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相見歡 
農地重劃 50週年成果展籌備座談會集錦    
(98年 6月 6日於田尾鄉菁芳園) 

 

王銀和先生（彰化縣政府地政處長、座談會主席）： 

歡迎大家抽空前來參加此次

座談會，也很高興見到很多老朋友，

希望大家能以輕鬆的方式與心情，

一起在花團錦簇的田尾相聚，來抒

發表達個人參與彰化縣農地重劃

的心情與感想，增添 50 週年成果

展紀念專刊的光彩。 

 

許瑞明先生（內政部中辦科長）： 

王處長、蔡副處長、各位主任、各位農地重劃方面的好朋友們早

安。很榮幸今天能有這個機會跟大家見面。我跟彰化很有緣，曾在芳

苑鄉路上北辦農地重劃，因為我

在地政處是主辦地籍方面的，農

地重劃方面其實我是外行，那時

候大部份都是依賴許耀宗許主任

(當時擔任重劃股長)及張士川、

張國基、李宏熾還有胡森榮等人

的幫忙，有他們負責重劃相關業

務，讓我就輕鬆很多，不過當時

也發生很多特殊的狀況，例如在重劃土地分配公聽會的時候，分配草

圖一公布時，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的人員都會派員去解說，當時民

眾因為對分配位置不滿意，而粗言粗語，我們工作人員，都要非常有

耐心的去協調，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不過也因為前線同仁的辛苦，

才能如期完成重劃工作；彰化縣要辦農地重劃 50 週年的成果展，需

要有一些心得感言，在第一線的同仁應該有一些刻骨銘心的故事，當

然，地政工作不只有重劃，只是農地重劃是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

一直說，農地重劃是大地的美容師，不只能讓環境、景觀變好，也能

讓農民能很順利的耕作，農地重劃非常有意義，但是過程是非常辛苦

的，今天很高興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都非常不錯，而我也利用這



個機會感謝大家，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張嵩林先生(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退休人員）： 

彰化縣各位長官、承辦人員、各

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有這機會

來參加彰化縣辦理農地重劃 50 週年

成果展籌備座談會，心裡感到非常高

興；小弟自 54 年就被派來埔鹽鄉埔

鹽埤辦理農地重劃工作，亦曾到溪湖

鎮辦理湖西重劃區等，回想起來還記

得處理過程中，農民陳情案件很多，

協調說明很費心力，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印象中彰化縣到目前已辦理

農地重劃計有 57區，37,243公頃，是全省辦理區數及面積中，排名

數一數二的縣市，很高興有機會曾參與彰化縣農地重劃區的工程，能

促進農民耕作灌溉、排水及交通運輸上的方便，仔細回想起來，農地

重劃工作雖然辛苦，但確實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施哲雄先生（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退休人員）： 

在報告之前要先跟王處長跟許

主任表示感謝，因為 74 年我到大城

鄉建興重劃區的時候，王處長當重劃

股長，當時施工陳情件很多，每一次

重劃委員會開會，每天討論的案件常

常有 100件以上，那時候幾乎每天都

要開會，實在是一種疲勞轟炸，每天

都要處理案件糾紛調解，那時候，王處長和我甚至利用晚上出去調解，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王處長；後來路上北、路上南，和獨鰲重劃區規劃

