接或藉由中間人將發展權利移轉至都市更新地區。商業銀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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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團在方案中被允許以發展權銀行的形式持有發展權，並將其

持有之發展權賣給潛在的新建物開發者。發展權銀行不只擔任了

發展權移轉的仲介角色，更承作古蹟建築物之抵押擔保業務。  

發展權銀行在該方案中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這些古蹟

建築物需要立即融資進行大規模整建修護，因此其提供的貸款可

加速推動該城市更新計畫；另一方面發展權銀行也解決了直接交

易所面對的困難，從而促使發展權市場交易的活絡。由於指定移

轉的接收區通常都是相當小面積的更新地區，必須等到該區內土

地所有權人有意要開發時，才可進行發展權移轉計畫，使得直接

移轉發展權通常無法立即進行。該區之土地所有權人若在計畫初

始時即準備好進行開發，可以直接購買發展權，那些尚未準備好

的可稍後再向發展權銀行購買，而古蹟建築的土地所有權人若未

能直接售出發展權予接收區者，亦可將發展權移轉賣給發展權銀

行，發展權銀行則以豁免古蹟建築物抵押權債務之方式換取該建

築物之發展權移轉權利。另一方面，減輕債務負擔之古蹟所有權

人也較能輕鬆獲取再投資之融資資金用於修建古蹟。而該銀行將

此發展權移轉權利高價賣出，除賺取豐厚利潤外，另可促進古蹟

維修，亦同時刺激鄰接南街海港商業區的加速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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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案實施的時期，透過發展權銀行的市場操作，成功地達

成對於兩個特定區域的更新與重建目標。因此，紐約南街海港古

蹟區發展權計畫是個十分成功的案例，該地區的許多古蹟建築物

都經過整修並保存其原有面 貌，而更新重建地區（接收區）目前

也成為一個繁榮的觀光勝地。 

(三)  西雅圖市區（Settle Downtown） 

發展權移轉方案 1985 年西雅圖建立了一個新的市區計畫，

主要的目的在於保護市區的歷史性地標及提供低收入住宅。為了

實現這個計畫除了將市區的分區降低其發展密度，並預留未來可

發展密度作為實現計畫之使用，同時也建立 了發展權移轉制度。

在西雅圖市區土地利用要點（Seattle’s Downtown Land Use 

Code）中就曾將發展權移轉機制與都市優惠住宅方案（Housing 

Bonus Program）結合，該方案允許低收入戶住宅的發展權可移轉

或賣給欲在市區大多數區域進行商業建築開發者，以保存低收入

戶住宅區，不被該區高經濟商業開發利益之發展所取代。故原有

發展權移轉計畫之中要求發展權賣出前必須同時能找到買主才可

進行發展權買賣，但這項要求也卻使 得早期的 TDR 交易受到限

制而交易很少。後來市府體認到必須提供一個使開發者不需要透

過複雜的程序向個人購買的便利容積購買機制，發展權銀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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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此一需求95。 

 為了解決存在於發展權移轉計畫中最主要的時間落差

（Timing Gap） 問題，西雅圖都市社區發展處（ the City of 

Seattle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DCD）

提議設立發展權銀行，於是在 1988 年西雅圖通過一項新的授權

條款，使得設立發展權銀行具備法源依據。此後，西雅圖市政府

可以從住宅建築購買發展權，存放在發展權銀行，然後 再賣給那

些新商業開發案中想要獲得額外開發權的開發業者；DCD 預期 開

發業者購買 TDR 的需求應該會在銀行購買發展權的 5-7 年之內

產生，因此市政府可藉由該銀行所擁有的發展權移轉權之供給釋

出，來填補這種時機落差所產生的問題以及增加低收入戶住宅的

保存數量。市政府最後採納 DCD 的建議設立了發展權銀行，用以

購買低收入戶住宅區之發展權，持有必要的一段時間後，再賣給

合格的開發業者。  

剛開始時市政府是透過為期 20 年的「生活創新計畫」（Life 

Renovation Program）去購買發展權，這 20 年生活創新計畫允

許市政府從低收入戶住宅區中租借、購買或協商發展權之購置權

                                                 
95麻薩諸塞（Massachusetts）州官方網站對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TDR 個案研究所揭示，取自：
www://mass.gov/envir/smart_growth_toolkit/pages/CS-tdr-seatt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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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以獲得發展權移轉權，而非直接購買發展權本身，但

這部分計畫至今仍未被採用。在現行法令規定下，發展權銀行也

可以從合格市區地點中新建的低收入區購買其發展權移轉權。 

西雅圖市政府在發展權銀行設立的前三年核撥予 350 萬美金

以運作發展權移轉業務，希望長期而言能夠促成在西雅圖市區多

保留 100 個單位之低收入住宅，並減少至少達 250 個單位之開

發壓力。事實上，發展權銀行於 1988 年設立，而在 1985 至 1991 

年之間，西雅圖發展權移轉計畫已釋出 337 個低收入戶住宅

（Affordable Housing）單位，其對發展權概念之創新運用也獲

得了市政府的獎勵。 

市議會於 1992 年授權將發展權移轉權之銷售所得與由發展

權移轉計畫的其他所得存入低收入住宅基金，作為日後購買發展

權之財源。這套機制使該銀行成為一個能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的機

構，而不需依賴傳統年度預算核撥之累積儲備基金維持運作。  

前述發展權銀行達到保存低收入住宅目標的成功經驗，促使

市議會於 1993 年再度授權該發展權銀行從具有地標特色的著名

表演藝術戲院購買、租借或以其他方式獲得發展權之購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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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案最大的成功來自於市的發展權銀行，從實施的結果

發現，發展權銀行購入發展權的金額是相對有限的，而土地開發

業者在住宅優惠方案中以現金交易購置權所付給銀行的金額，以

不同的開發地點而言，每平方英呎之商業淨值由 13 至 20 美元

不等。曾有一個占地 130,012 平方英尺、或 10 個額外建築樓層

的市區四星級旅館之公開交易案例中，業者就 支付了 147 萬美

元來購買，類似的交易案例使得發展權銀行財源充裕、運作順暢，

以及市區中更多的更新開發案和低收入戶住宅之保存等計畫均得

以持續進行。  

Field 和 Conrad（1975）強調不同市場關係與政府干預會影

響到發展價格。政府借著發展權移轉給與保護地區發展權補償的

兩種途徑為： 

1. 透過政府仲介買賣的角色，以確保發展權的價格維持在一

定的水準。 

2. 任由發展權擁有者尋找買方，其可保證價格將等於或高於

預定價格，然而無法保證供、需會出現。總結採用發展權

銀行的利益如次: 

A. 發展權銀行建立了發展權的市場性與便捷性，經由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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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易成本的節約，使得發展權移轉交易更為活絡。 

B. 通常一個公立的發展權銀行經由發展權配置及憑證的

交易流通而在 交易過程中擔任直接的角色

(Machemer,Kaplowitz & Edens,1999:16)，它建立並

維持了發展權的價格。 

C. 非營利發展權銀行經由政府預算或方案相關保護目標

基金的挹注而開始運作，而特許承做發展權移轉業務

的商業銀行，則透過中間層所擁有的節約交易成本的

利基及對市場定價的能力，從中獲得該業務運作的利

益。 

D. 透過非營利為目的之發展權銀行的參與，推動方案的地

方政府得以確保移出區的土地所有者獲得補償，且接

受區的開發者可以得到發展權，更由於資金槓桿的操

作，達到保護更多土地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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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節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得知，就歷史與制度發展面來看，英國發展

權的要旨是為了制衡因規劃管制而產生的土地暴利，將土地開發權

收回國有之後，土地所有權人除了繼續持有現有的所有權外，其土

地的開發權利則滅失，並且任何開發作為都需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許

可。英國的發展權國有化與我國的平均地權有異曲同工之處。美國

的可移轉發展權和國家購買發展權的目的在於保護保護農地、歷史

古蹟和保護環境敏感地帶、開放空間、消滅土地投機行為及避免地

主獲取額外暴利，以及輔以 TDR促進土地來利用規劃的實施。可見，

英國的發展權制度的目的旨在消除因土地規劃管制而產生的暴利，

實現社會正義和公平。而美國的發展權制度除了消除土地投機和暴

利之外還有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土地利用規劃實施等目的。目的較

為多元性更能充分發揮土地開發權制度的優勢和作用。 

就國外案例來看：美國紐約市於 1968年將發展權開始引入古蹟

保存法則，並逐漸擴大接受基地範圍之後，美國其他各地區也開始

引進發展權移轉制度，且運用在其他的法制上。有的用於開放空間

之保存；確保糧食提供之來源又能兼顧環境地寧適性及美感等社會

價值。有的用於生態敏感地區之保育；嚴格限制敏感地區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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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發展權移轉制度來做為解套方法。有的用於未開發土地的使用

