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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重劃範圍及面積區

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市地重劃作業

地上物補償

輔導措施

辦理期程

捌 注意事項



計畫緣起
塭仔圳地區為淡水河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解除及區
域防洪計畫完成後之都市發展用地整體開發規劃，
經內政部指示為配合都市計畫地區實際發展需要，
同時配合國家重大交通建設，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作業。

全面檢討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系統及都市防
災的需求，經103年3月18日第823次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通過本區原則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延續新莊副都心及結合輔大醫療專用區的發展，
將能健全新莊、泰山地區都市機能並促進地方繁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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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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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將本案市地重劃計畫書(第一、二區)(草案)報請內政部辦
理預先審核。104年

• 4月預審會議決議，將調整都市計畫分二階段辦理，以新莊區
中正路為界，以北排除三泰路、輔大三角商城、泰山磚雅厝
路及李石樵古厝等合法聚落為第一區，優先發布第一階都市
計畫並辦理開發作業。

105年

• 12月本案重劃計畫書(第一階段)(草案)第二次報請內政部預審。106年

• 10月內政部退請本府俟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後，再行修正
重劃計畫書報部審議。107年

• 10月辦理本案範圍勘選座談會。108年



計畫緣起 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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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本案重劃計畫書(第一區)(草案)第三次報請內政部預審。

• 6月內政部預審通過本案重劃計畫書(第一區)(草案)。

• 8月4日主要計畫發布實施。

• 8月5日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 8月24日公告本案重劃計畫書。

109年

9月1、2日召開重劃說明會。



276.6公頃
(施工面積271.4公頃)

東：特二號道路

西：泰山區明志路東側

南：輔仁大學及新莊中正路

北：貴子坑溪

重劃範圍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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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範圍

第一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商業區(附)
宗教專用區
醫療專用區
已完成自辦市地重劃地區
特二號中央40公尺部分採一
般徵收已開闢部分

新北大道
中正路
捷運系統用地
高速公路兼捷運系統用地
其他符合都市計畫合法房屋
排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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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重劃範圍
面積(公頃)

項 目
重劃範圍
面積(公頃)

使用
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124.0019

共同
負擔
公共
設施
用地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5.2537

第一種商業區 5.0363 文中用地 7.5602

第二種商業區 32.3952 公園用地 20.5922

產業專用區 1.626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4.8316

電信專用區 0.1111 兒童遊樂場用地 1.8336

停車場用地 0.8667

廣場用地 0.2726

小計 163.171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3744

非
共同
負擔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0.2411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5757

變電所用地 1.1057 溝渠用地 4.1659

交通用地 0.5586 人行步道 0.0204

醫療服務用地 2.8565 園道用地 3.3615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8076 道路用地 55.0377

捷運系統用地 0.0062 綠地用地 0.7018

捷運系統用地兼道路使用 0.0231 綠地兼道路用地 0.3904

小計 6.5988 小計 106.8384
※實際面積應以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實地測量及分割後面積為準。

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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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建蔽率 容積率

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50% 210%

第一種商業區 70% 280%

第二種商業區 70% 330%

產業專用區 60% 240%

電信專用區 50% 250%

非共同負擔
公共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50% 25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交通用地 50% 300%

醫療服務用地 55% 400%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50% 360%

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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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最小開發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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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建築退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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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一般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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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或使用地別
基地情形(公尺) 住宅區 商業區 其他使用分區

正面路寛
7公尺以下

最小寬度 3.00 3.50 3.50 

最小深度 12.00 11.00 12.00 

正面路寛超過7公
尺至15公尺

最小寬度 3.50 4.00 4.00 

最小深度 14.00 15.00 16.00 

正面路寛超過15公
尺至25公尺

最小寬度 4.00 4.50 4.50 

最小深度 16.00 15.00 17.00 

正面路寛
超過25公尺

最小寬度 4.00 4.50 4.50 

最小深度 16.00 18.00 18.00 



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側面應留設騎樓之建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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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基地情形(公尺) 住宅區 商業區 其他使用分區

正面路寬
7公尺以下

最小寬度 6.60 6.60 6.60 

最小深度 12.00 11.00 12.00 

正面路寬超過7公
尺至15公尺

最小寬度 7.10 7.10 7.10 

最小深度 14.00 15.00 16.00 

正面路寬超過15公
尺至25公尺

最小寬度 7.60 7.60 7.60 

最小深度 16.00 15.00 17.00 

正面路寬
超過25公尺

最小寬度 7.60 7.60 7.60 

最小深度 16.00 18.00 18.00 



市地重劃作業 重劃負擔比率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計算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 36.66％＋ 8.06％

＝ 44.72％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應共同負擔項目：

 公共設施負擔：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
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
。

