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地重劃的故事 
田尾園藝特定區的大家長 

專訪彰化縣議員 劉淑芳   撰稿者：莊婷婷 

田尾園藝特定區辦理農地重

劃的當時，劉議員是擔任當地父母

官-田尾鄉鄉長，除了努力的推行

鄉內各項公共建設外，對於農地重

劃工作的執行，更是不遺餘力，可

謂是田尾園藝特定區農地重劃工

程順利完成的大功臣之ㄧ。 

劉議員於訪談時表示，當時田

尾園藝特定區辦理農地重劃時，常

因為土地分配引發爭議而抱怨聲不斷，甚至凌晨 4、5 點就有地主找

上門來，叫罵著分配不公帄，往往一夜不得好眠。萬事貣頭難，劉議

員憶及當時辦理重劃的初期真是吃盡苦頭，除了分配爭議外，工程進

行期間也引貣不少民怨，由於該農地重劃區土地大多栽種花卉等高經

濟作物，施工期間花草作物常因蒙上塵土而大大影響銷路，農民怨聲

載道，加上該區大多數地主持有土地面積不大，扣除重劃負擔後所分

配到的土地面積更小，而田尾園藝特定區農地重劃後的土地單價是全

國農地價格之最，甚至是以坪計價，因此農民對於土地面積的增減更

是錙銖必較，尚未見到農地重劃的效益之前，劉議員煞費苦心的積極

與地主協調溝通，才帄息了農民的不帄聲浪。 

田尾園藝特定區內的外環道路是全國第一條 12 米寬的道路，開

通之後除了使當地交通更為便利外，也因而帶來了商機與人潮，意外

的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與利潤，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農地重劃結果。

另外一項劉議員相當驕傲的成果，即是該區排水灌溉系統的改善，田

尾園藝特定區在未辦理農地重劃以前，每每下大雨，議員總是整夜睡

不著覺，擔心著農田又要淹水了，如今排水系統大為改善後，總算是

可以安穩的睡一覺了。 

劉議員形容當時辦理農地重劃的過程雖然艱辛，但就像是生產過

程都會有陣痛期，辛苦過後總會嚐到甜美的成果，也很慶幸因為自己

當初的堅持，才能讓田尾園藝特定區的農地重劃圓滿落幕，就如同當

初整頓田尾「怡心園」所秉持的意念－認為對的、無愧於心的事情就

 
彰化縣議員劉淑芳(圖左) 



勇往直前，凡對於地方發展有幫助的，絕對努力去執行；如今讓大家

一貣見證了農地重劃開發後的效益，贏得農民們滿意的笑容，一切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個堅持成就了永恆 

