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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師|林婞綺

現 職|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公司專案經理

更新同意比例與財務計畫實作

更新會輔導培訓專班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108年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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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專案經理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709專案辦公室專案經理

學歷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士

私部門
資歷

097~ 年都市更新專案評估&規劃專案

105~ 年謙牧學堂—都市更新跨域學習平台

公部門

委辦案

資歷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辦案
108 年 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協同主持人
107~108年 中山區諮詢工作站委託專業服務案\協同主持人
104~108年 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出席代表\專案經理
106~108年 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委辦案\專案經理
104~105年 臺北市都市再開發機制與事業策略擬定案\專案經理
104~108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委託專業審查\計畫審查人員
104~108年 因應釋字第709號釋憲後續委託\出席聽證紀錄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委辦案
106~107年 為維護公共安全辦理臺北市列管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輔導更新團隊\專案經理
基隆市政府委辦案
106~107年 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協同主持人
105~106年 都市更新自主更新輔導團暨相關法令機制研擬案\項目經理
臺北市全方位都更推動小組\成員(106年)

其他

經歷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都市更新規劃整合人才學分學程計畫(105~106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重建教育訓練一般民眾專班(107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系列講座(106年)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人員教育協會(105年)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大學實務工作坊業師(105年)

新北市土地利用學會(106年)

基隆市都市更新輔導團計畫培訓課程(106年)

桃園市自主更新輔導團人才培訓課程(105年)

麗源建設、立信建設、華南金資產公司內訓課程(105~106年)

講師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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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都市更新各階段同意比例計算

貳、更新會出席與表決比例計算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肆、財務計畫相關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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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市更新各階段同意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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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概要/計畫同意比率計算

實施程序 都更條例

計算項目

及比率值

私有部分人數 私有部分面積

土地 合法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依謄本登錄加總數值 扣除 公有地權屬及都更條例第24條各款

事業概要 第22條 更新單元 逾 1/2 逾 1/2

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

第37條

更新地區

單元

主管機關
公開評選

逾 1/2 逾 1/2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單元1/2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建物同意

迅行劃定 逾 1/2 逾 1/2

優先劃定 逾 3/4 逾 3/4

非更新地區單元 逾 4/5 逾 4/5

例外規定 面積逾 9/10不計人數 面積逾 9/10不計人數

協議合建 第43條 更新單元 100%

部分協議
部分權變

第44條 更新單元
- 逾 4/5

未達成協議者得採權利變換方式(價值不得低於都更相關法規之規定)

注意事項 都市更新事業以二種以上方式處理時，人數與面積比率應分別計算之。

 同意比率可扣除都市更新條例第24條各款

一.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之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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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條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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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申報並核發派下全員證明書之祭祀公業土地或建築物。
六. 未完成申報並驗印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冊之神

明會土地或建築物。

 同意比率第39條各款情形

• 除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取得所有
權之情形，於申請或報核時能提出證明文件者，得以該證明文
件記載者為準外，應以土地登記簿、建物登記簿、合法建物證
明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記載者為準。

• 前項登記簿登記、證明文件記載為公同共有者，或尚未辦理繼
承登記，於分割遺產前為繼承人公同共有者，應以公同共有人
數為其同意人數，並以其占該公同共有全體人數之比率，乘以
該公同共有部分面積所得之面積為其同意面積計算之。

壹、都市更新各階段同意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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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採【權利變換】實施方式。

 土地面積3,000m²、人數100人，房屋面積10,000m²、人數80人。

 內含臺北市政府土地1人、面積200m²、房屋面積600m²，

臺灣銀行土地1人、面積150m²、房屋面積150m²，

法院囑託查封土地1人、面積50m²、房屋面積150m²。

計算項目
人數 面積m²

土地 合法房屋 土地 合法房屋

謄本登載 100 80 3,000 10,000

扣除公有土地權屬 1 1 200 600

扣除都更條例第12條 1 1 50 150

計算基準 98 78 2,750 9,250

同意比率規定四項數值均超過 3/4 3/4

同意比率基準數值 › 73.5 › 58.5 › 2,062.50 › 6,937.50

同意比率規定四項數值均超過 4/5 4/5

同意比率基準數值 › 78.4 › 62.4 › 2,200.00 › 7,400.00

 人數及面積計算基準，依事業計畫掛號報核日之土地、房屋謄本登載資料為準。

 土地房屋屬持分所有，同意比例係依各人及其持有面積分別計算。

更新
地區

非更新
地區

每一項目皆須達到門檻

壹、都市更新各階段同意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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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與撤銷

 本人已知悉本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且本同意書 僅限於

『擬訂臺北市○區等○筆土地更新事業計畫案 』使用，

禁止移作他用

 本事業計畫案同意書一經簽定，如欲撤銷，需依都臺北

市政府處理都市更新案撤銷同意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37

 同意書得隨時撤銷
1.雙方合意撤銷

2.民法第88.89.92條規定

(錯誤\詐欺\脅迫瑕疵等情事 )－法院判決

 同意書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

－對於公開展覽之計畫所載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

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者

－提都市更新及爭議審議會審議

臺北市政府處理都市更新案撤銷同意作業程序(101.8.28)

