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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6年度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更新會輔導培訓專班

課程講師| 江中信

現 職|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事業科科長

課程講師| 林育全

現 職|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總經理

更新會發起輔導與可行性評估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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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貳、社區案例之可行性評估與說明會簡報研討

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更新會輔導培訓課程
1. 更新會發起輔導與可行性評估實務

2. 更新會籌設、章程擬定與立案

3. 會議(理事會、會員大會)與招商

4. 更新會融資計畫、信託

5. 更新會財務管理 (含解散、清算)

6. 更新會常見爭議課題處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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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引導民間發展自主更新的推動機制」

政府打造推動環境平台-

鼓勵專業單位輔導社區居民建立推動組織

並引導民間產業共同協力推動自主更新事業

• 諮詢輔導-提供社區前期發起作業的諮詢輔導建立籌備組織
法令諮詢櫃台、社區法令說明會、社區推動初評說明會

• 教育研習-提供社區住戶自主更新推動全程的教育研習
辦理「市民通識教育、更新會發起人及幹部研習專班(研討中)｣

• 政府資訊-提供「自主更新公開資訊｣引導居民循序推動
編輯(修)「臺北市都市更新快易通、都市更新會、…… ｣作業須知

• 經費補助-依居民同意度，提供更新會三階段規劃經費補助
修訂「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 專業培訓-組訓專業人員研習更新會輔導推動
辦理「專業人員通識教育、更新會輔導培訓專班｣

• 產業發展-建立更新會便捷推動程序與實質獎勵輔助措施引導民間產業協力推動

持續全方位研修更新會推動便捷程序與民間產業協力發展獎勵措施

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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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臺北市都市更新會作業須知」包含基礎篇、推動程序篇、招商篇，
並同步建置與蒐集作業程序相對應之作業書表文件共計54項範例。
【範例 1】法令說明會申請表 

【範例 2】社區案例評估說明會申請表 

【範例 3】參與更新意願書 

【範例 4】基地範圍內總門牌戶數聯名申請表 

【範例 5】社區現況調查表 

【範例 6】鄰地協調建議範圍函文 

【範例 7】申請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同意書  

【範例 8】籌組更新會開會通知單 

【範例 9】都市更新會發起人名冊 

【範例 10】自行籌組更新團體同意書 

【範例 11】章程草案  

【範例 12】籌組申請書 

【範例 13】切結書(申請籌組立案) 

【範例 14】成立大會開會通知 

【範例 15】理事登記名冊 

【範例 16】監事登記名冊 

【範例 17】更新會成立大會出席委託書 

【範例 18】更新會成立大會簽到簿 

【範例 19】理事選舉票 

【範例 20】監事選舉票 

【範例 21】票數統計表(議決事項) 

【範例 22】票數統計表(理監事選任) 

【範例 23】電腦統計表 (會員出席數) 

【範例 24】電腦統計表(會員議決) 

【範例 25】電腦統計表 (選舉結果議決) 

【範例 26】計票單(章程議決)  

【範例 27】計票單(理、監事選舉結果議決)  

【範例 28】成立大會會議紀錄 

【範例 29】更新會立案申請書  

【範例 30】都市更新會會員名冊 

【範例 31】理事名冊 

【範例 32】監事名冊 

【範例 33】印鑑證明書 

【範例 34】切結書(申請計畫補助)  

【範例 35】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 

【範例 36】會員大會委託書 

【範例 37】會員大會簽到簿 

【範例 38】會員大會議事錄 

【範例 39】理事會開會通知單 

【範例 40】理事會委託書 

【範例 41】理事會簽到簿  

【範例 42】理事會議事錄 

【範例 43】收支預算表 

【範例 44】決算差異報告 

【範例 45】資產負債表 

【範例 46】收支明細表 

【範例 47】民事聲報清算人就任狀 

【範例 48】清算人就任同意書 

【範例 49】民事陳報清算完結狀 

【範例 50】都市更新事業案委託辦理都市更新 規

劃技術服務契約(更新會成立前)(草案) 

【範例 51】都市更新事業案委託辦理都市更新

規劃技術服務契約(草案) 

【範例 52】都市更新事業案委託辦理建築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契約(草案) 

【範例 53】都市更新事業案委託辦理建築經理

事務技術服務契約(草案) 

【範例 54】都市更新事業案工程承攬契約(草案) 

 

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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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政府資訊

壹、編修文宣資料
依都更條例(修訂版)、臺北市都更自治條例(修訂版) 、30+N改革方案

➢ 編修臺北市都市更新快易通市民操作手冊文稿

➢ 編修都市更新公聽會-申請人(或實施者)說明及注意事項文稿

➢ 增訂都市更新聽證注意事項文稿

➢ 編修權利變換估價Q&A文稿

➢ 編修社區法令說明會簡報(滾動式)

貳、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開資訊查詢及運用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資訊內容與查詢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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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場次 預定日期 預定講題 都更處講師(預定)

1 3月14日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與審議通案 王瑞婷正工程司

2 4月11日 民辦都更改革方案與審議通案 王瑞婷正工程司

3 5月10日(四) 共同負擔提列與審議通案 江中信科長

4 6月13日 劃定更新單元與審議通案 謝慧柔股長

5 7月11日 都市更新與公共利益 江中信科長

6 8月15日 都更條例與臺北市自治條例修訂版要點與執行規範 楊少瑜科長

「公私協力30+N行動方案」系列講座 (星期三 14:00-16:30)

「都市更新快易通」系列講座 (星期六 13:30-16:30)

場次 預定日期 預定講題 講師

1 05/26 地政及信託登記與常見問題 藍天佑地政士 (政大地政士事務所)

2 06/23 都市更新稅務與常見問題 林松樹會計師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 07/28 權利變換估價與常見問題 連琳育估價師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4 08/25 都市更新常見爭議問題(判例) 劉昌坪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5 10/06 都市更新程序規範(修法後) 得配合都更條例修法進度調整辦理時程

6 10/27 建築規劃評估與常見用語 張世宏建築師 (張世宏建築師事務所)

各場次講座資訊，請參閱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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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辦理推動更新相關之行政費用及規劃設計費用為限

更新會籌設立案

經市府核定
各以250萬元為上限

且各不得逾申請總經費1/2

設立都市更新團體

並經市府核准
80萬元

補助對象：都市更新會(修增：申請籌組都市更新團體之發起人)。

補助次數：同一更新單元以核給一次為限(修增：重複劃定更新單元之案件亦同)。

提高補助：完整街廓或面積在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各款補助上限各得提高20%。

重複補助：申請案已接受市府以外機關（構）補助者，其補助金額應予扣除。

補助範疇：修增：補助辦理都市更新相關之都市更新規劃費用為限。

1.補助之總經費，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年度預算額度為限。

2.各年度補助預算總額及申請期限依臺北市政府公告為準--都更處網站「下載專區查詢」

106年10月26日預告「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部分條文修訂草案

籌組階段50%
私有人數及面積逾50%同意書

核准立案50%

修訂
草案
撥款
比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契約20%

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公開展覽期滿50%

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30%

現
行
規
定

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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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核申請立案更新會要件檢核表 

