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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本自辦市地重劃區座落於桃園縣桃園市行政區，範圍包括小檜溪段與埔子
段埔子小段之部分土地，其範圍四至如下：
東至：以南崁溪河川區域線為界。
南至：以三民路二段北側道路境界線為界。
西至：以民生路內側住宅區使用分區線為界。
北至：以南崁溪河川區域線為界。
部分土地排除於市地重劃範圍如后：
（一）1-1 號道路（春日路）與 2-1 號道路（民光東路已開闢部分）等二條計畫
道路。
（二）劃設為河川區之東門溪。
（三）位於本計畫區東門溪與民生路間之已開發聚落（都市計畫劃設為第一種
住宅區）。

二、法令依據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
（二）本重劃區實施範圍及名稱業經桃園縣政府民國 103 年 1 月 2 日府地重字
第 1030000061 號函核定在案。
（三）本區「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三民路以北、民生路內側以東至南崁溪整
治線間）主要計畫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民國 102 年 9 月 10
日第 811 次會議審議通過，
「修訂桃園市都市計畫（三民路以北、民生路
內側以東至南崁溪整治線間）細部計畫案」業經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第 16 屆第 26 次會議審議通過。
（四）都市計畫發布日期及文號：桃園縣政府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府城都字第
1030119696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辦理重劃原因：
1.由於桃園市都市計畫及大湳地區人口皆已超過原計畫人口甚多，為因應
未來人口成長需要及配合南崁溪河川治理工程計畫(71 年 2 月 25(71)府
建水字 8612 號公告)與桃園市汙水下水道系統工程計畫之需要，而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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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5 年 1 月 9 日發布實施「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三民路以北、民生
路內側以東至南崁溪整治線間）細部計畫」案，指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開發，惟本計畫區東側臨南崁溪部分土地，位於桃園縣政府民國 96
年 1 月 4 日公告變更南崁溪河川區域範圍，為符合河川區相關土地使用
規定，及避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故辦理「修訂桃園市都市計畫（三
民路以北、民生路內側以東至南崁溪整治線間）細部計畫」都市計畫變
更案，以期透過市地重劃方式，加速本地區整體開發建設。
2.本區都市計畫為整體開發地區並指定以市地重劃為開發方式，開發主體
為桃園縣政府或本市地重劃區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爰此，本重劃區土
地所有權人依循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規定，申請自辦市地重劃，配合
現行都市計畫之規劃意旨，以提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及促進土地資源
合理之有效運用，配合都市設計整體規劃，塑造都市空間整體意象和地
區活動發展特色，故研擬具體可行之財務計畫，作為自辦市地重劃開發
執行之依據。
（二）預期效益：
1.辦理重劃之土地係配合都市計畫內容予以整體開發建設或更新，完成各
項公共設施建設，環境美化，可形成良好居住環境，且重劃後地籍重新
整理，便於管理，減少土地經界糾紛，並可消除畸零地之問題。
2.重劃完成後，將提供約 39.29%公共設施用地（約 15.69 公頃）無償登記
予桃園縣政府，包括停車場用地、文中用地、公園用地、綠地用地、道
路用地等，服務範圍不僅侷限於重劃區內居民，重劃區外居民亦能受惠，
提升重劃區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提高生活品質，並帶動本重劃區人口、
建設、經濟之發展。
3.重劃工作完竣後，桃園縣政府可無償獲得公共設施用地約 15.69 公頃，
與節省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費用與公共設施興闢費用之鉅額支出。
4.本區經重劃開發完竣後，其重劃後土地價值增漲，土地所有權人利益大
幅提高，進而促進本地區繁榮，並能有效增加桃園縣政府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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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表一 公私有土地人數與面積統計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公頃）

公有土地

4

3.5517

私有土地

1465

34.9597

總計

1469

38.5114

備註

註：1.本表所列公私有土地面積統計係以地政事務所登載土地面積為主。
2.本表所列公、私有土地人數係依據目前土地登記簿所載人數統計。
3.部分跨重劃範圍內外之土地，其座落於重劃範圍內之面積係以圖面比例概算。
4.本表所列公、私有土地面積係依據目前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摘錄或經概算統計，
未來仍應以地政事務所辦理重劃範圍分割測量後之登記面積為準。

五、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同意）重劃情形
表二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重劃人數與面積分析表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同意人數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公頃）

未同意人數

同意面積

未同意面積

(公頃)

(公頃)