第六點

 下列情形視為權利義務不相同

市府得逕將該同意書不計入同意比例計算

1.都市更新實施方式不一致

2.適用申請獎勵項目不一致

3.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位置分配方式不一致

因應都市更新修法，中央業已修擬同意書版本作業。

壹、都市更新各階段同意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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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更新會出席與表決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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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員：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皆是會員
包括公有土地或房屋所有權人，不包括占用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執行運作：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及章程規範，經由會員大會及理事會執行辦理。

 會員大會法定重大議決事項

(1)訂定及變更章程。(2)會員之處分。(3)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之草案。

(4)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職。(5)團體之解散。(6)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都市更新會相關法令

會員大會議決事項
統計項目同意比率

應含公有土地及
都更條例§24
各款事項之數值

一般事項 重大事項

以會員1/2以上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
築物樓地板總面積均超過1/2出席，並出席人
數超過1/2，出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
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以上之同意行之。

依都更條例§37條規定人數與土
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率同意行
之。

出席 議決同意 更新地區 非更新地區

人數
土地

≧ 1/2 >1/2 > 3/4(修法中) > 4/5(修法中)
建物

面積
土地

> 1/2 > 1/2 > 3/4(修法中) > 4/5(修法中)
建物

貳、更新會出席與表決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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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同意比率(不含市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24條部分)

更新會成立大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率(含公有土地及都更條例第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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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114 2,215m2 7,582.08m2

同意比率(逾) 4/5 4/5

同意比率基準數值 >91.2 >91.2 >1,772m2 >6,065.6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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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比率(逾) 4/5 4/5

同意比率基準數值 >92 >91.2 >2,197.60m2 >6,065.66m2

事業計畫與更新會重大事項議決同意比率【案例計算】
案例資料：1.公有土地1人，土地面積532m2 ，無都更條例第24條免計部分

2.非更新地區

貳、更新會出席與表決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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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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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價值分配與共同負擔提列計算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財務計畫成本分析參照臺北市政府107年7月23日頒訂之「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項目總表」

提列標準核實計列，納入事業(權變)計畫經政府核定為準。(適用於107年7月24日後申請報核之更新事業案)

地主願意參與者
依更新前權利價值

比率分配

地主
不願
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
領補償金

更新後總價值=房屋+汽車位

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規定
實施者先行墊付全額資金

權利人折價抵付
共同負擔費用予實施者

工程費用
1.拆除工程 2.營建 3.特殊因素4.鑑界5.鑽探
6.鄰房鑑定7.外接水、電、瓦斯工程
8.公寓大廈管理基金9.開放空間費用
10.建築相關費11.委外審查費
12.公共設施費(捐地協闢)
13.申請建築容積相關費
權利變換費用
1.建築設計2.都市更新規劃3.估價費
4.更新前測量費用
5.其他規劃簽證費
6.拆遷補償及安置費(合法建物及其他改良物)
7.占有他人舊違章處理方案費 8.地籍整理
容積移轉(辦理費用及容積取得成本)
都市計畫變更
貸款利息(自有資金及銀行融資)
稅捐(印花稅及房地互易營業稅)
管理費用
1.營建工程管理2.廣告銷售管理費
3.信託管理費4.人事行政費5.風險管理費

※107/7/24前業已『核定公告』或『申請報核』者
1.已申請報核：依自提修正方式重公展。
2.已核定公告：事業計畫「完整變更」得適用，須檢視更新後總價值之評價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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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單價（均價） 複價（元）

1 住宅 1,965.79坪 673,661 1,324,276,928

2 停車位 59個 1,992,373 117,550,000

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合計 1,441,826,928

更新後產

權面積+汽

車停車位

更新後

價值

更新後

總價值

基地範圍+整合情形 容積獎勵 更新後建築設計
更新後

產權面積

更新後總價值=房屋+汽車位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
有建物及其土地應
有部分，應考量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之建築計畫、建
材標準、設備等級、
工程造價水準及更
新後樓層別效用比
關聯性等因素，以
都市更新評價基準
日當時之新成屋價
格查估之。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273條現行規定：107.01.01前已申請建照或都更事業計畫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1
條之1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物其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例修正前規定辦理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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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說明

壹
、
工
程
費
用

一、

重建

費用

（A）

(一)拆除工程（建築物拆除費用）
拆除面積x依構造樓層別之拆除單價

(僅針對更新前範圍內未提列拆遷補償費之無主屋等建物及土地改良物)

