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及執行

107.02.13



相關母法及子法

§4 結構評估補助

§7 住宅區之建蔽率及高度放寬----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申請案放寬建蔽率標準(草案) 

授權地方訂法

子法一：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 (§12)

子法二：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

子法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3-6)

子法四：直轄市縣(市)合法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異議鑑定小組設置辦法(§4-2)

子法五：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6-5)

中央訂定子法

(中央補助地方辦法)

(訂定民眾申請補助規則)

(§4-1)

工務局

都發局

臺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

都發局

訂定：臺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申請重建計畫作業要點(草案)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訂定機關



工務局訂定

• 臺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辦法

都市發展局訂定
•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申請案放寬建蔽率標準(草案) 

• 臺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申請重建計畫作業要點

訂定進度：已於107年1月8日預告，經法定程序完成後公告實施

訂定進度：預計2月中辦理預告後，經法定程序完成後公告實施

訂定進度：預計2月中公告實施



結構評估 重建計畫 稅捐減免

危老執行概要流程

民眾申請評估與補助

民眾委託機構評估

結果報工務局備查

工務局撥款補助民眾

起造人申請

文件及計畫審查
(文件--細§4、 §5)

審核容獎額度
(30日內完成審核--細§6) 

1.原容>法容 (容§3)

2.拆除獎勵(容§4)

3.退縮獎勵(容§5)

4.耐震獎勵(容§6) 

5.綠建築獎勵 (容§7)

6.智慧建築獎勵(容§8)

7.無障礙獎勵(容§9)

8.開闢公設獎勵(容§10)

起造人造冊向建管單位
申請重建期間認定
(開工至使用執照核發—細§8)

核准計畫

轉送財稅局辦理減免稅
(細§8)

優
先

窗口：工務局 窗口：工務局會辦都發局 窗口：工務局轉財稅局

(參照安家固園申請作業流程)

(補助額度與計算方式已由中央訂定)

另擬：臺南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申請重建計畫作業要點

建照申請

另擬：臺南市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費用補助辦法



重建計畫核定

核發建築執照

申報開工

取得使用執照

（細§4）

(一) 申請書。
(二) 切結書。
(三)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或第三項所

定尚未完成重建之危險建築物證明文件及檢核表。(詳附表一)

(四) 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名冊及同意書。
(五) 重建計畫書。
(六) 本府工務局核發之原建築容積核定函。
(七) 本府核發之非經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文件。
(八) 其他經本府規定之文件。

(一) 重建計畫範圍。
(二) 土地使用分區。
(三) 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四) 依獎勵辦法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之設計書圖及檢核表單。
(五) 其他經本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細§5）

辦理稅捐減免

非指定
文化古蹟認定

重建計畫送審

重建計畫審查

3
0

日
內
核
定

可
延
長
一
次

（細§6）

文化局

工務局

原容認定
(未申請獎勵辦法
第三條者免辦)

（§3）（獎§3）

（§8）

（§3）

參考法令
1.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2.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
3.獎§：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申請建築執照

起造人

危老
申請條件 補強修繕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一般重建

危老重建

簽協議書
繳保證金

（獎§11）

確認建蔽率
是否放寬

（§7）

準備文件

審查計畫內容得併同送件

建築執照審查

工務局

工務局

限期補正
補正

未補正或不全

駁回

完成審查

都發局

(會辦都發局確認)

工務局
轉

財稅局

窗口

結構評估 依法通知
拆除之建築物

§3第1項第2款未達最低等級(乙級)：評

估分數<40

§3第1項第3款未達一定標準：評估分數

40~70間

1.詳評結果改善不具效益

2.無昇降設備

§3第1項第1款



臺南市政府—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及執行

■住宅區建蔽率放寬與高度放寬部分

■ 立法意旨

本市危老重建建蔽率之放寬，考量危老重建政策係鼓勵並加速促進都市中具
危險之建築物重建，同時兼顧都市計畫應負起之功能，如防災間距、通風採
光環境等居住品質，對部分限縮地區得酌予放寬至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
則；高度放寬部分，考量各區為因應地區區域環境特性，已於都市計畫訂有
建築物高度限制，故不另予放寬。