 費用負擔：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14



市地重劃作業 土地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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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

原位次分配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

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重劃後土地分配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係依據全區公共設施負擔及

重劃費用負擔所計算之平均數。

個人應分配面積，因重劃前後地價高低、街廓深度、分配面

寬及臨路條件(包含正面道路寬度及位於側街18M範圍內)不

同，非全區固定比率。



市地重劃作業 土地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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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第7款

重劃前位於公共設施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

共設施用地或位於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

以公有土地、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

關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



市地重劃作業 土地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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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或合併後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二分之一者：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
併分配
以現金補償

 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
得於深度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



市地重劃作業 土地分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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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第2項
土地設定不同他項權利
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或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其他依
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市地重劃作業 現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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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

重劃後應分配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

重劃前原有面積x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3條

重劃後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

或以上者，如申請放棄分配土地而改領現金補償

重劃後應分配權利面積x重劃後位置評定重

劃後地價



市地重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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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結果草案將於土地分配前
召開說明會



市地重劃作業 租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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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期間
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
益者，其地價稅全免；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
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二年。(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
因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或市地重劃而徵收土地，依
拆遷補償辦法規定發給損害補償，免納所得稅。(
依79年4月7日台財稅第七八○四三二七七二號)

開發完成
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40％。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
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可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
，減少重劃後土地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支出。(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1條)
重劃區內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因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改領現金補償者，免徵土地增值
稅。(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



地上物補償 依據

 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

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

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

(同台北縣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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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補償 項目

合法建築物補償費、其他建築物救濟金及自動搬遷
獎勵金
灌溉用水井、農業機具
農林作物
畜產、水產養殖物遷移
墳墓遷葬
工廠機械設備搬遷
營業損失

23



24

項 目 補償費/救濟金 自動搬遷獎勵金

合法建築物 100% 補償費/救濟金之
50%

其
他
建
築
物

民國81年1月10日前
建造者 70% 補償費/救濟金之

30%

民國81年1月11日至
88年6月11日止建造者 30% 補償費/救濟金之

10%

民國88年6月12日以後
建造者 不發給 不發給

地上物補償 其他建築物拆遷認定



地上物補償 建築物之計算評定項目

建築物之計算評定項目

主要構造類別(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磚造、木

骨造、土造.....等)

粉裝類別(外牆、內牆、屋頂面、樓地板、天花板

、門窗、衛浴設備、電汽設備)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

償救濟標準」之建築物價格評點標準表計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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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補償 人口遷移費

人口遷移費：於合法或其他建物設有
戶籍之現住戶並符合下列規定者，依
其設籍人數發給人口遷移費。

應備文件：全戶戶籍謄本(記事欄需顯示
完整)

電話、瓦斯遷移費應備文件
市內電話裝機證明或電話繳費單
瓦斯設表證明或瓦斯繳費單

26

建物類型 合法建築物 其他建築物

拆除面積 全拆/部分拆除 全拆/部分拆除
發給對象 戶長 戶長

設籍時間

第1次召開用地及土地改
良物拆遷協議會議或重劃
計畫書公告6個月前現址
設籍，並有居住事實者。

第1次召開用地及土地改
良物拆遷協議會議或重劃
計畫書公告6個月前現址
設籍連續3年以上，並有
居住事實者。

人口數 建築物全拆人
口遷移費

建築物半拆暫
時遷移費

單身 120,000 96,000

2人 120,000 96,000

3人 160,000 128,000

4人 200,000 160,000

5人 240,000 192,000

6人以上 280,000 224,000

市內電話遷移費/每具

1,000

自來瓦斯遷移費/每具

20,000



地上物補償 農作物、林作物補償

農作物、林作物補償
果樹按年生及株數計算
喬木按胸徑及株數計算
灌木按高度及株數計算
短期農作物按種植面積計算
如農林作物須自行取回者，現場告知查估人員註
記，僅得核發該作物補償費之50%核算遷移費發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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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補償 農作物、林作物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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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市農業固定設備(溫網室、棚架及畜牧類設施)
，制訂相關查估標準，針對上述設施將再行查估作
業。

項目 單價(元/㎡)

溫
網
室

簡易式
(塑膠布溫網室) 650元

結構型
(鋼骨溫網室) 1300元

棚架(植物瓜棚類) 200元

畜牧類設施
已由工務局查估及依工料分析(單價
分析)計算價值，倘經農業局認定屬
畜牧設施，將依其價值補償。

專案補償
新增



工廠生產設備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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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拆除之合法建