(二)新建

工程

1.營建費用 (含公益設施)
總樓地板面積x工程造價+公益設施

依結構、樓層、建材設備等級訂定營建單價

2.特殊因素費用
特殊因素之綠建築設施費用，須出具估價單，並僅得提列一般設備價差

委外審查項目須就合理性納入說明

(三)其他必

要費用

1.鑑界費用
更新前地號數×4000元/筆

更新前土地鑑界複丈、地政機關收取行政規費

2.鑽探費用
鑽探孔數x75,000元/孔

鑽探孔數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第65條

3.鄰房鑑定費
鑑定範圍內之戶數x鑑定費(元/戶)

基礎底部開挖深度之4 倍作為鑑定範圍之半徑

4.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 更新後戶數x75,000元/戶

5.相關

基金

5-1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建物造價×累進費率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核計

5-2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

護基金

獎勵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金額25%

臺北市綜合設計公共開放空間設置及管理維護要點10核計

5-3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內容核計

例如：綠建築維護費、容積移轉公共基金等

6.建築相關規費
建物造價×1/1000

建築法第29條規定

7.相關委外審查之費用
依相關規定委外相關單位審查之費用

例如：深開挖、高樓層、地質敏感等外審

8.其他 其他特殊情形應屬所有權人負擔且經審議會決議者

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1/8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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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及建材設備等級與更新成本費用的提列規定摘要
本項規定適用日依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規定辦理
「臺北市都市更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107年10月)

作為實施者提列工程造價之標準，並以政府審議核定為準。

各種構造之造價，反應樓層高度、建材、設計及法定設備之差別
考量特殊因素(地下層數、單層高度及規劃設計)，提高工程造價成數。

本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之物價基準日為107年4月，個案須依物價指數調整金額。

本次修正

1.調整單價金額 2.恢復可提列「鋼骨造SC」構造別 3.物價基準日 4.增列特殊費用委外審查項目 5.建材設備等級表.

構造別 鋼骨造 SC 鋼骨鋼筋混凝土 SRC 鋼筋混凝土造 RC

建材設備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一般級 中高級 高級 一般級 中高級 高級 一般級 中高級 高級

1-5層 21,700 24,600 31,200

6-10層 36,300 39,800 48,600 34,800 38,100 46,500 28,000 31,800 40,100

11-15層 39,300 43,100 52,600 37,700 41,300 50,400 31,400 35,600 45,100

16-20層 46,400 50,600 61,700 42,000 45,800 55,900 34,500 39,100 49,500

21-25層 50,700 55,600 67,800 45,900 50,300 61,300 37,800 42,900 54,100

26-30層 54,000 59,200 72,200 48,900 53,600 65,300 單位：元/平方公尺

31-35層 56,800 62,100 75,700 51,400 56,300 68,600 總樓地板面積不含遮陽板、陽台、
屋簷、雨遮或花台面積36-40層 59,100 64,600 78,500 54,000 58,900 71,700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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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價-建材設備等級認定

各級建材設備

七個必要項目
1.外觀牆面\ 2.牆面\ 3.地坪\ 5.門窗設備 9.停車設備10.電氣設備\ 11.通風工程及空調設備

應有四項以上

達該級建材設備
4.平頂\ 6.電梯設備\ 7.浴室設備\ 8.廚具設備\ 12.景觀工程\ 13.門禁、監視、警示與警報系統

例外項目 14.消防設備除外。

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費用委託審查原則(105年4月21日發布)

下列特殊因素之施作合理性及提列費用委託機關、團體審查，供審議會審議之參考：

（一）特殊大地或基礎工程(含地質改良，不含一般基樁)。

（二）特殊設備(含制震、減震設備)及工法(含逆打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
（三）其他經審議會、幹事會、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專案小組或專案會議認為有必要者。

特殊因素得提高工程造價包含項目(依審議會審議核定為準)
特殊大地或基礎工程大樹保護及遷移費用/特殊設備及工法或行政單位要求/環境監測費..等5項

各級工程造價提列時，須符合下列規定以作為是否符合該級建材設備自評原則

104 年1月7日起報核事業計畫案適用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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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地上層及其地下層數 超建之地下當層之樓地板面積×標準單價加計後數值

1.地上層7層至15層建築物
其地下樓層超過2層

1.超建第1層部份，該層加計造價30%
2.超建第2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40%。
3.超建第3層部分，該層加計造價50%。
4.超建第4層（含）以上部分，該層加計造價60%。

2.地上16層以上建築物
其地下樓層數超過3層

地下超建層數愈多，愈往下之層數，其該樓層加計之造價比例愈高。

(1)地下層超建加成計算

(2)地上層樓層高度加成計算

建物地上層 超建之當層樓地板面積×標準單價加計後數值

一樓住宅使用以4.2公尺為基準

每增加0.1公尺該層加計造價1%進行計算一樓商業使用以4.5公尺為基準

其他樓層以4公尺為基準

以上數值計算至百元，百元以下四捨五入

工程造價-加成計算(一)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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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工程造價-加成計算(二)

(3)物價指數調整

實施方式 物價調整基準日

協議合建 事業計畫申請前六個月內為期限

權利變換 與權利變換計畫之評價基準日一致

依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告之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辦理

