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

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未核准籌組 6

已核准籌組 9

已核准立案 56

未核准 9

概要核准 0

事業計畫 1 新店 新店區復興段564地號等6筆土地(立體化)

2 中和 中和區大智段256地號等17筆土地

3 新店 新店區廣明段853地號等128筆土地(申請二箭)

4 新店 新店區順安段475地號等39筆(原27筆)土地(申請二箭)

5 三重 三重區福德南段882地號等31筆土地

6 林口 林口區麗林二段1地號等63筆土地(申請二箭)

7 三重 三重區興德段726地號等2筆土地

8 中和 中和區華新段719地號等38筆(原26筆)土地

9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800地號1筆土地

10 三重 三重區二重段711地號1筆土地(整維)

11 新莊 新莊區瓊林段372地號等6筆土地

12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10-1地號等32筆土地

13 板橋 板橋區文化段1228地號等48筆土地(申請二箭)(申請一箭)

14 新莊 新莊區後港段919地號1筆土地

15 林口 林口區佳林段243地號等6筆土地(高氯離子)

16 三重 三重區頂崁段1046地號等7筆土地(立體化)

17 土城 土城區員福段581地號等8筆土地

18 新莊 新莊區雙鳳段161地號等14筆土地

19 板橋 板橋區文化段1062地號等39筆土地

20 板橋 板橋區新興段1172地號等6筆土地

21 永和 永和區福和段1096地號等21筆土地

22 林口 林口區佳林段843地號等3筆土地(高氯離子)

23 新店 新店區明德段321地號等23筆土地(申請一箭)

24 三重 三重區永安段2172地號3筆土地(高氯離子)

25 中和 中和區大華段13地號等18筆土地

26 板橋 板橋區府中段472地號等9筆土地(市長官邸)(申請二箭)

27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74地號等12筆土地(申請一箭)

28 中和 中和區景華段778地號等40筆土地

29 汐止 汐止區崇德段198地號等55筆土地

30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29地號等2筆土地

31 新店 新店區明德段55地號等11筆土地

32 中和 中和區信和段1182地號等39筆土地(申請一箭)

33 樹林 樹林區大同段488地號等3筆土地

34 中和 中和區復興段399-7地號等36筆土地

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詳附表一）

事業概要

更新會

（詳附表二）

39
事業計畫

尚未公展



案件

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35 永和 永和區保平段572-2地號等38筆土地

36 汐止 汐止區北山段84地號等26筆土地

37 鶯歌 鶯歌區中正段138地號等29筆土地

38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34地號等3筆土地

39 新店 新店區文山段865地號等63筆土地

公展 1 1 板橋 板橋區新興段1171地號等5筆土地

1 新莊 新莊區榮富段385地號等1筆土地(高氯離子)

2 新莊 新莊區雙鳳段112-1地號及丹鳳段474地號等5筆土地(高氯離子)

3 中和 中和區台貿段1274地號等25筆土地(申請二箭)

4 土城 土城區樂利段1008地號土地(高氯離子)

5 新店 新店區建國段461-1地號等11筆(原3筆)土地(高氯離子)

6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79地號等25筆土地

7 土城 土城區員仁段466地號等9筆(原7筆)土地(申請二箭)

8 中和 中和區國道段145地號等24筆土地

9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43地號等30筆土地

10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1928地號等45筆(原20筆)土地

11 板橋 板橋區府中段304地號等80筆(原24筆)土地

12 新莊 新莊區全安段389地號等13筆土地

13 新店 新店區安和段144地號等7筆(原2筆)土地(高氯離子)

14 中和 中和區大仁段40地號等1筆土地(高氯離子)

15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148-12地號等13筆(原11筆)土地

16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82地號等2筆土地

17 三重 三重區興德段451地號等9筆土地

18 中和 中和區健康段200地號等4筆(原14筆)土地(申請二箭)

19 三重 三重區新海段1394地號等78筆土地

20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237-24地號等17筆(原13筆)土地

21 新店 新店區廣明段758地號等49筆土地

22 永和 永和區保福段1208地號等66筆土地(原永和區保福段1160地號等69筆土地)

23 新莊 新莊區復興段452地號等1筆土地(高氯離子)