符合 要件 

□ 立案申請書【範例 26_更新會立案申請書】 

□ 1.更新會章程 

□ 2.會員名冊【範例 27_都市更新會會員名冊】 

□ 3.理事與監事名冊【範例 28_理事名冊】、【範例 29_監事名冊】 

 4.圖記印模【範例 30_印鑑證明書】 

□ (1)都市更新會印鑑章 

□ (2)理事長印鑑章 

□ (3)印鑑證明書 

 5.成立大會紀錄 

□ (1)成立大會開會通知單 

□ (2)成立大會簽到簿 

□ (3)成立大會紀錄（主席及記錄需簽名） 

□ 6.劃定更新單元核准函(公劃地區免)。 

 公劃地區涉及範圍疑義者應檢附審議會審議通過紀錄函文。 

□ 7.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土地、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蓋與正本相符

章)，建議謄本自地政機關核發到申請在 8 個月內。 

*申請“標示部”及“所有權部”謄本即可。 

□ 8.切結書【範例 31_切結書(申請計畫補助)】 

 

➢ 103年4月26日起都更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比例因涉及司法院釋字第709號宣告違憲，有關都市更新團
體申請核准籌組應達事業概要同意比例，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辦理(內政部103.6.23台內營字第1030184996號函 )。

臺北市都市更新團體籌組立案及推動程序 ( 研擬經費補助核撥階段)

壹、都更程序與公私體系資源的運用

委任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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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區案例之可行性評估與說明會簡報研討

社區案例評估說明會簡報 (去識別化案例參考，不提供電子檔版本)

簡報案例 士林區(管委會組織) 南港區(無管委會組織)

標的類別 七樓華厦 四樓公寓

評估類別 初步評估 細部評估

作業底稿 第二類產權謄本 第三類產權謄本

團隊組合
更新規劃作業初評報告+

建築師或估價師基本條件解說

更新規劃、建築、地政及估價

等專業團隊組合完整報告書

作業成本 低成本 高成本

簡報目的
從產權結構認知推動課題

經由社區發起程序進入細評作業

從細評資料認知推動權益課題

經由表態參與程序進入籌備整備

課程討論 初步評估項目與要點表現 簡報版本之內容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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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區案例之可行性評估與說明會簡報研討
社區案例評估說明會簡報 (去識別化案例參考，不提供電子檔版本)

案

例

士林區 (七樓華廈)-106.12 南港區 (四樓公寓)-106.08

初步評估項目與要點表現 細部評估+簡報版本之內容表現方式

簡

報

題

綱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更新單元劃定檢討

三、涉及畸零地與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四、都市更新獎勵值檢討

五、法令異動與本案適用性評估

六、更新前後面積分配比例估算

七、事業計畫與都市更新會同意比例

八、結論與建議

壹、總結報告書要點彙整說明與重建評估課題討論

一、建物外觀透視、落物曲線、鄰棟間距防火隔檢討圖

二、辦理緣起

三、計畫地區範圍

四、事業計畫與更新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例

五、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估值

六、建築規劃設計草案

七、共同負擔

八、更新前後價值鑑價

九、財務計畫~收支權值比例估值、個人試算

十、更新前面積及更新後設計面積比較表

貳、都市更新會立案法令說明與籌組推動課題討論

一、都市更新會設立與解散

二、都市更新團體法令依據與要點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程序

四、劃定單元初評分析

五、更新會各階段需求之專業團隊

六、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

七、發起劃定至計畫核定階段負擔分析

八、更新會籌組與推動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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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士林區○段○小段
○地號等○筆土地

「○○」社區案例評估說明會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簡 報 單 位

中華民國106年12月20日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05年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委辦案

更新規劃： ○
估 價 師： ○

課程簡報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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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更新單元劃定檢討

三、涉及畸零地與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四、都市更新獎勵值檢討

五、法令異動與本案適用性評估

六、更新前後面積分配比例估算

七、事業計畫與都市更新會同意比例

八、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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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地區範圍

建號 建物門牌
主建物面積

(㎡)
附屬建物
面積(㎡)

共用部分
面積(㎡)

合計(㎡)
備註

(共同使用部分建號)

20257、
20357、
20359、
20378、
20628～

20667

○路○號 517.24 67.93 96.93 682.10 20258

○路○號二樓之1~6 603.70 63.67 74.09 741.46 20668

○路○號三樓之1~6 603.70 63.67 74.09 741.46 20379

○路○號四樓之1~6 603.70 63.67 74.09 741.46 20669

○路○號五樓之1~6 603.89 63.99 76.49 744.37 20670

○路○號六樓之1~6 604.91 64.07 76.49 745.47 20358

○路○號七樓之1~6 603.89 63.99 76.49 744.37 20360

合計44筆（未含共同使用(公共設施)部分建號） 4141.03 450.99 548.67 5140.69 合計7筆

●地段地號：○段○小段○地號等1筆土地

●土地面積：1,292.00㎡(約390.83坪)

●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 (建蔽率45%、容積率225%)

●建物：○路○號，共計44戶 (註:依據使用執照所載內容)

●建物面積：5,140.69㎡(約1,555.06坪)
註:依據第二類建物謄本(社區11月27日提供44筆建號謄本，列印日期106年8月)

部分住戶公設未登記，且謄本面積疑似缺地下層，待後續確認。

●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建物100%私有 ，為逾40年RC造七層建物，
一樓為店面使用，其他為住宅。

●原建築容積(地上) ：

4,141.03㎡(暫依謄本主建物面積，約1,252.66坪)

僅供參考，實際需建築師申請使照圖進行檢討

註:謄本相關數據依社區提供之第二類謄本資料彙整

住三

建
物
面
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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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涉及畸零地與鄰地協調，目前更新單元範圍需調整

更新單元劃定檢討
個案基本資料概述與劃定單元規模

建物數量
(依門牌)

合法建物 51 筆
舊違章建物 0 棟

樓地板面積 約 5,140.69 m2(合法建築物)

畸零地
鄰接土地
■可能涉及畸零地：
天山段二小段 483-1    

受保護樹木 ■可能涉及或需調查樹木
歷史建築(或暫
定)或聚落

■否，無涉及

公有地 ■無涉及 鄰接道路 ■無涉及未開闢道路及未達8公尺

單元內地上改良物面積是否超過1/2法定建蔽率 ■是，現況建蔽率約57.70 ℅

單
元
規
模
評
估

是否為公劃地區：■否

更新單元面積(A) 1,292.00 m² 街廓總面積(B) 約4,876 m²

三、街廓內臨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路，面積大於該街廓四分之
一，且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更新單元面積佔街廓總面積之比例(A/B)： 31.50 ％)