■ 訂定標準為：
建蔽率依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所載規定辦理，未載明

者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所訂住宅區建蔽率為限。
但都市計畫地區住宅區建蔽率未滿百分之六十者，得放寬至百分之

六十。



臺南市政府—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及執行

■重建計畫申請部分

■ 本府考量執行危老重建係採簡政便民之簡化流程，故統一結構評
估、重建計畫及後續建築執照申請等窗口

第二點：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申請重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並得與建築執照同時送件。



臺南市政府—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及執行

■ 核定之重建計畫變更報備規定

第四點：重建計畫經本府核定後，除所有權人之變更且未涉及
重建計畫範圍，應檢具變更前後清冊及變更所有權人
同意書，送本府工務局備查外，應重新提送重建計畫。

■ 為確保申請人依容積獎勵辦法落實規劃設計，規範協議書及保
證金繳納時點，應於重建計畫核定前辦理完成。

第五點：申請人依獎勵辦法第六條至第九條申請容積獎勵者，
應於重建計畫核准前，與本府工務局簽訂協議書並繳
交保證金。



臺南市政府—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政策及執行

■ 訂定保證金退還機制及應檢付文件

第六點：申請人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依獎勵辦法規定取
得標章或通過評估者，得向本府工務局申請退還保證
金，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無息退還

■ 為利後續執行時之相關表單之即時修正發布

第七點：本要點之重建計畫申請書及相關文書格式，由本府另
行公告之。(主要檢核表單如下頁)



 

第一項至第四項，任何一項未符合打勾者，不得提出申請。 

申請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建築基地

範圍 

臺南市___區___段___地號等___筆土地 
檢附證明 

符合

打勾 

土地登記謄本（全部地號）。  

一 
都市計畫使

用分區 
 

法定建蔽率 ______%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基準容積率 ______% 

二 

非經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之證明文件。 

(本項證明書圖文件取得日期應為報核日前三個月)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業經拆除完竣者，得免附本項文件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___年___月___日_______________號函。  

三 

合法建築物

證明 

(二擇一)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___年___月___日_______________號函  

實施建築管理後建造之建物 

以下三者之一： 

一、 使用執照。 

二、 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 

三、 臺南市地政事務所建物所有權登記謄本。 

 

四 

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

認 定 項 目

(三擇一)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

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

除者。 

臺南市政府______局___年___月___日_______________號函。 

或經本府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通知拆除之公告。 
 

結果未達乙級者。 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出具之評估報告書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為乙級，且

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一、 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屋齡證明文件之一。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 

(二)合法房屋證明。 

(三)房屋稅籍資料、門牌編釘證明、自來水費收據或電費收據。 

(四)其他證明文件。 

二、 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出具之評估報告書。 

三、 如屬未設置昇降設備者，應檢附各層現況平面圖（由建築師簽證）。 

 

文件檢核表

1.非文化古蹟證明

2.合法建物證明

3.符合危老建物證明



 

案名 臺南市___區___段___地號等___筆土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基地容積上限檢核表 

貳 重建建築基地總面積及獎勵後最高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單位㎡) 

申請

範圍 

種

類 
建築基地 編號 建築基地坐落地段號 

各該建築基

地面積㎡ 

(甲) 

使用分區 
容積率% 

(乙) 

各該建築基地基

準容積㎡ 

(丙)=(甲)×(乙) 

各該建築基地原

建築容積㎡ 

(丁) 

(未申請原容積大

於基準容積獎勵

者免填) 

(戊) = 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值㎡ 

(二者擇較大值填報，未申請原容積大於基準

容積獎勵者免填右欄位) 檢附證 

明書圖文件 

符合

打勾 各該建築基地一點

三倍之基準容積㎡ 

1.3×(丙) 

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一

五倍之原建築容積㎡ 

1.15 × (丁) 

A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基地面積： 

ΣA(甲)=○㎡ 

 

(需符合表一規定) 