設計的時候，許主任當重劃股長，那時我接辦重劃工程，在施工的時

候，也有一些重劃糾紛，很感謝許主任的極力幫忙處理，才能順利解

決問題。我雖然是彰化縣人，不過因工作關係，大部份時間都是住在

外地，偶而才回來彰化玩，我應該算是出外人，偶然機會回到彰化工

作，對於地方上的人事種種，並不是那麼了解，所以那時候的重劃股

長和重劃股的同仁，是我們工作上最大的助力，若是沒有他們的幫助，

重劃工程就沒有辦法那麼順利進行。 



在獨鰲規劃設計時，我記得有一次去開會，重劃委員自以為自己

是民意代表而趾高氣昂，許主任當場氣到不想跟他們談，我們倆人一

起離開會場。辦理農地重劃面對的是農民，因為農民對工程專業並不

是完全了解，那時農地對農民的生活來說非常密切，不像現在因為農

業景氣不是那麼好，大家比較不會那麼看重，當時農地對農民的重要

性非常大，所產生出來那種敏感的反應，讓我們在辦農地重劃的時候

特別困難，所以要特別感謝這兩位重劃股長的支持。 

另外，我在 53年曾到高雄三民區參加市地重劃工作，直到 55年

回來，持續參加重劃工作應該有 20 多年了；剛剛許科長也有講過，

番社重劃區是我們釘定全區之測量基線及導線控制，當時彰化要到鹿

港的主要聯絡道路是彰鹿路，途經大榮貨運公司，其旁邊那條南北方

向之農路上，有一棵很大的木麻黃樹，造成測量視線不佳，當時沒有

電鋸，只能用手鋸、柴刀來完成清除作業，非常辛苦。 

再來當辦理鹿鳴（一）（二）的重劃工程規劃設計時，農民對農

路路寬的要求是 5米寬，而當時的臺灣省地政處只准許設計 4米的寬

度；所以我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辦理過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當時

應農民要求規劃設計 5米路寬時，送工程設計審查未能通過，設計圖

只能改回 4米的路寬；待工程設計審查通過，辦理工程發包給營造公

司後，再辦理變更設計改回 5米路寬，這中間辦理的時程是非常緊迫

的，所以在趕辦過程中，難免有些疏忽，且有部分的道路因受限於其

現況，根本無法修改，後來因此而被處分。但因所辦理的農地重劃農

水路設計，是依照彰化縣農民的需求，才改為 5米農路路寬來變通因

應，即使受到處分，也感到心安理得。 

另外在大城重劃區、線西重劃區這兩區，因為有防風林，這兩區

因為靠海邊，我發現到現在台灣的氣候有漸漸轉變，比較不會那麼熱，

而線西是利用防風林拓寬做農路，發展也比較好，像彰化縣紅毛社重

劃區，為了配合地籍數值化作業試辦，這是全台灣第一個辦理地籍數

值化的農地重劃地區，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模範地區。 

 

賴樹根先生（內政部中辦退休人員）： 

民國 68 年加入規劃總隊，70

年義和重劃區首次到彰化縣，當時

在永靖施工，其間過程是苦中有樂；

記得多年前永靖重劃區街廓才剛完



工不久，為村裡帶來地方發展的新契機，後來拜訪時農民時也受到熱

烈歡迎，甚至有農民到工務所邀請工作人員到其家裡用餐；當時重劃

工作雖然很辛苦，但是農民都很熱誠相待；現在回憶起來雖然工作辛

苦，但重劃確實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後來曾與王處長在下茄荖重劃區一起苦戰過，因為那裡地形比較

特殊，高高低低起伏很大，排水溝渠也很寬大；當時看了重劃區地形

圖之後，發現區內地形彎彎曲曲，往東往西均非常複雜。但是溝渠設

計採用的施工工法很特殊，是用 1：0.3 坡度的 U型溝，沒有綁鋼筋；

最近再去那裡觀察，發現溝渠迄今狀況仍然良好且很堅固，所以有需

要重新檢討，U型溝設計是否還有必要加鋼筋？另外之前在下茄荖重

劃區，水利會都會設計使用制水門，因為重劃比較專業，加上高低水

位落差大，我們就用溝中溝，這樣的話就不用制水門，下大雨的時候

也就不需要派人去開水門，也不會發生水淹村莊的現象。所以後來我

到地政處服務以後，一直在推廣這個概念，儘量不要用制水門，改採

用溝中溝的方法，往上游積水，但先決條件是坡度要大，這在苗栗地

區和台中以北地區都非常可行，而這個體認經驗，也是在下茄荖辦理

重劃的一個心得。 

我也很感謝我們現在的王處長，那時候他很辛苦，也非常有人緣，

原本有的一些紛爭，在他調解之後都能順利解決，這是他令人佩服的

地方，在這裡要特別感謝他。 

再來就是我進去地政處工作後，曾在全省的重劃人員面前，提出

一些感想跟大家報告，以前我們沒有先期規劃設計，但現在雖然已有

先期規劃設計階段，仍不可避免的有變更設計情形，其實問題乃是出

在農民的認知上，因為農民不是工程人員，他關心並有看到土地怎麼

重劃、怎麼分配，但是其認知上仍是不夠明瞭重劃的內涵，在這方面，

雖然我們一直在說明溝通，但是到後來仍有需要變更的情況；而且每

位老百姓的情況都不一樣，有的很聰明什麼都懂的，就會有許多意見，

完全不懂的，則會質疑重劃的公帄性，造成協商的困難度就會提高很

多；像早期時在苗栗縣的重劃區，因為重劃需要經費較高，包商承攬

意願比較低，後來決定改用 U型溝，不只可以節省用地，之後標售抵

費地時，每戶甚至可以發回 40 萬，成果反應非常好，到後來全省都

用U型溝來處理；但是因為使用面積過大，而對生態造成很大的衝擊，

這情形也曾開會討論過，但沒有一個結果。我的建議是溝渠靠路邊的

部份用 1：0.3或 1：0.5的坡度，靠田部份溝渠能穩定就好。 



總之，辦理重劃過程的辛苦，點點滴滴有苦有樂，若是以後有機

會，再以文章的方式和大家分享，謝謝各位。 

 

