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聽證會議紀錄 

一、案由：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二、主持人：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辛年豐副教授 

三、聽證期日：108年 4月 12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四、聽證場所：新竹市政府綜合大禮堂（地址：新竹市中正路 120號） 

五、出席人員：詳附件一 

六、聽證會議過程： 

（一）開場 

司儀：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聽證

會，聽證會開始，主持人說明。 

（二）主持人說明 

主持人：副座、科長、在座各位同仁、重劃會、還有一般民眾，大家早

安大家好，我們今天所要處理的是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案整個

計畫書的聽證會，這個我先簡單說明一下，就是說這個聽證會主要是要

處理的，是有關這個自辦市地重劃案相關的計畫書，以及相關內容的一

個蒐集一些意見，那我們所要針對的，主要是涉及到這個個案裡面的權

利的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或者是土地所有權人的一個法律上的有權利的

人他們的意見的蒐集，那最主要這個蒐集最後我們會再進入到我們府內

的審議會，所以這個意見，蒐集到相關的意見，以及釐清相關的一些爭

點之後，那會交由審議會去做最終的決定，這是聽證制度最主要能夠發

揮的作用，所以主要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制度，讓我們的審議，或者說

我們的決定可以更好，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是自辦市地重劃案，所以依照獎辦，就是獎勵土地

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的要點，現在有明文的規定，這也是因應大法官

釋字 739號解釋之後，要求說要有這樣子更為嚴謹的正當法律程序，所

以我們依法就必須要來辦理這個聽證程序，這個是有關背景的說明。 

那下一個程序，應該我們就請那個今天就請業務單位先做一個簡單的說

明跟報告，然後接下來我們也會請我們這個規劃的這個重劃會，來做一

個簡單的報告，然後如果有人要做一個陳述意見，或者是有一些不一樣



的想法的時候，我們就後續會進入到具體的答詢，那我們現在程序上大

概是這樣子，我們就請那個業務單位來做一下報告，謝謝。 

（二）業務單位報告 

司儀：業務單位報告。 

重劃科科長：主席、副處長、都發處、還有在場各位同仁、還有各位鄉

親，業務單位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報告。接下來業務單位就簡單報告一

下就是聽證會的程序簡報，那聽證的流程以及一些的注意事項的說明，

我們分為肆個部分來做簡報。 

第壹個是聽證的必要性，依照這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 27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舉

辦聽證。那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 25條（重

劃計畫書草案）申請案件，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就是我們現在這

個聽證的程序，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

准駁之決定。 

那我們聽證會的議程，現在就是業務單位報告，接下來重劃會的報告，

還有出席者的陳述意見、再宣讀未出席者書面說明、那由相關人員的答

詢、出席者發問，還有發言內容確認，接下來就是主持人結語。 

那有關聽證會議的一些注意事項，當事人以及已知的利害關係人陳述意

見或發問的話，要依這個照順序來發言，依照登記順序發言。陳述意見

的話每人 5分鐘，並以 1次為限。發問的條件必需先主持人同意之後才

能夠發問。那發問的時間每人以 3分鐘，並以 2次為限。那回應的話每

人是 5分鐘。如果過號處理的方式：依唱名 3次未到場，則視為過號，

於其他陳述意見後才可補行發言。 

接下來就是注意事項的第 2部分，發問答詢的說明是以採統問統答的方

式、主席指定相關人員回答、超過時間應停止發言，如果沒有停止的話，

該發言的話不予紀錄。 

那注意事項第 3個部分的話，聽證是否終結的話，在經過充分陳述，宣

布聽證的終結。那紀錄公布的方式，本次聽證會議是採全程的錄影、錄



音。聽證會會議及紀錄完成後將公開於新竹市政府的地政處網站供公開

閱覽。那會議紀錄的簽認，如果聽證紀錄由主持人指定的日期、場所供

發言代表及其他出席列席陳述意見者閱覽，並請其簽名或蓋章。那如果

這個發言代表以及其他出列席人員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場

所閱覽者，應記名其事由。 

我們這第肆個部分，聽證會議紀錄，聽證會議紀錄將供這個新竹市政府

的市地重劃委員會委員來參酌。如果是會後提出意見的處理部分，我們

將不納入聽證紀錄，但是會供新竹市政府市地重劃委員會來參酌，簡報

結束，謝謝。 

主持人：謝謝科長的說明，那麼我們就依照既有的流程進入到下一個階

段，我們請重劃會來為我們做一下報告，如果在場的如果有土地所有權

人的話，等一下我們才會進入到答詢的程序，我們請重劃會。 

（三）重劃會報告 

重劃會代表：主席、各位長官、各位聽眾，大家好。今天為大家報告重

劃計畫書的一個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總共有玖個議題，第壹是重劃地區跟範圍、第貳是法令依據、第