管制系統；正視開發壓力，控制都市蔓延避免危害都市邊緣未開發

土地之價值。有的用於調控土地資源；將該處被規畫限制而未使用

之發展權，移轉至鄰近土地使用，提升土地利用之價值，促進土地

資源有效利用。然而就遺址保存的容積移轉部分仍有許多空間探

討，且以上所介紹之美國發展權制度係因為我國的容積移轉制度的

效仿對象，就此文獻之探討可以知悉以下將介紹之我國容積移轉制

度與美國發展權移轉制度的比較差異，而對於遺址保存的課題又有

何建議與問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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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我國容積移轉之分析 

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對發展權移轉之相關規範 

(一)  法令依據 

古蹟容積移轉與文化資產保護法之間關係為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5條規定授權於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辦法第 1條也說明由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5條規定授權之，主要為

避免原來公營事業如銀行、酒廠、糖廠、酒廠等，所具有保存價

值的建物，因為民營公司化之關係而未有得到保存，所以有擴張

古蹟容積移轉的適用範圍，也不限於私有古蹟部分，可以提高所

有權人保存古蹟的意願。 

遺址容積移轉部分，因為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44條規定說明準

用第 35條規定授權說明規定遺址容積移轉準用古蹟容積移轉辦

法，所以遺址容積移轉現行法規是準用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因此針對古蹟容積移轉作為探討。 

用以容積移轉的方式維護都市公共所需或景觀環境維持所需

空間，對於文化資產具有歷史保存價值予以保存，如歷史性建物、

街區、古蹟等，也以容積移轉方式保存或修復提高所有權人之權

益，進達到保存或保護對文化資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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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蹟容積移轉 

1. 何謂古蹟 

文化資產保存法在 1982 年公佈實施後，以國內之古文物、

古蹟、歷史建築、文化民俗藝術以維護保存為基礎之主要執行。

為了以配合容積移轉制度之發展，在 1997 年增訂容積移轉相關

規定，目的以古蹟保存、補償、修復等工作之主要執行96。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科學等價值， 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97。 

2. 台灣古蹟容積移轉制度之建立 

文化資產保存法對古蹟建築物的規定限制，已對所有權人

造成極大之權益影響及限制，如古蹟須保持原貌，不可隨意變

更且不得隨意拆建 ；必要時要限制古蹟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等

等 ，這些規定勢必造成限制古蹟所有權人對所屬財產權之權

利，造成其相當之損害。 

於 1997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增訂第 36-1 條(舊法)，

明訂「經指定為古蹟之私有民宅、宗廟、宗祠所定著之土地或

                                                 
96李建德、羅興貴，2007 年 10 月，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研究，臺北縣樹林地政事務所 
97杜俊頡、曾士哲、林美雀、陳瓊華、徐安妮、吳明親，2014 年，容積移轉制度研究-台北市
古蹟及台南市公共設施保留地，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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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保存區內之私有土地，因古蹟之指定或保存區之劃定，致

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份，得等值移轉至其他

地區建築使用或予以補償，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這是最早

台灣立法授權準用訂定容積移轉的法令依據，其目的為 36-1條

(舊法)所示在於保障私有古蹟之發展權益，在 1999年內政部頒

布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卻是以行政命令擴大了文

資法的授權，並將容積移轉所適用的範圍轉變成以取得公共設

施的最大目標98。  

1998 年內政部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授權正式公告「古

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以基本目的來說，文化資產保存法建立

了國內對於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之積極保存維護、修復

重建之機會，並確立容積移轉制度在台灣執行之原始起點。其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有 4種特性99: 

(1) 文化是種資產，政府以容積移轉方式補償古蹟的發展權

限制。 

(2) 容積當作是一種類物權，可以分別移出，接受基地也可

以進行再次移轉，且公共財被轉成類物權，可以在市場

                                                 
98杜俊頡、曾士哲、林美雀、陳瓊華、徐安妮、吳明親，2014 年，容積移轉制度研究-台北市
古蹟及台南市公共設施保留地，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99李建德、羅興貴，2007 年 10 月，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研究，臺北縣樹林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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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行為。 

(3) 容積移轉的方式是計算土地價值中的比例，其中代表每

一筆土地的使用強度價值是相等的，而在原有的土地使

用的容積率管制和使用組別限制在計算公式中是被忽視

也不列入考慮。 

(4) 需要普及的救濟措施對於保存的限制。 

3. 古蹟容積移轉概要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36 條之 1 規定(舊法)，經指定為古

蹟之私有民宅、家廟、宗祠所定著之土地或古蹟保存區之土

地內之私有土地；或因古蹟之指定或保存區之劃定，致使原

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的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

地區建築使用或予以補償。在文資法正式授權公告後，容積

移轉辦法明顯現出了一些思維，在容積移轉的作業過程中為

地方性的事務，地方政府應該要在地方區域規畫適當性的容

積接受地區；容積移轉被視成一種物權，可以被分別移出及

接受基地也可以再次進行移轉；容積移轉的計算為以土地的

價值為比值，代表每筆土地的使用強度是為為相等，但是在

原有的土地容積率管制與使用組別限制在計算公式中是常常

被忽視的或不被加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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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容積移轉中的容積率代表為基地內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稱，即為建坪和地坪之比例。所以在有

高容積率的給予，代表著可以在一定的土地上興建更多的樓

地板面積及坪數更大的的建物，而政府實施容積管制的目的

是在保障人民的生活品質及居住安全；而在歐美地方較注重

在規畫設計重要原則，在大量發展都市中心前夕或過程中，

早就應配有大眾交通建設、停車場及綠地、公共設施等。雖

然在都市中難免生活居住壅擠、樓層高、居住和綠地空間相

對減少，但經由適合的容積設定方式，可確保人民的生活品

質及居住安全的基本需求。 

4.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相關規定 

在古蹟容積移轉辦法之規定下，所適用範圍為指定為古

蹟之私有民宅、家廟、宗祠所定著之土地或古蹟保存區、保

存用地之私有土地，然而將送出基地可移出容積計算方式為

原則上以基準容積扣除已建築容積，或以劃定、編定或變更

為保存區前之基準容積扣除已建築容積，其中容積之移入地

區範圍以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為主，在接受基地部分容積

的移出以一次為限，但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基準容

積 30%為原則並於特定地區範圍之接受基地，其容積以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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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50%為上限。申請容積移轉之辦理程序應由送出基地所有

權人與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會同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100。2006 

年內政部第一次修正「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4﹒14），其

最主要修正的四個重點分析如下：101 

(1) 內政部認為起初古蹟容積移轉的法治規定限制原有古蹟

已建築的容積不能進行移轉，相對的是對古蹟所有權人

是一種不公平對待。因為古蹟所有權人不可將已經建築

完成的容積賣出，且還必須有責任維護古蹟現況。所以

在新修訂法制中將這限制予以刪除。 

(2) 古蹟容積移轉起初是限制在同一主要計畫區內，因為台

灣的各地大多數是以同鄉、鎮、市為同一主要計畫區，

所以在所拘束的範圍限制下，是沒有房地產市場可言。

在台灣許多古蹟建築還可以被保存完善且未被破壞或拆

除是因為古蹟所在地往往是位於地區的發展狀況相對比

較緩慢，也不需要其他的容積去使用。因此新規定辦法

是可將容積移轉之可移出範圍從同一鄉、鎮、市擴大為

同一直轄市、縣，這樣接受基地的範圍擴大，確實可以

                                                 
100杜俊頡、曾士哲、林美雀、陳瓊華、徐安妮、吳明親，2014 年，容積移轉制度研究-台北市
古蹟及台南市公共設施保留地，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 P17.18 
101林崇傑 2008 〈台灣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之政策與實踐之檢討〉《文資學報》(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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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房地產市場的競爭力，但是實施古蹟容積移轉前須

