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

優惠方案

窗口名單

彰化
銀行

購置政府機關劃定之 謝旻潔專員02-22401223
特定工業區貸款
＃1015

第一
銀行

工業用土地貸款
工業區進駐廠

華南
銀行

輔導農地工廠合法化 楊福增專員02-23713111
＃1119
優惠貸款專案

兆豐
銀行

高啟源科長02-25633156
工業區建廠優惠貸款 #2571
陳嘉雄襄理02-25633156
專案
#2568

詹仁維副理02-23484245
陳伯銘專員02-23484390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經濟發展局 工業發展科 童炳勳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５３９１
LINE專區-新北市塭仔圳
工廠搬遷輔導團

經發局臉書粉絲團

經發局官方網站

新北市工業用地
供需服務資訊網

（三）為協助因市地重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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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規定者
，得就近至本市就業服務站申請下列津貼：
類別

申請期限

依新工作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之距
離核發，最長以6個月為限，未滿1個
月者依日曆日依比例發放補助。
交通 開始通勤之日
15公里以上未滿20公里 1,000元/月
補助 起90日內
20公里以上未滿25公里 1,500元/月
2,000元/月

依發票或收據金額核實發給，一次請
搬遷 居住處搬遷之 領，最高10,000元為限。（新工作地
補助 日起90日內 點與租屋處所須距離5公里以內，不
含包裝人工費及包裝材料費）
租賃契約所列租金總額之60％核實發
租屋 租屋契約生效 給，每月最高發給5,000元，最長以6
補助 之日起6個月 個月為限。
（新工作地點與租屋處所須距離5公
內
里以內）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勞工局 就業服務處 王哲源
（０２）２２４６５０６６＃１１３0

【停車資訊問題】
問

【勞工就業輔導問題】
問

勞工就業輔導及補助措施？

勞工局提供下列輔導及補助
（一）勞工局針對經發局提供之工廠清冊主
動聯繫或親訪，提供關懷服務及就業
職訓輔導措施。
（二）本市就業服務站台提供求職資訊、就業諮詢
、深度就業諮商等服務。

答

重劃整地期間及整地完成後是否有設
置臨時停車場？

塭仔圳一區已劃設1處停車場用地，配合
重劃工程開闢平面停車場，約可提供268
個小型車位及100個機車位，另塭仔圳一區選定7
處公共設施用地(文小一、文中一、文中二、文中
三、停五、廣二、公九)，塭仔圳二區選定1處公共
設施用地(廣停三)，於地上物拆遷及整地完成後設
置臨時停車場，將擇期開放供民眾使用，交通局
亦可評估利用重劃區內閒置公有土地（如學校用
地）做為臨時停車時因應。

答

【環保法令問題】
問

補助標準與金額

25公里以上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交通局 停車管理科 陳鈺文
（０２)２９７０２９６０＃８４１０

1

現址拆除工程是否需申報空污費及準
備什麼資料？

凡有產生懸浮微粒污染者需徵收空污費。
本市營建工程空污費已於109年4月起全面
改為線上申報，Google搜尋「新北市營建工程」，
皆有介紹相關規定，若還有任何疑問可於客服時間
電詢(02)29532111、分機1045或1046，將有專人
服務。

答

問

2

要拆除建物時清除廢棄物有什麼要注
意的嗎？

（一）如果建物領有拆除執照，且繳交空
氣污染防制費者，應請承攬拆除工
程之業者向環保局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及以網路申報廢棄物流
向，經核准後，始得拆除。
（二）如果無拆除執照，是違建自行或遭強制拆除
的情況，拆除後之營建廢棄物應自行委託合
法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
（三）新北市境內及鄰近縣市均有設置合法之清除
機構、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若有需要，
歡迎電洽環保局承辦人員。

答

問

3

現址拆除工程是否需要提「營建工地
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若已取得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拆遷是否要重新
申請許可證或辦理許可證之變更？

答 （一）若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級營建工程
之建築工程(含拆除)、道路、隧道工

程、管線工程、橋樑工程、區域開
發工程之事業，應於施工前提報營
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經環
保局核准。
（二）仍應請依相關規定重新申請許可證(文件)或
辦理許可證(文件)變更。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環保局 環保稽查科 孔繁喆
（０２）２２８５６０１７＃５０

