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劃問題】
問

1

本案相關期程為何？預計何時需搬遷？

答

（一）都市計畫發布實施：109年8月
（二）重劃計畫書公告：109年8月
（三）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109年9月
（四）自動搬遷期限：自地上物拆遷補償公告起1
年內完成搬遷

問

2

土地配回比例及作業期程為何？

答

本重劃區第一區平均總負擔為44.72%，全
區配回比率平均約55%，惟個別土地配回
率仍應視其重劃前後地價及宗地條件不同而有差
異，本案預計於113年~114年間辦理土地分配作業
，屆時將舉辦分配原則及草案說明會，向區內地
主說明土地試分配結果。

問

3

本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是多少？

本案都市計畫於可建地定有最小面積開發
規模，並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0條規定
視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予以補充規定，
但不得小於「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

答

問

4

答
問

5

答

倘重劃後可分回土地面積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應如何處理？

（一）可與其他地主協調申請合併分配。
（二）以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
後地價發給現金補償。

共有土地申請分配為單獨所有的條件？
共有土地，可申請分配為單獨所有之條件
（一）任一共有人應分配面積已達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

（二）經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的
同意或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
倘有下列情形，不得申請分配為單獨所有：
（一）任一共有人如提出異議仍分配為共有。
（二）公同共有土地於實施市地重劃時，公同關
係仍繼續存在，依法不得分割，因此公同
共有人不能申請分配為單獨所有。

問

6

答

土地位在公共設施用地上，重劃後如
何分配？
重劃前土地位於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綠地
、道路…等)，將依法調整分配至可建地(住
宅區、商業區)，並將於土地分配作業時訂
定調整分配原則以作為分配依據。

【稅賦問題】
問

1

參與市地重劃，有哪些稅賦上之優惠？

（一）重劃導致無法使用土地期間地價稅全
免：由主管機關於重劃計畫書公告
確定後30日內列冊送交該管稅捐稽
徵機關，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
請。
（二）重劃完成後地價稅減半徵收二年：重劃主管
機關於土地交接後30日內列冊送交該管稅捐
稽徵機關依法減免，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
申請。
（三）重劃後土地移轉土地增值稅的優惠：
1.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得自土地漲價總數額
中扣除。
2.重劃後土地第一次移轉，土地增值稅減徵
40％。

答

問

2

重劃後未分配土地而領取現金補償者，
其補償費是否需課徵稅賦？

（一）因面積過小無法分配而領取現金補
償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已達分配面積標準卻自行放棄而領取現金
補償者，需課徵土地增值稅。

答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地政局 重劃科 高伯同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３４８６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地政局 重劃科 馮煜翔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３４８７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地政局 重劃科 林家瑋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３５６４

【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問題】
問

1

答
問

2

對於補償費或救濟金有疑義之救濟管
道為何？
於建築改良物查估補償公告期間，可以書
面向本府提出異議，後續予以答覆或辦理
複估。

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金認定標準
為何？如何發放？於規定期限內自行
拆遷者有何獎勵？

（一）地上物補償標準係依據「新北市政府
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
濟標準」、「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
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辦
理查估。
（二） 建築改良物：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
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附表一

答

「建築物價格評點標準表」及下表認定標準。
建物
類型
項目

合法
建物

補償費/
救濟金

100%

自動搬遷
獎勵金

50%

其他建物
81/1/10/前

81/1/11~
88/6/11

88/6/12 後

合法建物
合法建物
補償費70% 補償費30%

0%

救濟金30% 救濟金10%

0%

（三）農作改良物、水產養殖物及畜禽：依據「新
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
救濟標準」附表十三「農作改良物、水產養
殖物、畜禽補償遷移費標準表」。
（四）墳墓遷葬：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
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附表十四「
墳墓遷葬補償救濟查估標準表」。
（五）工廠設備及營業損失：依據「新北市政府辦
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
附表六∼十二。
補償項目

補償標準

工廠登記。

生產設備搬遷
補助費

1.全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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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登記者 計算。
2.半拆：前述三年平均數乘實 營業損失補償
際拆除營業面積與營業總 金
面積之比計算。
工
3.多處營業按實際拆除營業面
廠
積占其全部營業處所面積
比率計算。
生產設備救濟
1.現址有本市公司登記或商業
金
登記證明文件。
(80%生產設備
2.完納營業稅之單據者。
搬遷補助費)
現址未具合
法工廠登
營業損失救濟
記者
1.同合法有工廠登記計算營業 金
(營業損失補償
損失。
金80%)

補償項目

補償標準

1.未有本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
工 未具合法登 記證明文件，僅有設籍本
市最近一期完納營業稅之
廠 記者
單據者。
2.不計營業損失補償金。

生產設備救濟
金
(50%生產設備
搬遷補助費)

現址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及持有完納營
業稅或個人所得稅單據，並持續營業者
，發給營業損失補助費。
營業損失補助
1.半拆：依實際拆除營業面積。
費
營 2.全拆：按登記、申報或現況營業面積，
不包括非營業面積之住宅、休閒場所、
業 餐廳、宿舍等。
僅持有現址完納營業稅或個人所得稅單據 營業損失救濟
金
並持續營業者，發給營業損失救濟金。
(50%營業損失
補助費)