24 永和 永和區福和段732地號等87筆(原71筆)土地

25 三重 三重區長樂段38地號等60筆(原7地號等62筆)土地

26 永和 永和區保平段464地號等98筆土地

27 板橋 板橋區大觀段223地號等3筆土地

28 永和 永和區水源段599地號等37筆土地

29 中和 中和區新和段237地號等41筆土地

30 永和
永和區中信段497地號等46筆土地(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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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新店 新店區寶元段392地號等24筆土地

32 新店 新店區文山段563地號等63筆土地



案件

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33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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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二箭)

34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517-2地號等15筆土地(雄獅)

35 淡水 淡水區水仙段73地號等24筆土地

36 新莊 新莊區副都心段七小段135地號等17筆土地

37 土城 土城區樂利段1015地號等6筆土地(高氯離子)

38 蘆洲 蘆洲區中原段86地號等9筆土地(高氯離子)

39 三重 三重區頂崁段764地號等9筆土地

40 三重 三重區大同南段1582地號等78筆土地

41 永和 永和區文化段446地號等136筆(原20筆)土地

42 新莊 新莊區立德段688地號等114筆(原35筆)土地

43 板橋 板橋區光仁段2924地號等7筆土地(厚生)(申請二箭)

44 永和 永和區保平段398地號等48筆土地

45 中和 中和區大智段695地號等46筆土地

46 中和 中和區大智段506地號等16筆土地

47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47-3地號等16筆土地

48 中和 中和區秀山段689地號等17筆土地(申請二箭)

49 中和 中和區板南段201地號等5筆土地

50 板橋 板橋區大觀段864-2地號等3筆土地(申請二箭)(106專案)

51 三重 三重區中興段57地號等26筆土地

52 三重 三重區中興段299地號等2筆土地(申請二箭)

53 樹林 樹林區圳民段118地號等3筆土地(106專案)

54 永和 永和區仁愛段469-1地號等40筆土地

55 板橋 板橋區埔墘段2-3地號等9筆土地(申請二箭)(高氯離子)(富豪社區)

56 樹林 樹林區文林段122地號等1筆土地(申請二箭)(高氯離子)

57 中和 中和區中原段326地號等9筆土地(申請二箭)(申請一箭)

58 板橋 板橋區新興段1037-3地號等11筆土地

59 新店 新店區碧潭段551地號等5筆及北宜段615地號1筆土地(共6筆)

60 新店 新店區寶強段1055地號等29筆土地

61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217-4地號等19筆(原18筆)土地

62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150地號1筆土地(106專案)

63 中和 中和區景新段63地號等6筆土地(保二總隊)(申請二箭)

64 永和 永和區保福段453地號等221筆土地(大陳3)(申請二箭)

65 板橋 板橋區幸福段1453地號等5筆土地(高氯離子)

66 三重 三重區光興段1008地號等17筆土地

67 中和 中和區中和段43地號等27筆土地

68 中和 中和區安邦段23地號等2筆土地

69 汐止 汐止區工建段916地號等18筆(原17筆)土地

事業計畫審議中 73



案件

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70 新店 新店區行政段236地號1筆土地(高氯離子)

71 蘆洲 蘆洲區光華段1555地號等1筆土地(高氯離子)

72 新店 新店區寶元段210地號等54筆(原47筆)土地(申請二箭)(榮工二)

73 新莊 新莊區幸福段134地號1筆土地

1 新店 新店區中華段733地號等16筆(原15筆)土地

2 中和 中和區復興段613地號19筆(原11筆)土地

3 淡水 淡水區海鷗段768地號等15筆土地

4 新莊 新莊區復興段433地號等4筆及立德段6-5地號1筆共5筆(原復興段436地號等25筆)土地

5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209地號等31筆土地

事業計畫

聽證完竣

(可排大會)

1 1 新店 新店區中華段865地號等40筆土地

1 新莊 新莊區青山段526地號等43筆(原頂坡角段頂坡角小段232地號等42筆)土地

2 板橋 板橋區介壽段634地號等31筆土地

3 板橋 板橋區公館段1133地號等21筆(原12筆)土地

4 永和 永和區中信段912地號等27筆土地

5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82-1地號等22筆土地

6 永和 永和區中興段689地號等139筆土地

7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87地號等5筆土地

8 中和 中和區大智段808地號等74筆土地

9 永和 永和區文化段80地號等30筆(原24筆)土地

10 中和 中和區安平段912地號等23筆(原14筆)土地

1 三重 三重區三重埔段過圳小段180-10地號等36筆(原43筆)土地

2 土城 土城區運校段691地號等11筆(原10筆)土地

3 中和 中和區南工段25地號等84筆(原73筆)土地

4 淡水 淡水區學府段930地號等4筆(原1筆)土地(高氯離子)(已拆)