■符合

劃定單元與鄰地之情形

1.是否鄰接街廓內已達更新年期之建築物。 ■是，約30年以上 □否

2.座落鄰接土地上之已達更新年期建物是否未達500 ㎡。 ■是，約 426 ㎡ □否

3.鄰接土地是否曾表達參與更新意願。 □是， ■否

4.周邊公共設施是否未能與單元配合。 □是， ■否

劃定
指標

現規定 後續修正規定

■符合

符合指標（三）
構造物使用年期(鋼筋混凝土30年以上)
符合指標（六）
距離本市重大建設或國際觀光據點二百公尺以
內(面積1.4公頃之○公園)
符合指標（九）
建築物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78年規定

符合第三款
鋼筋混凝土30年以上
需”內政部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
評估及補強方案計畫評估”

符合第五款
說明同左指標(六)

需調查樹
木

涉及畸零地
483-1地號
(部分)
待分割確認
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管理者: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面積:
92m²
(待分割)
使用分區:
住3

建議分割
線(示意)

註:426 ㎡



涉及畸零地與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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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屬完整街廓不得造成自劃更新單元鄰接土地成為畸
零地(建築師簽證)

但經都發局認定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決議審認
該畸零地以排除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外為宜者不在此限

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

 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都市更新單元為原則。

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於徵詢範圍內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時
管理機關應明確表達國有土地是否參與更新。

 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且未達該更新單元土地
總面積四分之一者，其國有非公用土地得於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依都更條例第二
十七條第三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讓售予實施者。

 採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執行機關應主張以權利
變換方式參與，或依前點以讓售實施者方式處
理。

因483-1地號
過於狹長，
建議可辦理
分割後納入
(紅線部分)

註:僅供參考
，以管理機
關意見為凖

█ 本案應納入

483-1地號(部分)

█ 確認國有土地

納入範圍與方式

(例:辦理分割等)

█ 確認後續計畫

(例:是否購入國有地)



169.5

公尺

指標(六)(修法後第五款)初步檢討:
本案距離○○公園距離約169.5公尺，符合200公尺內有已開闢或已編
列年度預算開闢者之面積在一公頃以上公園。

註:初步使用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地價查詢多功
能服務系統-距離查詢功能結果為符合，僅
供參考，實際應以航測數值地形圖為準。

依據臺北市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標
準指標六之重大建設及國際觀光據點認定
基準(104年8月12實施)

本
案

○○
公園

○○公園



△F0
基地面積/㎡ 法定容積率 基準容積/㎡

1,292.00 225% 2,907.00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獎勵項目檢討 獎勵比例 獎勵面積/㎡

△F1：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依建管處核定為準)

42.45% 1,234.03

△F3：更新時程獎勵
劃定核准後6個月內送件

7.00% 203.49

△F5-1：更新基地規劃設計
之獎勵容積
(後續預定修訂獎勵計算方式)

8.00% 232.56

△F5-3：退縮人行步道
依實際設計面積檢討核定暫
以留設6m評估

約5.34% 約155.28

△F5-6：綠建築設計
銀級

6.00% 174.42

△F3~△F5-6 小 計 26.34% 765.75

原建築容積 / ㎡ 4,141.03

總合計 / ㎡(原建築容積 +△F3~△F5-6 ) 4,906.78

獎勵值計算比較:
原容積:4,141.03㎡(暫依謄本主建物面積)

●計算標準1:建築基地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

△F1約1,234.03 ㎡ (42.45%)，加左表獎勵後達上限50%，

最大允建容積為4,360.50㎡

●計算標準2: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

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原容4,141.03 ㎡，加左表獎勵765.75 ㎡，最大允

建容積為4,906.78㎡(本案較有利之選擇)
(僅供參考，原容實際需建築師申請使照圖進行檢討)

說明： 1.依都更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3條及都更條例第44條規定：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一點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零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2.建築容積獎勵值依實際規劃設計內容及政府審議為凖。

都市更新獎勵值檢討(僅供參考)
不含畸零地
483-1地號
(部分)



法令異動-預告修正△F5-1評定基準

 106.11.29預告修正「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 」－發布日起施行

修正後規定 獎勵上限 申請值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智慧型建築

建築
設計

(ㄧ) 1.建蔽率/2.綠覆率/3.退縮距離/4.鄰地距離/5.建築對角線 1%(5選2) 2%(5選4)
1%

(暫評1+5，依實際規劃檢討)

(二) 基地通路(實設面積) 1%上限
-

(本案僅一邊臨路)
(依實際規劃檢討)

(三) 留設供公眾使用挑高半戶外空間(實設面積X1.5) 1%上限
-

(依實際規劃檢討)

無障礙設施
(三項擇ㄧ申請)

(ㄧ) 無障礙性能評估 (協議書/保證金) 2%(二級分)、3%(ㄧ級分) 2%
(暫評通用設計)

(依實際規劃檢討)
(二) 1.坡度、順平、防滑/2.留設緩衝/3.增設電梯(3選2） 1%

(三) 通用設計達ㄧ定比例 2%

都市
防災

(ㄧ) 結構安全評估 (協議書/保證金)
1%、2%、3%

(三)、(二)、(ㄧ)級分
1%~2%

(二) 最小保水量(基地開發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1% (依實際規劃檢討)

智慧型建築
(ㄧ、二項擇ㄧ

申請)

(ㄧ) 智慧型建築 (協議書/保證金)
2%、３％、4%

(銀級)、(黃金級)、(鑽石級)
1%~2%
暫評(二)或
銀級智慧建築

(依實際規劃檢討)(二)
1.能源管理系統/2.不斷電系統/3.環境感知設備
4.智慧電、水表/5.戶外照明採綠能設施

1%(5選4)

(三) 提供汽車、機車充電停車位(共用車位)(法定停車位2%) 1%
1%

(依實際規劃檢討)

合計 16% 上限 6%~8%

註1：法定容積達400%以上折６成計算

註2：修正後之獎勵檢討，評估可請項目仍需經建築師檢討是否符合該申請項目。

現行規定 獎勵值上限 申請值

ΔF5-1建築設計與鄰近地區建築物相互調和、無障礙環境及都市防災
法定容積400%

以下10%
法定容積400%以

上6% 8%



都市更新獎勵值檢討(僅供參考)

原容積
原容積:4,141.03㎡(暫依謄本主建物面積)÷1,292.00㎡(基地面積)=320.51%

約法容1.42倍 (320.51%÷法定容積225%=1.42)

容積

獎勵

都更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1.5 倍法定容積或原容積+0.3倍法定容積

本案預計可申請”26.34%+原建築容積”(註:本案原容積+0.3倍法定容積較有利)

最大允建容積: 4,906.78㎡進行評估

最大允建容積:4,906.78 ㎡÷ 1,292.00 ㎡(基地面積)=約379.78%

約法容1.6879倍 (379.78%÷法定容積225%=1.6879)

原容積 每坪地之建坪 基地390.83坪B 原建物C 原C/新B比

容積坪(主建物) A 3.7978 1,484.29 1,252.66 84.39%

主建物+陽台估算 A*1.08 4.1016 1,603.04

權狀坪估算 A*1.58 6.0005 2,345.18 1,555.06 66.31%

註:1.實際坪數依規劃設計內容與登記產權為凖。
2.謄本相關數據依據社區提供之第二類謄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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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物坪數 權狀坪數