問

3

為何88年6月12日後建造之其他建築物
(非合法建築物)不發給救濟金？

答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
補償救濟標準」係原88年5月26日發布「臺
北縣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基準
」因升格改制而制定發布，基於建築物管理原則且不
鼓勵違章建築，故88年5月26日發布實施後建造之其
他建築物依法不予發給救濟金，後因考量航照圖年份
及涵蓋率於執行認定之確定性，而修正為88年6月12
日後建造者不發給救濟金。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工務局 使用管理科 陳傳龍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５２２０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拆除大隊 違建工程認定一科
張覺中（０２）２２０７５９１１＃７０９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新工處 土木科 魏竹威
（０２）８６８７１２６６＃５４０７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養工處 勞安品管科 陳寶媛
（０２）２２２５３２９９＃６０２

【民眾因重劃搬遷而致生活陷困
協助措施問題】
問

1

如因本次搬遷遭遇生活陷困情事可申請
之協助？
（一）如您因本次搬遷致生活陷於困境，且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可檢附相關資
料向戶籍地區公所申請急難救助。
（二）若您生活未獲改善仍有福利需求，且設籍並實
際居住本市，請檢附應備文件向戶籍地區公
所申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如戶內有身
心障礙者、18歲以下兒童少年或年滿65歲老
人，可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弱勢兒童
少年生活扶助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等。
（三）上述相關福利資訊，可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官方網站福利專區項下查詢。

答

問

2

針對重劃區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或因市地重劃拆遷致生活困苦、年老
無依者特別提供之協助？

（一）經社會局調查新莊區及泰山區符合之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並造冊，為協
助其能順利搬遷且維持其原本之生活
，加發特別救助金予低收入戶每戶24
萬元及中低收入戶每戶12萬元。
（二）重劃計畫書公告之日前1年設籍並實際居住本
重劃區，並符合具本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弱勢兒童少年生
活扶助身分者及經本府社會局評估符合強化
社會安全網-脆弱家庭服務之對象」者，每戶
發給12萬元特別救助金。

答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社會局 社會救助科 郭宏昇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５６９８
單位聯絡人及電話：社會局 社會救助科 張晴雯
（０２）２９６０３４５６＃５６９３

【工廠拆遷安置問題】
問

1

本府經濟發展局針對工廠拆遷安置提出
4個輔導措施如下，協助業者遷移至合
法地點經營

答1

成立塭仔圳地區輔導服務團、專屬line群組
(輔導團專線：0980-722773)
（一）設置專案聯絡人、專線電話及訪視員，盤點
新莊、泰山塭仔圳區域內之未登記工廠家數
，提供宣傳摺頁並請業者填寫關懷訪視表，
建立基本資料以了解業者用地需求與協助事
項，掌握業者搬遷意願及輔導遷廠。
（二）成立LINE專區協助服務廠商，透過雙向即時
溝通了解廠商需求，任何與工廠搬遷有關的
問題，都可以在Line提出，將會由專人彙整
好答案回覆您，尚未加入line專區的廠商請掃
描下面的QR code加入。

答

2 持續辦理搬遷輔導說明會：
於9月17日至年底將再辦理至少4場用地媒合
會，提供廠商輔導窗口及資源協助，活動資訊將會在
經發局官網臉書及粉絲團刊登並函文邀請工廠業者蒞
臨與會，同時請區公所及里長辦公室協助宣傳。

答3

盤點公私有產業用地，以公私協力合作模式
協調提供中繼產業空間：(聯繫窗口：
02-29603456#5391童先生)
（一）經發局為協助工廠進駐合法用地，已建置「
新北市工業用地供需服務資訊網」，提供目
前閒置之工業用地、廠房資訊供民眾查詢，
並由專業同仁擔任服務窗口，進行專人專線
產業用地諮詢服務，歡迎有需求的民眾洽詢(
諮詢專線：02-29603456#5556廖股長、
#5482黃先生)。

（二）公私合作提供未登工廠示範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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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
地出售外，也有提供標準廠房租售服務。(諮
詢專線：0925432210梁先生)
（三）配合行政院108年12月27日公告修正的「工
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經發局已修訂
相關法規，鼓勵廠商捐建廠房，屆時也能提
供塭仔圳廠商作中繼廠房使用。

答4

協調公民營銀行提供專案利率：目前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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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優惠方案及聯絡窗口
請參閱下表，歡迎業者洽詢申辦。
銀行

優惠方案

窗口名單

臺灣
銀行

新北市政府推動未登
林協億襄理02-29680172
記工廠搬遷輔導優惠
#305
貸款專案

合作
金庫

協助農地工廠合法經 李建智組長02-27785535
＃109（負責區域：淡水、
營貸款專案
三芝、石門）
吳淑玲組長02-27626558
＃303（負責區域：金山、
萬里、汐止、平溪、瑞芳、
雙溪、貢寮）
工業區專案貸款
江宛諭組長02-29678799
＃127（負責區域：其他區
域）

臺灣中 旺得富工業區優惠貸 陳秀琴組長02-22319171
＃207
小企銀 款辦法
臺灣中 協助工廠升級轉型計 鄭智偉專員02-25597171
小企銀 畫貸款辦法
＃3156
土地
銀行

購買工業用地及購建 陳志銘專員02-23483335
廠房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