5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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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203-28地號等22筆土地(原文化路二段更新單元)

7 三重 三重區文化北段688地號等56筆(原46筆)土地

8 汐止 汐止區崇德段604地號及新峰段78地號等33筆土地

9 三重 三重區過田段826地號等26筆土地(高氯離子)(申請二箭)

10 三重 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高氯離子)

11 新店 新店區文山段761地號及廣明段521地號等26筆土地

12 新店 新店區莊敬段30-2地號等36筆土地

13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09-5地號等42筆(原40筆)土地

14 蘆洲 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15 中和 中和區錦和段25地號等24筆土地

16 中和 中和區興南段848地號等13筆(原11筆)土地

10

事業計畫

大會審竣

尚未發布實施

5

事業計畫

小組審竣

(可排聽證)

21

事業計畫

已發布實施

(尚未提送權利

變換)



案件

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17 新莊 新莊區榮富段563地號等2筆土地(高氯離子)

18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43-2地號等17筆土地

19 永和 永和區永安段666地號等125筆(原39筆)土地

20 永和 永和區大新段63地號18筆土地

21 板橋 板橋區港子嘴段130地號等5筆(原6筆)土地

1 永和 永和區樂華段133地號等90筆(原84)土地(申請二箭)

2 中和 中和區捷運段376-1地號等65筆土地

3 樹林 樹林區樹德段743地號等14筆土地

4 板橋 板橋區港子嘴段205-53地號等10筆土地

5 新店 新店區寶元段26地號等23筆(原21筆)土地(榮工5)

6 永和 永和區永平段91地號等19筆土地

7 中和 中和區南山段848地號等10筆(原8筆)土地(申請二箭)

1 板橋 板橋區民權段436地號等4筆土地

2 新店 新店區碧潭段130地號等48筆(原26筆)土地

3 新莊 新莊區自立段965地號等17筆(原19筆)土地(高氯離子)

4 永和 永和區光復街東側都市更新單元(永和區中山段156地號等115筆土地)

5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1716地號等77筆(原68筆)土地

6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19-47地號等17筆土地(高氯離子)

7 新店 新店區中華段1015地號等57筆土地

8 汐止 汐止區新峰段1611地號等13筆土地

9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193地號等9筆土地

10 永和 永和區文化段837地號等27筆土地

11 板橋 板橋區府中段373-1地號等42筆(原40筆)土地

權利變換

小組審竣
0

權利變換

聽證完竣

(可排大會)

1 1 新店 新店區北新段520地號及光明段759地號等33筆土地

1 永和 永和區竹林段21地號等35筆(原34筆)土地

2 永和 永和區信義段435地號等37筆(原39筆)土地

3 板橋 板橋區海山段1007地號等54筆(原57筆)土地

1 三重
三重區菜寮段50地號36筆(原31筆)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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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永和 永和區樂華段295地號等33筆土地

3 板橋 板橋區民權段227地號等65筆土地(申請二箭)

4 中和 中和區台貿段1254地號等65筆土地(原53筆)

5 板橋 板橋區港子嘴段1-18地號等39筆(原33筆)土地(申請二箭)

6 新莊 新莊區安和段115地號等8筆(原117地號等18筆)土地

7 新店 新店區廣明段809地號等35筆土地

8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598-46地號等33筆土地

7
權利變換

申請尚未公展

11
權利變換

審議中

3

權利變換

大會審竣

尚未發布實施



案件

數
序號 轄區 案名

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9 板橋 板橋區幸福段1476-17地號等37筆土地

10 三重 三重區碧華段320地號等12筆土地

11 永和 永和區保福段1401地號等49筆土地

12 三重 三重區興德段543地號等2筆土地(立體化)

13 板橋 板橋區海山段912-1地號等3筆(原2筆)土地

14 汐止 汐止區智興段281地號等17筆土地

15 板橋 板橋區大同段342地號等23筆土地

16 板橋 板橋區文化段520地號等14筆土地(106專案)