【拆遷安置相關問題】
問

1

何為社會住宅？新北市社會住宅有
多少戶？如何申請？

（一）依據住宅法第三條的定義，社會住宅
是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
供出租之用之住宅，並應提供至少百
分之三十以上比例出租予經濟或社會
弱勢者。
（二）新北市採多元模式興辦社會住宅，112 年將
興辦達 1 萬戶以上，分布地點包含中和、永
和、板橋、三重、三峽、林口、新店、新莊
、泰山及土城等區域，可提供民眾更多元安
心的居住選擇。
（三）申請資格
1. 年滿 20 歲(含)以上或未滿 20 歲已結婚之
中華民國國民。
2.在本市設籍，就學或就業者。
3.家庭成員於本市、臺北市、桃園市及基隆
市均無自有住宅。
4.家庭成員收入符合當年度公告標準。

答

問

2

答

什麼是租金補貼？申請租金補貼者應
具備哪些條件？

（一）為協助無力購屋的家庭居住於合適的

住宅，政府提供「租金補貼」；申請
人提出申請並經審查核定後，有租賃
住宅事實且租賃住宅符合規定者，政
府按月補貼租金，每月最高3,200至
4,000 元，補貼期間為12個月，以減
輕租屋負擔。
（二）申請資格：
1. 中華民國國民，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已成年。(2)未成年已結婚。(3)未成年
，已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
無法返家。
2. 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宅且每人每月平均所
得、每人動產限額及家庭不動產限額均
低於一定金額。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城鄉發展局 都市計畫科
蔡宜珊（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7134

【如何輔導神壇搬遷辦理合法寺
廟登記相關問答】
問

1

為何神壇一定要搬遷，無法就地合法
寺廟登記？

依據「新莊、泰山塭仔圳市地重劃」都市
計畫案，該重劃區土地使用分區非宗教用
途，且因神壇大都未取得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分
區不符法令規定，另神壇皆未取得合法寺廟用途建
照使照，故不具寺廟登記要件，無法就地合法。

答

問

2

哪些土地是可以合法設置寺廟？

我國土地類別依「區域計畫法」分為都市
計畫土地及非都市計畫土地，寺廟土地需
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非都市計畫土地編定
使用之規定，原則各有下列5種使用分區，詳細仍

答

需依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一）都市計畫區土地：
1.住宅區2.商業區3.工業區（總樓地板面積
500平方公尺以下）4.風景區5.宗教專用區。
（二）非都市計畫土地：
1.甲種建築用地2.乙種建築用地3.丙種建築
用地4.遊憩用地5.專供宗教使用之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

問

3

如何興建寺廟？

應檢附表件及向市府工務局申請建造程序
，相關流程說明如下：
（一）寺廟申請建造應檢附之表件：
1.申請書。2.土地權利證明文件。3.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
（二）寺廟申請建造程序：
寺廟檢附上述表件，向工務局申請辦理建築
執照，由工務局會辦民政局，俟寺廟取得建
築執照後才能動土興建。寺廟建造完成取得
寺廟用途之使用執照後，再行依法辦理寺廟
登記。

答

問

4

合法登記寺廟要取得土地所有權嗎？

廟方原則上需要取得寺廟用地之土地所有
權。
例外有三：
（一）土地屬國有原住民保留地，附直轄市、縣（
市）政府原住民保留地主管機關（單位）出
具之准予承租土地函。
（二）土地屬以標租以外方式出租之國有非公用土
地，附原租賃契約影本及土地管理機關同意
原承租人轉讓租賃權之證明文件。但原承租
人為寺廟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且原租賃契
約已附註○○寺廟籌備處代表人者，免附土

答

地管理機關同意原承租人轉讓租賃權之證明
文件。
（三）土地屬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
）有者，附土地租賃契約或土地管理機關出
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文件。

問

5

廟方是否需取得建築執照、使用執照？

答

二者皆需取得
法令依據
1.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
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
眾使用之建築物。
2.建築法第96條：「本法施行前，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而未領有使用執照者，其所有權人應申請核
發使用執照。……」。
3.寺廟建築物需符合三種要件：
(1)屬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2)整幢供宗教使用，並取得使用執照主要用途為
寺廟者。(3)有供奉神佛像供人膜拜，從事宗教活
動事實。

問

6

答

新泰塭仔圳重劃區

輔導搬遷小手冊

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應附證件、書表、
表單、附件
詳細寺廟設立登記應附文件，請民政局網
站皆有介紹相關規定。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
民政局/宗教禮俗科/黃佳雯
(新莊區)(02)29603456#8110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
民政局/宗教禮俗科/林倢民
(泰山區)(02)29603456#812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4樓
服務電話：02-29603456分機3486~3495、
3477~3483、3563~3564
前進辦公室(新莊區公所)：29989838
前進辦公室(泰山區公所)：29099663
手冊書面資料可於下列網站下載使用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官方網站：
https://www.land.ntpc.gov.tw/
塭仔圳第一區官方網站：
http://www.xintai.url.tw/index.aspx
塭仔圳第二區官方網站：
http://www.xintai2.url.tw/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