物現址領有工廠

登記證，營業項

目與現場相符

按合法申請
設立查定數
額發給生產
設備搬遷補

助費

現址領有公司登

記或商業登記及

完繳營業稅之工

廠

按合法申請
設立查定數
額之80%發
給生產設備
搬遷救濟金

無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僅設籍於

本市並完納最近

一期營業稅據者

按合法申請
設立查定數
額之50%發
給生產設備
搬遷救濟金

地上物補償 工廠生產設備搬遷



地上物補償 營業損失

營業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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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合法工廠登記之工廠
• 按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營業淨利加計利息
淨利之平均數計算，發給營業損失補償金。

非合法登記工廠，惟現址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
• 上述核算金額之80%營業損失救濟金。

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公司
• 按營業面積計算發給營業損失補助費。

未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僅持有現址完納營業稅或
個人所得稅據之公司
• 上述核算金額之50%營業損失救濟金。



地上物補償 商業或工廠使用所需證明文件

商業或工廠使用所需證明文件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

工廠登記

特許行業經營許可執照

完納最近一期營業稅據

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工廠)

電力契約用戶基本資料(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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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措施-勞工輔導措施
針對經發局提供工廠清冊主動聯繫或親訪，提供關懷
服務及就業職訓輔導措施。
就業服務站提供求職資訊、就業諮詢、深度就業諮詢
等服務。
因市地重劃致工作地點變動之在職勞工，符合「新北
市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案-勞工局協助受影響勞工
輔助計畫」規定者，得就近至就業服務站申請津貼：
交通補助(依新工作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核
發、申請時間最長以6個月為限)：
15公里-未滿20公里補助1,000元。
20公里-未滿25公里補助1,500元。
25公里以上補助2,000元。

搬遷補助：工作地點與遷廠後租居處所須距離5公
里以內，最高補助1萬元。
租屋補助：每月最高補助5,000元，最長以6個月
為限。



輔導措施-工廠搬遷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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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4月底成立塭仔圳地區輔導服務團，透過清
查盤點新莊、泰山塭仔圳區域內未登記工廠家數，掌
握業者遷移意願、用地需求與困難點，協助媒合土地
並輔導遷廠。
首創LINE官方群組提供塭仔圳工廠24小時諮詢服務
，透過雙向即時溝通了解廠商需求，已有291家業者
加入。



輔導措施-工廠搬遷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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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盤點公私有產業用地，以公私合作模式提供中繼
產業空間，並協調三峽區成福段地主提供4萬坪產業
用地及租賃優惠專案，讓需地廠商可立即進駐使用，
除土地出售外，也提供標準廠房租售服務，截至7月
底已有18家未登記工廠有意願入駐；鼓勵業者申請
工業區立體化時捐建中繼廠房獲取容積獎勵，供塭仔
圳廠商作中繼廠房使用。
已整合至少8家銀行提供單一窗口與專案優惠利率，
針對購地、興建廠房及營運需求等長短期資金給予融
資協助及優惠貸款。



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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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劃計畫
書公告

地上物
查估補
償公告

受理自動
搬遷作業 強拆 工程

施工

土地分配
公告~權利
變更登記

期程 109.8 109.9 109.9~
110.9

110.10~
110.12

110.12~
114.10

113.6~
114.8

預定期程

駐點人員
本局已派專人駐點於新莊區公所及泰山區公所

協助輔導搬遷及解答重劃相關疑問



辦理期程
地上物查估補償公告：
預定於109年9月辦理。

受理自動搬遷作業：
預定於109年9月至110年9月前拆遷完成將土地點
交予本府。

強制拆除：
本案為市府整體開發重大政策，本府將派員訪視地
上物搬遷情形，倘遲無搬遷計畫或有其他明顯延宕
搬遷作業之行為時，本府將優先列為強制拆除對象
，報請拆除大隊現場認定及張貼公告，據以執行後
續強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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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
「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8/19正式實施

針對5類20項等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及衛生環境等違
建將先寄發認定通知書及估價通知，並限期自行拆
除，屆時若未自行拆除，拆除大隊將進場強制拆除
並寄發繳款書，通知實際拆除費用。

若逾期未繳納費用，將依法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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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期程
「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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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資訊網頁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

http://www.land.ntpc.gov.tw

新北市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案(第一區)網站

http://www.xintai.url.tw

聯絡電話

地政局重劃科 (02)29603456轉3417~3495

駐點辦公室

新莊區公所 29989838 泰山區公所 29099663



注意事項
戶籍資料異動或通訊住址異動
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地址或通訊住址有異動變更
者，請填寫資料異動表並現場繳交至收件處，或
親送、郵寄至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重劃科，以利日
後辦理各項作業時通知之依據。
原辦理土地登記時身分證字號屬流水編號者，請
盡早至新莊地政事務所辦理更正，以利後續土地
分配歸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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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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