17 中和 中和區秀山段272地號等13筆土地

18 三重 三重區頂崁段633地號等5筆土地

19 三重 三重區大同南段1385地號等4筆土地

20 五股 五股區中興段777地號(原更寮段褒子寮小段73-4地號)等9筆(原5筆)土地(高氯離子)

21 泰山 泰山區泰林段137地號等14筆土地(立體化)

22 永和 永和區得和段961地號等36筆土地

23 新莊 新莊區副都心段六小段50地號等11筆土地

24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141地號等3筆土地(106專案)

25 三重 三重區仁義段731-2地號1筆土地

26 三重 三重區中興段34地號等9筆土地(申請二箭)(申請一箭)(106專案)

27 板橋 板橋區公館段1169地號等10筆土地暨江子翠段新埔小段22-2地號等4筆土地

28 新莊 新莊區幸福段480地號等7筆土地

1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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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股 五股區成功段764地號(原為762、764地號)1筆土地(高氯離子)(已拆)

3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265地號等8筆(原4筆)土地

4 中和 中和區福祥段34地號等18筆土地

5 三重 三重區大仁段768地號等9筆土地

6 三重 三重區長壽段477地號等3筆土地

7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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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和 中和區大華段683地號等56筆(原51筆)土地

9 土城 土城區運校段12地號等7筆土地

10 中和 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

11 土城 土城區青雲段456地號及柑林埤段320-99地號等4筆土地

12 板橋 板橋區新興段1488地號等32筆土地

13 新莊 新莊區副都心段七小段1地號等22筆土地

14 中和 中和區健康段339地號1筆(原439地號等14筆)土地

15 新莊 新莊區立德段71地號等45筆(原43筆)土地

16 三重 三重區中興段796地號等13筆土地

17 樹林 樹林區文林段1769地號等22筆土地

18 永和 永和區保平段266地號等16筆(原15筆)土地

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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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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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19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99地號等1筆土地

20 土城 土城區清水段1026地號等9筆土地

21 新莊 新莊區新樹段306地號等3筆(原2筆)土地

22 新店 新店區寶強段859地號等45筆土地

23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1781地號等25筆(原19筆)土地

24 蘆洲 蘆洲區民義段646地號等8筆土地(高氯離子)(已拆)

25 中和 中和區民樂段800地號等9筆土地

26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106地號等2筆(原7筆)土地

27 三重 三重區興德段724地號等4筆土地

28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396地號等8筆土地

29 三重 三重區五谷王一段21地號等9筆土地

30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21地號等24筆土地

31 中和 中和區景福段695地號等7筆土地

32 新莊 新莊區立德段119地號等12筆土地

33 中和 中和區板南段619地號等4筆(原329地號等19筆)土地

34 淡水 淡水區水仙段540地號等11筆土地

35 新店 新店區民權段682地號等39筆(原17筆)土地

36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460地號等1筆土地

37 板橋 板橋區新興段1151地號等22筆土地(106專案)

38 中和 中和區圓通段337地號等24筆土地

39 泰山 泰山區貴和段264地號等3筆土地

40 新莊 新莊區文德段508地號等53筆土地

41 板橋 板橋區中興段181地號及成功段27-1地號等17筆(原14筆)土地

42 中和 中和區南勢段22地號等5筆(原4筆)土地

43 新莊 新莊區忠孝段411地號及立言段605-3地號等15筆土地(高氯離子)(已拆)

44 樹林 樹林區樹德段554地號等8筆土地

45 中和 中和區民富段30地號等15筆土地

46 新莊 新莊區全安段768地號等26筆(原21筆)土地(申請二箭)(106專案)

47 板橋 板橋區公館段698-8地號等8筆(原9筆)土地

48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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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中和 中和區健康段954地號等7筆土地

50 中和 中和區民樂段878地號等37筆土地

51 土城 土城區員福段127地號等6筆土地

52 土城 土城區運校段505地號等59筆土地及沛陂段754－4地號等2筆土地(共計61筆)

53 中和 中和區復興段268地號等16筆土地

54 三重 三重區集美段692地號等23筆土地(106專案)

1 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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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發布實施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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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3/01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議成果表

階段

3 板橋 板橋區莒光路更新地區都市更新案

4 板橋 板橋區區運路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5 土城 土城區青雲段243地號等1筆土地(原清水坑段外冷水坑小段275-14等地號)