參是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面積跟所有權人總數、第肆是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重劃的情形、第伍是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陸是預估費用負

擔、柒是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的一個概計、捌是財務計劃、玖是

預定重劃的一個作業進度。 

那首先是我們重劃區的這個位置，重劃區就是在圖標示的位置在公園路

216巷跟這個光復路附近，這是我們重劃地區的一個位置，重劃區的範

圍總共有含這個新竹市東光段 981、981-1、-2 地號等土地，然後總面

積是 1.7788公頃，就是圖上所示的這些面積。 

那第貳是法令依據，重劃區是屬於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專案通盤檢

討的一個主要計畫案，然後也經這個 103年內政部的這個委員會第 840

次大會審定，它是屬於整體開發地區的編號是第 11案，然後它細部計

畫也經過 104年新竹市都委會第 250次大會審竣，然後也在 106年的時

候我們有申請這個重劃計畫的開發延期 3年，也經內政部的同意。然後



第 2是平均地權條例第 58條規定，第 3是依照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

市地重劃辦法規定，然後本重劃區的範圍經新竹市政府 107年核定在

案。 

然後第參重劃區內私有土地面積跟所有權的人數，那重劃區它目前全部

都是私有土地，總共 31位，然後面積是 1.7788公頃。 

然後目前申請重劃的一個情形，那 31位目前有同意的部分是 30位，佔

了 96.77%，另外 1位是因為還沒有辦繼承，所以還沒簽到一個同意書，

面積的部分就是也是 1.719507，佔了 96.67%。 

然後第伍是預估公共設施用地的一個負擔，那總共有劃設了這個公園用

地跟道路用地，公園用地的部分佔了 28.8%、道路用地的部分佔 1.2%，

所以全部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是 0.5337公頃，然後是 30%。然後第陸是

預估的一個費用負擔，然後這個總共有 3項費用，第 1個是工程費，第

2個是重劃費用，第 3個是貸款利息，然後工程費部分有整地、道路工

程、側溝工程還有那個路燈的工程、然後還有公園工程、所以全部的一

個工程費用是 1500多萬，然後重劃費用部分有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跟作

業費，然後地上物拆遷補償費大概是 1億 4000多萬，然後重劃費用是

200多萬，所以總計的重劃費用是 1億 4800多萬，貸款利息的部分是

800多萬，所以總加計的重劃費用是 1億 7000多萬。所以把這個全部

的這個費用除以重劃後的預估的一個平均地價跟它的面積，算出來之後

的預估的費用負擔是 13.8%。 

所以全部所有權人的這個平均負擔比率，就是把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

30%加上重劃費用負擔 13.8%，所以總計的重劃負擔是 43.8%。 

然後捌預估財務計劃，資金需求就是新台幣 1億 7180萬。然後貸款部

分是由重劃區這個理事會代為申請貸款支付，然後償還計畫的部分的是

重劃後土地登記完竣且重劃工程完成驗收，經主管機關接管後，由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按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區內未建築土地來折價抵

付的抵費地來出售或是繳納差額地價部分來償還。 

然後玖預計的一個重劃作業進度，那重劃期間預計大概是 36個月的時

間，從 106年 6月至 109年 6月為止，報告結束，謝謝。 



主持人：好謝謝重劃會的報告，先跟各位補充說明一下，因為這個個案

是由新竹市政府來主辦的喔，所以在這個個案裡面，重劃會的角色，大

致上也是跟土地所有權人是立於對等的，也就是說剛才報告是一個基礎

的一個案例式子，也就是說在重劃會的規劃，那如果呢如果有土地所有

權人有不一樣的意見，或者說要提出一些可以供我們後續討論的部分的

時候，那等一下當然就是由土地所有權人，或者是利害關係人來提出來

喔。好 OK，這是有關地位的部分，先跟各位做這樣的釐清，接下來我

們就進入到下一個程序，也就是出席者陳述意見的部分。 

（四）出席者陳述意見或發問（本案無出席者陳述意見或發問） 

主持人：那麼出席者的部分，目前沒有喔，那在座...？有嗎？也沒有土

地所有權人，今天沒有土地所有權人出席是不是？好 OK，那我們就...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們就進入到下一個程序啦。 

