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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因應經濟快速發展、人口都市化、生活品質提升及產業變動等因素，為

使土地有效利用，實現國家政策，土地整體開發益顯其重要性，一個完

善的開發計劃效益不僅及於當地及週邊社群，且有助於提高整體社經環

境，更可配合各項全國性重大公共建設，大幅提升國家總體競爭力。然

而，配合都市計劃進行的整體開發土地區塊通常含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土

地，依據台灣都市計劃法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以一般徵收、區段徵收或

市地重劃取得。唯近幾十年來地價大幅上揚，造成民眾以補償地價不足

對抗整體開發案，致使開發案一再延宕。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及法令探

討，以整體開發案為研究主軸，說明在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二種開發模



式下，引入民間單位提供資金及土地的法令規範、成本效益分析，最後

並比較二種開發模式的不同。從中可知近年來政府在執行整體開發案所

遭遇到的困境及挑戰。不同開發方式的選擇應配合不同開發案當地政府

的財政狀況、當地開發需求、建設效益等因素而定，然而此類決策影響

重大，影響因素複雜，相關研究亦試圖尋求一套適宜的理性決策模式以

供政府機關執行整體開發案時使用。 本研究試圖以 AHP 層級分析法將

土地整體開發案複雜的決策準則分為幾個獨立的階層，並訪談專家學者

取得對各準則因素的相對權值，最後得出最適的整體開發方式。又台北

縣幅員廣大，臨近大台北生活圈，因應近幾年經濟快速起飛，配合城鄉

改造急迫需求，刻正有 51 個都市計劃案推行中，研究者於台北縣成長且

擔任民意代表，深知台北縣政府在整體開發案上推行不遺餘力，但仍面

臨諸多困境，故本研究以台北縣為個案研究對象，期能為台北縣整體開

發案提出最佳決策模式，加速後續開發進度，提升台北縣民優質的社經

環境。 在個案探討及 AHP 層級分析後，本研究結論認為：綜合而言，

市地重劃為台北縣土地開發方式最適化方案，本研究擇定之四大評選準

則：「民眾權益」、「建設效益」、「財務負擔」及「市場狀況」做為

土地開發決策評選準則可提供正確且一致的最適決策。而各準則下之細

準則亦可提供穩定且一致性的決策。另本研究各分層不一致性指標皆小

於 0.1，敏感度測試亦顯示最佳選案高穩定度，表示本研究在評選邏輯上

具備相當程度之信度，故所建構之 AHP 模式的計量評估架構應能提供相

關單位，在構建土地開發方式最適化方案時更為客觀、周延的決策參

考。  

摘要

(英) 

L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at is used to effectively utilize land and 

realize national policies, has come into view thank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promotion of living quality, and industrial 

change. A sound development plan is not only contributable to the local area and 

peripheral communities, but also helpful to progress the overall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which in turn along with other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ould raise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private land is likely to be one 

problem in the planning of urban l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aiwan’s urban planning laws, land for public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acquired 

through means of general expropriation, zone expropriation, or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The bulge in land price in the few decades has caused citizens to 

fight against the land development plan due to the uncovered just compensation, 

which then puts off the project progress. Drawing upon past literature and current 

laws, this study put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oject as the main frame 

and demonstrates the difference of two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s,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zone expropriation, through examining both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laws pertaining to capital or land offered by private sectors. During 

the analysis,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government when push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The way of 

development should rely on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local 

demand, and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Nevertheless, such kind of decision is 

influential and may be affected by complicated factors. Therefore, a stream of 



researches also try to look for an adaptive and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model that 

can be used by governments in implementing the l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This work aims to categorize into a few hierarchies the complex decision 

rules of l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oject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know the optimal alternative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this research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to obtain the consistency 

ratio and weights of each factor. Besides, Taipei county is of great territory and 

nearby Taipei city. With the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and the urgent demand for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Taipei country, 51 urban projects are currently 

proceeding. As one of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e researcher deeply knows that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of Taipei county has spared no efforts in pushing l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ots of difficulties are still left to be resolved.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uses Taipei county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anticipates 

to propose an optimal decision model for the l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aipei county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and AHP, this work 

concludes that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is the optimal alternative for Taipei county 

to develop lands. Four criterions are selected as the most suitable and consistent 

indicators in lan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hat is: citizen’s rights,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financial burden, and market demand. The sub-criterions under each 

criterion can also provide stable and consistent decision. Moreover, the 

consistency ratio hierarchy is less than 0.1. The sensitivity test as well reveals a 

high stability of the optimal alternative. In other words, this work is of high 

reliability and the framework assessed through AHP is referable. Serving as a 

more objective and careful decision making model, this framework is contributable 

in choosing the optimal alternative of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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