6 淡水 淡水區竹圍段778地號等5筆土地(幸福社區B棟)

7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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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區中山段668地號都市更新案

9 土城 土城區延和里金城路社區都市更新案

10 新店 新店區惠國段34地號等6筆土地(高氯離子)(已拆)

11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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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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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永和 永和區永安段401地號等19筆(原17筆)土地

14 新莊 新莊區雙鳳段166地號1筆土地(新莊雙鳳社區)

15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1084地號等13筆土地(原民族路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

16 新莊 新莊區後港段都市更新案(富景天下)

17 三重 三重區集美段539地號等3筆土地(原三重區三重埔段同安厝小段97-4地號等27筆)

18 中和 中和區南工段925地號等53筆土地

19 板橋 板橋區中山段598-10地號等14筆土地

20 五股 五股區陸光段963地號(原五股坑段五股坑小段245-3地號)等1筆土地

21 三重 三重區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46-41地號等2筆土地

22 永和 永和區信義段113地號等20筆土地

23 板橋 板橋區府中段625地號等14筆(原26筆)土地

24 三重 三重區福德北段183及187地號等2筆土地

25 三重 三重區二重埔段頂崁小段568-9地號等14筆(原10筆)土地

26 板橋 板橋區文化段919地號等22筆土地

27 新莊 新莊區丹鳳段446地號等5筆土地

28 永和 永和區中信段958地號等17筆土地

29 板橋 板橋區大觀段836地號等2筆(原3筆)土地

30 中和 中和區景華段641地號等28筆土地

31 新店 新店區民安段500地號都市更新案

32 永和 永和區民權段796地號等3筆(原797地號等8筆)土地

33 新莊 新莊區副都心段五小段6地號等27筆土地(原新莊區中港厝段148-18地號等3筆土地)

34 中和 中和區大同段438地號等18筆土地

35 汐止 汐止區新峰段1351地號等7筆土地

36 板橋 板橋區光仁段1692地號等1筆土地

37 淡水 淡水區水仙段565地號等16筆土地

38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23-8地號等16筆土地

39 三重 三重區重新段壹小段53地號1筆土地

40 新莊 新莊區立德段310地號等32筆土地

66已領取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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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板橋 板橋區大觀段163地號等2筆(原167地號等10筆)土地

42 三重 三重區三民段168地號土地(三重區賓士名宮都市更新案)(高氯離子)(已拆)

43 中和 中和區新和段140地號等2筆土地

44 中和 中和區南山段781地號等3筆土地

45 土城 土城區安和段824地號等6筆土地

46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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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區府中段913、913-2、914、915、915-1、915-3、916、917、918、919、919-1、920、920-

47 淡水 淡水區竹圍段819地號等30筆土地

48 板橋 板橋區僑中段363地號等2筆土地

49 板橋 板橋區光華段258地號等7筆土地

50 新店 新店區明德段42地號等36筆土地

51 永和 永和區保福段661地號等208筆土地

52 三重 三重區大同南段1381地號等2筆土地)

53 三重 三重區福德北段426地號等29筆(原23筆)土地

54 汐止 汐止區厚德段19地號等44筆土地

55 林口 林口區佳林段856地號等3筆土地(高氯離子)(已拆)

56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溪頭小段135-5地號等14筆土地

57 新店 新店區行政段645地號等21筆土地

58 新莊 新莊區副都心段三小段1地號等45筆土地

59 土城 土城區沛陂段802地號等3筆(原2筆)土地

60 板橋 板橋區民權段743地號等4筆土地

61 中和 中和區南山段774地號等9筆土地

62 淡水 淡水區水仙段514地號等20筆土地

63 新莊 新莊區全安段518地號等82筆土地

64 板橋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一崁小段91-30地號等11筆土地

65 新店 新店區文山段57地號及光明段677地號等31筆土地

66 土城 土城區安和段76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



序號 轄區 案名 實施者

1 三芝 新北市三芝區茂長段1069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芝區茂長段1069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康木旗

2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大安段220地號等5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大安段220地號等56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郭廖秀梅

3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段216地號等2筆土地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段216地號等2筆土地更新會

發起人：李淑玲

4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廟美段387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廟美段387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陳秀春妹

5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段339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段339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謝陳美美

6 土城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段512地號(部分)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段512地號(部分)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許金鶴