林淑珍小姐（內政部中辦科員）： 

處長、副處長、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跟農地重劃結緣是從 87 年開始，

和彰化縣的農地重劃結緣也是 87年，

這 11 年來在彰化縣核定辦理之重劃

面積，合計未達 1000 公頃，總面積

大約 800-900公頃之間，因為我都是

在中央，不是在第一線，所以比較沒

有像在第一線的那種甘苦的經驗，從 87 年與彰化縣農地重劃結緣以

來，今天來到這裡，真的發現到自己在農地重劃來說還是個新生，對

於前輩們為農地重劃工作的付出，心裡真的十分感激與佩服，因為我

沒有什麼第一線的經驗，不過回去之後，我可以就最近幾年的重劃工

作經驗，用照片、文章集結整理出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詹傳旺先生（彰化地政事務所退

休人員）： 

今天真的很感謝，有這個機

會來參加農地重劃 50年成果展的

籌備座談會；我印象最深刻的一

件較特殊的事件，那是在 76年湖

西重劃區，當時我在地政科裡面，

有一位郭姓土地分配人員，在土

地分配公聽會前一天，這位柯分配員因身體極不舒服而請假回家休息，

明天就要舉辦公聽會了，因土地分配圖尚未交出來，沒辦法情況下，

我們一群人包括張主任，趕緊到去那位分配員家裡，請他到辦公室趕

工，張主任甚至跟那位分配人員說：「你要死也要死在鹿港地政事務

所」。因為土地分配的工作，別人沒有辦法代理，那位分配員只好抱

病連夜趕圖，直到公聽會當天早上，分配草圖趕出來為止，其他的同

事只能在一旁陪他到天亮；即使知道那位分配員的身體非常不舒服，

但是土地分配結果，關係到民眾的權利，更不容稍有疏失；有些人可



能會覺得張主任的話有些不盡人情，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得不如此，

也讓我對那位分配人員連夜抱病趕工的行為非常感動，對這件事情令

我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難忘。 

 

李秉榮先生（彰化地政事務所退休人員）： 

各位長官、各位同事，今天很榮幸來參加

這個會議，我在 51年退伍後，52年就參加社

頭重劃區工程，在 53 年東崎重劃區工程負責

畫圖，那時候是呂世明當縣長，裡面只有一位

分配人員，而當時的鹿港地政所主任王天明，

就把那位分配人員調回來參加重劃工程，以前

做重劃的時後，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有候

需要到溪湖鎮、埔鹽鄉工作，最遠要到埤頭鄉，所以當時沒有人要做

重劃工作，而王主任就說我一定要去做，我每天早上 5、6 點，就要

騎腳踏車到工作地點做調查；之後做大廉埤重劃區時，吳縣長當重劃

會議小組召集人，負責督導農地重劃業務，在辦理重劃公告第三天，

就要求到實地了解，而且要有分配人員陪同說明，而當時的分配人員

剛好放假，王主任指派我陪吳縣長一起到重劃區勘查，走到那裡都有

農民要請客吃飯。後來縣府確定要辦理漢寶農地重劃的時候，吳縣長

與洪鄉長指派我擔任該區的土地分配人員；在辦理土地分配公告的第

二天，有人檢舉，說我和洪鄉長有關係，而被要求到地檢署接受調查，

調查之後雖以不起訴處分結案；但洪鄉長感到很不滿，反過來要對檢

舉的人提誣告之訴；後來經過協調，由檢舉的人登報道歉後，洪鄉長

才願意撤銷告訴。我在漢寶重劃區工作時，曾建議鄉長在土地分配公

告之前，能事先公開徵詢民眾意見，待協調處理後再行辦理公告，或

許是鄉長能採納這個建議辦理，故漢寶重劃區公告後，並無任何異議

案件。以上是我認為比較特殊的事件，在這裡提出來報告，謝謝各位。 

 