（五）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本案無未出席者書面意見） 

主持人：既然沒有土地所有權人出席，那有沒有那個未出席者的書面意

見？也沒有！也沒有！。 

（六）相關人員答詢（本案無相關人員答詢） 

主持人：好吧！既然也沒有的話，也就沒有什麼相關人員答詢的問題了

嘛。 

（七）出席者發問（本案無出席者發問） 

主持人：所以整個的程序，嗯...到目前為止，那出席者發問，看起來這

個程序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下去了，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整個程序大

概就是...。 

（八）發言內容之確認（本案無發言內容） 

（九）主持人結語 

主持人：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主要就是，由我們的重劃會來做說明啦，那

麼這個也有一個好處啦，就是說我們的市民大眾喔，也有機會可以知道

這個重劃案的進行，以及未來我們的都市會長成什麼樣子啦，這個某種

程度也是一種資訊公開喔，那麼雖然民眾比較...有民眾參與，但是沒有

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所以本案應該就比較沒有具體的爭議啦，這個是我



們目前的問題，其實剛才我最後講的這段話，某種程度也代表了一個主

持人的結語，如果這樣子的話...，公開聽證紀錄通常就是我們今天結束

之後，大概是應該是一個月內就要解決...，就在網站上公開，對...OK，

但是我們今天有這個程序與相關進行的一些流程還是要公開，這是必須

的。好 OK，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的話，我們今天就進行到這邊吧，謝

謝，那我們就散會。 

七、相關資料： 

（一）主辦機關簡報資料 

（二）重劃會簡報資料 

（三）重劃計畫書草案 



報告單位：新竹市政府地政處重劃科/日期：108年04月12日 

聽證會議 
程序簡報 



聽證流程及 
注意事項說明 



簡報大綱 

壹、聽證必要性 

貳、聽證議程 

參、聽證會議注意事項 

肆、會議紀錄 



壹、聽證必要性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應
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舉辦聽證，……。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二十五條(重
劃計畫書草案)申請案件，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斟酌全部
聽證之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准駁之決
定。……。 



貳、聽證議程 
項次 預定時間 預計時間 議    程 

1 09:45~10:00 15分鐘 報到(含身分查核) 

2 10:00~10:10 10分鐘 主持人說明 

3 10:10~10:20 10分鐘 業務單位報告 

4 10:20~10:30 10分鐘 重劃會報告 

5 10:30~11:10 40分鐘 出席者陳述意見 

6 11:10~11:20 10分鐘 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 

7 11:20~11:40 20分鐘 相關人員答詢 

8 11:40~11:50 10分鐘 出席者發問 

9 11:50~12:00 10分鐘 發言內容之確認 

10 12:00~12:10 10分鐘 主持人結語 

備註：上述時程，主持人認為有必要時得予調整或順延或終結之。 



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或發問 

參、聽證會議注意事項1/3 

Step1    順序發言:依登記發言順序 

Step2  陳述意見:每人3分鐘，並以1次為限 

Step3  發問條件:需先經主持人同意 

Step4  發問時間:每人3分鐘，並以1次為限 

Step5  回應時間:每人3分鐘 

★ 過號處理方式： 
   倘唱名3次未到場，則視為過號，於其他陳述意見後才可補行發言。 

發問條件：需先經主持人同意 

順序發言：依登記順序發言 

陳述意見：每人5分鐘，並以1次為限 

回應時間：每人5分鐘 

發問時間：每人3分鐘，並以2次為限 



發問答詢說明 

參、聽證會議注意事項2/3 

統問統答 

主席指定 
相關人員 
回答 

超過時間應 
停止發言， 
如未停止， 

該發言不予紀錄。 



★ 發言代表及其他出列席人員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 
   指定日期、場所閱覽者，應記名其事由。 

參、聽證會議注意事項3/3 

紀錄公 
布方式 

聽證是 
否終結 

會議紀 
錄簽認 

業經充分陳述，宣布聽證終結。 

本次聽證會議採全程錄影、錄音。聽證會會
議紀錄完成後將公開於新竹市政府地政處網
站供公開閱覽。 

聽證紀錄由主持人指定日期、場所供發言代
表及其他出列席陳述意見者閱覽，並請其簽
名或蓋章。 



聽證紀錄： 
聽證紀錄將供 

新竹市政府市地重劃 
委員會參酌。 

會後提出意 
見之處理： 

會後提出意見者， 
將不納入聽證紀錄， 

唯供新竹市政府市地重劃 
委員會參酌。 

肆、聽證會議紀錄 



簡報結束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108年04月12日 

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聽證會 



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會說明目錄 

壹、重劃地區及範圍 

貳、法令依據  

參、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肆、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重劃情形   