7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段767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段767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鄭培聖

8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646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646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游任德

9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段797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段797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劉明禮

10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段99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段99地號等1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會

發起人：康玉貴

11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段953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段953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徐朱代芳

12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段241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段241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龔龍山

附表一    都市更新會案件(11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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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670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段670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會

發起人：楊林美

14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段368-2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段368-2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王淑芳

15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段188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段188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林煌章

16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公園段204地號等8筆(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公園段204地號等8筆(原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邱秀春

17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恒安段408地號等30筆土地、立德段1地號等11筆土地、復

興段398地號等13筆土地共5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莊區恒安段408地號等30筆土地、立德段1地號等11筆土地、復

興段398地號等13筆土地共5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陳薛素英

18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963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963地號等4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徐春雪

19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段439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段439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呂熀泰

20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段1883地號及光華段2032-1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高氯離子)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段1883地號及光華段2032-1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洪麗文

21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段70地號等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社區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許梨方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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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五股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段681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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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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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曹玉花

(發起人：蔡美玉)

25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段229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段229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洪正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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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天生段777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淡水區天生段777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張湘渝

27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段842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段842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方亮淵

28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1186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1186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林木樹

(發起人：林阿全)

29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雙和段916地號等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雙和段916地號等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遲約翰

(發起人：陳圓)

30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段1512地號等32筆(原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段1512地號等3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林進賢

31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60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600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陳翼宗

32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港子嘴段202-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板橋區港子嘴段202-1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黃俊銘

33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新雅段244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新雅段244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劉宗亮

34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801地號及全安段1-1地號(部分)等28筆土地土地都

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莊區立德段801地號等27筆土地暨全安段1-1地號(部分)1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汪文和

35 蘆洲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965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孫精國

36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段260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段260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華志瑛

發起人：朱孝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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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王金煉

38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827地號等3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光仁段2827地號等3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李志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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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13筆(原9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高

氯離子)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段239地號等9筆土地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理事長：張志遠

40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段224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段224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籌備小組

理事長：楊果輝

41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仁愛段956地號等6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申請二箭)
新北市板橋區仁愛段956地號等6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張進鋒

42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325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三崁小段325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陳錫顯

43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798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798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蔡興讓

44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552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段552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穆新成

45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段44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段44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孫張裡

46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段396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段396地號等2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李世發

47 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段31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申請二箭)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段31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郭豐民

48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段230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段230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鄭得興

49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龍鳳段424地號(原427地號)等3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

子)
新北市新莊區龍鳳段427地號等3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謝明來

50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168地號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168地號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游任德

51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560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560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蔡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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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民利段647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民利段647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林建標

53 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175地號等2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175地號等1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王澤鏜

54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88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新和段88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巫維斌

55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新雅段500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新雅段500地號等4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廖秋美

56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民利段653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民利段653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翁慶元

57 三重 新北市中和區安邦段517地號等22筆(原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中和區安邦段517地號等22筆(原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邱顯達

58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永安段958地號等1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陳彥杰

59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段181、181-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段181、181-1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洪文財

60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265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和平社區)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265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吳振輝

61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段788地號等4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段788地號等4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譚蘭芳

62 五股 新北市五股區陸光段398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五股區陸光段398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李貞儀

63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莊敬段323地號等3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新店區莊敬段323地號等3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陳楊玉琴

64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2649地號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油庫口)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2649地號28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陳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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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段892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段892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申請人：劉莉華

66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興華段113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興華段113地號等4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黃琇玲)

67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673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673地號等17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劉順明

68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過田段708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過田段708地號等2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林采瑩

69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831地號等3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831地號等34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呂志偉

70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650-2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650-2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

發起人：吳正吉

71 蘆洲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1320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高氯離子)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段1320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發起人：徐青展



編號 轄區 案名 申請人

1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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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益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2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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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豪都更股份有

限公司

3 淡水 淡水區水仙段17-7地號等16筆土
崑益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

4 板橋 板橋區力行段408地號等2筆土地
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

5 三重 三重區仁義段731-5地號等5筆土地
一如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6 三重 三重區正民段481地號等19筆土地 張美惠

7 新店 新店區安和段264地號1筆土地 松山慈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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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板橋 板橋區民權段426地號1筆土地(申請一箭)
慶隆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01
	0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