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08年4月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 主辦機關： 

新竹市臺大醫院新竹湳雅院區周邊地區
市地重劃區 

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 



壹 
前期作業 

前言 

總平均負擔比率與重劃前後平均

地價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2 



       為讓各位土地所有權人了解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作

業的流程、重劃後土地面積的計算模式與土地區位

的決定原則，以及土地相關權利的處理方式，故召

開這次的土地分配草案說明會，向各位土地所有權

人說明分配相關事宜。 

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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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依104年6月本案都市計畫階段評估土地所有權

人平均配回土地比例為47.84%(重劃總平均負擔

比率52.16%) 

107年5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0020726號

函通過之重劃計畫書載明原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為49.20%，原內政部不同意調降重劃負擔，經

本府與內政部溝通結果，市府以日後有虧損則以

平均地權基金貼補為條件，方使內政部同意調降

重劃負擔至45%。 

2 總平均負擔比率與重劃前後平均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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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後平均地價: 

   重劃前平均地價:57,816元/㎡ 

   重劃後平均地價:105,346元/㎡ 

(經107年12月13日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2 總平均負擔比率與重劃前後平均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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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蔽率、容積率及最小可建築基地面積 

3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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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類別 建蔽率％ 

第二種住宅區 

容積率％ 

60％ 240％ < 
＝ 

< 
＝ 

最小可建基地面積規定 

符合新竹市畸零地使
用規則規定之最小面

寬與深度限制 



   
 重劃區內退縮及容許使用項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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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類別 退縮規定 

第二種住宅區 

1.住宅區建築基地應沿計
畫道路退縮至少2公尺建
築，並得設置圍牆。 

2.臨鐵道路或東大路之建
築基地應留設4公尺無遮
簷帶狀式公共開放空間
(專供公共人行步道及街
道景觀綠化空間使用)。 

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
「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有關住宅區之規定
辦理，且為維護居住環境
之寧靜、安全及衛生，禁
止申請設置資訊休閒業。 

可容許使用項目 

6 

備註:1.退縮規定依據:「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西北地區)細部計畫(計畫圖重製檢討暨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106年9月25日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61次委員會審定草案
版」。 

2.可容許使用項目依據:「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3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貳 
土地分配作業 

歸戶作業 

土地分配原則 

重劃後面積之計算 

分配成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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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由：整理土地所有權人的地籍狀況，俾利土 

                地分配作業 

 作用：1.土地分配的標的 

                2.確定地籍狀況 

 

1 歸戶作業概述 

9 



• 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 所有狀態(分別共有、公同共有、單獨所有) 

• 有無他項權利設定、限制登記與三七五租約 

• 有無信託設定登記 

1 歸戶作業概述 

   

 歸戶條件：各宗土地下列之地籍狀態均相同，即 

                        歸至同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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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分配原則 

   

 原位次分配 

 位於住宅區之調配原則 

 位於道路用地之調配原則 

 位於其他公設用地之調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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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分配位置 

1 2 3 4 5 6 

重劃前地籍 

重劃後地籍 

抵費地 

重劃前地籍線 

重劃後地籍線 

重劃前位置 

(1) 

1 

圖   例 

抵
費
地 

(1) (2) (3) (4) (5) (6) 

2 土地分配原則-原位次分配 

重劃後土地分配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

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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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順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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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響分配街廓原位次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並考量本

案區位性，各調配土地順序應採由近而遠方式調整，

亦即鄰該調配街廓近者優先，調配順序關係如下： 

1.位於道路用地且鄰接第二種住宅區內有相同權屬土地供整併。 

2.位於鄰接第二種住宅區之道路用地。 

3.位於文大用地。 

2 土地分配原則-位於公設用地調整分配 



調整順序1:位於鄰接第二種住宅區之道路用地上且在第  
                 二種住宅區內有土地供合併分配:  

位於道路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如於鄰接之第二種住宅區內亦有

土地時，得於不影響第二種住宅區內原有土地分配位次原則下，

將該道路用地之土地與第二種住宅區內土地合併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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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地籍 

重劃後地籍 

圖          例 

街廓範圍 

重劃範圍線 



調整順序2:位於鄰接第二種住宅區之道路用地上但在第 
                 二種住宅區內沒有土地供合併分配: 

位於道路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如於鄰接之第二種住宅區內沒有

土地供合併分配時，得於不影響第二種住宅區內原有土地分配

位次原則及編號1分配下，將該道路用地之土地調配至第二種

住宅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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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前地籍 

重劃後地籍 

圖          例 

街廓範圍 

重劃範圍線 



調整順序3:位於文大用地: 
位於文大用地之土地得於不影響第二種住宅區內原有土地分配

位次原則及編號1及編號2分配下，將文大用地之土地調配至第

二種住宅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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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土地重劃後應分配面積，依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第29條附件二公式計算 

3 重劃後面積之計算 

17 



•公告日期 

   預計108年下半年公告，公告30日 

•公告地點 

   1.新竹市政府地政處(重劃科) 