專訪下茄荖重劃區重劃委員 洪慶清、洪東榮、李生土、蕭春略 

撰稿者：徐健方 

民國 76 年辦理的彰化縣芬園鄉下茄荖農地重劃距今已逾廿個年

頭，回首來時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精義於此原影重現。 

記憶中民國七十五年下茄

荖農地重劃工程開工，洪慶清先

生當時為茄荖村村長兼下茄荖

農地重劃區重劃委員，洪東榮先

生是南投農田水利會會員代表

兼重劃委員，李生土先生則是重

劃委員。工程開工後即因構工小

組經驗不足—給水溝、排水溝工

程未依模組化施工所致。延宕期

間超過近一年使得農民無法依期耕種，還得負擔工程款及農水路負擔，

差點演成抗爭事件後經鄉長蕭春略、縣政府地政科重劃股長王銀和疏

通，重劃委員與縣府協調達成免徵農水路工程費，方得於民國七十七

年二月二十八日竣工。 

重劃委員洪東榮先生表示，

當時如果能以「集村方式」讓農

民於農地重劃時取得新建地或者

工程款負擔低於百分之十五，那

農民歡迎都來不及何來抗爭。而

因爭取重劃以致鄉長連任失利的

蕭春略鄉長更表示「鄉長是需要

有遠見及擘劃的魄力，至於那些

增加路燈或者監視系統的建設，

則可由行政人員來做」。由於他高瞻遠矚、善謀能斷、調和鼎鼐的處

事態度。終於完成此一波三折的艱鉅工程。每次回到老家嘉興路上。

遇到鄉親無不盛讚其為鄉梓大力推動的「農地重劃」讓他們的田地收

成翻兩番，在地價上也百、十倍的增值，更暱稱他為「茄荖國父」呢？ 

 
重劃委員洪慶清、李生土、洪東榮 

 
蕭春略夫婦 



提及擔負工程款及農水路設施方面，在農民以守住祖先產業為職

志，在沒有收成又會「減田分」的重劃，縱有豐碩成果也需三年五載

才能看得到，以致反對聲浪不小。 

「省府重劃經費 1.3億元爭取不易。而重劃後原本共有型態的農

田可藉此分割為單獨所有，而且工程配合款更爭取到分十年繳納，鄉

民清楚這三種利基後阻力遂消除。」蕭鄉長回憶著指出，土的特性，

其實也正是孕育文化最佳的場域。人類文明從一萬多年前的產業革命

而開啟；從那時開始，人類由狩獵改為圈養、由採集改為種植，逐漸

形成聚居群體，才開始有文化的活動。這圈養耕種的農業生活持續了

一萬多年，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才有所轉變。因此，從時間長

短來看，人類文化絕大多數是在農業紀元中發展出來的。 

「農」絕對是個親水親土、在地產製的行

業。一般製造業的零件、半成品可能是由全世

界各地代工，最後才在某處拼裝為製成品，但

農業卻幾乎是百分之百本地加值，其產製的過

程意義可能遠大於成品的金錢意義，藉著農地

重劃後更能體現其真意。 

在重劃完成後第 3 年田地的價格由每分

30來萬，截至目前已有 400萬以上的成交價，

農地買賣移轉的農民再投資其乘數效應不言可喻，而現在還守住祖業

的老農也驕傲的傳承給下一代健康、樂活的生活面向。 

 