花費大量的人力與金錢來執行古蹟維護計畫，也比另一

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來得複雜，整體來看

沒有產生多大的效益。 

(3) 在這次修法法放寬了接受基地可以移入的容積上限，從

原本的的土地基準容積的 30%提升至 40%，另外在整體開

發地區、都市更新地區或面臨永久性空地的接受基地，

也放寬至接受基準容積的 50%，這樣亦可提高古蹟容積移

轉對市場的競爭力。然而實際上由於在內政部 1999 年

公告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內，對 316文資

學報第四期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除以接受基地基準容

積之 30%為原則外，早已另立但書准予在「位於整體開發

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

計畫指定 範圍內之接受基地」下，得放寬至該接受基地

基準容積之 40%。內政部 2006年對「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辦法」的此項修正，其實僅只是對應於「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的規定，而予以對等之調整。 

(4) 原本 1998 年「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僅限私有民宅、

家廟、宗祠所定著之土地，2006年之修正則考量到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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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經授權地方政府自行指定後，其指定結果已因應各

縣市政府之地方特色而趨向多元化與多樣化，因之放寬

為「經指定為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

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

或分區內之土地」，都可適用容積移轉方式。讓台灣地區

推動歷史保存之工作時，得以真正將容積移轉作為一種

可考慮利用的工具，提供未來持續推動的古蹟保存提供

了另一個可茲運用的機制。 

(三)  古蹟容積移轉面臨的問題 

1. 容積率折繳代金對古蹟維護保存者影響 

在都計法第 83條之 1制定前，建商為了取得容積移轉的獲

利而可以增建大坪數大樓，寧可願意等待漫長的程序，協助保

護古蹟；但在通過容積率折繳代金後，建商則有更容易簡單方

式以低成本取得容積方式，所以不願進行維護古蹟，間接影響

古蹟保存者的生計。所以古蹟維護者的利益並沒受到保障，也

必須面臨其他容積移轉制度及獎勵制度的競爭。 

2. 估價問題 

在規劃移出區的所在位置為限制發展地區如文化古蹟保存

區，此區為因缺乏買賣案件實例，難以供應發展權的計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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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容積移轉的估價問題所在。若在一筆於文化古蹟保存區

的土地，在計算發展權的基礎以住宅區為主，或是工業區及商

業區的基本容積為基礎，以上都將帶來估價問題，所以我國現

在容積移轉市場封閉，使有心人得以任意哄抬價格，容積未有

其定價。 

3. 罰則問題 

目前內政部的草案只有獎勵辦法，卻沒有罰則規定；如果

法案所規定容積購買後必須限期開發使用，萬一購買者取得容

積後卻不開發，或是出售容積之古蹟地主未對古蹟加以保護，

這行為是否需罰則也是需考量。如果不能的話，容積移轉的主

要目的就為被扭曲，再加上不開發，另外轉賣第三者，在民法

契約上不能約束第三者的情況下，會產生容積無法控制及管理

的現象。 

4. 容積移轉公式失去公平性 

實施容積移轉的目的除了是要維護保存具有紀念性或有藝

術價值之建築、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來促進基地的有效利用性

以及可舒緩政府的財政壓力負擔以改善都市環境品質，亦有保

障與補償受限發展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若以經濟價值方面來

看，發展權是必須具有經濟價值和市場性的必備條件才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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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的可能性，但現行土地公告現值的計算方式也不明確，新

舊兩制的計算公式皆不符合地主利益，明顯可以看出地主與建

商之間的利益公平性有所缺失。 

5. 申辦過程繁瑣 

以經濟效能來看，在建商以接受基地做容積移轉為考量

時，應情況只會依照新制的計算公式作為較好選擇，且以第一

優先順序考量來購買道路用地或公園綠地，相較之下，因為歷

史藝術建築成本過高，且申辦過程為相當耗時繁瑣，所以可能

產生上場上的排擠情況，更糟的情況可能為，因私有的歷史藝

術建築未能被給予較佳的獎勵，會造成該建築的所有權人不願

意配合維護保存，私下作為其他開發使用，使歷史古蹟有破壞

殆盡的局面。 

6. 容積移轉後管理年限未明文規定，增加政府與全民負擔 

現行容積移轉制度在古蹟或歷史建築容積移出後，其保存

維護措施僅規範建商申請容積移轉時應擬定之管理維護計畫，

然而，年期並未明定於法令規範中，導致部分計畫流於形式，

增加政府與全民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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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一)  都市計畫法 

1. 法令依據 

容積移轉制度屬於都市計畫對於土地使用管制的工具之

一，目前容積移轉在我國的現況，已有都市計畫法中訂定容積

移轉法源。但完整的容積移轉制度建立，仍須諸多配套措施之

配合102。  

內政部於民國 88年 4月 6日發布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全文共 22條，讓國內對於都市計劃的容積移轉制度有

具體的操作依循，但由於行政程序法此時還未開始施行，並沒

有強制要求須要有法令依據，因此都市計畫法本身也未做相關

的明文規定，直到民國 91年 12月 11日才新增訂都市計劃法第

83條之 1規定: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

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得以

容積移轉方式辦理。以作為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法令

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也於民國 91年 12月 31日修

改第 1條: 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確定了在都市計劃體系中的正當性，以及符合法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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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規範，以下將對於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作相關說

明。 

2.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截至民國 85年為止，因為財政因素，我國都市計畫中有多

數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無法如期徵收，加上還未取得之既成道

路，合計所需之徵收費高達新台幣八兆元左右，這對政府是一

個巨大的財政難關。依司法院釋字第四○○號解釋，私有既成

道路有關機關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徵收或以他法補

償103。因此內政部於民國 88年 4月 6日發布了「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期待能藉由容積移轉制度為財政上的窘境解

套，並加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發展權最初之目的係為保存

古蹟、保育自然環境，但我國引進之目的卻背離了發展權的初

衷，受到許多學者之批評，尤其對於以容積移轉取得公共設施

保留地及既成道路之批評為甚104。以下本研究將針對「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做相關介紹，其施行要點如下： 

 

                                                                                                                                               
102李家豪，2013 年 6 月，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接受基地選址評估指標之研究，逢甲大學 
103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取自：http://goo.gl/ZXTduZ，檢索日期：2015/08/27。 
104凃平子，1998，容積移轉與都市品質:紐約古蹟保存的容積移轉與擴大使用發展權移轉的爭
議，空間雜誌，第 108 期，P38~44；喻肇青，1998，市街聚落與都市發展，空間雜誌，第 108

期，P45~46；彭耀華，1998，發展權移轉機制何故不能取代道路地之徵收，空間雜誌，第 108

期，P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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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積移轉之範圍 

適用範圍以實施容積率管制之都市計畫地區為限。由於

容積移轉的實施，需要以原有的基準容積作為計算基礎，並

且一旦施行容積移轉，勢必會對該地區造成衝擊，為了減低

影響，應當以有容積管制的都市計畫地區為限。 

(2) 移出基地 

A. 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a. 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以保存，或經直轄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都市計畫

法第 15條規定:名勝、古蹟及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

值應予以保存之建築，應表明於主要計畫書。為保

護該建築，其所定著之土地尚未利用之容積得移轉

至其他地區，以利建築物之保存。 

b. 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做為共開放空間使用

之可建築使用土地。為了鼓勵私人提供土地當作開

放空間，政府以容積作為誘因，以促進地區生活水

準的提升，讓都市的景觀更加豐富。 

c. 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

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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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取得者。由於政府財政上的困難，一直無法如期

取得，不但對人民財產權造成侵害，亦有害都市之

環境品質，故透過此辦法以容積替代補償費。 

B. 限制: 

a. 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

用，坵形完整，面積不小於 500 平方公尺之可建築

土地。若政府取得之土地皆為畸零地，一來難以有

效利用土地資源，二來難以達成原先改善都市環境

品質的目標，故有此款規定。 

b. 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

值之建築所定著，坵形完整，面積不小於 500 平方

公尺之私有土地。 

c. 以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

地建築使用為限，但依據第 7條規定，情形特殊者，

提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

同一直轄市、縣 (市) 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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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受基地 

A. 移入基地計算方式: 

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公告土地現

值之比值計算。 

 

B. 前項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者，其接受

基地移入之容積，應扣除送出基地現已建築容積及基

準容積之比率。 

第一項第一款土地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4) 容積移轉限制 

A. 移轉面積之上限: 

接受基地可移入的容積，不得超過接受基地基準容積

的 30%，但是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

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

最高上限可增加至 40%。若毫無管制的話，容積勢必會無止

境的移入高度開發地區，造成容積接受地區發展太過密

集，衝擊到該地區民眾的生活品質。但有鑑於我國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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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程度都相當高，接受基地過於稀少，且整體開發區、

