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北區富美自辦市地重劃區 

第四次理事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1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9:30 

二、會議地點：新竹市東大路二段 341 號 

三、出席人員：本會理事、監事（如簽到簿） 

四、主席：理事長 李慧敏  

五、會議程序： 

(一) 主席宣布理監事出席人數﹕本重劃會設理事八人，出席人數七人，已

達開會法定人數，本人宣布第四次理事會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略) 

(三)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略) 

(四) 討論提案： 

提案一：申請核准變更重劃範圍暨重劃計畫修正乙案，提請理事會議

決。 

說明一：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4 條規定辦

理。 

說明二：因本重劃案之都市計畫變更前依新竹市政府 108 年 5 月 6

日府都計字第 1080061969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變更新竹與

港特定區細部計畫(配合富美自辦市地重劃調整土地使用分

區及整體開發範圍)案」在案，擬依 108 年 04 月 09 日修

正之「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27-1 條規

定辦理申請核准變更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修正草案，提請理

事會議決。 



 
 

 
 

決  議：出席理事全數無異議通過；請依規定辦理變更重劃範圍暨重

劃計畫書圖作業事宜。 

提案二：擬依內政部發布之「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

規定酌予修正本重劃區重劃章程，提請理事會議決。 

說明一：依內政部 108 年 4 月 09 日發布之「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

市地重劃辦法」規定酌予修正章程條文內容，修訂條文如下

表列。 
第一次會員大會 

通過章程 

第二次會員大會 
擬決議修正章程 

第三條 本會重劃區範圍： 

本重劃區座落於新竹市北區竹港段之

部分土地，其範圍四至如下（實際範圍

依新竹市政府103.04.23府地劃字第

1030099135號函准予核定重劃範圍

為準）： 

 

 

 

東至：富美路道路中心線為界。 

南至：東大路為界。 

西至：西濱公路竹港大橋為界。 

北至：竹港段550-3地號土地南側邊界

為界。 

第三條 本會重劃區範圍： 

本重劃區座落於新竹市北區竹港段之

部分土地，其範圍四至如下（實際範圍

依新竹市政府108年5月6日府都計字

第10800619691號函公告發布實施

「變更新竹與港特定區細部計畫(配合

富美自辦市地重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

及整體開發範圍)案」指定之市地重劃

範圍為準）： 

東至：富美路道路中心線為界。 

南至：東大路為界。 

西至：西濱公路竹港大橋為界。 

北至：竹港段 550-3 地號土地南側邊

界為界。 

第七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均有出席或委託出席會員

大會審議重劃有關業務及選舉理事、監

事之權利。 

二、本會會員均享有「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及其他土地重劃

相關法令規定之優惠。 

三、本會會員個人所有位於本重劃區內

土地面積應達本重劃區規定最小建築

第七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本會會員均有出席或委託出席會員

大會審議重劃有關業務及選舉理事、監

事之權利。 

二、本會會員均享有「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及其他土地重劃

相關法令規定之優惠。 

三、理事及監事個人於擬辦重劃範圍所

有土地面積應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



 
 

 
 

基地面積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始得享

有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權利。 

 

 

 

 

 

 

 

 

四、本會會員均應遵守本會章程、市地

重劃相關法令之規定暨會員大會決議

事項，並配合重劃會推動辦理重劃業

務，及依法負擔本重劃區內各項公共設

施用地、重劃費用等重劃負擔之義務。

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

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

用自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

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符合面積資格者擔任後，仍不足理

事或監事人數。 

二、符合面積資格者經選任或擔任後，

因故不願擔任、違反法令、死亡或經會

員大會解任，致不足理事、監事人數。

四、本會會員均應遵守本會章程、市地

重劃相關法令之規定暨會員大會決議

事項，並配合重劃會推動辦理重劃業

務，及依法負擔本重劃區內各項公共設

施用地、重劃費用等重劃負擔之義務。

第八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通過或修改章程。 

二、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 

三、監督理事、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 

五、重劃分配結果之認可。 

六、抵費地之處分。 

七、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八、理事會、監事提請審議事項。 

九、本辦法規定應提請會員大會審議事

項。 

十、其他重大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

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

第八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

之協調處理結果。 

十二、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

項。 

十四、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

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



 
 

 
 

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人數、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

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或依法

應抵充之土地。 

二、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

劃完成前取得土地所有權，除繼承

取得者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該

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

積或土地分配後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

二分之一。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 

第一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

八款外，其餘款項及土地改良物或墳墓

拆遷補償數額、重劃前後地價評議、公

告禁止及限制等事項及起訖日期、土地

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會員異議之協調結

果追認、抵費地之出售款、處理方式及

其盈餘款之處理及重劃區結算等事項

授權理事會辦理。 

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行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人數、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

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或依法

應抵充之土地。 

二、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

劃完成前取得土地所有權，除繼承

取得者外，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都

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

畫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

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或土地

分配後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 

第一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

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其餘款項及土地改

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重劃前後地

價評議、公告禁止及限制等事項及起訖

日期、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會員異議

之協調結果追認、抵費地之出售款、處

理方式及其盈餘款之處理及重劃區結

算等事項授權理事會辦理。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依本章程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並執

行其決議。 

二、重劃經費之籌措及代為申請貸款。

三、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

查定。 

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工、驗

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之履約事項。

五、異議之協調處理。 

六、撰寫重劃報告。 

第十一條 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依本章程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並執

行其決議。 

二、重劃經費之籌措及代為申請貸款。

三、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數額之

查定。 

四、工程設計、發包、施工、監工、驗

收、移管及其他工程契約之履約事項。

五、異議之協調處理。 

六、撰寫重劃報告。 



 
 

 
 

七、執行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八、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本會理事應親自出席理事會，不得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

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親

自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行之，會議紀錄於會後送請主管機關備

查。 

理事會召開時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

席，會議紀錄並應送請備查。 

七、執行會員大會授權事項。 

八、其他重劃業務應辦事項。 

九、選任或解任理事長。 

十、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十一、研擬重劃範圍。 

本會理事應親自出席理事會，不得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

項之決議，應有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親

自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行之，會議紀錄於會後送請主管機關備

查。 

理事會召開時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

席，會議紀錄並應送請備查。 

決  議：出席理事全數無異議通過；請於下次會員大會提請大會決議。 

提案三：為決議事項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圖(草案)，擬召開第二次會

員大會，提請理事會決議。 

說明一：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暨第 14

條規定辦理。 

說明二：有關提案一及提案二之理事會議決事項擬依規提請會員大會

審議，提請理事會決議會員大會召開時間。 

決  議：為配合地上物查估作業時程，目前暫訂於 109 年 1 月 4 日(星

期六)上午 10:00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若有其他情況致需延

期召開，將再行研議通知。 

六、臨時動議： 

提  案：有關查估土地改良物價值作業等事宜，提請理事會決議。 

說明一：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6 條暨第 14

條規定辦理。 

說明二：有關查估土地改良物價值作業已於第三次理事會決議委由大

時代測量公司代為辦理，擬於近日配合會員大會開會期程展

開查估作業。 



 
 

 
 

決 議：出席理事全數無異議通過，請於查估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併

同辦理查估作業，並將查估資料彙整送理事會查定土地改良

物數額後，再提送請新竹市政府主管機關審查。 

七、散會。(是日 20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