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未核准籌組 12

已核准籌組 2

已核准立案 4

未核准 5

概要核准 0

1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段138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853地號等12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復興段452地號(部分)等1案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水源段599地號等3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莊敬段30-2地號等3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台貿段114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7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106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82、83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9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大華段1052地號等5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景華段778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復興段436地號等2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928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 蘆洲 擬訂新北市蘆洲區中原段86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26地號等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公館段698-4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興南段848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7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210地號等9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8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文化段446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9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新海段1394地號等7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安平段203地號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1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688地號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2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396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3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1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4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段607地號等65筆土地都市更新案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港子嘴段168-19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6 樹林 擬訂新北市樹林區樹德段743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7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大新段63地號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8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永安段250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 新莊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長樂段38地號等60筆(原7地號等6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 蘆洲 擬訂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及光明段738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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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1160地號等6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光復街東側都市更新案

3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公館段1169地號等7筆土地暨江子翠段新埔小段22-2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運校段691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1464地號等40筆（原二重埔段中興小段178-2地號等3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1015地號等5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716地號等64筆(原7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捷運段376-1地號等6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安樂段109-1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19-47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幸福段1476-17地號等3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09-5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613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自立段965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段1582地號等7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民權段682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7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榮富段563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8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興段181地號等17筆(原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9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733地號等16筆(原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20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港子嘴段130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1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32地號(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46-48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2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成功段755地號等28筆(原三重埔段過圳小段163-16地號等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3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新興段1408地號等15筆土地暨大觀段984-9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4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府中段304地號等61筆(原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5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文山段761地號及廣明段521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6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平段464地號等9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7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文山段563地號等63筆土地都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8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760地號等11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9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勢段22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0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橋和段599地號等1筆土地(豪美大樓)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

31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774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2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大仁段768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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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含變更) (105/10/18)

33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435地號等3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4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758地號等4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148-12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6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永平段91地號等19筆土地自行劃定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7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港子嘴段1-18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8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517-2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9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復興街16巷附近一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0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200地號等4筆(原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一崁小段91-30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2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865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3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長壽段477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44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文德段508地號等5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4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146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46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大智段808地號等7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7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912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8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台貿段1254地號等63筆土地(原53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49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540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0 樹林 擬訂新北市樹林區文林段1769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海山段912-1地號等3筆(原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209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莊敬段151地號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4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興德段724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345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6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781地號等25筆(原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未通過)

57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民權段394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8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永安段666地號等125筆(原3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9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859地號等3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0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運校段12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6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公館段1133地號等21筆(原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2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120地號等8筆土地及樹林區圳福段669地號等14筆土地(共計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3 樹林 擬訂新北市樹林區樹德段554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4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全安段518地號等8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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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板南段329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6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興南段102地號等3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7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段688地號等4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8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安和段115地號等7筆(原117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9 汐止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崇德段604地號及新峰段78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0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得和段961地號等3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1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台貿段1281地號等3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府中段373-1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3 五股 擬訂新北市五股區中興段777地號(原更寮段褒子寮小段73-4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4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介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5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員福段127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6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306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7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223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8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大華段683地號等5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9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興段689地號等13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80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段732地號等7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1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439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2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1008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8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安平段912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4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268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5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中興段796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86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幸福段1458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7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802地號等3筆(原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8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89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莊敬段362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90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平段398地號等4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1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清水段1026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2 蘆洲 擬訂新北市蘆洲區民義段646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9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80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94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仁愛段2449-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5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成功段813地號(原80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6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雙鳳段161地號等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事業計畫審議中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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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沛陂段460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8 汐止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1611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9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錦和段25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0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七小段1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1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過田段826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2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文化段80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3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段1096地號等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04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碧華段320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5 林口 擬訂新北市林口區佳林段843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6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民權段743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07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848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08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民權段436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9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87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0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七小段135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1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安和段144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93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3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五谷王一段21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4 汐止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崇德段19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5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圓通段337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6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1015(部分)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7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元段392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8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19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頂崁段764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0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幸福段1459地號等16筆(原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1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176地號等15筆(原168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2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興德段451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3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忠孝段411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4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海鷗段768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5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237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6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得林段534地號等40筆土地暨林森段541地號(部分)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7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364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28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73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案件數 序號 轄區 案名階段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含變更) (105/10/18)

129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1169地號等6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0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秀山段272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1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明德段55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237-24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3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頂坡角段頂坡角小段232地號等41筆(原4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4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554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港子嘴段205-53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6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文化段837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7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924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8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雙鳳段114地號等5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9
變更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更新地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民族段1372地號等10筆土地、介壽段1047地號等2筆土地)

140 變更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21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1 變更擬訂新北市五股區成功段764地號(原為762、764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

142 變更新北市永和區樂華段295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3 變更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265地號等4筆(原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4 變更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565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5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段138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46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菜寮段50地號36筆(原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埔段菜寮小段432-103地

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201-7等22筆地號)(未通過)

2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工段25地號等84筆(原7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竹林段21地號等35筆(原3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1133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 變更板橋市府中段625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事)(協議合建)

6 變更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809地號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大會審竣尚未發布實

施
4



案件數 序號 轄區 案名階段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含變更) (105/10/18)

