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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土城線頂埔站周邊公私有土地都市更新案之執行經

驗 

壹、計畫概述 

隨著近年大臺北地區捷運路線的延伸與新站點的設置，捷運

場站週邊之土地使用以及通勤模式亦隨之變動，進而影響商業經

營以及不動產開發效益等層面，改變了都市景觀以及意象之型

塑，故政府於彼等開發具備引導區域發展，以及活化都市機能等

目的性，健全公共設施並誘導產業引入，透過結合都市更新制

度，能以較完整之法令政策工具使都市再生，並以權利變換制度

來保障私人財產權。以下簡要說明計畫背景、推動目標、基地範

圍、計畫內容及開發方式。 

一、計畫背景 

    為賡續推動都市更新政策，勘選國家型發展軸帶再生或據

點型屬大面積且能改善都市機能、調整都市結構之都市更新示

範地區，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營建署）於民國 99 年 1月請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提供 100 年度預定辦理政府為主

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地區。 

    土城區運校段 505 地號等 5筆市有地，因區內建物多已老

舊窳陋，通道狹窄，缺乏公共設施且防災機能不佳，市府評估

該區為適宜標的，營建署於民國 99年 4月 9 日會同市府及其他

單位現勘後，鑑於地區範圍之完整性及規模性，毗鄰區域亦有

國有土地，爰建議擴大計畫地區範圍，以完整街廓進行整體先

期規劃，並同意市府委外辦理本計畫地區之先期規劃及招商等

作業。營建署於民國 99年 10 月核定「捷運土城線頂埔站周邊

地區都市更新規劃案」為 100 年度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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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補助計畫經費 7成。       

二、法令依據 

         本案由市府擔任主辦機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及都

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之 1規定，準用「促參法」之申

請及審核程序，辦理公開評選實施者。 

貳、計畫基地概況 

一、基地區位 

本案基地緊臨捷運頂埔站，周邊主要道路為中央路四

段、頂埔街及三民路，東南方距土城交流道約 5分鐘車程，

中央路右側為產專區（頂埔科技園區），現為鴻海等大型企

業使用。 

 
                 圖 2-1 基地位置圖 

二、基地面積及權屬 

本案土地總面積為 11,591.74 ㎡，其中公有土地面積為

9,947.22 ㎡，占整體更新地區 85.81%。私有土地面積總計

為 1,644.52 ㎡，占整體更新地區 14.19%。（詳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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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建物部分，本案目前現有門牌約計 57戶，除中央

路四段 52 巷 30 號、32-1 號及 32-2 號完成建物登記外，有

部分建物使用人與管理機關訂有土地租約。 

       表 2-1 土地權屬面積表 

權屬 管理者 面積(㎡) 比例(%)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4,374.37 37.74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796.45 6.87 

中華民國 
國有財產署 4,107.00 35.43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669.40 5.77 

公有小計 9,947.22 85.81 

私人 1,644.52 14.19 

合計 11,591.74 100.00 

備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實際測量登記為準。 

 

 

 

 

 

 

 

 

 

 

       

          圖 2-2 土地權屬示意圖 

參、計畫目的及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的 

       （一）促進土地合理利用 



 4 

    本更新單元內之建物老舊，期藉由都市更新機制

辦理重建並改善建物使用機能。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後，得以將土地利用重新配置，以發揮整體土地效益，

增加土地所有權之財產價值並促進都市整體發展。 

       （二）形塑優質可親之都市開放空間 

    本更新單元內社區公共設施及活動空間不足，或

有缺乏管理，環境品質不佳等問題，須透過公共設施

改善及活動空間的提供，提高社區環境品質，以符合

現代化之需求，並妥善規劃社區內開放空間及防災動

線，增進都市防災機能，使整體環境得以朝向健康安

全的永續發展。 

       （三）改善實質居住環境 

         本更新單元建築量體將順應土地使用分區進行配

置，預期達到明顯的空間區隔，以確保居住品質，塑

造環境地標性建築物，希望本更新單元的開發，成為

促進附近地區逐步更新改善的動力，改善地區都市環

境品質；並規劃更具舒適性、安全性之開放空間，強

化更新單元內綠化植栽的配置，使得都市景觀得以美

化，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質。 

        （四）創造協調的都市景觀 

    目前本更新單元內建物與都市景觀等各方面均顯

不協調，故本案將以較為典雅、綠地的景觀，搭配四

季變化的植栽，軟化建築物量體的壓迫感。並運用自

然材料及融洽的自然手法，使自然與人造物之間有感

性的對話關係。希冀藉由都市更新的推動，以新現代

建築，形塑本區為現代化之都市景觀風貌。 

二、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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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分區 