   2.新竹市北區區公所 

公開
閱覽
內容 

1.計算負擔總計表 5.重劃前後地號圖 

2.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6.重劃前地價圖 

3.重劃前地籍圖 7.重劃後地價圖 

4.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4 分配成果公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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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後期作業 

他項權利處理 

後續地籍整理作業 

稅賦減免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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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49條規定，重劃前

土地已設定他項權利而於重劃後分配土地者

，主管機關應於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

邀集權利人協調，除協調結果該權利消滅者

外，應按原登記先後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

地。 

   

  

1 他項權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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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劃土地辦竣地籍測量後，新竹市政府將重劃前後

土地分配清冊與重劃後土地分配圖等資料送由新竹

地政事務所逕為辦理權利變更登記，登記完成後，

由新竹地政事務所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三十日內換

領土地權利書狀，免收登記費及書狀費。 

• 圖冊上之重劃後地號係屬暫編，日後仍以土地登記

謄本之地號為準。 

2 後續地籍整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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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發權狀 



• 重劃土地完成地籍測量後，新竹市政府將以書面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按指定之時間到場點交

土地。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期間到場接管者，自

指定之日起自負保管責任。 

2 後續地籍整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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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交土地 



3 稅賦減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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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價稅全免。 

• 市地重劃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

二年。 

 

   

 地價稅-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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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自土地漲價總數額減去重劃

負擔證明書之數額後所計徵之土地增值稅，減徵百

分之四十。 

• 重劃區內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因未達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改領現金補償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3 稅賦減免 

    

 土地增值稅-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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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項 

意見陳述或詢問重劃相關問題 

新竹市政府地政處重劃科 

地址：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20號 

電話： （03）521-6121分機331及327 

戶籍資料異動或通訊住址異動 

 土地所有權人之戶籍地址或通訊住址有異動變更者，

請填寫住址變更填寫單並親送或郵寄至新竹市政府

地政處重劃科，以利日後辦理各項作業時通知之依

據。 

25 



簡     報 
 

結     束 



新竹市臺大醫院新竹湳雅院區周邊地區市地重劃區土地分配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3時 

二、 地點：新竹市政府第五會議室 

三、 主席：地政處吳處長堂安             記錄：謝瑞雄 

四、 出列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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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臺端對於本案土地分配草案內容有所瞭解，爰舉辦旨案說明會

並聽取臺端意見，以作為檢討分配草案之參考。 

八、 土地所有權人意見說明： 

1.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目前初步同意貴處所提本署管有之土地因面積過小無法參予配

地而領取現金補償，惟會後本署尚有其他意見時會再向貴處提

出。 

地政處答覆： 

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之土地因面積過小無法參予配地，本處

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3 條規定，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

之次日起六十日內，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

價發給現金補償。 

2.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 

(1) 期望本重劃案進度能盡快完成。 

(2) 初步建議福四(抵費地)與本會分配福五土地對調，惟仍須請

示後方能確定。 

(3) 本會鄭重聲明，本會係配合新竹市政府政策參與重劃，亦依

法令規定分配，且原重劃前土地所估單價及土地配回率，與其



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相比相對較低，並無損害其他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  

地政處答覆： 

(1) 本案目前已進入土地分配階段，俟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對分配

結果無異議後，即可公告，期程已屆後期作業階段。 

(2) 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條規定分配

後，剩餘者即為抵費地，若區內尚有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有調整

需求，基於公平性原則，需要相互協調同意後方可調整。 

(3) 各土地所有權人依各自立場發表言論，本處能體諒原地主跟

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的立場，然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亦屬區內

土地所有權人之一，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一樣依法分配，並無

差別對待。 

3.黃沙 君： 

建議抵費地放在臨 6 米道路街廓內。 

地政處答覆： 

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分配後，

剩餘者即為抵費地，所以抵費地留設位置，本處並無預設立場，

一切依區內分配結果而定。 

4.林三郎 君： 

希望能調整到開發區右側(東大路至 6米計畫道路間)與區外同

屬本人土地合併使用？ 

地政處答覆： 

台端目前持有之土地若要分配至開發區右側經重劃土地分配計

算後恐成畸零地，不符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0條規定，故無法

同意台端之所請，至於對目前分配方案有意見需調整，仍須與其

他受影響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調。 

5.黃木水 君（賴碧薇代）： 

(1)希望原黃木水與其他三人持分之土地中，能將黃木水持有之部

分拆出與其他黃木水單獨持有之土地整併，其他三人維持共



有。 

(2)農田水利會之土地位於湳雅街那邊現況利用度差，不應與東大

路這區地主爭利。 

地政處答覆： 

(1)本處將依台端所請試算分配可行性。 

(2)同臺灣新竹農田水利會意見回覆內容。 

九、 會議結論： 

本次土地分配結果草案會依土地所有權人的意見進行修正，俟本處

擬出最適方案後再行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與會說明。 

十、 會議結束：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