步驟1.計算指數增減率
指數增減率＝[（調整日當月總指數÷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物價

基準日當月總指數）－1] ×100 %

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超過2.5%者，就漲跌幅超過2.5%部分，進行調整
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在2.5%以內者，不予調整。

步驟2.計算調整價格(百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物價基準日之價格×(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2.5%) 

指數增減率為正值者，就上開調整金額調整
指數增減率為負值者，就上開調整金額扣減。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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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價-加成計算(範例)

更新後興建地上12層，地下3層鋼筋混凝土造第三級建材建築物。物價調整基準日為
107年11月。其中9-12樓樓高4.2公尺。

1.地下層超建加成計算：

超建地下三層，可以加計30%，標準單價為35,600×(1+30%)=46,300元(百元以下四捨五入)

地下層第一層及第二層標準單價為35,600元，第三層為46,300元

2.地上層樓高加成計算：

9-12樓各層標準單價可加計2%，標準單價為35,600×(1+2%)=36,300元(百元以下四捨五入)

1-8樓標準單價為35,600元，9-12樓各樓層標準單價為36,300元

3.物價調整：

(1)指數增減率=[(106.86÷103.95)-1] x 100% =2.80%

(2)B2~8F調整金額=35,600×(2.8%-2.5%)=100元(百元以下四捨五入)35,600+100=35,700元

地下三層調整金額=46,300×(2.8%-2.5%)=100元(百元以下四捨五入)46,300+100=46,400元

9-12F調整金額=36,300×(2.8%-2.5%)=100元(百元以下四捨五入)36,300+100=36,400元

台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107年04月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鋼筋混凝土造、11-15層、
第二級」之價格為35,600元。

 107年04月之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總指數為103.95。
 107年11月之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總指數為106.86。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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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說明

壹
、
工
程
費
用

二、

公共設施

費用

（B）

(一)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本市土地成本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之當年期土地公告現值×1.2倍

指更新單元外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拆遷面積×重建單價基準(依結構、樓層、等級分類)

依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計列

(三)公共設施工程開闢費用

公共設施開闢面積×開闢單價(每平方公尺)

其開闢單價應依事業計畫報核日當年度臺北市議會核定標準

計算

(四)公共設施管理維護經費 經與公共設施管理機關協議、確認同意後，依約定額度提列

三、

相關申請

建築如經

獎勵所支

付之費用

(C)(屬金

錢部分)

(一)協助附近市有建築物進行整建及

維護事業所需相關費用
經各該市有建築物管理單位同意後由實施者核實提列

(二)公益設施管理維護基金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24提規定，

經與公益設施主管機管協議、確認同意後，

依捐贈公益設施或管理維護基金契約書額度提列

(三)捐贈臺北市都市更新基金 經主管機關協議、確認同意後，依約定額度提列

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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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細項 說明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D)

一、
規劃費

(一)建築師規劃設計
(建築設計、監造)

建照規費之工程造價×累進費率
依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計算，或依實際合約額度提列並檢具合約影本

(二)都市更新規劃費
單元劃定(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事業概要)
+計畫擬訂(事權併送或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計畫執行與成果報核
另有特殊情況加計(例如：事權分送、涉及多項審議等)

(三)不動產估價
(含技師簽證費 )

〔40萬元+(A更新前須估算區分建物價值筆數+B更新前土地筆數+C更新後主建物筆
數) ×D〈(A+B+C)筆數合計小於100(含)則D=0.5；若大於101(含)，則超過101部分
D=0.45〉〕×3家；領銜機構為上述費用加計30%為選定費用
另有特殊情況加計服務費 (參考不動產估價費審議認列標準)

(四)更新前測量費用
(含技師簽證費 )

參考內政部訂定之「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認列

(五)其他規劃簽證費用
以實際合約金額認列，並應檢具合約影本
例如：技師及相關專業部分、都市計畫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捷運影響評估等

二、
土地改良
物拆遷補
償及安置
費用

(一)
拆遷
補償費

1.合法建築物
拆遷面積×重建單價基準(依結構、樓層、等級分類)
金額得比照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規定之標準

2.其他改良物

拆遷面積×重建單價基準(依結構、樓層、等級分類)
同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之提列說明
指合法建物增建部分（如頂樓加蓋、違法增建等）、非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多屬未
辦理保存登記者）或無法歸類於合法建築物之其他土地改良物

(二)拆遷安置費
(合法建築物)

房屋(居住、營業)面積×租金水準×安置期間
住宅租金水準：參考「財團法人不動產資訊中心」每季最新「臺北市住宅租賃行情」
營業租金水準：由實施者委託鑑價機構依當地實際租金額度查估

(三)占有他人土地之
舊違章建築戶處理
方案費用

1.現金補償者：依處理方案內容核實提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協議書)經審議會通過
2.異地安置者：成本以協議書或合約為準，檢具證明文件
3.現地安置者：不列計本項費用。