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劃指定區

域，其公共設施較充裕，可增加之容積也相對較多，較不

會對該地區造成影響，因此容積移入之上限可增加為

40%105。 

B. 容積移轉之次數: 

a. 送出基地: 

除了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

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外，可以分次移轉容積。可移出容

積與可移入容積不一定每次都恰巧相同，為了提供容積

移轉的成功率，特設此規定。 

b. 接受基地: 

在不超過第 8條規定的範圍內，可以分次移入不同

送出基地之容積。 

c. 接受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未能完全使用獲准移入之

容積者，依據第 11條規定，得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

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但以一次

為限。 

                                                 
105無相頌，1998 年 7 月，TDR 新機制之解析，台灣地政，第 149 期，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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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都市更新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於民國 87年 11月 11日發布，在第 44條

的規定中，將容積作為都市更新的獎助之一，以促進都市更新的

過程，另外在第 45條裡，規範了可移出容積的區域包含: 更新地

區範圍內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應予保存及獲准保留之建築所坐

落之土地或街區，或其他為促進更有效利用之土地，至於可移入

容積的區域則僅限於「同一更新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建築基地。 

民國 97年 1月 16日政府又修正了第 45條規定，改以準用都

市計畫法第 83條之 1第 2項之相關辦法，包含: 送出基地種類、

可移入地區範圍、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作業

方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等事項。在新規定中，更新範

圍區域內的容積移轉制度，接受基地不再侷限於「同一更新地區

範圍內」，得以移轉至同一都市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

用地，經過這次的修正，使得都市更新地區與都市計畫地區的容

積移轉制度完全相同106。 

 

 

 

                                                 
106洪敬哲，2012 年，我國都市計畫法制中容積移轉運用之檢討—由美國發展權移轉之功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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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引用美國發展權衍生問題 

1. 我國容積移轉之目的已偏離美國發展權原意 

在美國，發展權移轉制度最早的運用，是於 1968年紐約市

發布新的分區管制規則，利用古蹟容積移轉的辦法(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from Landmark Site)107，允許指定古蹟坐

落的土地上，還未使用的發展權移轉至其他建築用地，後來隨

著制度逐漸成熟，美國其他各州也紛紛引進 TDR制度，作為都

市成長管理之彈性機制，主要是運用於古蹟保存、自然環境保

育的用途上。為了避免有些生態敏感地區被高度開發，利用發

展權移轉的方式，將無法承受高度發開地區的發展權，引導至

其他有開發需求的地區。如此一來，不僅能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又能有效促進都市的土地利用。因此，容積移轉的功能應當具

備保護生態系統及促進土地資源利用的雙重功能，兩者應該並

重才是108。  

容積移轉制度引進我國之後，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容積移轉的適用範圍可分成:公共開放空間提供、公

共設施保留地取得以及保護歷史古蹟這三部分。從法令的設計

                                                                                                                                               
發，頁 15。 
107 New York City Zoning Resolution, Article VII, Chapter IV, Section 74~79 
108洪敬哲、傅玲靜，2012 年，由容積移轉之功能檢討我國法制中容積移轉制度之運用，全國
律師，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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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美國與台灣的目標十分相似，皆是為了歷史古蹟保存與

都市的土地資源調控。 

然而台灣在實際操作上，容積移轉制度卻是財政取向為目

的，為了解決巨額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費這一難題，政

府將容積作為補償費的替代品補償給民眾，容積移轉制度在我

國的功能已經轉變為財政工具，也成為了建商能夠增加樓地板

面積的開發工具，已不具備原本都市土地資源調控與環境保護

的功能109，與美國發展權原本的目的已經截然不同了。 

2. 我國與美國開放空間之功能不同 

都市內行人交通的便利性、休閒遊憩區域的多寡……等等

皆會影響都市的生活品質，由此可知足量的公共開放空間對於

都市來說是必要的需求。都市計畫法第 83條之 1所稱的開放空

間，是指建築基地內依規定留設一定規模，且連通道路供公眾

通行、遊憩之空間，並分為沿街的步道式及廣場式兩種類型110。 

我國開放空間對於容積移轉的運用，是利用容積移轉提供土地

所有權人誘因，以獲得公共開放空間，藉此來提升民眾的生活

品質。與美國容積移轉對於開放空間的目的相比，在我國係為

                                                 
109林崇傑，2008 年，台灣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之政策與實踐之檢討，文資學報，第 4 期，
頁 82。 
110參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邊第 283 條關於開放空間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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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心開放空間之「提供」，在美國則是都市邊緣地區開放空

間之「保存」111。意即，在台灣，是以都市環境為考量，為了提

高生活服務水準，利用容積移轉制度取得開放空間；在美國，

則是以自然環境為考量，為了保護環境、減少土地開發的衝擊，

利用發展權移轉制度保存開放空間。由此觀之，我國與美國對

於開放空間的利用、認知並不相同，在引用美國發展權制度時，

應多加注意才是。 

3. 我國引進發展權之進度操之過急 

美國紐約自從於 1968年設置了歷史古蹟地區的發展權移轉

制度後，到 2004年為止總共有三十二個州引進容積移轉制度

112，期間共經歷了 36年。然而台灣相較之下，自「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施辦法」於民國 88年發布，台灣全島能適用的容積移

轉辦法僅有兩個，並且到民國 95年 9月為止共有十個縣市完成

審查許可條件的公告，期間僅經歷了 7年，台灣的容積移轉制

度進度之快速，與美國相比有極大的差別，雖然表面上看似十

分有效率，但難免有操之過急的疑慮，舉台北縣為例:在 2005

                                                 
111洪敬哲、傅玲靜，2012 年，由容積移轉之功能檢討我國法制中容積移轉制度之運用，全國
律師，頁 88。 
112整理自 Rick Pruetz, ”Beyond Taking and Giving” ,2003 與 William Fulton, Rick Pruetz, 

Chris Williamson, “TDRs and Other Market-Based Land Mechanisms:How They Work and Their 

Role in Shaping Metropolitan Growt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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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已經獲得了 1,631筆公共設施保留地或既成道路113，從成果

來看的確效果顯著，但從另一角度看，為了補償而創造的樓地

板面積竟高達六十八萬平方公尺，我國的容積移轉制度是否應

放緩腳步，盡量研擬出一個完善的方案，值得大家商榷。 

(四)  美國發展權在國內的運用問題 

1. 公共設施問題 

一般來說，都市計畫中會有容積率、建蔽率……等使用強

度管制，以限制都市的容積總量，促進都市土地資源的有效分

配，也提供民眾足夠的開放空間及公共設施，使都市內部不致

於太過壅塞，然而容積移轉制度的產生，使得建商能透過提供

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一定之容積，問題是:開放空間之土地本

來沒有容積，卻因為容積移轉制度而「擬制」了不存在的容積，

以作為喪失土地所有權之補償114。這些憑空被創造出來的容積，

並非原本都市計畫的考慮範圍內，很有可能破壞了原本都市計

畫的整體設計，容積移入地區勢必會發展得更加密集，使用強

度也隨之提高，是否會衝擊到民眾生活的品質?是否會影響到公

共安全之強度?這些都是令人存疑的。 

                                                 
113 林崇傑，2008 年，台灣運用容積移轉於歷史保存之政策與實踐之檢討，文資學報，第四
期，頁 82。 
114洪敬哲、傅玲靜，2012 年，由容積移轉之功能檢討我國法制中容積移轉制度之運用，全國
律師，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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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問題 

地主在捐獻土地取得容積之後，國內是否有完善的市場來

進行交易?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否則地主手上空有容積卻無法

出售，容積將會變得毫無價值，即使可以出售，其價值又要依

照何種標準評估，舉例而言，一單位之建築容積之「價值」若

干?除涉及所處區為因素外，外部影響亦不容忽視115。實際上，

能否再開創一個容積交易市場，取決於接收區之規模大小、區

位，以及地方之經濟狀況與發展前景116。當接收區對於容積的需

求量足夠龐大時，自然而然會形成市場，對地主來說，又會形

成更大的誘因以及信心，促使其參與容積移轉。再來，如何讓

容積移入到適當的接收區也是一個問題，同樣的容積量，一般

人正常都會選擇投入在商業區等高經濟價值的區塊，若是毫無

節制地投入，隨之而來的將是都市計畫的整體設計被破壞，土

地使用強度管制的平衡會傾斜，造成某個地區過度密集開發。 

3. 利用折繳代金購買容積之問題 

根據都市計畫法第 83條之一的規定，除了可以透過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取得、保護歷史古蹟、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來取得

