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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計畫沿革與法令依據

本計畫區係依據民國86年7月24日發布實施「變更
霧峰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
範圍）案」辦理，變更原因為配合主要計畫住宅
區使用飽和之新鄰里社區發展需求，以及福新路
聯通林森路計畫道路之開闢需求。

民國91年12月31日原臺中縣政府公告核定發布實
施「擬定霧峰都市計畫（省議會高爾夫球場西側、
神農大帝廟南側、福新路）細部計畫案」。

民國107年1月10日府授都計字第 1060291724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霧峰都市計畫（省議
會高爾夫球場西側、神農大帝廟南側、福新路）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採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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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法令
依據

「平均地權條例」
第58條

「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
劃辦法」規定辦
理



二、重劃地區及其範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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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劃地區為跨區整體開發共分為三區塊，
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範圍為重劃範圍。



東至：林森路；西至：乾溪；

南至：農業區；北至：商業區

都市計畫內20M計畫道路

東至：保護區；西至：中正路；

南至：住宅區；北至：牛欄貢溪

約5.23(公頃)

省議會高爾
夫球場西側

神農大帝廟
南側

福新路

總面積

４

二、重劃地區及其範圍(二)

三區塊重劃範圍，分述如下：



三、重劃區公、私有土地面積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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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如下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面積(㎡) 備註

公有 6 4,398.10

私有 67 46,355.45

符合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26條規定

私有 1 21.04

未符合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

法第26條規定

未登錄地 1,480.35

總計 74 52,254.94

備註：本表所列公私有土地面積係依據土地登記簿所載面積摘錄統計。



註：
1、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於本籌備會經臺中市政府107年08月07日核准成立後取得者，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持有土地面積
合計未達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6條規定不計入同意及
不同意人數、面積比例。至本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為49平方公尺以上，經統計計入同意及不同意人
數計67人，面積計46,355.45平方公尺。

2、已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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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辦理重劃情形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面積（平方公尺）

總
人
數

申請
（同意）人數

未申請
（同意）人數 總面積

(平方公尺)

申請（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未申請（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人數 % 人數 % 面積 % 面積 %

67 44 65.67 23 34.33 46,355.45 35,478.04 76.53 10,877.41 23.47

公有土地面積:約4,398.10㎡ 可抵充公有土地面積:約1,841.15㎡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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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劃負擔比率概計(一、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項目
分區用地

測量面積
(㎡)

百分比
(%)

備註

共

同

負

擔

公

共

設

施

兒童遊樂場用地 3,592.97 18.35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859.17 9.50

溝渠用地 248.33 1.27

道路用地 13,878.68 70.88

合 計 19,579.15 100.00



註：以上數據仍屬概估數額，實際工程費用及補償數額之發
放、重劃後地價之評定，仍應依照相關法令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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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二、預估費用負擔)

項目 金額 備註

◆
工
程
費
用

1.道路工程 83,383,291

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設
計預算書所載工程細目及金額
為準。

2.交通工程
(標誌、標線、號誌)

2,583,974

3.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工程 3,503,006

4.兒童遊樂場工程 19,021,935

5.污水管線工程 9,903,297

6.其他雜項費用
(監測、雜項、品管、安衛、
利稅及營業稅)

36,564,497

7.公用設備管線工程 5,680,000
應以電力、電信、瓦斯及自來
水等事業單位開立憑證之工程
結算金額為準。

8.工程設計及管理費 15,000,000
含工程規劃設計費用、監造費
用、工 程管理費、空氣汙染
防制費用等。

合計 175,640,000

◆
重
劃
費
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45,000,000

1.依據107年09月21日修正之
「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
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推估。
2.本項費用應以經理事會通過
並辦理公告之金額為準。

重劃業務費 10,500,000

含各項重劃作業、地籍整理、
地政規費、估價師簽證費及相
關行政費用、會址及辦公室設
備租金、辦理重劃業務人事費。

合計 55,500,000

◆貸款利息 19,739,375
依109年03月五大銀行平均基
準利率2.63%；計息3年3個月。

總 計 250,879,375



9

五、重劃負擔比率概計(三、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5.18%＋14.30%

•=49.48%

重劃平均負擔比率49.48%

•除前述重劃總平均負擔外，本變更案應無償自願捐贈
住宅區代用地面積約 2,612.75 ㎡（約790.36坪）
（占全區總面積52,254.94㎡：5%）予臺中市政府。

代用地負擔比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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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計畫
資金需求總額：約新台幣250,879,375元。
財源籌措計畫：前款所需費用由理事會負責籌措辦理。
償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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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或繳納差額地價優先償還。
現金流量分析：詳如下表

項目
合計

(萬元)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重
劃
負
擔
總
費

工程費 17,564.0 - - 8,782.0 7,903.8 878.2

重劃費用 6,468.4 149.3 522.6 658.7 4,879.1 258.7

小計 24,032.4 149.3 522.6 9,440.7 12,782.9 1,136.9

貸款利息 1,055.5 - - 211.1 633.3 211.1

合計 25,087.9 149.3 522.6 9,651.8 13,416.2 1,348.0

收
入

收取差額地價或
出售抵費地價款 25,087.9 - - 1,254.4 15,053.0 8,780.5

小計 25,087.9 - - 1,254.4 15,053.0    8,780.5

當期淨值 (0) (149.3) (522.6) (8,397.4) 1,636.8 7,432.5

註：當期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支出 ，負值以括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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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計重劃作業進度

本重劃區預計重劃工作期間自
民國107年08月至113年12月止。

本表工作項目及預定工作進度
表時間，可視重劃區實際狀況
自行調整研訂。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進度

1 籌備會成立 107年08月07日核准成立

2 召開座談會 107年10月至107年10月

3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108年01月至108年03月

4 地上物查估 108年04月至108年04月

5 審議重劃範圍 108年05月至108年06月

6 現況調查及測量（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108年05月至108年06月

7 陳述意見、市地重劃委員會、核定重劃範圍 108年07月至109年04月

8 徵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109年03月至109年04月

9 研擬重劃計畫書(草案) 109年03月至109年04月

10 工程規劃設計、審核 108年12月至109年09月

11 召開會員大會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109年05月至109年06月

12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109年07月至109年07月

13 召開聽證 109年07月至109年08月

14 審議重劃計畫書及聽證紀錄 109年08月至109年09月

15 公告重劃計畫書 109年09月至109年10月

16 籌編經費及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限建事項 109年10月至111年04月

17 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補償費 109年09月至109年11月

18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109年12月至110年02月

19 工程施工 109年10月至111年03月

20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10年03月至110年04月

21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10年04月至110年05月

22 工程驗收、相關單位接管 110年10月至110年11月

23 申請地籍整理及土地登記 110年06月至110年08月

24 交接土地及清償 110年09月至110年10月

25 申請核發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 110年11月至110年12月

26 財務結算 113年09月至113年10月

27 成果報告 113年10月至113年11月
28 解散重劃會 113年12月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臺中市霧峰區育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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