三、地籍整理費用
原則以更新後每戶 20,000 元計列
+加地政機關行政規費+信託登記及塗銷信託作業代辦費

四、其他必要之費用 前述費用外，其他特殊情形應屬所有權人負擔且經審議會決議者。

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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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參、

申請容
積移轉
所支付
之費用

(E)

一、容積購入費用

1.容積代金：臺北市政府核定之容積代金額度

2.私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本市歷史建築所定著之私有

土地、古蹟、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等：實際支付

成本證明文件(如：合約)

應檢附容積移轉前、後效益分析，含：全案、地主及實施者

二、委辦費 實際支付證明文件(如：合約)

肆、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依都市計畫規定核實提列

依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變更都市計畫，應提供或捐贈之一定金額、

可建築土地或樓地板面積，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所支付之委辦

費。

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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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伍、貸款利息(G)

貸款利息=(1)+(2)

(1)〔拆遷補償費+申請容積移轉費（E）〕×貸款年利率×貸款期間

(2)〔重建費用(A)-相關基金+公共設施費 (B)+申請建築容積相關費(C)+

權利變換費(D)+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拆遷補償費〕×貸款年利

率×貸款期間×0.5

貸款年利率【自組更新會、代理實施者：得全部融資】
自有資金比例30%×「郵政儲金一年期定存利率」+融資比例70%×「五大銀行平均基準利率」

貸款期間計算=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至開工+更新期間+取得使用執照後至產權登記完成

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後至開工
6 個月

若有特殊因素而造成程序較久者，應提出相關說明及依據。【例如】

※審查類：捷運限建範圍內建築物審查、綠建築候選證書、智慧型建

築標章、其他…等。

※既有建物拆除類：既有大樓或地下連續壁拆除等。

更新期間

以開工之日起算

至取得使用執照

類型/工期

地下層：

每層2.5 個月

地上層：

每層1.2 個月

※倘期因「施工困難、特殊構造設計或其他」而造成實際工期較長時，

應提出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後經審議會同意方可提列。

※另若有採特殊工法(雙順打、逆打)者，則更新期間應提出差異檢討

並增減工期。

取得使用執照後

至產權登記完成
6 個月

※實施方式若非權利變換者，本項目以3 個月計列。

※戶數較多時得視個案情況提請都更審議會討論。

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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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陸

、

稅

捐

(H)

印
花
稅

承攬契據

［營建費用＋特殊因素費用＋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公共設施開闢成本＋規劃

費（建築師規劃設計費、都市更新規劃費用、估價費用、更新前測量費用、調查

費、其他規劃簽證費用）＋地籍整理費用扣除行政規費＋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

費用］×1‰

支付予政府機關之行政規費及營業稅無課徵印花稅，應予扣除。

讓受不動產
契據

實施者分回之不動產（土地公告現值＋房屋現值)×1‰
註1：更新後實施者實際獲配土地公告現值＝實施者因折價抵付所實際獲配之土

地面積×評價基準日當期更新單元內土地平均公告現值(不含公共設施用地部分)。

註2：更新後實施者獲配房屋現值（不包含實施者繼受不願或不能參與分配部分）

＝實施者因折價抵付所實際獲配之房屋面積×房屋評定現值。

營業稅

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房屋之營業稅

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價值×5%
＝(更新後總價值X 共同負擔比)X(1-共同負擔比)×5%

1.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別報核處理：

（1）事業計畫階段暫估共同負擔比例並確立計算基準，以權利變換計畫所載為準。

（2）事業計畫階段暫以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日計算（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標準

價格），再以權利變換計畫之評價基準日所載為準。

2.更新會及代理實施者（不出資），屬地主自行出資興建分回，本項目不提列。

若有其他方式或類型，則依個案特性說明並經更新審議會決議為準。

3.若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則有關營業稅依其協議約定內容辦理，

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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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柒
、
管
理
費
用
(I)

對
外
支
付
管
理
費

一、營建工程管理費

實施者為保障施工品質及施

工進度所需支付之營建工程

管理

依建築經理公司控管或營建管理公司服務費率提列，須檢具合約

實施者自行辦理工程管理時，本項不予提列

本項費用與人事行政管理費之合計後，其費率不得超過人事行政

管理費率提列上限5%

二、廣告銷售管理費用

實施者 (或共同投資人)為銷
售更新後取得之折價抵付房
地之費用(變現成本)，採
「包銷方式」，即包括廣告、
企劃、及銷售等成本費用。

實施者實際分配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銷管費率(3~6%)

30億以下6%、超過30億~50億4.5%、超過50億元以上3%

實施者實際分配總價值不包含實施者繼受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之

價值，另倘有所有權人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者，亦需扣除

採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分別申請報核時，「實施者實際獲配

之單元及車位總價值」可暫以［重建費用(Ａ)＋公共設施費用(Ｂ)＋相關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Ｃ)＋權利變換費用(Ｄ)＋申請容積移轉所支