本案位於土城（頂埔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大多屬於住宅區（建

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00％），次為道路用地。(詳

表 3-1) 
       表 3-1 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項目 面積(㎡) 比例(%) 建蔽率 容積率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9,400.32 81.09 50% 200% 

道路用地 2,191.42 18.91 - - 

小計 11,591.74 100.00  
備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實際測量登記為準。 

 

    
圖 3-1 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二）土地開發強度 

       本案基地住宅區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00%。

土地開發強度依都市計畫法及土城（頂埔地區）都市

計畫等相關法規辦理，並得依相關法令規定申請容積

獎勵及容積移轉。惟容積移轉送出基地限於本案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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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現況為土城區頂埔街

及中央路四段 136 巷之道路用地。              

（三）計畫特色 

          本計畫案具有下列特色： 

1.  交通便捷：計畫基地鄰近已通車的捷運頂埔站，東

南方距離土城交流道僅 5分鐘車程，區位條件相當

良好。 

2.  資產活化：都市更新帶動地區發展及周邊地區環境

改善，讓原本老舊公有土地，重新活化利用，注入

多元文化及新氣象。 

3.  兼顧公益： 

(1) 更新範圍內含私有道路用地，實施者承諾協助

完成更新單元內計畫道路之興闢與取得。 

(2) 公有地上租占戶較多，依本案委託實施契約約

定，實施者應提出處理本更新案占有他人土地

之處理方案。 

(3) 為利後續利用，市府指定至少分回 1獨棟建物。 

 

肆、辦理方式 

一、開發方式 

本更新案基地範圍內土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25、

27、29 條等相關規定，採重建及權利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 

二、招商流程 

本案公開評選採二階段方式辦理，第一階段為資格審

查， 第二階段為綜合評審及共同負擔比例競比。 

1.  資格審查時，由市府依招商文件規定之資格條件，就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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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提送之文件，進行審查，選出合格申請人。 

2.  綜合評審時，先由甄審會就合格申請人所提送之更新事

業計畫建議書進行審查，擇優選出 3家以下入圍申請人。 

3.  入圍申請人中以共同負擔標單所載共同負擔比例不高於

公告比例之最低者為最優申請人，由其與市府辦理簽

約，簽約後擔任本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者。必要時得增

選入圍申請人中以其共同負擔標單所載共同負擔比例不

高於公告比例之次低者為次優申請人，作為最優申請人

因故無法完成簽約時遞補簽約之備位。 

4.  本案公告之最高共同負擔比例為 55.00%。申請人於共同

負擔標單所載共同負擔比例若高於本項公告比例者，不

得成為本案決標對象。 

三、 開發規劃構想 

本更新案之實施者應至少興建更新後建物總產權登記

面積（含主建物、車位、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面積）53,000

㎡以上，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含主建物、車位、附屬建物與

共有部分面積）至少新臺幣 41億元。 

1.  新北市所有權利價值於權利變換後應分配之建築物，申

請人應至少規劃 1獨棟建物供專屬選配。該獨棟建物總

產權登記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用部分面積，不

含車位)至少應達 9,000 ㎡以上，且設置獨立之人行出入

動線。 

2.  市府分回之獨棟建物坪型：8至 10 坪之戶數占獨棟建物

分回總戶數之 15%~20%，26 至 30 坪之戶數占獨棟建物分

回總戶數之 80%~85%。前述坪數為主建物面積(不含車

位、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面積)。 

3.  新北市所有不動產參與都市更新權利變換後，不分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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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商業設施。 

四、 本案擴大機制 

  實施者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前，應針對本更新案

鄰地範圍至少召開 4次鄰地說明會，調查鄰地參與本更新案

意願，並統計同意比例。鄰地範圍指本更新案西南側鄰地（A

區）及西側鄰地(B區)，詳圖 4-1 所示。 

 

