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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案件涉及各項審查事項自行檢核表 

實施者： 

案名： 

階段： 

項

次 
檢核事項 

自行撿核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相關規定 備註 

是 否 符合 未符 

1 
本案是否需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5條規

定都市更新單元應先經都設會審議通過後方得
申請建造執照。 

勾選為「是」者，應於

都市更新案件公開展覽
期間檢送都市設計審議
報告書，並於核定前取
得同意備查函。 

2 
本案是否需辦理交通影響

評估審查 
  

□檢討本案屬第

＿   類，停車

數量共＿   位 

  

依「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 2 條及「新

北市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送審門檻規
定」，本案建築物用途類別，其停車位數或樓
地板面積達下列規定，應提送交通影響評估： 

1. 第一類(辦公室、金融業、市場、商場、餐

廳、飲食店、店鋪等類似用途建築物)其設
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 150 個，或樓地板
面積超過 24,000平方公尺。 

2. 第二類(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

物)其設置小型車停車位數超過 360 個，或
樓地板面積超過 48,000平方公尺。 

3. 第三類(旅館等類似用途建築物)其設置小

型車停車位數超過 180 個，或樓地板面積
超過 48,000平方公尺。 

4. 第四類(工廠等類似用途建築物)其設置小

型車停車位數超過 200個，或樓地板面積
超過 60,000平方公尺。 

「停車位數」=基地實設之小汽車停車位數
+(機車停車位總數/5)+(大型車停車總位*2) 

勾選為「是」者，應檢

送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書，並於核定前取得同
意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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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核事項 

自行撿核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相關規定 備註 

是 否 符合 未符 

3 

本案是否為山坡地，另是

否需辦理水土保持計畫核

定或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

審查 

  

□自行函詢農業

局等相關單位

或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依「新北市政府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

業要點」第 2點規定山坡地劃定範圍： 

1. 標高在 100公尺以上。 

2. 標高未滿 100 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 5%以

上。 

依「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水土保持義務

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開發建築用地，應

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 

依「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

要點」規定於都市計畫地區未經區段徵收或市

地重劃，且建築基地面積在 3000 平方公尺以

上之山坡地，涉及整地者，或其他山坡地之建

築基地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為整地行為有安

全顧慮者，雜項執照申請案應由本府召集專家

學者、相關主管機關及事業機構等共同組成審

查小組，就規定項目予以審查。 

勾選為「是」者，應於

核定前取得同意備查

函。 

4 
本案是否需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 
  

□檢討本案屬

＿            

大樓，樓層 

＿     層，

高度   公尺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第 26 條高樓建築，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1. 住宅大樓，其樓層 30 層以上或高度 100 公

尺以上。 

2. 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樓，其樓層 20 層以

上或高度 70公尺以上。 

勾選為「是」者，應檢

送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並於核定前取得審

核同意函。 

5 
本案是否需辦理容積移轉

審查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新北市

政府都市計畫容積許可審查要點」依相關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申請容積移轉。 

勾選為「是」者，更新

單元建築基地(接受接

地)應於核定前確定評

定申請移入容積量體。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80001007200-1030624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80001007200-10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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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核事項 

自行撿核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相關規定 備註 

是 否 符合 未符 

6 
本案是否需辦理工業區總

量管制申請 
  

□檢討本案屬  

＿                              

工業區 

  

本市各都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

有關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

般商業設施之土地使用，其各工業區內各設施

之設置、土地使用之審查，應依「新北市各都

市計畫甲乙種工業區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施公

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及一般商業設施土地

使用審查要點」之規定，除法規另有規定(如

編定工業區)外，則依相關規定辦理。 

 

7 
本案是否涉及都市更新條

例第 20 條之規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涉及都市計

畫之主要計畫變更者，應於依法變更主要計畫

後，依第 19 條規定辦理；其僅涉及主要計畫

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旨者，或僅

涉及細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得先行依第 19 條規定程序發布實施，據

以推動更新工作，相關都市計畫再配合辦理擬

定或變更。 

勾選為「是」者，應於

事業計畫書內載明，且

應配合辦理變更都市計

畫。 

8 
本案是否需辦理廢溝、廢

水、廢溜或水路改道 
  

 

  

土地登記謄本登記溝、水、溜地目，依「新北

市政府水利局廢溝、廢水、廢溜暨水路改道申

請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廢除。 

 

9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及周

邊是否涉及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應予保存之有形文化

資產（如古蹟、歷史建

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

址及自然地景等） 

  