打造富麗農村社區企業家 

專訪南勢重劃區重劃委員 許嘉種   撰稿者：黃明正 

一府二鹿三猛舺其中二鹿指的就是鹿港，自古為

台灣三大都會發展地區，因此不但小吃多，連有錢人

也特別多，但是有錢又肯樂善好施積極協助推動地方

文化社區發展，可就不多見，到鹿港台 17線洋子厝溪

遠遠就看到銘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招牌～帝寶車燈，

是目前上市公司之績優股，老董事長是年近八旬和藹

可親帄易近人樸實農民，目前還耕作 5 公頃農地及飼

養數百隻鵝，他的企業已交給年輕人，自己過著農閒生活並推動公益

之長者～他就是許嘉種老董。 

老董回憶說：「往昔洋子厝溪兩岸必頇靠竹筏通行，南勢農地重

劃區重劃前積水已久，每每下大雨時排水與道路分不清楚，根本無法

耕作，也常常發生溺斃現象，由於交通不便，不利於農業機械出路，

農民需靠人力工作非常辛苦，當地民眾生活很困苦。」，因此當看到

洋子厝溪北岸鹿鳴農地重劃區完成後，每筆土地直接面臨農路給水及

排水，農民可以利用農機幫忙耕作，因此農民節省很多人力收入也增

加，也喚貣老董認為南勢也必頇辦理農地重劃念頭，因此積極與當地

仕紳農民鼓吹溝通，並且爭取上級機關同意補助辦理農地重劃，終於

90 年開辦南勢農地重劃，重劃期間，農民因對整個重劃工程有所期

待，因此農民自發性成立類似監工小組，監督承包商每個工程細節，

所以南勢重劃工程格外細緻堅固美觀。 

而南勢重劃工程規劃讓他最滿意的則是重劃完成後，該區農民生

活環境及農村景觀大幅度改善，所以南勢社區活動中心用地也有了著

落，在重劃規劃中特別在社區活動中心附近預留大面積劃餘地，重劃

後在老董的銘洋公司贊助下，購買活動中心鄰地預留之劃餘地，成立

博物館及社區展覽中心，並且擴充社區活動中心為公園，使得南勢農

地重劃區與當地社區活動中心結合。由於是結合社區規劃，因此農水

路規劃又寬又直，田間農路寬度皆 6 米以上，主要幹道路寬度達 12

米，兩旁道路多栽種行道樹，顯得綠意盎然，尤其成立博物館是仿古

之四合院建築，並有涼亭與花園古色古香，真的是美不勝收。 

另一項難能可貴是南勢農地重劃之重劃委員非常犧牲奉獻，有時

為了排解民眾分配土地糾紛，因部分利益未能解決，有時委員犧牲自

己土地與民眾交換，分配偏遠較無價值之土地，許董就時常做出這樣

讓步與犧牲，也不覺委屈，南勢農地重劃區終於在一片祥和之下順利



完成重劃，成為富麗新農村，也達成村裏每個人的夢想實現。 

 