原容積A 320.51% 原權狀坪F 397.89%

分配比例B
分配新容積

C=B*379.78%
新容積占原容
積比例C/A

分配比例D
分配新權狀

E=B*600.05%
新權狀占原權
狀比例E/F

100% 379.78% 118.49% 100% 600.05% 150.81%

90% 341.80% 106.64% 90% 540.05% 135.73%

85% 322.81% 100.72% 85% 510.04% 128.19%

84.39% 320.51% 100.00% 84.39% 506.40% 127.27%
80% 303.82% 94.79% 80% 480.04% 120.65%

75% 284.84% 88.87% 75% 450.04% 113.11%

70% 265.85% 82.94% 70% 420.04% 105.57%

66.31% 251.83% 78.57% 66.31% 397.89% 100.00%
65% 246.86% 77.02% 65% 390.03% 98.03%

60% 227.87% 71.10% 60% 360.03% 90.49%

更新前後面積分配比例估算(僅供示意參考)

實際依規劃設計與估價作業及政府審議為凖。

達
主
建
物
面
積
不
減
少
之
比
例

達
權
狀
面
積
不
減
少
之
比
例



更新前後各戶面積分析表
以各層戶為例，目前數值呈現房地持分不一致情形，後續須再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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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權人

土地持分
面積(㎡)

建號 建物門牌
主建物

面積(㎡)
原容積主建
÷土地(A)

建物權狀
面積(㎡)

建物權狀面
積÷土地(B)

周** 43.93 20257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

139.29 317.09% 178.22 405.71%

逄** 29.72 20629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之2號

96.56 324.94% 132.66 446.42%

廖** 21.96 20632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二樓之1

72.19 328.67% 92.96 423.24%

王** 28.42 20641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三樓之4

88.58 311.64% 109.64 385.74%

吳** 41.34 20647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四樓之5

130.94 316.71% 152.96 369.97%

橫** 28.42 20651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五樓之3

92.13 324.13% 109.41 384.93%

諸** 27.13 20658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六樓之4

87.72 323.31% 107.61 396.61%

張** 24.55 20659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六樓之5

79.98 325.81% 95.10 387.42%

張** 54.26 
20665
20666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七樓之5

173.52 319.77% 206.60 380.74%
中山北路七段14
巷15號七樓之6

(A)÷更新後容積
(379.78%)

(B)÷更新後權狀
面積(600.05%)

83.49% 67.61%

85.56%
74.40%

(比例最高)

86.54%
(比例最高)

70.53%

82.06%
(比例最低)

64.28%

83.39%
61.66%

(比例最低)

85.35% 64.15%

85.13% 66.10%

85.79% 64.56%

84.20% 63.45%

註:1.實際坪數依規劃設計內容與登記產權為凖。
2.暫依社區提供之第二類謄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應調閱第三類謄本確認實際資訊。



事業計畫與都市更新會同意比例
23

事業計畫同意比例(不含公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12條部分)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43(案例) 43(案例) 1,292m2 5,140.69m2

同意比例 (逾) 66.67% 66.67% 75% 75%

同意比例基準數值 >28.67 >28.67 969.00m2 3,855.52m2

籌組更新會及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例
(含公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12條部分不得扣除)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43(案例) 43(案例) 1,292m2 5,140.69m2

同意比例 (逾) 66.67% 66.67% 75% 75%

同意比例基準數值 >28.67 >28.67 969.00m2 3,855.52m2

註:1.未計483-1地號(部分)

2.暫依社區提供之第二類謄本資料，僅供參考，後續應調閱第三類謄本確認實際資訊。

都更條例第12條
計算不包括下列
(節錄部分):
一、依法應予保存
之古蹟及聚落。
二、經協議保留，
並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
且登記有案之宗祠
、寺廟、教堂。
三、經政府代管或
依土地法第七十三
條之一規定由地政
機關列冊管理者。
四、經法院囑託查
封、假扣押、假處
分或破產登記者。
五、祭祀公業土地
。但超過三分之一
派下員反對參加都
市更新時，應予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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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更新推動事項

01.重新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確認鄰地意願、納入畸零地方式)

02.提供三類土地與建物謄本(新範圍)

03.更新會籌備小組推動作業

04.出資與否及意願調查

05.專業團隊委任

06.其他問題釐清(謄本問題等)

後續協調範圍

重新進行分析評估(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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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年08月12日

臺北市南港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公寓」社區案例評估說明會

課程簡報案例2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
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簡報單位



一、總結報告書要點彙整說明與重建評估課題討論

二、都市更新會立案法令說明與籌組推動課題討論

會議大綱

本案經臺北市都市更新處106年7月5日函指示，辦理｢社區案例評估說明會｣。

會議簡報內容依據106年2月本案「公辦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委託專案服務案

總結報告書」內容要點彙整及提列相關更新重建課題進行討論。



建築物外觀透視圖



建築物立面圖



落物曲線，臨棟間距防火隔檢討示意圖



辦理緣起

本 案 範 圍

公



●地段地號：

○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

●土地面積：2,747㎡(約830.96坪)

●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45%、容積率225%)

●建物建號：

○區○段○小段○建號等○筆建物

●建物面積：7,582.08㎡(約2293.58坪)

●土地使用現況:

逾40年四層樓公寓，一樓為住宅或零售業或一般零售業使用。

合法建物一、四層有搭建其他土地改良物(涉及測量)。

四樓公寓原建築容積比例估算：

5,805 ㎡/2,215 ㎡ =262.08%(涉及原容積核定)

計畫地區範圍

土地權屬(管理機關)
829地號分割前

土地面積(㎡)
829地號分割前

面積比例
829地號分割後

土地面積(㎡)
829地號分割後

面積比例
人數 人數比例

公有土地 臺北市(財政局) 529 19.28% 532 19.36% 1 0.87%

私有土地 2,215 80.72% 2,215 80.63% 114 99.13%

合計 2,744 100.00% 2,747 100.00% 115 100.00%

註：權值比例依據本案總結報告書附錄估價報告摘要內容，後續依三家鑑價查估、估價期日、審議會審議及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829-5地號
假分割467㎡
分割後470㎡
資料來源:內政部
地政司公告土地
現值及公告地價
查詢-面積資料



事業計畫同意比例(不含市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12條部分)

籌組更新會及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例(含市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12條部分不得扣除)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114 114 2,215m2 7,582.08m2

同意比例 (逾) 66.67% 66.67% 75% 75%

同意比例基準數值 >77 >77 >1,661.25m2 5,686.56m2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115 114 2,747m2 7,582.08m2

同意比例 (逾) 66.70% 66.70% 75% 75%

同意比例基準數值 >77 >77 >2,060.25m2 >5,686.56m2

事業計畫與更新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例

籌組更新會及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例(假設市有土地代表未出席或未投票，私有土地須達同意比例)

計算 人數 面積

項目 土地 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謄本登載(計算基準) 114 114 2,215m2 7,582.08m2