                                                 

115 陳明燦，2000 年，財產權保障、土地使用限制與損失補償之探討—兼評「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7 期，頁 280。 

116賴宗裕、胡宏昌，1999 年，建構容積移轉機制之探討¬---對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草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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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外，於民國 97年底又引進了「折繳代金制度」，若建商想

取得額外的容積，可通過繳交代金的方式。也讓政府的財政壓

力能稍稍紓解，但此法才剛公布，都計學界與專業界學者的批

評就排山倒海而來，認為只要建商有錢，就可以毫無節制的蓋

更多坪數之高樓。這樣一來，高度開發地區的人口密度暴增，

公共設施相形之下便顯得非常不足，造成政府、建商雙贏，卻

要居民負擔環境成本的不合理現象117。有學者認為在規範容積移

轉的條文中隱藏購買容積的制度，已違背憲法「立法目的與禁

止不當聯結原則」118如此一來，勢必會導致容積率失控，都市服

務水準、環境景觀、生活品質都將惡化。但換個角度思考，在

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民眾的購買意願也會隨之下跌，可能造成

房價下跌、空屋率上攀的窘境，對於建商來說，這絕對是必須

極力阻止的情況。目前的折繳代金制度就像是一把雙面刃，端

看政府要如何推出配套措施與之配合，才能形成政府、民眾、

建商三贏的局面。 

4. 未來遺址保存風險無法考量 

已知在台灣引進美國發展權與其所表達之要旨甚有落差，

                                                                                                                                               
評論，經社法制論叢，頁 323。 
117 高銘志，2010 年，失控容積率乃現在完成式或未來式–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之 1 折繳代金
購買容積率新制之影響評估與合憲性分析，憲政時代，頁 388。 
118 劉開元報導，「繳錢換容積，環保人士:都計法名存實亡」，聯合晚報，2009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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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以保存維護自然環境之本意，而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已經

淪落為財政工具；在遺址執行上的運用，以該環境現況作為立

即評估，防止未來因人為因素或天然災害種種原因破壞，以遺

址保存潛力等級內容所設計之相關等級標準來綜合辦別該遺址

之保存係數。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119係指，經過主管機關與遺址審議委員會

確認，一個遺址所具有的保存潛力等級，其中需要考量的是：

遺址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價值、等級、保存的風險、帶給社會

之服務功能效益等等，該項為百分比。最高是百分之百。該項

是學習自美國農地發展權移轉之概念，農地潛力等級，可依照

農地土壤自然生產能力，以及帶給社會之生態服務功能效益等

建立相關指標，對農地進行評估分級之管理制度，例如美國農

業部的 LESA系統，由農業土地評估(land evaluation, LE)與

基地評鑑(site assessment, SA)兩部分所組成之農地潛力分析

方法。因國內目前並無相關制度規定，在第五章案例模擬將以

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來應用於遺址容積移轉計算，作為公

式之輔助。 

 

                                                 
119 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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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節 

綜合以上論述，現在我國都市計劃體系的容積移轉現況，實務

上的操作要點，是依照「都市更新條例」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

施辦法」來實施，但是直到民國 91年我國才增訂「都市計畫法」第

83條之 1的規定，這對於國內容積移轉之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一步，

因為容積移轉制度開始有正式的法源支持，通過授權於「都市更新

條例」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如此，才符合我國法治社

會的內涵，意即落實了行政程序正當性的規範，讓實際操作容積移

轉時依法有據。 

容積移轉制度目前在實務操作上，還不夠盡善盡美，依據美國

實施發展權的經驗，理論上容積移轉制度應該擁有維持歷史古蹟、

維護自然環境的功能，讓都市土地資源的控制更加的彈性化。然而

操作上，卻因為政策因素的考量，為了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及既成

道路的補償費問題，容積移轉制度在我國變成了一項財政工具，也

造成許多弊病的產生。 

建議在法制上，政府應當透過通盤檢討，做一個更為嚴謹的容

積規範限制，例如：容積總量控管，以防止建商毫無節制地將容積

                                                                                                                                               
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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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都市內部的精華地區，而真正需要發展的區域卻苦無容積可

用，在市場層面上，應當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交易市場，政府則

扮演仲介的角色，讓容積能順暢流通。 

從文化資產保護法、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來看，目的是為了

保存容積移轉之建物，包括歷史建物、古蹟、文化景觀、民俗藝術

等因古蹟之指定或保存區之劃定，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

部分的所有權人，得出售容積至其他接受地區建築使用，因而得予

補償。然而在進行古積容積移轉要提出古蹟管理維護計畫或古蹟主

管機關審核之修復、再利用計畫內容，使申請程序為極大耗時費力。 

文化資產局所統計顯示，台灣目前認定之古積約有七百多處而

歷史建物約有一千多處的文化資產保存，而實施容積移轉之案件比

例非常少數，且幾乎集中在開發需求量多的北部地區，所產生的效

益並不大。 

不僅古蹟的容積移轉來古蹟保存也包含公共設施的取得、也並

維護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及提供公共空間之開放，

都以容積移轉方式做為辦理，其中是否會剝削所有權人之權益及同

時可維護保存古蹟是目前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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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案例模擬與分析 

一、 狗蹄山遺址 

(一)  案例說明 

狗蹄山位於新北市樹林區，遺址所在主要區域為都市計畫之

保護區，保存狀況大致良好，面積約為 1.25公頃。 

1. 送出基地選定 

本遺址大部分區域仍保存未開發狀態，僅有少部分空地由

鄰近民家進行淺根作物種植，保存狀況佳，不過由於遺址位於

小丘，仍有坡度，易因雨水沖刷裸露。經調查所見遺址之面積

呈現塊狀，並有保存狀況頗佳的區域，基本上保存完整。其地

段為備內段，地號為 1122、1123、1124、1125、1126、1127地

號，土地公告現值皆為 5,400元。 

 

圖3  狗蹄山遺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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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狗蹄山遺址與樹林都市計畫圖位置關 

2. 接受基地選定 

(1) 接受基地案例一(第一種住宅區) 

此接受基地屬於第一種住宅區，容積率 160%，位在遺址

南方，其面積為 1,917平方公尺，地籍為樹德段 1046地

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90,539元。 

 

 

 

接受基地(第一種住宅區)位置 

圖 5 狗蹄山接受基地(住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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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基地案例一公式試算 

A.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試算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有保存建築之容積

移轉與公共開放空間、公保地之容積移轉。本案建議將遺

址視為「開放土地」，故以下運用公共開放空間之容移作為

計算之基礎。 

公共開放空間容積移轉公式：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473.29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5,400元

(樹林區備內段 1122、1123、1124、1125、1126、1127

號) 

 

 

 

樹德段 1046 地號 

圖 6 狗蹄山接受基地(住一)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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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90,539

元(樹林區樹德段 1046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60% 

e.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473.29×( ×260%=1,934平方公尺 

須注意，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送出基地除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外，得分次

移轉容積。」是以，若以本案建議之「開放土地」性質，

該遺址容積移轉後，不得再分次移轉容積。 

B.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試算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公式：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送出

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

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 

經查，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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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找尋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

算。本案為惠民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毗鄰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95,400元。 

表3 送出基地(狗蹄山)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樹德段 997 95,400 14,300 310 

樹德段 1004 95,400 14,300 322 

樹德段 1006 95,400 14,300 285 

資料來源：內政部公告土地現值 

 

 

 

 

 

 

 

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16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90,539

元(樹林區樹德段 1046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473.29×160%×  

=21,028平方公尺 

樹德段 997 地號 樹德段 1004 地號 樹德段 1006 地號 

圖 7 送出基地(狗蹄山遺址)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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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20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473.29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5,400元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90,539

元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60% 

e. 若假設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52%，遺址保存係數為 3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2,473.29× ×260%×3=5,802平方公尺 

 

   

 

 

 

 

 

 

 

 
                                                 

120 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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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狗蹄山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21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 

縣市定遺址 2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覆蓋率 50%~80%。 2 ✔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1/21= 

52% 

 

                                                 
121 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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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評估因子依據因子具體量化後之成果，評估為四個等級，茲將各評估因子以

及等級之界定表說明如下： 

A.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75 %以上：遺址保存係數 4。 

B.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51-74 %間：遺址保存係數 3。 

C.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26-50 %間：遺址保存係數 2。 

D.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25 %以下：遺址保存係數 1。 

(3) 接受基地案例二(商業區) 