伍、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陸、預估費用負擔  

柒、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捌、財務計劃  

玖、預定重劃作業進度  



壹、重劃地區及範圍 

一、重劃地區位置 

重劃區
位置 



◎本重劃區範圍包含新竹市東光段981、 

  981-1、981-2 地號等3筆土地， 

  總面積約1.7788公頃。 

壹、重劃地區及範圍 

二、重劃區範圍 



貳、法令依據 

◎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規定辦理。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辦理。  

◎本重劃區範圍業經新竹市政府107年07月30日府地劃字第 

  1070115972號函核定在案。  

◎本重劃區所屬都市計畫為「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專案 

  通盤檢討(配合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周邊開發)主要計畫案」 

  內，業經103年11月25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40次大會 

  審定在案，本區係屬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內之整體開發區 

  編號11案，細部計畫經104年8月12日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250次大會審竣在案，並經106年11月21日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912次大會決議通過延長市地重劃計畫開發期程3年 

  至109年11月25日。  



參、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總面積 

    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註：本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其實際面積應依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項  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公頃﹚ 備         註

公  有 0 0.0000

私  有 31 1.7788

未登錄地 0 0.0000

合  計 31 1.7788

本表依地籍謄本

登記面積計算之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面積 比率 面積 比率

31 30 96.77% 1 3.23% 1.778800 1.719507 96.67% 0.059293 3.33%

公有土地面積：0公頃 可抵充之公地面積：0公頃

申請(同意)

面積(公頃)

未申請(同意)

面積(公頃)
總面積

(公頃)

未申請(同意)

情形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私有土地面積

總人數

申請(同意)

情形

肆、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重劃情形  

註1：本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面積計算，其實際面積應依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註2：本表所計之人數及面積，應以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時為準。 



伍、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  

二、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  

(一)重劃區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0.5337公頃  

(二)重劃區總面積：1.7788公頃  

(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例：30.00％  

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比率
＝ ×100%

重劃區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充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充面積

面積(公頃) 比率(％) 備註

1 公(十)公園用地 0.5121 28.8%

2 道路用地 0.0216 1.2%

0.5337 30.0%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

項  目

本表公共設施用地

實際面積，以依法

釘樁、分割、登記

之面積為準。

－

－
30.00% ＝ ×100%

0.5337

1.7788

0.0000

0.0000



陸、預估費用負擔  

一、費用負擔總額概估  

二、預估費用負擔比率  

×100%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作業費用總額＋貸款利息

重劃後平均地價 ×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充面積)
費用負擔比率 ＝

金額（元） 備註

整地、道路工程(含挖土填

方、側溝排水、路燈照明)
4,204,000

公園工程 10,000,000

管線工程 1,000,000

本項費用(包括電力、電信、自來水、天然氣等事業單位管線工程)

係屬預估，於土地分配計算負擔時將依各管線事業機構出具發票或

繳費收據所載之費用為準(內政部107年2月8日內授中辦字第

1071301538號函)

小    計 15,204,000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145,500,000 本費用以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送主管機關核定之金額為準

重劃作業費 2,514,100 含各項重劃業務、地政規費及相關行政費用 (附件二)

小    計 148,014,100

8,585,272 貸款金額計算，以年息2.63%(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計算期限2年。 (附件三)

171,803,372總          計

項目

重劃費用

貸 款 利 息

工程費

1.工程金額包含規劃設計、工程施工、管理監造、稅賦保險及空污

防制費等。

2.工程項目包含假設工程、挖土填方、道路工程、側溝排水工程、

路燈照明工程、公園施設工程、雜項工程等。

3.本項費用以重劃會將本區重劃工程規劃設計及工程預算書圖送請

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

＋ ＋

× ( － )70,000 17,788
＝

148,014,100 8,585,272
×100%

15,204,000
13.80%

0



柒、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
土地所有權人

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費用負擔比率

一、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30.00％  

二、重劃費用負擔比率：13.80％  

三、合計平均重劃負擔比率：43.80％  



捌、財務計劃  

一、資金需求總額：約新台幣1億7180萬餘元。  

二、貸款計畫：  

三、償還計畫：  

由本重劃區理事會代為申請貸款支應。  

於重劃後土地登記完竣且重劃工程完成驗收，並經主管
機關接管後，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
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抵費地出
售價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  



玖、預定重劃作業進度  

本重劃區工作期間
預計為36個月， 
自106年06月 
至109年06月止  





























附件一 

出席人員名冊 

身分/單位 姓名 

主持人 辛年豐 

本府都市發展處 楊惠婷 

本府都市發展處 秦嘉珮 

本府地政處 曾淑英 

本府地政處 劉志力 

本府地政處 劉樹芳 

新竹市東區東光自辦 

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萬○○ 

土地所有權人或 

已知利害關係人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