付之費用(Ｅ)＋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Ｆ)＋貸款利息(Ｇ)＋稅捐(Ｈ)］取代。

若非採權利變換方式者，依協議結果之「實施者分得銷售單元及

車位總價值」計算，亦得以前述內容取代。

三、信託管理費

係指將更新單元內不動產、
實施經費信託予信託機構所
需之費用

實施者為更新會、代理實施者：信託費用全額提列

實施者為一般建商：信託費用之50%提列

信託合約實務上常以全案進行計算，較無法拆分金錢與土地之分

別費用，倘合約可拆分時，則金錢部分全額計列，土地部分折半

計列

107年7月23日臺北市政府修正發布「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7/8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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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總項目 項目(細項) 說明

柒
、
管
理
費
用
(I)

內
部
支
付
管
理
費

一、人事行政作業費用
實施者從更新案的啟動至更新完

成期間，所進行土地整合、人事、

庶務等行政作業、各項法律、會

計等支出所需費用。

〔重建費用(Ａ)＋公共設施費用(Ｂ)＋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
(Ｃ)＋權利變換費用(Ｄ)＋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Ｅ) ＋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費用(Ｆ)＋貸款利息(Ｇ)〕×人事行政管理費率(3%~5%)
1.市府公告之整建住宅、平價住宅等更新單元，費率得以5％提列。

2.遇國宅、整宅、遷建住宅等特殊情況，費率仍得以5％提列。

3.自組更新會：可改稱「更新會運作費用」

4.代理實施者：可改稱「委託專案管理費」

二、風險管理費

實施者投入資本、創意、管理技

術與風險承擔所應獲取對應之報

酬。

［重建費用(Ａ)＋公共設施費用(Ｂ)＋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
(Ｃ)＋權利變換費用(Ｄ)＋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Ｅ)＋都市計畫變更負
擔費用(Ｆ)＋貸款利息(Ｇ)＋稅捐(Ｈ)＋人事行政管理費(Ｉ)］×風險管理費率

*各級風險管理費率(10~14%)
更新期間加成率：貸款期間超過36 個月部分，每超過1 個月加計
風險管理費率基數2%，並以16%為上限。

人事行政作業費用

公有土地比例
費率
(%)

未滿25% 5.0

25%以上，未滿50% 4.5

50%以上，未滿75% 3.5

75%以上 3.0

風險管理費 人數級別 1 2 3 4 5

規模
級別

人數(人)
面積規模(㎡)

~5 6~35 36~75 76~125 126~

1 500以上，未滿1,000 10.00% 10.50% 10.75% 11.00% 11.25%

2 1,000以上，未滿2,000 11.00% 11.25% 11.50% 11.75% 12.00%

3 2,000以上，未滿3,000 11.75% 12.00% 12.25% 12.50% 12.75%

4 3,000以上，未滿4,000 12.50% 12.75% 13.00% 13.25% 13.50%

5 4,000以上，未滿5,000 13.25% 13.50% 13.75% 14.00% 14.00%

6 5,000以上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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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混凝土造

土地面積
1277㎡

所有權人40人
皆屬私有

更新前36

筆建物
更新前建物6棟3層樓
加強磚造 住宅使用

更新前建物面積
2595.81㎡

模擬案例：基本資料&建築面積計算表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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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案例：共同負擔金額試算1/4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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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案例：共同負擔金額試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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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案例：共同負擔金額試算3/4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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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案例：共同負擔金額試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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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權利價值(元) 權利價值比例(%)P

01 15,887,661 2.8964%

02 14,568,489 2.6559%

03 14,725,987 2.6846%

更新後

土地
所有
權人

可分配
權利價值(元)

R

負擔費用(元)
b

應分配
權利價值(元)

a=R-b

分配單元-建築物 停車位
實分配價值
(元)G=D+F

預計繳納差額價金

單元編號
單元價值

(元)D
車位編號

車位價值
(元)F

繳(元) 領(元)

01 41,090,655 16,938,095 24,152,560 3樓D單元 21,310,650 地下三層6號 1,850,000 23,160,650 991,910 

02 37,678,846 15,531,704 22,147,143 3樓C單元 17,505,840 地下三層21號 1,750,000 19,255,840 18,423,006 

03 38,086,187 15,699,615 22,386,572 5樓B單元 28,102,270 地下二層34號 2,050,000 30,152,270 7,933,917 

更新後總價值

1,418,690,650元

共同負擔費用

584,802,479元

地主可分配價值

833,888,171元

…

40 14,285,984                   2.6044%

合計 548,535,350                       100%

…

合計 1,418,690,650 584,802,479   883,888,171                       

C B A

• (每位)所有權人更新後可分配價值R

=更新後總價值C x (每位)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P

• (每位)所有權人應負擔費用(成本)b

=共同負擔費用B x (每位)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P

• (每位)所有權人更新後應分配價值a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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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位置 車位種類 車位數量 車位價格(元/位) 權利價值(元) 價值比例