同意比例 (逾) 66.70% 66.70% 93.01% 75%

同意比例基準數值 >77 (106) >77 (106) >2,060.25m2 7045.27>5,686.56m2



說明： 1.依都更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3條及都更條例第44條規定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1.5倍法定容積。

2.建築容積獎勵值依主管機關核定為主
3.本頁以下相關資料說明仍以原基地面積2,744 ㎡為依據。

基本資料
基地面積/㎡ 法定容積率 基準容積/㎡

2,744.00 225% 6,174.00

都
市
更
新
獎
勵

獎勵項目檢討 獎勵比例 獎勵面積/㎡

△F1：原容積高於法定容
積 (依建管處核定為準)

13.30% 821.25

△F3：更新時程獎勵
劃定核准後6個月內送件

7.00% 432.18

△F5-1：更新基地規劃設
計之獎勵容積(後續市府
預定修訂獎勵計算方式)

10.00% 617.40

△F5-3：退縮人行步道
依實際設計面積檢討核定

12.23% 755.07

△F5-6：綠建築設計
銀級

6.00% 370.44

小 計 48.53% 2,996.24

總合計 / ㎡ (約2,774坪) 9,170.24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估值 建築基地面積上限= 373.52坪
2,744 ㎡ *建蔽率為45%=1234.8 ㎡

設計容積上限= 334.19%
容積率225%*(1+都更獎勵48.53%)

原容積占新容積比例估值= 78.42%
262.08%(涉及原容積核定) / 334.19%(審議核定為準))

住三

退縮人行步道位置示意圖(5~6公尺)

○ ○街

補足路寬8M

騎樓
人行步道



建築規劃設計草案
建築規劃設計
地下三層、地上十四層之店舖
及集合住宅大樓
RC結構第二級建材設備
●興建單元
共142戶
122戶住宅
20戶一般零售業)

●實設停車位
汽車104位(不足1戶1車\法車89)

機車213位(大於1戶1車\法車105)

●總樓地板面積
16,863.05㎡(5,101坪)

●總產權面積(註)
4,284.45坪

●總容積面積預定值
2,774坪

●坪效係數估值：1.5445

4,284.45坪/2,774坪
註:產權面積未來依據107年1月1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修正第273條刪除屋簷、雨遮以附屬建物測繪規定，

及將建物地下層測繪邊界改以竣工平面圖所載面積範圍（牆壁中心）為界。



地上14層 \地下3層 \ RC結構第二級建材設備共同負擔(1/4)
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金額 說明

壹
、
工
程
費
用

一、
重
建
費
用

（A）

(一) 拆除工程
(建築物拆除費)

3,946,290
拆除面積×拆除單價
合法建物7,582.08㎡ x 500元+土地改良物1,552.50㎡×100元

(二) 
新
建
工
程

1.營建費用 596,901,310

總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調整後) 35,397元/㎡
工程造價=(1F1,030㎡×高度加成115%+B2F~14F13,920.05㎡
+B3F1,913㎡×B3加成130%)×單價34,700元/16,863.05
=平均單價36,197元
營建指數調整[指數調整率(調整日96.93-基期101.56)=-4.66%]:
營建費用平均單價× (物價指數調整率絕對值-2.5%) 

=36,197元/㎡×(4.66%-2.5%) =-800元/㎡

2.建築設計費
17,507,360 

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計算
建築物法定工程造價=總樓地板面積 × 法定建物工程單價
=16,863.05㎡ × 14,660元/㎡=247,212,284元進行費率計算

3.鑑界費 108,000 更新前地號數27×4,000元/筆

4.鑽探費用 375,000 鑽探孔數(600㎡/孔) 本案5孔×75,000元/孔

5.建築相關費用 247,212
規費=建築物法定工程造價×0.1%
247,212,284×0.1%

法定工程造價 費率 金額 單位
300萬 8.00% 240,000 元

300萬~1500萬 7.50% 900,000 元
1500萬~6000萬 7.25% 3,262,500 元

6000萬以上 7.00% 13,104,860 元
187,212,284 



地上14層 \地下3層 \ RC結構第二級建材設備共同負擔(2/4)

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金額 說明

壹
、
工
程
費
用

一、
重
建
費
用

（A）

(三) 
其他
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管理
基金

2,286,061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條規定計算
依據本案建築物法定工程造價247,212,284元進行費率計算

2.外接水電瓦斯
管線工程費

10,650,000 更新後戶數142戶×75,000元/戶

3.鄰房鑑定費 600,000
鑑定範圍=開挖深度13公尺×影響半徑4倍
基地四周半徑52公尺內預估戶數100戶×鑑定費6,000 (元/戶)

重建費用(A)合計 632,621,233

公共設施費用(B)合計 -

提列級距 費率 法定工程造價(元) 提列金額(元)

1,000萬以下 2.00% 10,000,000 200,000 

1,000萬~1億 1.50% 90,000,000 1,350,000 

1億~10億 0.50% 147,212,284  736,061 

合計 2,286,061 

(續上頁「一、重建費用(A) 」部分)



總項
目

細項 金額 說明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
都
市
更
新
費
用
︶

（C）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9,469,000 

依都市更新規劃費認列標準 (113人\2774m²)
劃定更新單元500,000+事業計畫2,987,600 +權利變
換計畫4,481,400+執行與成果報核1,500,000

二、不動產估價費用(含
技師簽證費用)

2,735,000 
25萬元＋更新前主建物筆數96×0.25萬元＋更新後主
建物筆數142×0.25萬元
三家估價師253.5萬元+領銜費用20萬=273.5萬

三、更新前測量費用 250,000 暫估

四、土地改良物拆遷補
償與安置費用

考量自組更新會
係所有權人自行
出資，為減輕費
用負擔

本案建議不提列
合法建物拆遷補
償費、安置費用
及其他土地改良
物拆遷補償費。

199,371,963元

拆遷補償費=126,563,603元
補償面積7,592㎡(拆除面積未滿1㎡以1㎡計算) ×重建
單價17,170(元/㎡)，扣除合法建築物拆除費用

其他土地改良物=28,759,030元
補償面積1,684㎡(拆除面積未達66㎡以66㎡計算) ) ×
重建單價17,170(元/㎡)，扣除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除費

安置費用=44,049,330元。
住宅租金補貼＝居住面積1,720.18坪 × 住宅租金水準
519元/坪 × 安置期間(36個月)
營業租金補貼＝營業面積573.39㎡ × 營業租金水準
582元/坪 × 安置期間(36個月)

五、地籍整理費用 2,840,000 以更新後戶數142戶×每戶20,000元

權利變換費用(C)合計 15,294,000

共同負擔(3/4) 地上14層 \地下3層 \ RC結構第二級建材設備



總項目 項 目 金額 說明

參、貸款
利息(D)

A.拆遷補償費+容移費用
B.權變+公設+重建費用

21,015,230

1. [拆遷補償費+容移費]×貸款年利率×貸款期間
2.[重建費用(A)-公寓大廈管理基金及開放空間基金

＋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拆遷補
償費]×貸款年利率×貸款期間×0.5

3.貸款年利率=自有資金30%×郵政一年定存利率
1.06%+融資70%×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2.64%，