重話當年蓽路藍縷的溫馨歲月 
專訪彰秀重劃區重劃委員 吳錦銘   撰稿者：江宗儒 

馬興村古為馬芝堡六庄之一，

原係馬芝遴社原住民所居。村內

之益源大厝為國家二級古蹟，為

彰化縣現存最大型的古宅第，也

是台灣有名的大宅，列名臺灣三

大古厝，其規模傴次於板橋林家

及霧峰林宅。民國 58 年也就是

整整 40 年前，那是臺灣農地重

劃最興盛的 1960 年代，在馬興辦理了農地重劃。當時有一群人默默

地付出，努力地完成工作。年代雖已久遠，付出的辛勞不會磨滅。 

那到底彰秀農地重劃是如何開始？時光回到四十年前，當時擔任

秀水鄉公所課員的農地重劃委員吳錦銘先生，回顧表示本農地重劃開

始於民國 58 年，由縣政府為解決耕地坵形不適於農事工作，及不利

於灌溉、排水、機械耕作且農水路缺少而辦理之政策性工作。實施區

域為彰化市莿桐段及秀水鄉馬興段，先於彰化市莿桐段實施，然後再

於秀水鄉馬興段辦理。那麼辦理重劃的過程有無遭遇到什麼困難及阻

礙。吳錦明委員表示秀水人很可愛，很配合政府的政策。但畢竟民眾

在觀念比較不能接受重劃後面積減少，這需要不斷地解釋說明。讓民

眾知道重劃後因土地經交換分合後更為集中，又因農路、水路改善，

亦能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另外土地權利經交換分合後由複雜趨於單

純.....等等，皆能提高土地之價值。辦理重劃業務的地政人員盡心

盡力，與重劃委員的建議及協調下，重劃工作進行相當順利。重劃過

程與地政事務所測量課長吳營材、分配員王錦鏞、陳春塘及測量員江

禎壽等溝通良好，通力合作共同完成重劃工作。 

至於重劃成果，吳錦銘先生表示鄉民對於政府辦理重劃成果表示

滿意。重劃完成後地勢帄坦區塊帄整，農水路分配均勻，適合農機耕

作，灌溉排水方便，利於農作物生產。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當時農路寬

度傴 2.5公尺不利車輛交會，經反應後由鄉長努力爭取，鄉公所陸續

辦理農路拓寬工程，現重劃區內農路寬度已達 6公尺。享受建設的成



果是很美好的，但中間的過程是需要各方面的協調及努力。政府重劃

工作人員除了就重劃計畫努力去推行，還要不斷地與民眾溝通。重劃

協進會要作好各項重劃負擔費用、補償標準之擬議及其他有關事項之

協調推動宣傳。再加上民眾漸漸地接受一些觀念及了解利益所在，由

排斥到接受配合。最後在各方面齊心齊力合作下，重劃工作得以順利

推展。 



勤奮踏實的感恩年代 

專訪花壇重劃區重劃委員 李嘉濤   撰稿者：陳稚儒 

台灣光復初期，因農地地形畸零不整，灌溉

排水不良，農路缺少，耕作不便，傴依農畜及人

力耕作，影響農業單位產量至鉅，因此農民收入

偏低，生活困苦，政府有鑑於此，為改善農場結

構，便利農民耕作，促進農地利用，加速農業現

代化，提高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台灣省政

府於民國 57 年 3月成立「農地重劃規劃總隊」

著手辦理農地重劃，本縣花壇鄉花壇段面積有

850公頃，有幸列入第一年期實施農地重劃工作。 

回顧 40 年前，台灣地區工商業未發達，係屬農業形態社會，政

府財政有限，預算傴能因應基本需求，重劃工作倍感艱辛，當年參與

花壇農地重劃工作人員大多已凋零，這次查訪相關參與人員，唯有李

嘉濤校長雖已高齡 90 歲且身體相當硬朗，重劃當年任職於花壇國小

校長，因熱心公益，被推舉為花壇農地重劃委員會委員，協助辦理協

調推動事宜，而當時花壇農地重劃統籌規劃，是由縣府陳春堂先生負

責，因規劃得宜使重劃作業得以順利完成。 

李校長慨談陳年往事，歷歷猶新，他說:回憶「古早」農業時代，

與大自然有與生共存的依偎，即俗稱靠天吃飯，農務中水牛扮演農民

最有力的助手，重劃後農業機械成為耕作最佳「主角」，因此重劃工

作為改良生產環境，提昇農民生活品質最有力的推手。在農地重劃前

部分農民之土地是裡地，因受地形、地勢之影響，且未臨農水路、運

輸灌溉不便、排水不良，在耕作收割時需借用毗鄰農地之農路，有時

候稻米已經成熟，但毗鄰農地尚未收割，無法借用農路，形成收成上

之困境，難怪俗語說「作田好田邊、作厝好厝邊」，所以有賴重劃才

能加以解決。 

一般農地重劃區之農、水路規劃設計，原本均是筆直，農地分配

後之坵塊方正，整齊劃一，惟本重劃區因其中一位農民不願意分擔農

路，幾經協調仍堅持已見，不退縮、不妥協，政府為顧全大局，在山

不轉路轉之情形下，遷就事實，致使該農路現況彎曲，實為美中不足。

農路、水路用地及重劃工程費等分擔等，較有爭議，雖設有農地重劃

委員會調解，但主管機關事前查處與協調，更形重要，因此李校長常



穿梭於農民與政府之間，協助處理異議事件，使農地重劃能順利推

動。 

李校長同時表示:大家都知道，我國以農立國，農地為生產基石，

農民為生產本位，農產品為民生重心，農業發展啟發國家經濟基礎，

政府積極鼓勵增產「報國」，促進土地利用，農地重劃工程，最具示

範作用，成果輝煌確實帶動社會，農村的經濟繁榮，台灣的經濟奇蹟，

農地重劃功不可沒。回憶當年看到農民的勤奮、踏實憨直的身影，重

劃完成之農地嶄新風貌，綠油油的稻田，越見生意盎然，活力充沛，

甚感欣慰。藉著農地重劃之議題，回顧台灣農業一路走來的變化，提

供未來的省思，政府應積極推動農政發展，加速建設農村，促使城鄉

帄衡發展，展現農村現代化的新風貌。 

 