B1F 平面式(大)停車位(250*550) 8 2,200,000 17,600,000 14.9915%

B1F 平面式(小)停車位(230*550) 1 2,100,000 2,100,000 1.7888%

B1F 平面式(行動不便)停車位(350*600) 2 2,250,000 4,500,000 3.8330%

B2F 平面式(大)停車位(250*600) 1 2,150,000 2,150,000 1.8313%

B2F 平面式(大)停車位(250*550) 20 2,050,000 41,000,000 34.9233%

B2F 平面式(小)停車位(230*550) 2 1,950,000 3,900,000 3.3220%

B3F 平面式(大)停車位(250*600) 1 1,950,000 1,950,000 1.6610%

B3F 平面式(大)停車位(250*550) 22 1,850,000 40,700,000 34.6678%

B3F 平面式(小)停車位(230*550) 2 1,750,000 3,500,000 2.9813%

模擬案例：更新後各戶&車位價值表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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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 107.1.5 北市都新字第10632959500號

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作業須知(摘要)

二、實施者於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應以公平合理方式，考量個案狀況及權利人負擔能力，敘明理由載明選
配原則，作為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之依據；另更新案如有實分配價值超出應分配權值、所
有權人合併權利價值共同選配或優先選配順序等情形，亦應載明於選配原則內。
備註：以不限縮權利人選配方式為優先原則。

三、實施者擬具權利變換計畫時，應以雙掛號方式檢附通知函及辦理選配所需文件，通知權利人辦理分配位置之
申請。前項通知文件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選配期間及選配說明。(二)個別權利人更新前、更新後權利價值。(三)更新後建築設計各樓層平面圖、地下層
(含車位)平面圖。(四)更新後各房地單元配置、面積、權利價值清冊。(五)車位價值清冊。(六)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表、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合併分配申請書。(七)權利人應於選配期間依實施者所提供之文件表達選配意願。
如以掛號郵寄方式向實施者提出者，以書面通知到達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四、實施者於選配期間屆滿後，應依第二點所訂之選配原則整理選配意願調查結果，視需要辦理公開抽籤。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公開抽籤：
(一)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者。
(二)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已逾最小分配單元價值，未於選配期間提出選配意願者。
辦理公開抽籤，實施者應檢附下列資料通知須辦理公開抽籤之權利人：(一)公開抽籤時間、地點。(二)應辦理公
開抽籤之原因。(三)公開抽籤規則。
前項抽籤規則應包含下列內容：(一)須辦理公開抽籤對象。(二)公開抽籤應有公正第三人現場見證。(三)抽籤時應
由本人或持本人委託書之受任人進行抽籤。(四)未到場抽籤者，得由實施者或公正第三人代為抽籤。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與實施者合意辦理選配，非屬公開抽籤範圍：
(一)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權利價值者。
(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提供資金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出資者。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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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屋原則(案例)-選配原則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辦理

1.本案為保障原住戶之基本權益，更新前原一樓住戶優先選配更新後一樓店舖。

2.更新前住戶以原位次從二樓以上選配。

3.受配人選擇之房屋及車位權值不得超過可分配權值10％為上限，若超過應與實施者協商後為之。

4.如有二人以上選配同一位置之房屋或車位，或未於期限內提出書面申請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
利變換關係人則以公開抽籤為準。

5.若欲與他人合併權值以申請分配房地及車位

(1)於申請分配期間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填寫欲分配比例，如未填寫，將依每位合
併受配人權值比例佔合併總權值比例，持分受配房地及車位。

(2)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變換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3)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有公同共有之情事者，亦不得合併分配。

6.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或不願
意或不能參與分配者，則領取補償金。

7.本案將依內政部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略以）：「…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
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
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
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
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

後續該選配原則仍需提送審議後，始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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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次示範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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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抽籤事由
同一位置二人以上重複選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選屋

說明選屋原則
更新前一樓建物者優先選配一樓
原位次、可分配權值10%範圍內

抽籤順序
重複選配
所有順位皆未獲配
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選屋

公
開
抽
籤
程
序

土地登記清冊表

合法建築物登記清冊表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分配清冊

選配結果
繳納或領取
差額價金

囑託登記 Q：如果差額價金找補未完成?
Q：選屋原則如不規範權值範圍?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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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核定前支付款：建築設計、綠建築顧問、更新規劃、不動產估價、更新前測量、地政、其他雜項

都更推動費用分配

支付
對象

專業團隊 權利人(地主) 政府規費 興建工程 銀行 代銷公司
實施者

(出資者)
-

項目
總價

1,909萬
(2.48%)

6,207萬
(11.25%)

1,894萬
(1.08%)

35,395萬
(63.05%)

2,259萬
(3.02%)

2,839萬
(5.41%)

7,981萬
(13.71%)

58,484萬*
(100%)