總面積

總人數
(公頃)
833

人數

%

人數

%

539

64.71％

294

35.29％

面積
34.8992

%

24.9577 71.51％

面積

%

9.9415

28.49％

公有土地面積：約 3.5517 公頃

可抵充公有土地面積：約 0.412 公頃

不列入同意及不同意人數：631 人

不列入同意及不同意面積：0.0605 公頃

註：1.依據「修訂桃園市都市計畫（三民路以北、民生路內側以東至南崁溪整治線間）
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書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7 條所載略以：
「街廓編號
R14 ~R22 之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之最小面寬應不得小於 5 公尺」，以及桃園縣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3 條及附表 1 略以：
「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係
指建築基地深度與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者：一般建築用地屬於住宅區者，
正面路寬超過 7 公尺至 15 公尺，其最小深度為 14 公尺。」
，本區都市計畫規範
最小建築基地規模之面寬為 5 公尺，規劃之計畫道路最小路寬為 8 公尺，依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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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範正面路寬 8 公尺之最小深度為 14 公尺，爰此，本
區最小建築基地面積為 5×14＝70 ㎡，其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ㄧ為 35 ㎡。
2.辦理市地重劃計算重劃人數及面積時，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其為公同共
有土地部分，應以其超額負擔或參加重劃之公同共有人數為其同意人數，並以
其占該公同共有全體人數之比率，乘以該公同共有部分土地面積所得之面積為
其同意面積（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5 條規定）。
3.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95 年 1 月 16 日）起前一年至重劃計畫書報核之日前取
得土地所有權，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持有面積合計未達本區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二分之ㄧ者，經計算後人數與面積分別為 631 人與 0.0605 公頃，該部分不計
入同意或不同意人數與面積比例（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5 條規定）。
4.本區私有土地所有權總人數與面積分別為 1465 人與 34.9597 公頃，扣除上述不
計入同意或不同意之人數與面積後，可計入同意或不同意之人數與面積分別為
834 人與 34.8992 公頃。
5.區內有信託關係之土地如下表所示，惟袁維政身兼小檜溪段 277-83 地號土地所
有權人與信託關係委託人，故可計入同意或不同意之人數由原本 834 人扣除 1
人後為 833 人。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信託關係委託人

小檜溪段 149-22 至 149-27 等 6 筆
土地

高慧筑(持分比例 1/3)

袁家偉

小檜溪段 130-19

楊對(持分比例 1/1)

陳清貴

小檜溪段 277-83

温秀鳳(持分比例 1/2)
袁維政(持分比例 1/2)

袁維政

六、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4 項規定，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
用地，已依計畫闢建使用，且符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之道路、
溝渠、河川等用地，依本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抵充；其餘不屬該條款用
地仍辦理原位置、原面積分配，不得辦理抵充。
另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4 條規定，自辦市地重劃區內
重劃前已由政府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其用地免納入重劃共同
負擔，並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
本重劃區日後如有前述情況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依據前述規定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與未登記地得計列抵充，
本重劃區內之原有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三項用地，已分別於民國 10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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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與 5 月 8 日辦理現場會勘，依據抵充地會勘記錄內容，區內屬於前述用
地共計 23 筆應辦理抵充，面積共計約 0.4120 公頃，嗣後本重劃區實際抵充土
地標示與面積將依抵充地會勘記錄內容，以及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測量分割完
竣之土地標示與面積為準。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約為 3.5517 公頃，私有土地面積約 34.9597 公頃，
土地總面積依都市計畫書所載約為 39.94 公頃，故土地總面積扣除公有與私有
土地面積後之預估未登記土地面積約為 1.4286 公頃，未來重劃區內未登記土地
面積仍應依都市計畫樁位公告成果計算。
故本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合計約 1.8406 公頃。

七、土地總面積：指計畫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面積及未登記地之計算面
積
本重劃區依都市計畫書所載約為 39.94 公頃，未來仍應依都市計畫樁位公
告成果計算。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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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中用地：約 3.02 公頃
2.公園用地：約 4.69 公頃
3.停車場用地：約 0.38 公頃
4.綠地用地：約 1.01 公頃
5.道路用地：約 6.59 公頃
合計面積：約 15.69 公頃
註 1：本區實際公共設施面積，應以都市計畫樁位公告成果並經實測後
為準。
註 2：日後本區如經實際測量結果，其實際面積大於土地登記面積之差
額，將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列入共同負
擔計算。
（二）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面積扣除抵充之原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錄土
地等土地面積，與扣除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按原位置原面
積分配之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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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 公頃-1.8406 公頃-0.9866 公頃
=12.8628 公頃
（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
=
平均負擔比率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抵充地面積
－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之土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抵充地面積
－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之土地面積