1 ○號 ○㎡ ○○區 ○% ○㎡ ○㎡ ○㎡ ○㎡ (一)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二) 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三) 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或

合法建物證明。 

(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五) 原建築容積大於法定容積證明。 

(未申請原容積大於基準容積

獎勵者免附) 

(六) 法定要件檢核表一。 

(七) 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名冊及出具之同意書。 

 

2 ○號 ○㎡ ○○區 ○% ○㎡ ○㎡ ○㎡ ○㎡ 

         

… … … … … … … … … 

○筆 -- ΣA(甲)=○㎡ -- -- ΣA(丙) = ○㎡ ΣA(丁) = ○㎡ ΣA(戊) = ○㎡ 

B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合併

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面積：  

ΣB(甲)=○㎡ 

 

(未超過 A，且未超過 1,000 ㎡) 

編號 建築基地坐落地段號 

各該建築基

地面積㎡ 

(甲) 

使用分區 
容積率% 

(乙) 

各該建築基地基

準容積㎡ 

(丙)=(甲)×(乙) 

各該建築基地原

建築容積㎡ 

(丁) 

(未申請原容積大

於基準容積獎勵

者免填) 

(戊) = 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值㎡ 

(二者擇較大值填報，未申請原容積大於基準

容積獎勵者免填右欄位) (一)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二) 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三) 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或

合法建物證明。 

(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五) 原建築容積大於法定容積證明。 

(未申請原容積大於基準容積

獎勵者免附) 

(六) 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名冊及出具之同意書。 

 

各該建築基地一點

三倍之基準容積㎡ 

1.3×(丙) 

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一

五倍之原建築容積㎡ 

1.15 × (丁) 

1 ○號 ○㎡ ○○區 ○% ○㎡ ○㎡ ○㎡ ○㎡ 

2 ○號 ○㎡ ○○區 ○% ○㎡ ○㎡ ○㎡ ○㎡ 

         

… … … … … … … … … 

○筆 -- ΣB(甲)=○㎡ -- -- ΣB(丙) = ○㎡ ΣB(丁) = ○㎡ ΣB(戊) = ○㎡ 

C 

依本條例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

或土地面積，超過 1,000 ㎡部分之

建築容積：  

ΣC(甲)=○㎡ 

 

(未超過 A，扣除 1,000 ㎡部分) 

編號 建築基地坐落地段號 

各該建築基

地面積㎡ 

(甲) 

使用分區 
容積率% 

(乙)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 

(丙)=(甲)×(乙) 

該部分依本條例第六條第四項不得適用其它容積獎勵 

(一)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二) 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三) 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或

合法建物證明。 

(四)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五) 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名冊及出具之同意書。 

 1 ○號 ○㎡ ○○區 ○% ○㎡ 

○筆 -- ΣC(甲)=○㎡ -- -- ΣC(丙) = ○㎡ 

結果

核算 

一、重建計畫建築基地總面積：○㎡ = A + B + C = ΣA(甲) + ΣB(甲) +ΣC(甲)。 

二、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之基準容積：○㎡ = ΣA(丙) + ΣB(丙)。 

三、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之原建築容積：○㎡ = ΣA(丁) + ΣB(丁)。 

四、109年 5月 10日前申請重建，獎勵後最高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 ΣA(戊) + ΣB(戊) + 10%×〔ΣA(丙)+ΣB(丙)〕。 

五、109年 5月 10日(含)後申請重建，獎勵後最高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 ΣA(戊) + ΣB(戊) + ΣC(丙)。 

 

 

核計結果：____________㎡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本表，僅就規定項目形式審查，實質要件之填報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一、建築師事務所名稱： 

二、開業證書或登記證字號： 

三、建築師姓名： 

四、連絡電話： 

五、所址或公司地址： 

容積上限檢核表

1.危老重建基地範圍

2.合併鄰接範圍

3.合併鄰接範圍超出1000M2部分

4.核計結果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面積核算(單位㎡) 

項次 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容積獎勵項目 說明 
基準容積

獎勵額度

(%) 