前面所提及的案例是以第一種住宅區做為接受基地，

而第二個案例則以商業區來當做接受基地，商業區容積率

380%，位在遺址東方，其面積為 463平方公尺，地籍為復

興段 963地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128,000元，其位置如下： 

 

 

 

                                                                                                                                               
化資產局。 

接受基地(商業區)位置 

圖 8 狗蹄山接受基地(商業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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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狗蹄山接受基地(商業區)地籍圖 

(4) 接受基地案例二公式試算 

A.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473.29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5,400元(樹林區備內段 1122、1123、1124、1125、

1126、1127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128,000元(樹林區復興段 963地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380% 

e.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473.29×( ×380%=1,999平方公尺 

 

 

 

 

 

 

復興段 963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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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試算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經查，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

地，應找尋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

均計算。本案為惠民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

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95,400元。 

表5  送出基地(狗蹄山)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樹德段 997 95,400 14,300 310 

樹德段 1004 95,400 14,300 322 

樹德段 1006 95,400 14,300 285 

 

 

 

 

 

 

 

 

 

樹德段 997 地號 樹德段 1004 地號 樹德段 1006 地號 

圖 10送出基地(狗蹄山)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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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16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128,000元(樹林區復興段 963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473.29×160%×  =14,874平方公尺 

C.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22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473.29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5,400

元(樹林區備內段 1122、1123、1124、1125、1126、

1127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128,000元(樹林區復興段 963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380% 

e. 若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52%，遺址保存係數為 3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2,473.29×( )×380%×3=5,999平方公尺 

 

                                                 

122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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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狗蹄山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23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 

縣市定遺址 2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覆蓋率 50%~80%。 2 ✔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1/21= 

52.4% 

                                                 

123 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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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受基地案例三(乙種工業區) 

此接受基地屬於乙種工業區，容積率 210%，位在遺址西

南方，其面積為 675.01平方公尺，地籍為備內段 1551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為 35,500元。 

   

 

 

接受基地(工業區)位置 

圖 11狗蹄山接受基地(工業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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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受基地案例三公式試算 

A.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473.29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5,400

元(樹林區備內段 1122、1123、1124、1125、1126、

1127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5,500元(樹林區備內段 1551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10% 

e.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473.29×( ×210%=3,984平方公尺 

備內段 1551 地號 

圖 12狗蹄山接受基地(工業區)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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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試算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送

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

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 

經查，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

地，應找尋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

均計算。本案為備內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

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86,100元。 

  表7 送出基地(狗蹄山)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樹德段 997 95,400 14,300 310 

樹德段 1004 95,400 14,300 322 

樹德段 1006 95,400 14,30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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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16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5,500元(樹林區備內段 1551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473.29×160%×  =53,632平方公尺 

 

 

 

 

 

樹德段 997 地號 樹德段 1004 地號 樹德段 1006 地號 

圖13 送出基地(狗蹄山)基地毗鄰三比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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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24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473.29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5,400

元(樹林區備內段 1122、1123、1124、1125、1126、

1127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5,500元(樹林區備內段 1551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10% 

e. 假設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52%，遺址保存係數為 3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2,473.29× ×210%×3=11,953平方公尺 

 

 

 

 

                                                 

124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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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狗蹄山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25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 

縣市定遺址 2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覆蓋率 50%~80%。 2 ✔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1/21= 

52.4% 

                                                 

125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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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算方案比較表 

以下本研究總結下表來表示接受基地案例一到接受基地案例

三的都計容移計算方案、古蹟容移計算方案及本草案容移計算方

案的比較。 

表 10  狗蹄山遺址計算方案比較表 

 

 

 

接受基地案例一(第一種住宅區):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2,473.29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160% 

都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934 平方公尺 

古蹟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21,028 平方公尺 

本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5,802 平方公尺 

接受基地案例二(商業區):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2,473.29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160% 

都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999 平方公尺 

古蹟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4,874 平方公尺 

本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5,999 平方公尺 

接受基地案例三(乙種工業區):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2,473.29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160% 

都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3,984 平方公尺 

古蹟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53,632 平方公尺 

本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1,95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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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蛙窟遺址 

(一)  案例說明 

水蛙窟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為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使

用編訂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積為 121,453平方公尺。 

1. 送出基地選定 

遺址在一大片廣大的台地上，現在皆已開闢為耕地，種植

薑、百香果、瓜類、肖楠樹等，已遭嚴重擾動。其地段為史港

坑段，地號為 0292-0003、0292-0004、0292-0013、0292-0014、

0292-0015、0292-0016、0292-0017、0292-0019、0292-0048、

0292-0054、0292-0076等 11筆，土地公告現值皆為 2,000 元。 

      圖 15 水蛙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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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圖水蛙窟遺址位在埔里鎮中台禪寺與普台國小東南方；眉溪北

側及史港溪西側，而圖中紅色範圍為水蛙窟遺址的範圍，其為主要遺

址位置且是人為擾動較大的區域(種植薑、百香果、瓜類、肖楠樹)，

故來做為容積的送出基地，詳細的範圍及非都市土地分區圖如下： 

 

 

 

 

圖 15 水蛙窟遺址與非都市土地分區示意圖 

圖 17 水蛙窟遺址與非都市土地用地編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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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張圖來看，送出基地在非都市土地的使用編定上屬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180%。 

2. 接受基地選定 

(1) 接受基地案例一(丙種建築用地) 

此接受基地屬於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 120%，位在遺

址北端，其面積為 639平方公尺，地籍為史港坑段

292-82地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2,500元。 

 

圖 18水蛙窟接受基地(丙建)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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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受基地案例一公式試算 

A.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公式：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送

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

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經查，模擬案

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應找尋三筆距離

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本案為史港

坑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平均公告土地現值=2,500元。 

表9  送出基地(水蛙窟)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史港坑段 292-46 3,000 230 845 

史港坑段 292-6 2,500 290 365 

史港坑段 293-76 2,000 290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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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送出基地(水蛙窟)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18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5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2-82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1,453×180%×  =218,615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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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26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1,453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0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2-3、292-4、

292-13、292-14、292-15、292-16、292-17、

292-19、292-48、292-54、292-76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5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2-82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120% 

e. 若假設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76%，遺址保存係數

為 4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21,453× ×120%×4=466,380平方公尺 

 

                                                 

126 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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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水蛙窟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27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縣市定遺址 2 ✔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 

覆蓋率 50%~80%。 2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6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6/21= 

76% 

                                                 

127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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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評估因子依據因子具體量化後之成果，評估為四個等級，茲將

各評估因子以及等級之界定表說明如下： 

A.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75 %以上：遺址保存係數 4。 

B.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51-74 %間：遺址保存係數 3。 

C.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26-50 %間：遺址保存係數 2。 

D.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25 %以下：遺址保存係數 1。 

(3) 接受基地案例二(甲種建築用地) 

此接受基地屬於甲種建築用地，容積率 240%，位在

遺址西北端，其面積為 1,007平方公尺，地籍為史港坑

段 297地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3,000元。 

 

圖20 水蛙窟接受基地(甲建)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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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受基地案例二公式試算 

A.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

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經查，

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應找尋

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

本案為史港坑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毗

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2,500元。 

表11  送出基地(水蛙窟)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史港坑段 292-46 3,000 230 845 

史港坑段 292-6 2,500 290 365 

史港坑段 293-76 2,000 290 342 

 

        圖21 送出基地(水蛙窟)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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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18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0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7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1,453×180%×  =182,180平方公尺 

B.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28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1,453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0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2-3、292-4、

292-13、292-14、292-15、292-16、292-17、

292-19、292-48、292-54、292-76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0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7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40% 

e. 若假設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76%，遺址保存係數

為 4。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21,453× ×240%×4=777,299平方公尺 

                                                 

128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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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水蛙窟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29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縣市定遺址 2 ✔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 

覆蓋率 50%~80%。 2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6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6/21= 

76% 

                                                 

129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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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受基地案例三(乙種建築用地) 

此接受基地屬於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 240%，位在遺址

東北端，其面積為 339平方公尺，地籍為史港坑段 524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為 3,200元。 

 

圖 22水蛙窟接受基地(乙建)位置圖 

A.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公式：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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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經查，

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應找尋

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

本案為史港坑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毗

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2,500元。 

表13  送出基地(水蛙窟)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史港坑段 292-46 3,000 230 845 

史港坑段 292-6 2,500 290 365 

史港坑段 293-76 2,000 290 342 

   

 

 

 

圖23  送出基地(水蛙窟)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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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18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524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21,453×180%×( ) =170,793平方公尺 