＝

15.69 公頃-1.8406 公頃-0.9866 公頃
39.94 公頃-1.8406 公頃-0.9866 公頃

＝ 34.66%

註：2-1 號道路（民光東路未開闢部分）與 2-3 等二條計畫道路桃園市
公所於本案辦理市地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土地面積約 0.9866 公頃，
暫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4 條規定辦理原位置
原面積分配計算，嗣後倘經辦竣撤銷(廢止)徵收程序，原土地所有
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規定申請發還其原有土地面積數額後，
將予以調整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九、預估費用負擔
（一）預估工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總額（詳如表三）
1.工程費用合計約為新台幣 103,200 萬元。
2.重劃費用合計約為新台幣 178,464 萬元。
3.貸款利息約為新台幣 24,336 萬元。
（二）費用負擔總額：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103,200 萬元＋178,464 萬元＋24,336 萬元
=306,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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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重劃費用項目與金額分析表
項目

包含道路工程、雨水、污水
工程、橋梁工程、公園、綠
地、寬頻工程、路燈工程、
整地工程、營建廢棄物拆除
及清運、圍籬工程、雜項及
假設工程、勞安品管保險及
工程 利潤等
費用

代辦管線工程
設計監造服務費
工程管理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
路燈接電費
小計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重劃
費用 重劃業務費
小計
貸款利息

合計

金額
(萬元)

備註

69,022.44
本項費用係屬預估，未來仍應以
重劃會將本區重劃工程規劃設
計書圖及工程預算送請主管機
關核定金額為準。
29,249.60
3,000
1,800
27.96
100
103,200
本項費用係屬預估，未來仍應以
175,923 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送主管機關核備之金額為準。
2,541
178,464
貸款期間 3 年，年利率 2.88%(依
24,336 據中央銀行公布五大銀行平均
基準利率)單利計算。
306,000

資料來源：本籌備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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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費用負擔
=
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抵充地面積
－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按原位置原面積分配之土地面積）

103,200 萬元＋178,464 萬元＋24,336 萬元

＝

8.91 (萬元/㎡)× (39.94 公頃-1.8406 公頃-0.9866 公頃)
＝ 9.25%
註：2-1 號道路（民光東路未開闢部分）與 2-3 等二條計畫道路桃園市公
所於本案辦理市地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土地面積約 0.9866 公頃，暫依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4 條規定辦理原位置原面積
分配計算，嗣後倘經辦竣撤銷(廢止)徵收程序，原土地所有權人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規定申請發還其原有土地面積數額後，將予以調整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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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4.66% + 9.25%
＝43.91%
註：2-1 號道路（民光東路未開闢部分）與 2-3 等二條計畫道路桃園市公所於本
案辦理市地重劃前已徵收取得之土地面積約 0.9866 公頃，暫依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4 條規定辦理原位置原面積分配計算，嗣後倘經辦
竣撤銷(廢止)徵收程序，原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51 條規定申請發
還其原有土地面積數額後，將予以調整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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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
將視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實際情況提送會員大會或理事會決
議內容辦理。

十二、財務計畫
（一）資金需求總額：306,000 萬元。
（二）經費來源：由開發者募集自有資金以及向金融機構申貸。
（三）償債計畫：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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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本自辦重劃辦理時間自民國 95 年 1 月起，至民國 107 年 12 月止（詳如表
四）。

十四、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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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預計重劃工作時程進度表

項次
工作項目
1 發起成立籌備會
2 範圍申請核定
3 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4 研訂自辦市地重劃計畫書並報請縣府審核
5 重劃計畫書辦理通知及公告相關事宜
6 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及召開會員大會
7 成立重劃會
8 籌編經費
9 現況調查及測量
10 工程規劃設計
11 查估及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
12 工程施工
13 查估重劃前後地價
14 公告禁止移轉等事項
15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6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之處理
17 公告禁止移轉等事項
18 申請地籍整理及土地登記
19 交接土地及清償
20 申請核發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
21 財務結算
22 撰寫重劃報告及報請解散重劃會
註：本時程表僅為預估，未來仍應以實際辦理進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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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起迄時間
自民國95年01月至民國95年01月
自民國102年11月至民國103年01月
自民國103年01月至民國103年03月
自民國103年06月至民國103年07月
自民國103年07月至民國103年08月
自民國103年08月至民國103年09月
自民國103年09月至民國103年10月
自民國103年10月至民國103年11月
自民國103年10月至民國103年12月
自民國103年12月至民國104年05月
自民國104年05月至民國105年03月
自民國105年05月至民國106年11月
自民國104年10月至民國105年01月
自民國105年01月至民國105年11月
自民國105年01月至民國105年06月
自民國105年07月至民國105年10月
自民國106年11月至民國107年05月
自民國106年12月至民國107年05月
自民國107年05月至民國107年06月
自民國107年06月至民國107年07月
自民國107年08月至民國107年10月
自民國107年11月至民國107年12月

備註
已完竣
已完竣
已完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