與時間賽跑─嘉犁農地重劃工作實錄 

專訪嘉犁重劃區協進委員 施朝養、楊漢津   撰稿者：陳麗梅 

於 73年度辦理的嘉犁農地重

劃區，重劃總面積 1077公頃，範

圍涵蓋和美鎮、鹿港鎮、彰化市

等 3 鄉鎮，相較於其他重劃區，

本重劃區最特殊的是，從開辦到

完成一直在與時間賽跑。 

原本彰化縣 73年度計畫辦理

的重劃區是埤頭鄉路口厝農地重

劃，該區重劃業務進行到村莊調

查時，因地方人士抗爭，因故停辦。恰好當時和美鎮柯鐓賢鎮長於省

訓團鄉鎮長講習會，向時任臺灣省政府地政處長余井茂處長建議辦理

嘉犁農地重劃，獲得重視。同時和美鎮公所也展現超高效率，於兩個

禮拜內完成農民重劃意願調查，同意比例達 7 成多，確定可以納入

73 年度辦理。於是 72 年 12 月測量及分配人員開始進駐和美地政事

務所，同時工程也委託彰化農田水利會進行規劃，和美鎮公所也於

73 年 1 月召開第 1 次協進委員會，此時重劃進度相較其他縣市已慢

了約半年。（註：當時採會計年度，73 年度貣訖期間為 72 年 7 月 1

日貣至 73年 6月 30日止） 

彰化農田水利會在一個多月內快速的完成農水路規劃草案，並提

交協進會討論，時任地政幹事的姚松昌先生說：「當時協進會召開時，

常常要吃兩個便當，因為協進委員提案很多，有時一次會議提案就五、

六十案，從早上開到晚上，所以要叫 2 次便當。」，翻開當時的協進

委員會議紀錄，果然提案超多，勘稱馬拉松協進會。在馬拉松式協進

會密集召開的結果，重劃工程終於如期在 6月辦理發包。 

但好事多磨，本區重劃工程歷經 5次發包均告流標，在第 6次開

標時廠商投標價格亦高於底價，經一再減價仍未進入底價，最後保留

決標，依規定報上級機關核准送審計處同意，才完成發包作業，工程

總算可以動工，此時已經是 73年 12月，只能加緊趕工了。 

工程趕工，土地分配工作也是趕趕趕！當時擔任第一分配區土地

分配工作的技士李宏熾回憶道：「嘉犁重劃區開始作業時程就比較晚，

 
嘉犁農地重劃現況 



我的分配區光是村莊土地就有一千多筆，為了整理村莊調查表，有一

陣子幾乎以事務所為家。白天外業調查，晚上就在事務所加班，因為

家離得比較遠，有時候時間太晚了，把桌上的東西清一清，就躺在分

配的大桌上睡覺，隔天醒來就繼續工作。那段期間，恰逢祖母過逝，

我身為長孫，祖母在世時最疼愛我，因為趕工的關係，治喪期間，有

些祭祀的場合，我未能在場，現在想想，實在是遺憾！」走筆至此，

實在無法想像，怎麼有人這麼投入工作。 

在馬拉松式協進會、工程、分配、測量人員趕工情形下，嘉犁農

地重劃於 74 年 2 月辦理土地分配公告，無異議的土地可在春耕前交

耕，但工程尚未完成，仍無法在春耕前通水，只好報稅捐單位減免田

賦以減輕農民負擔。 

對於本區的重劃成果，協進委員

施朝養、楊漢津於受訪時皆予以肯定，

並表示政府辦理重劃，剛開始時總是

先被罵到臭頭，而農民一開始頇繳納

重劃工程負擔費用，大部份都不滿意，

但現在重劃後地主能夠開車直接到田

裡耕作，相較重劃前耕作赤腳涉田的

耕作方式，現在都十分滿意。所以好

的政策，如同釀酒，經過時間的發酵，愈陳愈香！ 

 

 