B.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30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21,453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0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292-3、292-4、

292-13、292-14、292-15、292-16、292-17、

292-19、292-48、292-54、292-76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元(埔里鎮史港坑段 524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40% 

e. 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76%，遺址保存係數為 4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21,453×( )×240%×4=728,718平方公尺 

                                                 

130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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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水蛙窟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31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縣市定遺址 2 ✔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 

覆蓋率 50%~80%。 2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6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6/21= 

76% 

                                                 

131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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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算方案比較 

以下本研究總結下表來表示接受基地案例一到接受基地案例

三的都計容移計算方案、古蹟容移計算方案及本草案容移計算方

案的比較。 

表15 水蛙窟遺址計算方案比較表 

接受基地案例一(丙種建築用地):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21,453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180% 

古蹟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218,615平方公尺 

本案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466,380平方公尺 

接受基地案例二(甲種建築用地):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21,453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180% 

古蹟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82,180平方公尺 

本案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777,299平方公尺 

接受基地案例三(乙種建築用地):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21,453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180% 

古蹟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70,793平方公尺 

本案

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728,71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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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左營舊城遺址 

(一)  案例說明 

左營舊城遺址位於高雄市左營區，處於高雄市都市計畫內，

其指定遺址面積約為 10,011平方公尺，約 1公頃。 

1. 送出基地選定 

目前區域內無其他建築構造物。區域旁左營大路沿路已建

有數棟六樓建物，南邊與東邊分別為永清國小及左營二號公

園。遺址地段為左營區興隆段，地號為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公告現值皆為 32,000元。 

 

圖 24左營舊城遺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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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左營舊城遺址與高雄市都市計畫圖位置關係圖 

2. 接受基地選定 

(1) 接受基地案例一(第三種住宅區) 

此接受基地屬於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率 240%，位在遺

址東北端，其面積為 526平方公尺，地籍為興隆段 698-3

地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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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左營舊城接受基地(住三)位置圖 

 

圖 27 左營舊城接受基地(住三)地籍圖 

 

(2) 接受基地案例一公式試算 

A.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試算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有保存建築之容

積移轉與公共開放空間、公保地之容積移轉。本案建議

將遺址視為「開放土地」，故以下運用公共開放空間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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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作為計算之基礎。 

公共開放空間容積移轉公式：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0,011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5,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698-3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40% 

e.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0,011×( )×240%=30,754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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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試算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公式：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送

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

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 

經查，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

地，應找尋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

均計算。本案為興隆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

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35,683元。 

表16 送出基地(左營舊城)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興隆段 698-10 58,550 14,930 109 

興隆段 698-6 25,000 7,000 2,253 

興隆段 813-3 23,500 7,300 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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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送出基地(左營舊城)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30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5,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698-3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0,011×300%×( ) =42,867平方公尺 

C.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32試算 

 

                                                 

132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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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0,011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25,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698-3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240% 

e. 若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52.4%，遺址保存係數為 3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0,011×( )×240%×3=92,261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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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左營舊城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33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 

縣市定遺址 2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覆蓋率 50%~80%。 2 ✔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1/21= 

52.4% 

                                                 

133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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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評估因子依據因子具體量化後之成果，評估為四個等級，茲將

各評估因子以及等級之界定表說明如下： 

A.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75 %以上：遺址保存係數 4。 

B.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51-74 %間：遺址保存係數 3。 

C.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26-50 %間：遺址保存係數 2。 

D.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 25 %以下：遺址保存係數 1。 

(3) 接受基地案例二(第四種商業區) 

此接受基地屬於第四種商業區，容積率 630%，位在遺

址西北方，其面積為 467 平方公尺，地籍為興隆段 698-5

地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45,350元。 

 

圖 29左營舊城接受基地(商四)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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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左營舊城接受基地(商四)地籍圖 

(4) 接受基地案例二試算 

A.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0,011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45,350元(左營區興隆段 698-5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630% 

e.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0,011×( )×630%=44,50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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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試算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送

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

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 

經查，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

地，應找尋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

均計算。本案為興隆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

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35,683元。 

表18  送出基地(左營舊城)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興隆段 698-10 58,550 14,930 109 

興隆段 698-6 25,000 7,000 2,253 

興隆段 813-3 23,500 7,300 2,169 

 

 

圖31  送出基地(左營舊城)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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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30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42,555元(左營區興隆段 698-5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0,011×300%×( ) =25,183平方公尺 

C.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34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0,011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42,555元(左營區興隆段 698-5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630% 

e. 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52.4%，遺址保存係數為 3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0,011×( )×630%×3=142,278平方公尺 

                                                 

134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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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左營舊城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35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 

縣市定遺址 2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覆蓋率 50%~80%。 2 ✔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1/21= 

52.4% 

                                                 

135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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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受基地案例三(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 

此接受基地屬於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容積率 300%，

位在遺址東北端，其面積為 187平方公尺，地籍為興隆段 403

地號，公告土地現值為 65,000元。 

 

圖32  左營舊城接受基地(特商二)位置圖 

 

圖 33左營舊城接受基地(特商二)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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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受基地案例三公式試算 

A.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0,011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65,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403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300% 

e.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0,011×( )×300%=14785平方公尺 

B.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試算 

a.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

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計算之。」 

經查，模擬案例送出基地毗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

地，應找尋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土地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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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計算。本案為興隆段，其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

基地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35,683元。 

表20 送出基地(左營舊城)之毗鄰可建築土地 

地段 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面積(m²) 

興隆段 698-10 58,550 14,930 109 

興隆段 698-6 25,000 7,000 2,253 

興隆段 813-3 23,500 7,300 2,169 

 

 

圖34  送出基地(左營舊城)毗鄰三筆最近距離建築示意圖 

 

b. 送出基地之移出之容積=300%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65,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403號) 

d.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0,011×300%×( ) =16,487平方公尺 



177 

 

C. 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136試算 

a.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10,011平方公尺 

b.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32,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700、700-1、700-33、

167-5、168-6、701-8、703號) 

c.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65,000元(左營區興隆段 403號) 

d.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300% 

e. 若假設此遺址保存潛力等級為 52.4%，遺址保存係

數為 3 

f.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 

10,011×( )×300%×3=44356平方公尺 

 

 

 

 

 

                                                 

136 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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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左營舊城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子137 

編號 評估項目 說明與評斷依據 分數 

0 遺址等級 

0.1 

考古遺址等級 

國定遺址 3  

0.2 
直轄市定遺址 2 ✔ 

縣市定遺址 2 
 

1 遺址環境概況 

1.1 

氣候條件(氣溫、雨

量、降雨頻率、風向

與風速、濕度等指標) 

指標二項以上不利遺址保存。 3 
 

指標有一項不利遺址保存。 2 ✔ 

指標皆無異常，地表變化不大。 1  

1.2 
邊坡穩定度、土壤與

地質組成樣態 

邊坡穩定度低，土壤與地質受洪水或地震事件影響

度高。 
3  

邊坡穩定度中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中等。 
2 

 

邊坡穩定度高等，土壤與地質極易受洪水或地震事

件影響度低。 
1 ✔ 

2 植物概況 

2.1 遺址植被 

覆蓋率少於 50%。 3 
 

覆蓋率 50%~80%。 2 ✔ 

覆蓋率超過 80%。 1  

2.2 林木、植物根系概況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50% 3  

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面積大於

1%-50% 
2 ✔ 

無深根特性之林木或盤根特性之植物 1 
 

3 遺址保存概況 

3.1 土地使用狀況 

建有固定基礎設施，或有高度風險之農作行為（如

種植深根植物、翻土、機耕、施用化學藥劑） 
3  

建有無固定基礎設施，或有中度風險之農作行為

（如火耕、施用肥料） 
2 

 

無設施或農作行為 1 ✔ 

3.2 
遺址保存急迫性或風

險 

遺址保存有高度急迫性或風險 3 
 

遺址保存有中度急迫性或風險 2  

遺址保存有低度急迫性或風險 1 ✔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得分 11 

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比值（評估得分/總分） 
11/21= 

52.4% 

                                                 

137何彥陞，2015 年，遺址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之研擬建議第一次期中報告書，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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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算方案比較表 

以下本研究總結下表來表示接受基地案例一到接受基地案例

三的都計容移計算方案、古蹟容移計算方案及本草案容移計算方

案的比較。 

表22  左營舊城遺址計算方案比較表 

 

 

 

 

接受基地案例一(第三種住宅區):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0,011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300% 