1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段104-1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2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埔段過圳小段180-10地號等36筆(原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11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北新段520地號及光明段759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海山段1007地號等54筆(原5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 變更新北市中和區南工段925地號等5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598-46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樂華段133地號等8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21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809地號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3 五股 擬訂新北市五股區成功段764地號(原為762、764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

4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1401地號等4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新興段1488地號等3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樂華段295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景福段695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8 林口 擬訂新北市林口區佳林段856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71地號等45筆(原4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文山段57地號及光明段677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大會審竣尚未發布實

施
1 1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權利變換計畫

5

提送權利變換計畫

未公展
2

權利變換計畫

審議中
10

已發布實施

(尚未提送權利變換

計畫)



案件數 序號 轄區 案名階段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含變更) (105/10/18)

1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更新地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民族段1372地號等10筆土地、介壽段1047地號等2筆土地)(住商混合)(變更事計尚未核定)

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華段443-1地號1筆土地(板橋富邦大廈)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計畫案(板橋富邦大廈)(整建維護案)

3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514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4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265地號等8筆(原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5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824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6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菜寮段50地號36筆(原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原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埔段菜寮小段432-103地

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7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僑中段363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8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福段661地號等20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9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保平段266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0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段426地號等29筆(原2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11 汐止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厚德段19地號等4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2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青雲段456地號及柑林埤段320-99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878地號等3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14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行政段645地號等2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5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三小段1地號等4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6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福祥段34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7 變更新北市新莊區丹鳳段446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第二次變更)(協議合建)

18 變更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23-8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發布實施尚未動工 16



案件數 序號 轄區 案名階段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含變更) (105/10/18)

1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35-5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1692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大同段438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4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民安段500地號都市更新案(協議合建)

5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段796地號等3筆(原797地號等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6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836地號等2筆(原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7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重新段壹小段53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8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景華段641地號等2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9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中信段958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0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五小段6地號等2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原新莊市中港厝段148-18地號等3筆土地)(協議合建)

11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段138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12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310地號等3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3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丹鳳段446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14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23-8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565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16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竹圍段819地號等3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7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三民段168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三重區賓士名宮都市更新案)

18 汐止 擬訂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1351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9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167地號等10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民權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事業暨權變併送)

21 新店 擬訂新北市新店區明德段42地號等3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2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140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23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781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24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華段258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2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北門街商業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26 變更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1692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興建中

發布實施施工中 25



案件數 序號 轄區 案名階段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含變更) (105/10/18)

1 新莊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民安段博士的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新莊博士的家)

2 板橋 板橋舊站台鐵宿舍都市更新案

3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更新地區都市更新案

4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5 土城 擬訂新北市土城區青雲段243地號等1筆(清水坑段外冷水坑小段275-14等地號)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案(協議合建)

6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竹圍段778地號等5筆地號(幸福社區B棟)都市更新案

7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公園東側更新地區都市更新案(永和區中正段191地號等10筆土地)

8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668地號都市更新案(事)(協議合建)

9 土城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里金城路社區都市更新案

10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惠國段34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11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2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32-1地號等9筆土地(松柏街50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13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永安段401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14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段166地號1筆土地(新莊雙鳳社區)都市更新案

15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都市更新案(事)(協議合建)

16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段都市更新案(富景天下)

17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集美段539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三重市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97-4地號等27筆)

18 中和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南工段925地號等53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19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598-10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0 五股 擬訂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坑小段245-3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21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46-4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22 永和 擬訂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113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案(協議合建)

23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府中段625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24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段183及187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協議合建)

25 三重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埔段頂崁小段568-9地號等14筆(原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26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919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已領取使用執

照
已領取使用執照 26



序號 轄區 案名 實施者

1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過田段460地號等7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過田段460地號等7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王金煉

2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486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段486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楊仁傑

3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公園段204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公園段204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組小組

發起人：邱秀春

4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段26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段26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組小組

發起人：蔡美玉

5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801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801地號等3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汪文和

6 泰山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段三小段213-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段三小段213-2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陳文彬

7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176地號等2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176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林宏益

8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段670-1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段670-1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陳惠婷

9 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段31地號等3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段31地號等3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周參貴

10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段461-1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段461-1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許淑娥

11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段448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段448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樊秋萍

12 永和 新北市中和區大同段63地號等5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大同段63地號等5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發起人：林儒沛

13 土城
新北市土城區瑞興段727地號等23筆土地及板橋區信義段594-22地號等8筆

土地(共3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土城區瑞興段727地號等23筆土地及板橋區信義段594-22地號等8筆

土地(共31筆土地)都市更新籌備小組

發起人：呂錦塘

14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100地號等1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100地號等1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15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段70地號等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段70地號等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許梨方

16 泰山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段234地號等5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段234地號等5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李鏡同

17 五股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段681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段666、667、676、677、678、679、680、681、682、

683、684地號共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王金楓

18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文德段819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莊區文德段819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林道宏

附表一    都市更新會案件(105/10/18)



序號 轄區 案名 實施者

1 深坑
擬訂新北市深坑區萬順寮段草地尾小段61地號等

1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江陵機電股

份有限公司

2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68地號等31筆土地及海

天段650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崑益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3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37地號等38筆土地及海

天段647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帝豪都更股

份有限公司

4 淡水
擬訂新北市淡水區水仙段33-4地號等24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崑益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5 板橋
擬訂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766地號等25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福井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附表二    事業概要審查中案件(10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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