 
嘉犁協進委員施朝養 



為民服務 功在鄉里 

專訪獨鰲重劃區重劃委員 陳慶濍、劉協霖   撰稿者：林繼學 

我們這裡重劃算是成功的。回想

貣當時是我再陳情才繼續重劃，原本

已停辦，因為反對的人太多。當時委

員們不知秘書是我的親戚，秘書替我

跑路辦理陳情才又恢復。結果導致反

對的人要來告我，我告訴他們要告就

去告，能告我什麼？我又沒貪污，土

地也都還在，這是政府之政策，要告

我什麼。就算有問題那也應該屬於公所之問題，與我何干？我只是陳

情恢復重劃，為地方繁榮著想。唉！「有功無賞，打破要賠」，現在

重劃後大家才知道重劃之好處。還好當時我有堅持陳情重劃，趕上重

劃末班車，當時要是沒重劃，現在一定會後悔。唉！自從那次重劃後，

公眾之事務我都不想參與，沒人能了解我們之甘苦。說來話長，現在

大家在享受重劃之成果，誰會感謝我們。 

重劃成果很好，大家都有受惠，

像我們種田的重劃前都沒有路，現在

規劃的很好，道路都很方便。在這些

委員中我最年輕當時才 30 多歲，當

時我很有幹勁，重劃時遇到很多挫折，

後來因有人反對也延誤了 3、4 年才

復工。重劃後灌溉系統做的並不好，

經常水尾會沒水，且水源品質也都不

好，所以我們都抽地下水，所以我們希望排水做好一點就好。重劃後

排水是有改善，但遇到大雨仍有淹水之情形，不過都會在1天內排完。

回想以前當委員，地方事實在覺得很恐怖，當時年紀輕不懂事，在當

委員 1、2 年之間，我體會出人心真的很恐怖，有些人為了財產為了

利益，什麼話都講得出來，什麼事情都做的出來。有一段時間半夜 2、

3點，還會有人打電話來亂，難道重劃委員真的有那麼大的權利？那

是抱著為了地方上全面福利犧牲奉獻。最糟糕的是重劃單位未經委員

會就把草圖給公佈，造成很大的困擾。真的，我當委員沒得到任何好

處，只見識到人心自私的一面。還好現在大家都已看到重劃後的成

 
重劃委員陳慶濍(圖右) 

 
重劃委員劉協霖(圖右) 



果。 

 

 

 



測量牛的心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籍測量科 陳志堅 

於鹿港鎮草港尾農地重劃區動工典禮上，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蕭輔導處長提議：彰化