蔡天開先生（彰化縣政府退休人員）： 

王處長、蔡副處長、許科長以及各位長官大

家好，今天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一定會講，重劃的工作有好幾種，工程、土

地分配、地籍測量等，為什麼我要特別講「協調」

來與大家分享呢?因為到重劃最後，不管是縣長或



其他主管，碰到重劃股長一定會問：交耕幾 ﹪了？這一區的交耕有

多少了？有沒有異議案件？分配的糾紛若是沒有協調好就不能交耕，

而我不論工程、分配、測量的協調都會參加；我本身是在日據時代受

教育的人，而且我的工作就是負責重劃業務協調，每天到實地與農民

溝通，都是講台語和日語，所以國語很不輪轉。 

在民國 72 年義和重劃區有 1,303 公頃，原本使用帄板測量，但

因想節省人力，而改用成功大學的航測與光波測距儀，成果出來卻與

圖根控制點差了 1.5米，航測較適合用於調查分配與工程設計。共發

現 6000多筆錯誤，其中有 3000筆需要協調，很多辦理重劃協調的辛

苦是無法言語說出來的。 

有一件協調案件是分配造成錯誤，原本農田為東西向，工程改成

南北向，農民施太太不願照分配結果耕作，影響到其他農民。當時我

到農地時，施太太正在除草，我詢問說農田分配的不錯怎麼不願意接

受？施太太說因她是寡婦，家裡只有她一人，沒有人可以幫忙。我以

同理心的心情對她說，我母親也是寡母，要養家、照顧小孩很辛苦。

施太太抱怨兒子不孝，在外地工作一年半載都不回來，也沒有拿過半

毛錢回來孝敬。我與她談心之後，施太太態度有點軟化，願意參加協

調。協調時施太太的兒子也到場，我故意跟施先生說，他母親說她兒

子很孝順，常回去陪伴她，還拿生活費給她，很貼心。結果施先生嚇

了一跳，整個表情都變溫和了。經過說明之後，同意接受土地的分配

位置，還載他媽媽回家。此件案可以協調成功，也使母子和好，令人

欣慰。當我過幾天再去看，重劃分配工程已順利完工，施太太流淚牽

著我的手說，你這位先生有公德，好人會有好子孫。我覺得做重劃能

得到這個回饋，再辛苦也就值得了！ 

有一次在湖西重劃區協調時，因土地分配面積不足，但因忘了詢

問測量人員該協調案更改後面積，所以沒辦法當場處理；詢問民眾想

要領差額補償費或更改土地分配面積時，卻遭辱罵，當時我也很生氣

想回罵，但是又怕民眾生氣，掉頭就走而無法協調，只好忍住氣，並

心帄氣和的告訴他：「先生，你比我小兒子年紀還要小，怎麼火氣那

麼大」，這位民眾才變換口氣說：「我不是在罵你，是罵縣政府」。之

後我告訴他，你的土地兩邊都沒有劃餘地，只有南邊還有一塊劃餘地，

可以分割部分土地，來補足你分配不足的土地面積，民眾才答應，因

此也協調成功。 

在建興重劃區，有一間瓦窟工廠座落在劃餘地上，該間工廠主人



的土地卻被分配在工廠後面，該工廠劃餘地被拍賣時，其鄰地所有權

人都有優先購買權。讓工廠主人很緊張，去二林地政事務所陳情，但

分配人員說因公告期間未異議，如今已公告確定了，所以不能更改。

但在拍賣時，經測量重新計算，發現原分配面積不符，經協調後把劃

餘地分到工廠後面，工廠座落土地分配給原主人。過了 3、4天之後，

我兒子打電話告訴我，二林有位姓吳的先生找我。我因長時間在協調，

都不把家裡的電話給別人，以免常有拜託電話。我去找吳先生時，他

包了二萬元要給我。吳先生說：「他們夫妻倆哭了 2、3個月都沒有人

要理他們，只有我幫他們解決問題，為了答謝我」。我告訴吳先生，

這是我們測量錯誤，只是把土地還給你們而已，並無什麼人情可言。

又把紅包還給他們。 

因為協調的經歷，讓我救了二位辦重劃的工作同仁。一位同仁被

民眾告到法院，幾乎被解職；我教他說，到法院時只要說該農地重劃

案件，正在協調處理中。結果告不成功，讓民眾很生氣的罵他。另一

位是剛考試進來就被派去辦分配工作，不小心將一塊墓地分配給別人，

墓地主人則分配到其他農地，結果被罵得很慘。哭得很慘，想去跳海。

結果我告訴他一句話「離離丫剎」(台語)，後來他就想開了。 

最後，我建議要傳承技術性的專業知識給新進人員，新進人員雖

是考試進入，但普遍缺少實務的認知。當年有位剛考試完就分配至嘉