4.平均利息為2.17%，貸款期間3年。

貸款利息費用(D)合計 21,015,230

肆、稅捐
(E)

印花稅及營業稅 6,479,152
暫估：[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
費用(C)＋容積移轉費用(G)]×1％ 核實課稅

稅捐(E)合計 6,479,152

伍、管理
費用
(F)

一、人事行政作業費用(F1) 33,446,523
[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
＋貸款利息(D)＋容積移轉費用(G)＋都市計畫變更
負擔費用(H)]×人事行政管理費率(依規定提列5%)

三、銷售管理費用(F3) 40,524,577 
[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
＋貸款利息(D)＋稅捐(E)＋容積移轉費用(G)＋都市
計畫變更負擔費用(H)]×銷售費率(依規定提列6%)

五、信託管理費 5,448,900 
以土地公告現值總額363,260,000元×0.5%×信託
年度計(3年) 【更新會可全額提列\暫估】

管理費用(F)合計 79,420,000 考量自組更新會係所有權人自行出資，本案建議不
提列風險管理費70,885,614元 (費率10%)

[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
貸款利息(D)＋稅捐(E)＋人事行政管理費(F1)＋容積移
轉費用(G)＋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H)]×銷售費率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 754,829,615

共同負擔(4/4)

★本財務計畫表(1~4)依據99年12月「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及104年1月
「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規定提列，確定值依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地上14層 \地下3層 \ RC結構第二級建材設備



更新前後價值鑑價
評價基準日:
價格分析日期：民國105年08月12日
勘查日期：民國104年09月25日

鑑價結果比較:

鑑價結果選定:
本案僅為先期規劃之可行性評估，故以本中心依市場分析初期調查結果，作為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算依據。未來應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評定相關權利價值，並經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核定。

更新前/後 項 目 數量 (坪) 單價(元) 複價(元)

更新前
土地權利單價(元/坪) 1,178,000

土地權利總價(元) 977,810,680

更新後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331.59 747,000 247,697,730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3,952.86 586,980 2,320,249,792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104(個) 2,017,154 215,400,000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2,783,347,522



項目 金額(元) 權值比例(%)

更新後總價值A 2,783,347,522 100%

共同負擔B

不含拆補安置費及風管費

754,829,615

總樓地板面積5,101坪

每坪單價148,000元
27.1195%

更新後總淨值C=A-B 2,028,517,907 72.8805%

共同負擔D

含拆補安置費199,371,963元及

風管費70,885,614元，未計其利

息及納入人事管理費

1, 025,087,192

總樓地板面積5,101坪

每坪單價201,000元
36.8293%

更新後總淨值C=A-D 1,758,260,330 63.1707%

財務計畫~收支權值比例估值

★本表僅為初步估算， 預算核定值依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更新會採決算制，依實際收支結算為準。



個人案例財務計畫試算
不含拆補安置費及風管費

項目
更新前權值比例 0.8% 1%

0.8% 0.8% 1% 16% 0.95% 1.19%

更後總值 2,783,347,522 22,266,780 178,134 27,833,475 445,335,604

共同負擔 754,829,615 6,038,637 6,038,637 7,548,296 120,772,738 1,150,217 1,437,771 

更新後總淨202,851,7907 16,228,143 16,228,143 20,285,179 324,562,865

選配房車 1戶1車 1戶0車 1戶1車 16戶16車

選1平面式均價車位 2,221,622 - 2,221,622 35,545,952 

剩餘可選屋價金 14,006,521 16,228,143 18,063,557 289,016,913 

2樓以上房屋價價 586,980 586,980 586,980 586,980 586,980 

1樓均價 747,000 

可選房屋坪數 23.86 27.65 24.18 492.38 1.96 2.45

選1機械式均價車位 1,700,000 1,700,000  2,720,000 

剩餘可選屋價金 14,528,143 18,585,179 321,842,865 

2樓以上房屋價價 586,980 586,980 

1樓均價 747,000 

可選房屋坪數 24.75 26.93 548.30 



個人財務計畫試算與選配方案

項目
更新前權值比例 0.80% 1%

0.80% 0.80% 1% 15.88% 0.95% 1.19%

更後總值
2,783,347,522

22,266,780 22,266,780 27,833,475 441,995,586 假設分攤資金缺口

共同負擔
1,025,087,192

8,200,698 8,200,698 10,250,872 162,783,846 1,537,631 1,947,666

更新後總淨
202,851,7907

14,066,083 14,066,083 17,582,603 279,211,740

選配房車 1戶1車 1戶0車 1戶1車 16戶16車

選1平面車位均價 2,221,622 0 2,221,622 35,545,952

剩餘可選屋價金 11,844,461 14,066,083 15,360,981 243,665,788

2樓以上房屋均價 586,980 586,980 586,980 586,980 586,980
1樓均價 747,000

可選房屋坪數 20.18 23.96 20.56 415.12 2.62 3.32

選1機械車位均價 1,700,000 1,700,000

剩餘可選屋價金 12,366,083 15,882,603

2樓以上房屋均價 586,980
1樓均價 747,000

可選房屋坪數 21.07 21.26



個人案例財務計畫試算
含拆補安置費199,371,963元及風管費70,885,614元 但未加計人事管理費、利息、風管費

項目
更新前權值比例 0.8% 1%

0.8% 0.8% 1% 16% 0.95% 1.19%

更後總值 2,783,347,522 22,266,780 178,134 27,833,475 445,335,604

共同負擔 1,025,087,192 8,200,698 8,200,698 10,250,872 164,013,951 1,562,038 1,952,547 

更新後總淨 1,758,260,33 14,066,083 14,066,083 17,582,603 281,321,653

1戶1車 1戶0車 1戶1車 16戶16車

選1平面式均價車位 2,221,622 
-

2,221,622 35,545,952 

剩餘可選屋價金 11,844,461 14,066,083 15,360,981 245,775,701 

2樓以上房屋價價 586,980 586,980 586,980 586,980 586,980 

1樓均價 747,000 

可選房屋坪數 20.18 23.96 20.56 418.71 2.66 3.33

選1平機械式均價車位 1,700,000 1,700,000 2,720,000 

剩餘可選屋價金 12,366,083 15,882,603 278,601,653 

2樓以上房屋價價 586,980 586,980 

1樓均價 747,000 

可選房屋坪數 21.06 21.26 474.64 



更新前面積及更新後設計面積比較表

更新後建物規劃草案 更新前建物現況

容積坪(主建物) 2,774(坪) 私有1,756(坪) 、公有地無建物

產權坪
(含陽台公設)

4,284.45(坪) 2,293.5792(坪) 、公有地無建物

戶數 坪型(產權坪) 戶數 坪型(產權坪)

1F 20戶(店面) 15.81(坪)、31.20(坪) 24戶(店面)
21.83(坪)
23.29(坪)
25.16(坪)