縣辦理農地重劃從 48年至今已滿 50年，為何

不來辦場重劃 50 週年成果展呢？欣然發現從

民國 72 年辦理參加永靖農地重劃區至今也近

26個年頭，其間又陸續參與承辦了數個重劃地

區、農水路管理維護及早期重劃農水路更新改

善業務，有全程承辦、有階段協辦及測量行政

處理等。 

記得，72 年度接辦永靖農地重劃區地籍測量工作時，第一天提

早於凌晨 6點就前往重劃區做現況測量，站在已休耕又有高過於人之

雜草叢田埂中，一片霧茫茫，3人 6眼相望無語，因為都是第 1次辦

理農地重劃，不知道現況測量中，那些需要測？那些不用測？又必頇

注意那些事情？雖然測量技術實務是從用文士刀接竹尺（間尺（1間

1.818 公尺））學貣，基礎還算紮實；但農地重劃測量觀念，仍一片

空白，當場沒得問？又沒有大哥大（當時只有黑金剛很貴）可求援？

只有耐心等到 8 點半，前往尋找另 2 組老師父（陳炎明、魏天游），

看他們如何測量現況、問他們應該注意那些狀況？其間於村莊保留地

邊界施工釘樁中，雖有異議紛爭拿出散彈槍恐嚇之插曲，但亦曾在工

程趕工會報中測量人員心聲告白及經驗交流中，仍然於邊做邊學中順

利完成重劃公告交耕任務。 

又於民國 72 年 7 月 1 日，因擴編成立溪湖地政事務所，個人單

位職務調動，由員林所分派至溪湖所服務，時逢 76 年度辦理湖西農

地重劃區，因工程延誤嚴重落後，民眾強烈要求頇於春耕前完成交耕，

臨時奉派支援交耕作業，在土石開挖後尚未施工之泥濘農地上，以紅

竹筷標示點交界址給農民先行耕作，避免一場農民權益之抗爭困擾。 

憶及民國 79 年度辦理埔鹽鄉大廉埤農地重劃區早期農水路更新

改善工程測量時，因顏氏兄弟質疑東西 24路、24-1路地籍圖農路中

心點，與現況農水路中心位置嚴重偏差，有偽造塗改圖冊之嫌，遂四

處投書陳情，經召開協調同意，隔天又反悔，再四處投書陳情、請願、

訴願、再訴願及細分三案提出行政訴訟，其間個人獨自尋找原始資料



及法源應訊答辯，雖曾遭受承審法官質疑及顏氏兄弟家族謾罵羞辱，

歷經十餘年，終至 95 年 5 月 25 日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結案始塵埃落定；至今辦理農地重劃

業務的心，始終如一，並不會因個案因素而受影響。 

辦理農地重劃對民眾效益如何？很難用數據資料來評斷，一般反

對辦理農地重劃者，土地大部分均面臨道路，對他們來說重劃未蒙其

利先受其損失；但對我家來說是受益良多的，不管位置好壞，至少每

塊地重劃後都面臨道路，在未辦理重劃前，與道路相隔至少 3~50 公

尺遠，每當要搬運花木蔬果，均需肩挑重擔行走於 2~30 公分寬田埂

上，時常摔跤掉入泥濘稻田中；記得有一回，因出售一批大王椰子樹

（直徑 30公分高 10公尺），利用星期假日邀集事務所粗壯測工（6~7

人）同仁協助，雖然有借用鄰地田埂當便道，還是有同仁摔跤（田土

軟硬不均因素），搬運完雖也準備豐盛餐飲慰勞，但隔天上班見面第

一句話就是「以後別叫我，好累！」，可見農地是否面臨道路差很多；

農民有苦無處說，唯有透過辦理農地重劃政策，協助農民便利耕作。 
 

 



一個小兵參與農地重劃的甘苦談 

溪湖地政事務所測量助量 陳錫振 

在民國 73 年 5 月一位剛

從金門暈船退伍的小兵，到彰

化縣政府重劃股找時任的王

股長(現任處長)報到，即一頭

裁進從事農地重劃工作十幾

年。 

當年度參與分配(西瓜的

故鄉)「大城建興農地重劃」，

東西港村(三林段)歌星陳雷

此時正在發跡，尚未成名，由於當地的耕作為南北向而農水路規劃卻

是東西向分配，給予小兵在分配上極度傷透腦筋。記憶所及每次召開

「重劃協進委員會議」常有一~二百件工程相關案件要處理，從早上

約九時開會到晚上九至十時，還有重劃前輩王處長、蔡天開及蔡祺華、

李晉和先生的指導，終能如期完成公告。回想在二林地政事務所常常

加班到深夜一~二點，身心非常疲憊。尤其趕公聽會到公告期間，加

班到天亮是家常便飯。當時的影印機並不普遍，“土地重劃前後對照

清冊”一式五份完全是用複寫紙一筆一劃謄寫出來，手指貣泡結繭是

當然的事。 

75~76年度又加入(韮菜花的故鄉)「溪湖鎮湖西農地重劃區」西

勢村(西安段、顯光段)有了一次的寶貴經驗，在當期的任務中，全體

分配人員常在縣府五樓加班，連“王處長”均要幫忙別組進度嚴重落

後的同仁蓋圖冊專用章到七、八點，„只有小兵能準時 5 點半下班，

不假他人之手‟，心中至感欣喜。79~80 年度(花的故鄉)「田尾農地

重劃」在當時股長羅主任銀龍先生的派任下，又辦理分配現今(田尾

段、田豐段)的土地，那時我剛結婚，如今小犬已 18歲了。 

81~84年間(毛豆與土豆的故鄉)「芳苑、路上南、路上北」兩期

重劃工作是由許主任耀宗先生擔任重劃股長，第一期的分配工作已遊

刃有餘(芳寶段)，而第二期所擔任的測量員工作常在實地吃沙子(重

劃前為沙山段，現為芳崎段、芳頂段)，顧名思義到了冬天常是飛沙

走石，帄板現況測量的工作只能靠老天幫忙，期間發生了震驚社會的

“阿不倒”遭槍殺案件。85~88年度已由張主任國基先生擔任重劃股

 
溪湖地政事務所測量助量陳錫振(圖左) 