犁重劃區當測量員，卻不會使用帄板測量，最後請二位資深人員教導

他。重劃工程原本即規劃 100m長度之農田坵塊，作為農水路之設計，

之後是因為我向處長建議說，台灣人很重視地理，若是拘泥於長寬度

限制分配土地，造成路沖容易引發爭議。結果有一區工程人員不聽我

的提議，民眾拿起鋤頭要跟工程人員抗爭。所以工程規劃設計上應該

要有彈性的調整。另外在分配方面，當工程規劃圖完成，協進會剛成

立時，就要委員們在規劃圖上簽名負責，實在不合理，應該讓委員充

分了解農地重劃的規劃設計後，再請其簽名才合乎情理，也才不會有

異議出現。 

 

洪泰瑋先生（前地政士公會理事長）： 

剛聽完蔡前輩的感想後，了解每位做農地重

劃人員背後有許多辛苦的心路歷程。成果公告前

民眾都對重劃人員很好，公告後若民眾不接受就

會不滿甚或動粗。雖然我沒有參加過重劃，但是



2年前擔任地政士公會理事長時，有機會參與地政處主辦的地政盃晚

會，此次非常榮幸參與這次 50週年座談會。農地重劃辦理 50週年，

我也剛好 50歲，人生只有一次 50年。所以我期許大家能努力來籌備

這次盛會，大家都是活的見證，剛剛看到大城鄉重劃紀錄片，可以了

解當時重劃工程施工時，使用什麼工具、農路寬度、溝圳大小、農地

長度，時代背景不同，做出的成果也會不同。前不久時，本次成果展

籌備人員呂東穎有來拜訪我，我有給他一些建議，最重要的是我認為

縣長核定公益頻道只做 10 分鐘的 DVD 影片，影片時間太短，農地重

劃 50週年應該有很多成果可以呈現，當 50年後再來回顧時，才會有

豐富的資訊留給後輩。希望大家多寫些文章分享經歷，為歷史寫下紀

錄。 

 

塗瑤清先生（內政部中辦視察）： 

我於民國 71 年高中畢業，就直接由劉瑞

煌處長引薦進入規劃總隊，一到新竹湖口報到，

隊長就直接給我一把柴刀和一雙雨鞋，到重劃

現場去砍樹。因為那時現況無法通行，防風林

很多，所以還沒學會測量就得先學會砍樹。總

隊長常常會關心重劃施工進度是否落後，落後

就得加班到天亮。我是因為辦理重劃而認識妻

子。84年調到台中縣辦理福安重劃，那時候辦理重劃有不懂的地方，

都是由謝學森科長帶著我到彰化請教許主任，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才能將福安重劃區辦理成功。近幾年又回到重劃相關業務工作崗位上，

因此在這裡聽到多位前輩的經驗，讓我感觸良多。也感謝彰化縣政府

辦理 50 週年成果展專刊座談會，讓付出許多血汗的前輩們說出他們

的感想、經驗。希望利用 50 週年的到來，把以前的重劃精神傳承下

去，讓現在年青人了解前輩們努力打拼的重劃牛精神！也祝大家身體

健康，謝謝！ 

 

許耀宗先生（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主任）： 

今天最高興的是看到 2位好朋友，曾和他們都是一起奮鬥過，路

上南、田中、紅毛社、獨鰲等農地重劃區，在獨鰲重劃時，還因為與

民眾吵架，結果就負氣不開協進會。重劃對我人生的歷練相當重要，

學習很多經驗。民國 81-85年當重劃股長，做重劃、農路整修、農水



路更新，當時各個重劃區都有 900公頃以上。每禮拜都因很多提案而

開協進會，一天吃上 2個便當，吃到後來都不想吃。農水路更新剛開

始起步，第一期是埔鹽鄉大廉埤，共有 24條

農水路要更新，有些農水路需要使用到私人

土地，很多民眾不願意，只施工了 15.16條；

辦理了第二、三期工程之後，陸續有第一期

原反對施工之民眾請議員來關說，但我堅決

反對，雖然是政府的政策，但一定要等其他

地區全部做過後，再回來辦理已作農水路更

新過之區域才合理，實施農水路更新工程比

較辛苦，因工程需使用到私人土地，農路整修就沒有此問題。當年台

灣農地重劃的成果受到東南亞很大的關注，很多國家都派人來參觀實

習。當時在土地改革訓練所受訓，快結訓時會到現場參觀，第一次到

田尾重劃區參觀，那時田尾區剛好完工。還買了獅頭當紀念品送給參

訪人員，但他們應該不懂那獅頭的意義。晚上在員林辦理餐宴，結果

全部的菜不敢吃，只想吃炸雞加啤酒，工作人員最後都把原封不動的

菜餚打包回家。 

 