2F 2戶(住宅) 55.03(坪) 24戶

3F~10F 96戶(住宅)
30.96(坪)、28.35(坪)
29.43(坪)、41.90(坪)

48戶(3~4F)

11F~12F 16(住宅) 31.24(坪) - -

13F~14F 8(住宅) 41.03(坪) - -

車位類型 車位數量 車位類型 車位數量

B1 機車停車位 213(位) - -

B2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8(位) - -

B3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6(位) - -

汽車停車位(坡道機械) 30(位) - -

合計
144戶

汽車停車位104位、機車停車位213位
96戶

無車位



一層平面圖
●更新前後比較(一層):
更新前:
24戶/坪數:21.83(門牌3號)、23.29(門牌5號~47號單號)
、25.16 (門牌49號)
更新後:
20戶(店面)/坪數:31.20(店1)、15.81(店2~20)

註:坪數為權狀坪

店1 店
2

店
3

店
4

店
5

店
6

店
7

店
8

店
9

店
10

店
11

店
12

店
13

店
14

店
15

店
16

店
17

店
18

店
19

店
20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戶數(戶) 24 20(店面)

坪型(權狀坪)

21.83
(門牌3號) 31.20(店1)

23.29
(門牌5號~47號)

15.81(店2~20)
25.16

(門牌49號)

圖面局部放大

店面單元圖說:



二層平面圖
●更新前後比較(二層):
更新前:
24戶/坪數:21.83(門牌3號)、23.29(門牌5號~47號單號)
、25.16 (門牌49號)
更新後:
2戶(住宅)/坪數:55.03

註:坪數為權狀坪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戶數(戶) 24 2(住宅)

坪型(權狀坪)

21.83
(門牌3號)

55.03
(B1、C1)

23.29
(門牌5號~47號)

25.16
(門牌49號)

圖面局部放大

C1 B1

C棟住宅單元 B棟住宅單元圖說:



三層~十四層平面圖
更新前後比較(三層~十四層):
更新前:
48戶/坪數:21.83(門牌3號)、23.29(門牌5號~47號單

號)、25.16 (門牌49號)
更新後:
1.三層~十層:96戶(住宅)/坪數:30.96(B1、C1)、

29.43(B2、C2)、28.35(B3、C3)、28.35(B4、C4)、
29.43(B5、C5)、41.90(B6、C6)

2.十一~十二層:16戶(住宅)/坪數:31.24(B1~4、C1~4)
3.十三~十四層:8戶(住宅)/坪數:41.03(B1~2、C1~2)

B1

B2

B3 B4

B5

B6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戶數(戶)
三層~四層 三層~十層

十一~
十二層

十三~
十四層

48 96 16 8

坪型(權
狀坪)

21.83
(門牌3號)

30.96(B1、C1)

31.24
(B1~4、
C1~4)

41.03
(B1~2、
C1~2)

30.96(B1、C1)

23.29
(門牌5號~47號)

28.35(B3、C3)

28.35(B4、C4)

25.16
(門牌49號)

29.43(B5、C5)

41.90(B6、C6)圖面局部放大

C1

C3

C2

C4

C6

C5

C棟住宅單元 B棟住宅單元圖說:



地下一層平面圖

更新前後比較(地下一層):
更新前:
無
更新後:
213機車停車位

項目 更新後

樓層層次 類型 車位數量(位)

B1 機車停車位 213

B2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8

B3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6

汽車停車位(坡道機械) 30

總計 汽車104

機車213地下層圖面局部放大

圖說: 機車停車位



地下二層平面圖

更新前後比較(地下二層):
更新前:
無
更新後:
38汽車停車位

項目 更新後

樓層層次 類型 車位數量(位)

B1 機車停車位 213

B2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8

B3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6

汽車停車位(坡道機械) 30

總計 汽車104

機車213地下層圖面局部放大

圖說: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地下三層平面圖
更新前後比較(地下三層):
更新前:
無
更新後:
66汽車停車位

項目 更新後

樓層層次 類型 車位數量(位)

B1 機車停車位 213

B2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8

B3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36

汽車停車位(坡道機械) 30

總計 汽車104

機車213

地下層圖面
局部放大

圖說: 汽車停車位(坡道機械) 汽車停車位(坡道平面)



二、都市更新會立案法令說明與籌組推動課題討論

1. 都市更新會設立與解散(簡報略)

2. 都市更新團體法令依據與要點(簡報略)

3. 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程序(簡報略)

4. 劃定單元初評分析(簡報略)

5. 更新會各階段需求之專業團隊

6. 發起劃定至計畫核定階段負擔分析

7. 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簡報略)

8. 更新會籌組與推動



更新會各階段需求之專業團隊
擬訂計畫
核定實施

發起籌備至更新會立案 擬訂計畫至審議核定 計畫核定至工程發包 建照核發至使照核發 房屋接管置產登完成

變更計畫 變更計畫至審議核定 釐正圖冊

都更規劃

辦理更新評估、劃定更
新單元核准、擬訂或變
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報核至核定程序。

○ ○
辦理釐正圖冊及成果備
查。

建築師 辦理建築規劃設計。
辦理申領拆除執照、建
造執照、繪製施工圖。

辦理建照勘驗。
辦理申領使用執照。

估價
辦理更新前權利價值、
更新後單元及車位價值
之評估。

地政士
辦理更新後登記面積計
算、土地持分分配。

辦理信託、抵押權設定
登記。

辦理權利變換移轉登記、
信託塗銷登記、抵押權
塗銷登記。

測量技師
辦理其他土地改良物、
佔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
築物測量。

建築經理 辦理業務行政管理
辦理貸款申請至核准、
工程發包、業務行政管
理。

辦理工程營建管理、業
務行政管理。

辦理交屋驗收、業務行
政管理、貸款償還、更
新會清算解散

會計師
每月、年會計報表、申
報稅額。

每月、年會計報表、申
報稅額。

同右 ●

其他廠商

綠建築
交通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變更都市計畫

綠建築、交通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變更都
市計畫等項目之辦理(
視個案需求而定)。

都
更
總
顧
問



發起劃定至計畫核定階段負擔分析

★財務相關內容確定值依實際發包與結算為準

發起劃定至計畫核定階段 發起劃定至計畫核定之期間月數

共同負擔項目預算 預算金額 預算修正 更前權值 費用(元) 36 42 48

鑑界費 108,000 0 0.8% 103,004 
2,861 2,452 2,146 

鑽探費用 375,000 0 1% 128,755 
3,577 3,066 2,682 

建築設計費(部分) 8,753,680 4,376,840 16% 2,060,079 57,224 49,049 42,918 

都更規劃費(部分) 9,469,000 7,969,000 公部門不出資

不動產估價費 2,735,000 2,735,000 0.9524% 122,624 3,406 2,920 2,555 

更新前測量費 250,000 250,000 1.1905% 153,280 4,258 3,650 3,193 

人事行政管理費(部分) 3,344,652 3,344,652

更新會行政作業費

支出預算小計 25,035,322 18,675,492

市府補助款 5,800,000

更新會自籌款 12,875,492 357,653 306,559 268,239 



更新會籌組與推動

Q01.籌備小組推動作業與專業團隊(總顧問、協力單位)委任

Q02. 更新會章程草案

Q03.事業計畫草案與資金籌措、融資洽談

Q04. 事業計畫草案與權變選配方案檢討

Q05.更新單元劃定與更新會成立及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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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區案例之可行性評估與說明會簡報研討

 說明會簡報的相關課題評析討論

簡報的對象：權利人不是專業人員，如何淺顯易懂?