都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30,754 平方公尺 

古蹟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42,867 平方公尺 

本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92,261 平方公尺 

接受基地案例二(第四種商業區):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0,011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300% 

都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44,503 平方公尺 

古蹟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25,183 平方公尺 

本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42,278 平方公尺 

接受基地案例三(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 

項目 面積 

送出基地範圍土地面積 10,011 平方公尺 

送出基地之容積率 300% 

都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4,785 平方公尺 

古蹟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6,487 平方公尺 

本案容移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44,35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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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節 

本研究於北中南各挑選一個遺址，所選的遺址分別為新北市樹

林區的狗蹄山遺址、南投縣埔里鎮的水蛙窟遺址以及高雄市左營區

的左營舊城遺址，並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古蹟

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及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草案第五條 ，並

依照其中所設計的公式來試算三個遺址分別可移出多少容積，在試

算的過程中本研究對於計算公式產生許多問題，以下分別說明： 

(一)  如何界定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送出基地毗

鄰土地非屬可建築土地者，以三筆距離最近之可建築土地公告現

值平均計算之。也就是說，遺址旁邊如果沒有可以建築的土地，

則要尋找三筆距離最近的可建築土地，將三筆土地之公告現值平

均後進行計算。最近距離之定義在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定，因此

本研究在計算的過程中，難以確定最近距離的三筆土地，也就無

法確定其公告現值。理論上應該以直線距離尋找最近的三筆土

地，但因為無明文規定，在實務上就會造成有心人士選擇公告現

值較高的土地來進行計算。因此何謂最近距離，應以法律明文規

定，計算時才能更加確定其土地公告現值，也才能避免有心人士

的惡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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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址每筆地號之公告現值不一 

因為遺址分布的範圍較為廣泛且具有廣域的特性，所以指定

遺址通常不會只有一筆地號，其土地公告現值會因為多筆地號而

有所差異，土地公告現值不同，就會影響可移出的容積。而在本

研究計算的過程中，左營舊城遺址中有兩筆地號之土地公告現值

與其他七筆不同，使得無法確定要以哪一筆遺址的土地公告現值

要來計算，本研究的作法是選擇多筆地號之土地公告現值來試

算。因此應該將此問題以法律明文規定，若有遺址地號之土地公

告現值不同時，才有法律依據能確定其土地公告現值，將其順利

套用至公式中，並算出確切的可移出之容積。 

(三)  無明文規定之容積率與建蔽率如何適用 

本研究在計算的過程中發現，若容積率與建蔽率沒有明文規

定，則進行容積移轉時，將有無法計算的情況發生，如本研究案

例之狗蹄山遺址位於保護區內，計畫書中均無規範保護區之容積

率，本研究的作法是參考同一都市計畫內之保存區的容積率來進

行計算。因此應該明文規定來解決此問題，避免遺址在無實施容

積管制之土地就無法進行容積移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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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探討，可以發現遺址具有保存不易的問題，原因

是台灣地狹人稠，發生土地有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促使人類過度開

發環境，造成遺址容易遭受到破壞。若現在不立即做出遺址保護的

相關對策，遺址將在短時間內被迅速的鏟除。政府為了維護與保存

遺址，以相關法律規定推動公權力介入遺址保存，是強制國家主動

保障遺址保存工作的最佳方式，在 2005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前，

遺址都是準用古蹟的規定，修法後遺址才正式獨立成一項文化資產

受到法律的保護，由此可知考古遺址保存的必要性。 

遺址定著的土地可能是公有，也可能是私有，若土地為私有的

情況下，土地所有權人可以任意處分土地，進行各種與土地相關的

作為，甚至包含土地相關的資源。但現今土地下的遺址皆屬於國有，

在我國現行法令中並沒有私有的可能，在私有的土地中是存在著完

全公有，甚至是受到文資法保護的標的，這種狀況下可能會侵害到

地主的財產權，也使地主對於自己持有的土地可任意處分受到限

制，若受到的限制已逾越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侵害到對土

地的私有與私用性，已經不是民眾該容忍的義務，則構成個人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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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犧牲，國家有補償責任存在，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有特別犧牲之情形，可能面臨到行政控管公權力最強

的是受到主管機關的徵收，為了保障土地所有權人的權利，應該需

要提供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保存遺址之誘因，我們可以學習美國使用

發展權移轉來補償土地所有權人的作法。 

若要將發展權移轉運用於遺址保存，則對於發展權移轉當然須

有完整的了解，本研究探討了發展權之起源、概念，一直到 PDR、TDR

等各種移轉類型的案例分析，發現美國之發展權移轉主要是用於保

護古蹟、農地、環境敏感地，與本研究欲保護之遺址性質雷同，與

古蹟皆為文化資產；且美國從英國引入發展權有一項重大因素即:無

力償付取得土地之成本，這點也與我國面臨的難處不謀而合。目前

我國對於遺址容積移轉還處於研究階段，而美國已有許多成功先

例，可供我國做為參考，經過本研究的分析，那些成功案例有幾項

共通點：1.事前準備十分充分，政府的政策宣導有徹底落實，由於

發展權移轉計畫的性質屬於市場導向，需要民眾的參與才能持續推

行，僅靠政府是獨木難撐的，因此，讓民眾對發展權移轉有充分的

了解與信心是必要的。2.市場對於發展權應保持需求狀態，像美國

有些郡，透過提高接收區的開發強度上限，使該區對發展權的需求

量上升，送出區的地主才能持續送出被限制的發展權獲得補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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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權移轉市場便能順暢的繼續運作。 

二、 建議 

(一)  制度面之建議 

1. 訂定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目前我國遺址容積移轉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4條規定，

準用古蹟容積移轉，若未來能在法律上另外訂定遺址土地容積

移轉辦法，就可以使得遺址容積移轉更加的完備，在法源的依

據上也能更直接。畢竟遺址與古蹟在各方面還是有所差別，計

算古蹟的容積移轉公式不一定會適用於遺址，因此未來如果能

夠設計一套公式，專門給遺址土地容積移轉使用，並明文規定

於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應該能夠解決相關遺址土地的問

題。用容積移轉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將遺址保存下來，另一方

面也能夠達到補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2. 現行法規應加入罰則或相關限制 

舉凡現行法規，皆無懲處或相關規定，本研究認為將會造

成法律上的灰色地帶，若有心人士鑽研漏洞可能會扭曲保護遺

址之初衷。本研究建議應針對避免炒作容積價格做限制，且依

民法規定無法有效約束第三人，因此須嚴格取締轉賣第三人之

行為，並在法律上明文訂定罰則或相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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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面之建議 

1. 整合圖資利於遺址之分析 

本研究在蒐集文獻資料時，發現遺址的相關文獻都有些久

遠，且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個別遺址資料有些許的差異，會導

致遺址在管理上較為不便，也可能造成認知上的落差。本研究

建議善用目前先進的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及電腦測繪的技巧，整合各遺址目前之範圍、使

用現況與土地利用情形，建置可套疊各類圖資之查詢系統，方

便專業人士先行了解遺址概況，一般民眾也能得知較正確的資

訊。 

2. 建立專業團隊以利遺址保存潛力等級之評估 

本研究在案例模擬分析中有應用遺址保存潛力等級評估因

子，在評估遺址保存潛力等級時，是參考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

建立的資料，發現自行評估會有些許的落差，造成遺址保存係

數會不精確，因此本研究建議建立一個專業團隊來評估遺址保

存潛力等級，此團隊運用專業能力評估遺址保存潛力等級，將

遺址保存係數精準化，套入公式計算時也能使得可移出之容積

更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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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面之建議 

1. 建立遺址容積銀行 

本研究建議政府建立一個遺址容積銀行，可以做為調節容

積買賣的平台，為了有效保存遺址，會侵害到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之權益，政府可以先購買私有土地之容積，達到補償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而後可以將該移出之容積轉賣給建商使用，一方

面取得該土地所有權，另一方面政府拿到一筆資金，能夠予以

投資利用，如此一來可以創造多贏的局面，遺址保存也能更加

完善。 

2. 縮短發現遺址到可移轉之時間 

本研究建議政府需增加專業之考古人員，倘若挖到疑似遺

址，必須依照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八條規定，採取「停工、變

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搶救發掘或是施工監看」等方式，人

力的不足不但會延誤到原工程的進度，也會增加土地所有權人

所需要負擔的費用。若政府增加專業考古人員協助，不但可以

增加考古團隊調查的速度，也有助於縮短發現遺址到可移轉之

時間，整個行政程序也能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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