 

 

 

 

 

 

 

 

 

圖 4-1 鄰地位置圖 

五、 信託風險管理 

   依據本案委託實施契約約定，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暨權利變換計畫核定發布之日起算 30日內，與兼營信

託業務之銀行簽訂信託契約，成立信託專戶，將辦理本更新

案資金信託予受託機構（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專款專用、未完

工程之協助處理等事項），於權利變換工程完竣後，依權利

變換計畫及信託契約之約定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信

託塗銷登記、信託財產返還或歸屬，有關本更新案之信託內

容並應載明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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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興闢公共設施 

    本案範圍內含私有道路用地，實施者承諾協助完成更新

單元內計畫道路之興闢與取得。另本案得依相關法令規定申

請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惟容積移轉送出基地限於本案劃定

更新地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及現況為土城區頂埔街及中

央路四段 136 巷之道路用地。 

伍、計畫效益 

一、 利用捷運興建契機，改善地區生活環境。 

二、 透過更新機制妥善安置現住戶。 

三、 引進民間資金約新臺幣 17.79 億元，市府約可分回房地價

值新臺幣 14.29 億元。 

四、 實施者承諾捐贈 244.59 ㎡之公益設施空間並提供新臺幣

1,000 萬元，作為開放空間及公益空間未來管理維護費用

等。 

陸、辦理經過 

一、籌劃階段：營建署於民國 99年 1月請市府提供 100 年度預

定辦理政府為主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地區，並於民國 99 年 4

月 9日會同市府及其他單位現勘。 

二、計畫核定：營建署於民國 99年 10 月核定「捷運土城線頂埔

站周邊地區都市更新規劃案」為 100 年度都市更新委外規劃

補助計畫之一。 

三、與規劃顧問公司簽約：市府於民國 100 年 6月 9日與學聯不

動產資訊顧問有限公司簽約。 

四、劃定更新地區：市府於民國 102 年 9月公告實施劃定「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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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城區運校段及沛陂段等 70筆土地」為都市更新地區，

本案基地位於該更新地區範圍內。 

五、公告招商：市府於民國 102 年 7 月 5日召開招商說明會。民

國 102 年 11 月 21 日至 103 年 3 月 10 日公告招商，民國 103

年 4月 30 日甄選出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皇翔

公司）為最優申請人。本案於民國 103 年 7 月 21 日舉辦簽

約典禮並於 103 年 7月 22 日與該公司完成簽約。 

六、目前進度：市府於 105 年 8 月 24 日同意皇翔公司提出之事

業計畫草案，該公司須於上開市府同意之日起算 300 日內，

擬具權利變換計畫草案，提送市府審閱。本案未來之規劃設

計及權利分配，仍應以都市更新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圖 6-1 簽約典禮 

 

柒、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案 

  現住戶處理為本案重要課題 

    本案基地面積約 11591 ㎡，鄰近捷運頂埔站，距離土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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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道僅 5分鐘車程，對側即為鴻海進駐的頂埔科技園區，地理

區位條件良好，公有土地比例達 85.81%（市有地 44.61%、國

有地 41.2%），現況環境窳陋破舊，現有建物屋齡老舊且巷道

狹窄。 

    雖然公有土地面積占了 85.81%，但多數為早期占轉租的

情況，私人蓋滿建物，且多數未辦理登記，所以，現住戶處理

成為本案推動都市更新的重要課題。 

   市府為瞭解現住戶對於地區更新意願及想法，自民國 100

年起，針對合法權利人以及現有租占戶等不同權利關係人陸續

舉辦了 4場說明會，希冀凝聚都更共識，目前皇翔公司整合民

眾意願中。 

捌、結語 

本案順利招商完成，未來市府將與皇翔公司攜手合作，透過

都市更新改善舊有窳陋環境，打造更便捷的宜居空間，創造都市

的新風貌並使現住戶獲得妥善之安置。 

本案除了達成環境改善之效益外，市府未來至少分回 1棟獨

棟住宅，支援市府住宅政策。 

市有閒置不動產之活化利用為政策既定方向，而資產的活化

利用亦可用以支援市政推展，本案基地為市府財政局主辦推動的

第 4個公辦都市更新案，未來財政局將會持續評估適當標的，陸

續推動公辦都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