申請項目勾稽欄 獎勵面積(㎡) 檢附證明書圖文件 

一 
本條例施行後三年內申請之重

建計畫(109年 5月 10日前申請重建) 
時程獎勵 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10% □符合該項 ____________㎡ 

109年 5月 10日前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檢附規
定文件內容，提出申請。 

二 
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高於

基準容積 

應優先申請

項目 

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10%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依實際核算值) 
建築主管機關核發原建築容積證明文件。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依實際核算值) 

三 
原建築基地符合本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各款 

應優先申請

項目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

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10% □符合該項 ____________㎡ 

法定要件檢核表 結果未達乙級者。 8% □符合該項 ____________㎡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為乙級，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

降設備者。 
6% □符合該項 ____________㎡ 

四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 

(二者擇一) 

應優先申請

項目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

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並以淨空設計。 
10% □符合該項 ____________㎡ 

建築物一樓平面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二公尺以上，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

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並以淨空設計 
8% □符合該項 ____________㎡ 

五 
建築物耐震設計 

(四者擇一) 

應優先申請

項目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10%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耐震設計標章或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一級 6%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 4%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三級 2%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 額度檢核一 額度檢核一 
二至五項累計申請容積獎勵檢討： 

1. 二至五項累計未達基準容積之 30%或原容積之 15%者，始得申請六至九項獎勵。 

2. 未申請二至五項各項獎勵者，不得申請六至九項獎勵。 

-- 

□基準容積之______% 

或 

□原容積之_______% 
____________㎡  

六 

取得候選等級綠建築證書 

(五者擇一，重建計畫範圍內土

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者，不適用銅級及合格級之獎

勵) 

非優先申請

項目 

鑽石級 10%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 

黃金級 8%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銀級 6%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銅級 4%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合格級 2%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七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建築證書 

(五者擇一，重建計畫範圍內土

地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者，不適用銅級及合格級之獎

勵) 

非優先申請

項目 

鑽石級 10%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 

黃金級 8%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銀級 6%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銅級 4%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合格級 2%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八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計 

(三者擇一) 

非優先申請

項目 

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5%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與本府簽訂之協議書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一級 4%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二級 3% □申請該項 ____________㎡ 

九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

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 

非優先申請

項目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公共設施用地之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容積率 
5% 

□申請該項 

核算值為____% 
____________㎡ 

一、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
地之土地所有權人移轉登記同意書 

二、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
地之土地移轉登記切結書 

三、開闢程度應經該公共設施管理機關認可。 

※ 額度檢核二 額度檢核二 累積容積獎勵：上限不得逾基準容積之 30%或原容積之 15% 。  

□基準容積之______% 

或 

□原容積之_______% 

____________㎡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本表，僅就規定項目形式審查，實質要件之填報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填表簽證建築師基本資料 

容積獎勵檢核表

2.優先獎勵項目

1.時程獎勵

3.非優先獎勵項目



重建計畫內容及相關表單

參照營建署頒佈之表單格式製作
可依以下路徑下載(內政部都市更新網下載專區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重建流程及相關書表文件(範本))

■ 封面

■ 重建計畫書格式及內容

■ 申請書

■ 切結書

■ 申請重建同意書

■ 各式協議書格式等



潛在案件一
■ 案一為經本府於0206時依災害防救法及災害後危險

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經評估有危險之虞，須經補

強認定後始得使用，並解除紅色危險標誌(紅單)或拆

除危險建築物。符合危老申請條件(第三條第一項

第一款)

■ 擬申請容積獎勵：

1. 危老條例§6第2項之時程獎勵10%

2. 危老獎勵辦法§4：符合危老條例§3第1項第1款之獎勵10%



潛在案件二
■ 案二係經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經初步評估結

果評定為乙級。尚未能確認是否符合危老申請條件

■ 結構評估標的為透天型住宅，經檢附使用執照影本及竣工圖證

明無昇降設備。符合危老申請條件(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 申請人擬申請以危老基地合併鄰接基地重建。

法規檢討：須另注意符合危老條例第3條第二項規定：鄰接之建築物基地
或土地之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基地面積。



簡報結束