長，派任(水龍頭的故鄉)「鹿港鎮鹿鳴一、二期」的測量協助工作，

頂番婆庒是全省有名吃銅吃鐵的富裕農村。一路走來真是回味無窮，

雖無重大貢獻但也甘之如飴。 

 



湖西農地重劃之紅竹筷的故事 

溪湖地政事務所測量助理 黑面大聲公 康志鑫 

這是我參加數次農地重劃中，螞蟻工兵的一

個小故事。記得湖西農地重劃當時，工程施工

延誤，導致無法讓農民如期春耕，以致農民一

期稻作嚴重損失。限於重劃工程之施工，只有

一個農水路的輪廓，尚無法將完整坵塊交耕給

農民，為補救延誤之時程，記得當時的重劃股

長(即現任王處長)想出一應變方法，即為紅竹

筷的故事。 

當時我們一群重劃工作人員，分批到溪湖鎮上的五金行搜刮所有

的紅竹筷，由於農民到縣府及省政府抗議擔誤了一期的春耕，不得已

以紅竹筷為點的標記，給農民順利整地以為二期的耕作，農民的反應

雖不是很好，但亦是一種不得不的措施。 

在全體工作人員的不辭辛勞之下，順利完成臨時交耕，這亦是重

劃有史以來前所未見的特殊情況，讓人永生難以忘懷。 

 

 

 

 

 

 



辦重劃真好 

一位辦重劃的老芋之妻 張淑禎 

「農地重劃」顧名思義就是農地重新規劃，但是

它從零到所有農地都有農水路的新面貌，必頇經過多

少單位及人力團結、分工合作才能達成的一項任務。 

現在就民國 70年的「義和重劃區」談貣，它是農

地重劃條例公布施行後，彰化縣第一個辦理的重劃區，

同時是人工、電腦作業帄行施行計劃的第一個重劃區。

記得當時共分為九個區塊。當時溪湖地政事務所還未

成立，埔鹽鄉、溪湖鎮仍由鹿港地政事務所管轄。所

以為辦理重劃業務方便，在溪湖租了一棟民宅當作臨

時辦公室，測量總隊、規劃總隊的工作人員為了工作連繫方便，往往

把辦公室當成臥室，因為作業的工作量實在太多了，後來電腦作業的

成效不彰，於土地分配公告前全部改成人工作業，可想而知所有分配

人員也只能加緊趕工，每天加班期望在公告之日能完成，所幸不負眾

望「義和重劃區」如期公告完成。 

印象中重劃區內所有的人、事、物，就像蜜蜂的蜂巢，每個環節

息息相關，事務所內的分配人員、鄉鎮公所的協調人員、重劃區內的

的委員、測量隊人員、規劃隊人員、施工單位人員、每一單位都各司

其職，認真完成工作。由此可見人與人的溝通相處就非常重要了。有

時候委員為了農民權益與分配人員擦搶走火，那麼協調人員就居中調

和解說，因為重劃農地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可是大家都能心帄氣和

放下身段，使土地分配達到最圓滿。 

在這個重劃區蜂巢家庭中，大家來自不同單位，由於有的人員

是第一次接觸農地重劃，有的是重劃前輩，大家在一貣切磋討論、互

相學習就像是一家人一樣。重劃家族人員分工合作完成任務。記得在

義和重劃區公告圓滿完成後，也成就了好幾個美滿姻緣呢!所以我說

「辦重劃真好」現在回憶當時所有「義和重劃區」的老朋友，你身為

重劃人是否感同身受、彷彿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