游永權先生（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課員）：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為一件農民的土地

分配糾紛案而被議員叫去旅社罰站，一個好朋

友請理事長去向議員說明解釋，並非分配人員

個人的關係，是因法令有明文規定而無法配合，

解釋清楚後才解決此事。當時建興重劃區有

1800公頃，得到台灣省農地重劃考核第 1名，

工作人員有記功獎勵。77年因田尾重劃區未發

包出去，故停止辦理重劃，於 79 年再重新辦理，那時就希望辦理的

人員是有重劃經驗的，因此產生了「五虎將」。我們「五虎將」是有

難同當，有福同享，是因辦理農地重劃時，工作、生活在一起，產生

如革命般的情感，是很令人難忘的人生經驗。 

 

黃秋生先生（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主任）： 

農地重劃建立起地政同仁的革命感情，像五虎將到現在友誼依舊

不變。參與農地重劃溝通協調及處理公文的能力會變好。年輕人若有



機會辦重劃就要去承擔並學習，

這樣才會進步。我在民國 68 年

時由田中調回北斗，69 年辦理

永田農地重劃，70 年公告，所

以重劃也做了很多年。在彰化縣

曾大動干戈而被開槍警告的，應

該只有二林區；農民因分配問題

而跳上桌子大聲咆哮，又在桌子

上叉入刀子，另人印象深刻；另外陳情到監察院、總統府的案件，要

協調、溝通，又要辦公文回復，忙的不可開交。72年辦理溪州重劃，

由張學仁主任帶領，每天出錢買菜買肉帶去參訪工作人員，用意就是

要讓工作同仁加班，每一位主任處理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樣，因此也學

到很多。在二林有很多農地重劃的故事，我會儘量把它呈現出來。 

 

張士川先生（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主任）： 

彰秀、大城重劃區施工時，還

沒有機器工具，施工都使用人工，

效率較差。早期有一世糧方案，為

聯合國制度，若是參加農地重劃可

按照面積大小比例補助免費的麵

粉。當年湖西重劃區抗爭事件，有

被登上報，相關報導我有提供給文

物館，若有需要可以調閱參考。重

劃糾紛很多，如永靖羅錦慧，農水路要恢復原狀，拖很久。抵費地最

好賣的重劃區為路上南、路上北，標到晚上又發生打架事件。田尾園

藝區做完後，要求往內地區做景緻區規劃，曾召開說明會，但因意見

多而無法規劃。若完全依照農地重劃條例之規定及規劃原則辦理，沒

有辦法發揮特色。重劃已 50 週年，彰化縣農地面積辦理重劃也佔一

半，比較遺憾的是，自己的家鄉卻都還沒辦理農地重劃。 

 

張國基先生（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主任）： 

我於民國 68年到員林地政事務所報到後，

三個禮拜就被調去辦理農地重劃測量工作，本

來說好只做一個禮拜測量支援，結果竟做了 20



幾年。我當測量人員辦理的第一個重劃區是民國69年線東農地重劃，

大約有 200多公頃；因有測量人員剛調職不熟悉作業，所以測量成果

不好，我只好於婚假後，就與同仁抱著地籍原圖到現場，幫忙施測 5

張比例尺 1/1000 的測量原圖。第二區為廣興農地重劃。第三區是路

上南。我當科長的時候，因民眾農田整地問題，被民眾拿槍恐嚇開了

3 槍，之後愈想愈氣，去喝悶酒又買樂透，結果天公疼憨人，中了 4

萬多元的獎金，請測量助理吃飯。當重劃科長 6年半，對農業發展條

例修改後，農地分割限制減少，卻未對農地重劃後短邊不得小於 10m

之不合理限制鬆綁，覺得應該適當修改法令，以符合農民之需要。 

處長： 

感謝出席單位及人員的熱烈參與，希望各位與會人員儘量提供

所珍藏之重劃史料、照片、文章等，共襄盛舉。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副處長-蔡和昌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長-陳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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