簡報的內容：簡報內容很多就是好?還是客製化講重點?

簡報的方式：聽專業人員解說?還是各主題互動式討論?

簡報的程序：先說完再問問題?還是先問問題再逐一說明?

簡報的結束：謝謝指教?還是提課題讓所有權人有後續行動?

 說明會簡報的講師訓練

如果你是權利人-如何檢視權利人能認知簡報內容?

如果你是講師-如何以法令為基礎，融入實務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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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社區輔導面對更新推動最基本的核心課題(QA)

「一坪換一坪。要不要出錢」

法令程序與規範沒有模糊空間
整合方案依個案條件與權利人認知組合特性而異

面積不縮水&不出錢 面積不縮水&可出錢

面積縮水&不出錢 面積縮水&可出錢

新舊房屋的環境、價格、重建成本、維護費用及重置成本的差異比較

社區居民-認知更新前後環境、價值與多元更新方案的選擇?
專業人員-認知個案的通案性原則&評量社區輔導的可行性?

1. 初評報告-讓權利人知悉核心課題
2. 細評報告-提供推動方案決策的基礎資料
3. 磨合整備-瞭解全貌-評估可承受風險-求同化異

-資金籌措-建置更新重建的決策程序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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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每一階段的關鍵同意比例數值
--更新會申請籌備的最低人數

--更新會成立大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例

--事業計畫同意比例數值

研商老屋重建的計畫範圍？

 那些人參與推動？如何產生？注意事項？
 發起初期要分工辦理那些事？誰去做？
 依循法定程序規定推動就對了？
 初期的經費誰來出錢？要不要募集？

程序v.s實體v.s人性

參與
表態

輔導
強度

籌組
代表性

產生
方式

職權?
職責?

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58

階段 作業程序 社區權利人作業事項 輔導團隊作業事項

一、

意願
調查

1-1

參與
意願調查

✓15人聯署申請法令說明會 ✓社區案例基本條件及都更法令實務說明

1-2

受理
輔導評定

✓七人以上發起

✓製作社區現況調查表
✓30~50%以上門牌戶簽署參與意願書

✓社區案例基本條件及都更法令實務說明

✓提供社區基本概念說明與諮詢服務

二、

推動
整備

2-1

案例之
法令與

實務研習

✓申請第三類謄本

✓50%以上戶數代表人參與案例研習
✓七人以上同意擔任籌組發起人

✓籌組更新會同意書逾條例22條門檻

✓協助社區推動整備作業

產權歸戶清冊、基本資料調查與評估分析、

研討都更推動課題、研習章程範本

✓整合居民意願協助籌組更新會

2-2

更新會
籌組研商

✓召開籌組會議、彙整居民意見與問題

✓研擬章程草案、徵詢參選理監事名單

✓更新會籌組作業

✓協助彙整居民意見與研擬問題之回應

三、

組織
立案

3-1

更新會
完成籌組

✓籌辦召開成立大會作業
✓完成更新會核准籌組

✓協辦更新會成立大會作業

3-2

更新會完
成立案

✓完成成立大會、理監事選舉

✓定期召開理監事會、會員大會
✓研擬後續推動、整合及委任事宜

✓完成更新會成立大會及理監事會召開

✓完成更新會核准立案
✓協助召開相關會議及廠商委任作業

善用政府資源推動更新會籌組事務【案例建議程序】

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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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顧問整合協力團隊提供評估報告【模擬案例】

✓ 產權資料彙整及產權結構課題分析。

✓ 擬訂事業計畫草案要點與更新重建相關法令檢討。

✓ 建築容積(都更、海砂屋)與建築量體估算。

✓ 建築規劃設計配置示意草圖(平面圖、立面圖及透視圖)。

✓ 房屋產權登記面積規劃及計算(配合修正建築圖說計算產權)。

✓ 擬訂估價條件及依建築規劃草案提供更新後房車價格參考值。

✓ 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及其比例估算。

✓ 更新重建成本(共同負擔)提列費用估算。

✓ 所有權人出資與不出資方案差異試算。

✓ 更新籌備審議期間更新成本及支出現金流量估算。

✓ 出資之所有權人融資及自籌款估算。

✓ 重建方案與執行程序評估建議方案。

✓ 協助召開會議(說明會、理事會或會員大會)。

政府補助款
+社區自籌款

專業者提供權利人
決策評估資料

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人力、物力、財力、資源？
專業團隊組合方式、時點
與價款？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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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討~案情概要~課題連結思考

• 已列管三年之 7F\B1F 海砂屋社區並有房地持分比例不等情形

• 以區權會+管委會+更新籌備組織運作，尚未成立更新會

• 所有權人提供房地設定辦理銀行融資

• 以「一坪換一坪+一車位」為重建原則

• 如剩餘房屋銷售不足抵付共同負擔時，差額由建商保證吸收

• 委任建商執行並代墊事權計畫核定前之資金

• 管委會完成「建商+顧問+建築師+1家估價機構」簽約

• 建商另與所有權人簽約，並定2年期間如未達80%簽約，可解約

• 建商表達房價下跌至○萬元時不補貼房租、…..

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經區權會表決通過的選商決定，最終所有權人簽約戶數比例僅達57%!
社區形成二個體系，推動進度已遲至一年無進度，建商表達退出不再推動!

這個社區出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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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案例研討~課題連結思考

✓財務計畫預算不等於決算

✓預算的精準度與銀行融資

✓更新後總價值、風險管理費與更新成本執行結餘的歸屬

✓計畫核定前、後資金需求與缺口籌措

✓出資與不出資的權利義務差異

✓實施者(更新會)與出資者

✓更新會(會員)結算與出資者

✓出資差異與權益分配之章程規範及事權計畫書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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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重建模式--傳統重建 V.S .都市更新

02.推動主體--自組更新會 V.S .委託都更機構實施

03.合建模式--都更權變 V.S . 傳統合建

04.分配模式--傳統合建 V.S .都更權變

05.實施方式--協議合建 V.S . 權利變換

06.實體分配--實質坪數與虛擬價格的感受

07.價格時點--權變核定價格與銷售市價找補時點

08.自我價值--相對價值與絕對價值的人性衝突

09.履約保障--合建保證金與信託之差異

10.審議風險--公部門審議與私權契約之差異與聯結

11.司法風險--少數堅持的零和遊戲

參、更新會發起輔導歷程、業務要點與實務課題

更新整合常見認知爭議糾與葛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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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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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