□自行函詢文化

局等相關單位

或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所稱文化資產，

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

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文化資產；及第 15 條規

定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

逾 50 年者，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 50 年者，所

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

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勾選為「是」者，應於

事業計畫書內載明，且

應配合辦理變更都市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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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核事項 

自行撿核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相關規定 備註 

是 否 符合 未符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是否

涉及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

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

50 年，或公有土地上所定

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自建造物興建完竣逾 50年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規定營建工程

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

外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

虞者，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

關召開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10 
本案是否涉及捷運穿越範

圍 
  

□自行函詢捷運

局等相關單位

或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依「大眾捷運法」第 45 條規定為興建或維護大

眾捷運系統設施及行車安全，主管機關於規劃

路線經行政院核定後，應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於大眾捷運系統兩側勘定範

圍，公告禁建或限建範圍，不受相關土地使用

管制法令規定之限制；另檢討是否涉及「大眾

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之禁建限建範圍

及其管制。 

 

11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是否涉

及公有土地 
  

 

  

國有土地依「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

理原則」第 3 點規定，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內之

國有土地(含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面積合計

達 500 平方公尺，且占該都市更新單元土地總

面積 1/2 以上者，執行機關或公用土地管理機

關得研提主導辦理都市更新之意見，依程序報

核後，依都更條例規定主導辦理都市更新；本

市市有土地依「新北市市有不動產參加都市更

新處理原則」第 4 條規定，市有土地面積合計

占該都市更新單元土地總面積達 1/2 以上者，

得由財政局或本府城鄉發展局專案報本府核

定，由本府主導辦理都市更新；或依其餘公有

土地相關規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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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核事項 

自行撿核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相關規定 備註 

是 否 符合 未符 

12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是否涉

及市府公告列管之珍貴樹

木或樹木樹徑達 30 公分以

上之樹木 

  

□自行函詢農業

局等相關單位

或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依「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新北市政府受

理建築執照申請，經審查發現建築基地內有珍

貴樹木時，應要求申請人提出保護計畫或遷移

計畫，並經本局審查通過；必要時，本局得要

求申請人變更設計。 

 

13 

本案是否位於市府公告劃

定之更新地區或都市計畫

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含再

發展區、應以都市更新方

式整體開發者等) 

  

 

  

檢討案件是否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劃

定更新地區、第 6 條優先劃定更新地區、第 7

條迅行劃定更新地區；或依都市計畫劃定之都

市更新地區。 

勾選為「是」者，應於

事業計畫書載明本案所

屬之更新地區。 

本案是否位於市府公告之

都市更新計畫範圍 
  

 

  

檢討案件是否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5 條或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訂定都市更新計畫。 

勾選為「是」者，應就

該都市更新計畫中實施

再發展計畫及指導原則

等相關內容逐條檢核，

並製作檢核表納入事業

計畫書。 

14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是否已依都市計畫法新北

市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2 項

申請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

併整體開發獎勵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2

項執行原則(簡易都更)第 4 點規定，基地涉及

市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向市府申請事業

計畫報核之範圍者，不適用該執行原則。 

勾選為「是」者，市府

得依前開規定駁回簡易

都更獎勵申請案或撤銷

簡易都更獎勵之核准。 

15 
是否涉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回饋計畫或相關協議事項 
  

□自行函詢城鄉

發展局等相關

單位或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

發布實施後，遇有相關情事，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

際情況迅行變更。 

勾選為「是」者，應於

事業計畫書載明該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回饋計畫

或相關協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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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檢核事項 

自行撿核 
相關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相關規定 備註 

是 否 符合 未符 

16 
是否涉及公共設施多目標

使用或開闢 
  

□自行函詢城鄉

發展局等相關

單位或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涉及多目標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30 條

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另申請

範圍、公共設施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

件等需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第 3點規定。  

涉及計畫道路開闢應依「新北市政府受理民間

自行興闢道路及附屬設施處理原則」辦理。 

勾選為「是」者，應於

事業計畫書載明該公共

設施多目標使用內容或

開闢內容。 

實施者：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日期未填時，視為事業計畫報核時） 

附註 

1.本自行檢核應於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時一併檢附，未檢附者，視為文件不符。 

2.本案涉及本表所列各審查事項，由實施者自行檢核並填具，未填列或漏填項目，致將來審查時無法併同辦理使審查時間增加或相關權

利受損，由實施者自行負責。 

3.涉及各審查事項，請另循程序洽業管機關辦理送審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