項目
說明

建築設計費
計畫道路
土地成本

建築相關
規費

拆除工程

貸款利息

銷售管理費

人事行政
作業費

共同負擔
總金額

都市更新
規劃費

公寓大廈
管理基金

地籍整理費 營建費用

營建工程
管理費估價費

合法建築物
拆遷補償費
及安置費

印花稅

鑑界費

更新前
測量費

鑽探費

信託管理費

風險管理費
(含委託實施
費用、利潤
及保固費用)

(5,704萬)

地政士*

(綠建築/容
移公司/特殊
工程外審)

其他土地改
良物拆遷補

償費
營業稅

外接水、電、
瓦斯管線工程

鄰房鑑定費

申
請
單
元
劃
定

事
業
概
要

事
業
計
畫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申
請
建
築
執
照
、
開
工

施
工

完
工
、
申
請
使
用
執
照

接
水
接
電
、
交
屋

測
量
釐
正
、
產
權
登
記

計
畫
成
果
備
查

備註：以下數字純屬案例模擬，非屬真實情況

計畫核定前支付款：
本案前期整合審議預估3年，核訂
前總支出約1909萬元，每月平均
需支出53萬元。
假設地主個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為2％，則每月須繳納10,600元
(53萬元× 2％) 。

參、權利變換事業計畫財務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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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計畫相關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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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107.7.26「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議歷次通案重要審議原則」(一)

大項 細項 審議通則

重建費用

拆除費用 更新範圍內無主屋、廢棄屋等建物及土地改良物皆可提列拆除費用。

工程造價

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以舊版(99年6月3日)提列鋼骨造(SC)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會產生本費
用，否則一律下修提列單價，不得高於新版(104年1月7日)單價之標準，並提審議會審決。
實施方式為100%協議合建不在此限。

建築物工程造價係按建築物主體的主要構造類別核計標準單價，有關建築物主體以地面
層以上之建築物結構作為認定基準。

有關建築物工程造價以上限提列，實施者應將計列材料等級及明細納入權利變換計畫內
予以載明。

有關於地下室加成或樓上建物樓高加成的計算，應依據原計算模式計算加成原則，而加
成後若涉及物價指數調整之情形，應以加成後單層的標準單價進行物價指數之調整。

權利變換
費用

建築設計費 建築設計費用按酬金標準表中級費率提列為原則。

拆遷補償費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得依公共工程拆遷標準予以補償；至於合法建築物面積以建物
登記面積為準為原則。

舊有違章建築戶面積計算，按公共工程拆遷標準規定，52年以前之舊有違章建築，違建
面積未達66㎡者，一律以66㎡核計。

實施者代為拆除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其拆遷補償費可以依未扣除拆除費用之額
度提列共同負擔。

貸款利息 自有資金貸款利息之計算，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儲利率以大額存款利率計算。

稅捐

事權分送之更新案，事業計畫以房屋現值為基準提列營業稅者，可於權利變換計畫改用
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權利價值以房屋價值為基準提列。

營業稅之計算公式：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價值X5%

= (更新後總價值X共同負擔比) X (1-共同負擔比) X5%

計算營業稅中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房屋現值及計算銷售管理費中實施者實際獲配之房屋單
元及車位總價值應扣除違建之現地安置戶。

肆、財務計畫相關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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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 細項 審議通則

管理費用

銷售管理費

實施者現地安置費用於財務計畫中所衍生之銷售管理費，應予刪除本項。

採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案件，其銷售管理
費之計算，於權利變換計畫中，仍應以(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車位總價值)*費率計算，
由實施者於權變計畫中載明整體實際獲配之價值計算。

風險管理費
實施方式為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風險管理費之計算，考量權利變換實施仍有據不確
定性，協議合建部分亦得提列風險管理費。

通則

說明
共同負擔的各項費用在提列標準中皆有其定義，請於計畫書內說明清楚其提列各項費用之
內容。

特殊費用

更新案提列特殊費用，尚未經審議會審議之案件，請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列特殊因素
費用委託審查原則」辦理，將合理性及提列費用之內容於審查意見書內載明清楚。

已於105年5月3日前申請聽證及提會審議案件，因未及於提會前辦理外審，建議提會審查
後辦理外審，倘必要性、合理性及經費與審議會審議結果一致，提請審議會備查；倘不一
致，則須再提請審議會討論。

協議合建簡
化審議

實施方式為協議合建簡化審議如下：
1.涉及銷售淨利及建築容積獎勵部分，財務計畫中「營建費用」、「管理費用之費率」應
由幹事會及審議會充分審議決議為準；其餘提列項目以授權更新處專業審查及幹事會意見
修正為準，於審議會報告備查為原則。
2.倘有投資抵減之需要，提列項目亦應提列，以利後續檢核作業。

貸款利息 土地成本及其貸款利息應不計入各項費用提列標準。

不得納入 有關建物內部修繕費用不予納入共同負擔，實施者應另行處理。

現金流量 財務計畫內現金流量表，請將銷售管理費列入現金流出項目。

依據107.7.26「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議歷次通案重要審議原則」(二)

肆、財務計畫相關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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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