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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源依據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 

    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市
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四、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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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源依據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3條： 

 

 
1.重劃區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合計面積已達百分之四十五，而區

內尚有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其他公共用地未計入負擔

者，得經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

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納入重劃共同負擔。 

 

2.重劃區供公共使用之十項用地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非經重劃區全體

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不得列為共同負擔。    

 註:本案業於104年4月27日「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擴建都市計畫 
      變更及書圖製作委託技術服務案」第6次工作會議後，於104年5月1日府都 
      規字第1040071180號函文檢送會議紀錄時，請私有地主於5月11日前協助 
      填寫參與重劃意見調查，並初步取得地主參與重劃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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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源起 

本重劃區位於本市北區，分為湳雅院區用地及東大路

以西與鐵道路以南用地兩區，其中湳雅院區地屬荒地

尚未開發利用，另一則為資源回收場及小型工廠使用。

除不符合土地利用效益，且對都市發展易產生鄰避效

應，影響都市空間機能結構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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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源起 

配合臺大醫院新竹分院考量醫院整體需求與未來發展

方向，以及配合變更新竹(西北地區)細部計畫之公園

四與文高用地， 變更為文大用地。除可提升醫療保健

品質及重大災害緊急救護能力，滿足新竹地區民眾醫

療需求，並藉由重劃後分配之土地作為可建築用地，

促進都市整體發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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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地重劃範圍 

 A：位於武陵高架橋以南、湳雅街以北、西臨東門大溝、東至武陵
路196巷之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所有土地，面積約1,425平方公尺。 

 B.位於鐵道路以南、東大路以西之市三用地、第一種住宅區及道路

用地，面積約2,492平方公尺。 
總面積:約3,917平方公尺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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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地重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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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設施負擔及工程項目 

本區面積約3,917 ㎡。 

 十項內公共設施面積約

314 ㎡。 

 非十項公共設施面積約 

1,425 ㎡。 

(須全體地主同意) 

 第二種住宅區(可分配

用地)約為2,178 ㎡。 

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第二種住宅區 2,178 55.60% 

道路用地 314 8.02% 

文大用地 1,425 36.38% 

合計 3,917 100% 

 

工程項目:包括道路、溝渠、雨(污)水下水道、整地等工程 

 

 

 

註:重劃實際總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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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重劃經費預估約 17,027,222 元，，經費負擔項目

明細如下:  

 

伍、重劃經費概算及負擔比率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工程費 5,875,500 
包括道路、溝渠、 

雨(污)水下水道、整地等工程 

重劃費用 10,082,798 
包含地上物補償費、 

地籍整理費、行政作業費 

貸款利息 1,068,924 
貸款期間3年， 

以年利率2.74%計算 

合計 17,02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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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重劃負擔比率： 

    (一)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44.40% 

    (二)費用平均負擔比率≒5.60% 

    (三)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    

           均負擔比率+費用負擔比率≒50.00%。 

未來土地所有權人平均約可配回重劃前面積約50.00%的土地。 

 註：依104年6月本案細部計畫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報告書中，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配回土地比例為47.84%，經本府試算 

         後，若本案領回50%仍可勉強平衡財務，評估尚屬可行。) 

 

伍、重劃經費概算及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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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價稅─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七條規定，重劃地區

內土地，於辦理市地重劃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

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理完成後，

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年。    

重劃辦理期間 兩年內 

因辦理重劃致不
能原來之使用，
免其地價稅 

地價稅減半徵收 

陸、稅賦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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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稅賦優惠 

 土地增值稅─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條與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增值稅減
徵40% 

重劃後第一次
土地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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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第一次 
土地移轉 

 申報移轉現值─依據土地稅施行細則第五十一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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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稅賦優惠 

重劃負擔總費
用可自申報移
轉現值中減除 

核發重劃負擔 
總費用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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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重劃效益 

重劃完成後區內公共設施完備，土地使用價值增加，且

重劃後分配給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均為可建築用地，有

利於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建築及促進土地開發，並可促進

都市整體發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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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重劃效益 

提升醫療保健品質及重大災害緊急救護能力，滿足新竹

地區民眾醫療需求。 

可減輕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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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市地重劃預定期程 

項目 預定期程 備註 

都市計畫發布 預計105年8月 

公告重劃計畫書 105年9月 公告30日 

地上物查估 105年9月~10月 

查估補償公告 105年11月 公告30日 

工程施工 106年1月 

以下期程僅供參考，未來仍
依實際執行進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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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1：重劃相關諮詢 

    土地所有權人若仍有市地重劃相關問題，會後可向工作人員諮

詢或電洽本府地政處詢問 (電話:03-521612#331)。 

注意事項2：通訊資料異動 

    為避免影響各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有更換通訊住址或聯絡電

話者，請至填寫資料異動表或逕洽本府地政處辦理資料異動事

宜。 (地址: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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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注意事項:同意書簽署 

注意事項3：同意書簽署 

    因本案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逾45%及預計將文大用地納入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故請土地所有權人於會後填寫同意書，填寫完畢後

除可交至現場工作人員外亦可郵寄至新竹市政府地政處(30051新

竹市北區中正路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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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臺大醫院新竹湳雅院區周邊地區市地重劃案 

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年 5月 14日(六)下午 2 時 30 分 

二、 地點：新竹市政府第五會議室 

三、 主席：地政處吳處長堂安             紀錄：謝瑞雄 

四、 出列席單位及土地所有權人：詳如簽到簿 

五、 主席及來賓致詞：略 

六、 簡報：略 

七、 會議事由： 

(一)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規定，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

舉辦座談會，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                          

1.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2.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3.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4.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5.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二)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3 條，因本案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逾

45%及預計將文大用地納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故召開此次座談會

說明本案負擔內容及徵求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 

八、 現場問答-民眾提問及建議事項。 

問題 1： 

本人有一棟房屋位於重劃範圍內，該如何補償？ 

地政處答覆： 

本區地上物屆時安排查估人員到場辦理查估作業並依據「新竹市

辦理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補償費，於地上物補

償公告期滿後擇期通知地上物所有權人領取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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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都市計畫階段提出之配地示意圖草案為何配回的土地是 5 米寬？

根據為何？ 

地政處答覆： 

因考量新竹市畸零地使用規則、本區建蔽率與容積率規定及建築

手法，故本區臨 6米寬道路之土地初步以最小 5公尺寬試配之，

但未來仍應於土地分配設計階段再行依據區內權屬狀況考量最小

分配面積與面寬限制。 

問題 3： 

市地重劃之費用負擔可否由市府負擔以提高地主領回比例？  

地政處答覆：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規定，重劃區內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

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故本案費用仍應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

擔。 

另本案於 104 年 6月之細部計畫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報告書中，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配回土地比例為 47.84%，亦即地主平均負擔比

率為 52.16％。現經本府評估當地重劃後地價、調降地主費用負擔

試算後，目前平均地主負擔比例已降至 50％，而地主領回比率則

增加至 50％，已優於先前都市計畫階段之評估比率，且市府尚可

勉強達到財務平衡，倘再調降重劃負擔比率以增加地主領回比例，

將導致本案財務失衡而無法執行市地重劃。 

 

問題 4： 

都市計畫階段提出之配地示意圖可否承諾作為未來土地分配結

果？ 

地政處答覆： 

本案重劃後土地分配須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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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日後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對分配方案均同意無異議，當可依據此

方案辦理分配，惟現階段仍須取得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辦理重

劃方能進行後續土地分配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